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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埠敲響警鐘！外來發展商計劃成立商業改進區 

 

你聽說了嗎？ 2018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二晚上，華埠和華埠北社區成員集中在 990 Spring 

Garden Avenue 參加了 Arts and Crafts Holdings 的報告會。此會議由 Callowhill Neighbor-

hood Association 組織。報告展示了一個市

政 商 業 改 進 區 的 計 劃 的 最 新 進 展 。

PlanPhilly 于 2018 年 6 月撰寫的文章所述，

此計劃將由 Arts and Crafts Holdings 帶頭，

名為 Callowhill 改進區。Kelly Edwards 女士

在此次報告上展示了這個位於華埠北的新

區的邊界，它從萬安街北邊延伸到 Spring 

Garden street，從 9 街到 13 街。 
 

什麽是商業改進區（BID）？ 

Callowhill 改進區是一個商業改進區。商業

改進區是一個特定的地理區劃，并被政府在

法律上承認的行政機關。它對業主收費，并

用收得款項投資于當地的設施服務以改善

該商業區。區內所有業 主共同分擔該區的

花銷。區內如何提供服務由商業改進區來決

定。 
 

關於 Callowhill 改進區我們有什麼需要擔

憂？ 

Callowhill 改進區的成立過程缺乏透明度，這

使得費城華埠發展會和其他社區成員非常

擔憂。Callowhill 改善區進程始於 2018 年 1 月到 2018 年 6 月，費城市議會通過了啟動

Callowhill 改善區的法案。從這個過程開始到現在，他們與你交流過幾次？他們是否邀請了

社區的所有利益相關者參加他們的社區會議？ 他們是否明確了成立 BID 的意圖？ 他們

是否按照業主的要求提供雙語材料和互動？ 他們問過你的意見嗎？ 你知道他們計劃向

你收取多少費用嗎？ 你知道你是否被劃入該區邊界嗎？ 今天，你對 Callowhill 改善區提案

了解多少？ 我們從附近的業主那裡了解到，Callowhill 改善區根本沒有聯繫他們。 1 

華埠, Callowhill 改進區, 和中心城區商業區邊界 



 

 

 

費城311在唐人街清理塗鴉 

 

為了可以在華埠看到更整潔的牆壁和企業。 PCDC向費城的非緊急聯絡中

心Philly 311報告塗鴉和標籤問題。 Philly 311是一個維繫居民跟城市

政府信息和服務的部門, 他們反應迅速而有效.。 

如果你在你的社區看到任何塗鴉，你可以在www.phila.gov/311/form或

者打電話去311免費申請清除. 塗鴉消除團隊在非天氣惡劣的情況下可以

在4-5天內移除或掩蓋塗鴉。 

你報告塗鴉情況的時候，工作人員可能會問你以下的問題: 

• 塗鴉所在的地址及郵編 

• 塗鴉在什麼 樣的架構上. 

• 塗鴉所在的表麵類型。如果

塗鴉所在的位置是你所擁有

的，而且你想要重新繪製，您

可以選擇一種顏色進行重新繪

製。天然磚，石頭或金屬等表

面可以進行電力清洗。 

• 塗鴉在建築物的哪裡 

• 你的姓名，家庭住址，以及聯

繫號碼。你的資料我們會保

密。 

照片之前和之後of 11 th & Appletree Streets 

2 

華埠必須堅持在這個過程中充分考慮華埠和華埠北人們的

需求。 

另一個問題是 Callowhill 改進區的董事會缺乏多樣性。 

Callowhill 改進區的董事會是否能代表華埠社區的所有聲

音？ 根據 6 月份通過的條例，該區董事會大多由在費城擁

有多處房產的大型業主和投資者組成。 它並不代表華埠社

區的多樣性。 例如，他們的董事會沒有小商戶業主代表。 

最後，PCDC 曾希望 Callowhill 改進區做出嚴肅認真的努力，

讓所有業主參與其中。 可是，Callowhill 改進區是否邀請你

參加問卷調查？ 你有沒有收到他們發出問卷調查的郵

件？調查是用您的母語嗎？ 他們是否通知了你他們成立

BID 的計劃？ 他們有沒有邀請你參加他們的調查結果展

示？ 如果你的答案是否定的，你應該感到警覺。 

 

為什麼成立我們自己的 BID是華埠的最佳應對方案？ 

BID 是宣稱華埠街區所屬權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它可以清

楚地定義華埠的邊界，並保護它免受外來投資者的侵犯。 

2012 年，整個費城共有 14 個 BID，那之後還有很多新的商

業改進區加入。 目前， 亞區街沿線的許多華埠業主都向

Center City District 支付費用。如果 Callowhill 改進區獲得

批准，留給華埠保留其獨特身份，商戶和文化的空間將所

剩無幾。成立一個華埠的 BID 將會把我們的社區資源，權

力和代表性保留在我們世世代代努力建設的社區之內。 

華埠的 BID 將專注為華埠的利益而努力，並將提供我們需

要的服務。 建立華埠 BID 是 2017 年華埠社區計劃的一個

目標。 華埠擁有 300 多家商戶，從餐館到零售商，從藝術

空間到輕工製造。 目前，華埠支付的稅款被收集到整個費

城並重新分配，並非所有都會回到華埠。然而，華埠 BID

收集的所有款項都將重新投入華埠的發展。發展的重點也

將由您決定。 這個 BID 將維護華埠的文化認同，保持該地

區相對於其他地區的競爭力，並在各個方面努力爭取華埠

的利益。 

華埠敲響警鐘！外來發展商計劃成立商業改進區 (續) 

226 N. 10th Street 

之前和之後照片 

 

照片之前和之後 near 155 N. 10th Street 

 

 



 

PCDC 項目和服務   

賓州運輸部創新挑戰 

賓州運輸部邀请9  -  12年级的学生团队（最少两人，最多四人）合作开发和探索创新技术和方法，让司机在工作区放慢

車速。學生必須在團隊中共同努力，開發他們的創新解決方案，來解決已確定的挑戰。該創新挑戰旨在教育學生應對賓

州運輸部面臨的挑戰，并鼓勵他們考慮將賓州運輸部視為未來的僱主。該部門將選擇區域獲勝者，他們會在2019年4月

在Harrisburg參加全州級別的比賽。 

截止日期：1月25日下午5点      奖励金额：1,500美元（由团队成员平分） 

詳情请访问https://www.penndot.gov/about-us/PennDOT2020/Pages/Innovations-Challenge.aspx 

羽毛球於星期三下午3點至5點在Holy Redeemer 體育館舉行。1/9開始 

Franklin Institute社區夜晚 – 1月28日 

歡迎所有人來參加好玩的教育型科學項目，其中包括：Franklin Institute有名的展覽，特殊節目，以及動手活動。入場費

是免費的，也不需要提前登記報名。 1月28號下午五點準時開門。若想知道更多詳情：請登入 http://www.fi.edu 

The Vegetarian Resource Group Scholarship 

在自己的社區或學校裡提倡素食主義的美國高中生（必須是即將要畢業的高四學生）可申請此獎學金。素食主義者不吃

肉，魚，與雞禽類食物。僅限在2019年春季要畢業的高中生申請。要求學生提供一篇作文以及近兩年的成績單。更多信

息，請登入他們的網站。 

截止日期：2019年2月20日 

獎勵金額：5,000美元 （2個名額），1,000美元（一個名額） 

申請: https://www.vrg.org/student/scholar.htm 

一月青少年活動與機會  

重要公告：  

1月SAT練習會在1月26日上午9:00至下午1:30 於 901 Wood Street 舉辦。請通過ryang@chinatown-pcdc.org與 Rosaline 聯繫預

訂座位。 

青少年俱樂部獲得額外項目  

青少年支持小組 
青少年支持小組是青少年談論生活壓力並學習良好心理健康習慣的安全場所。 

每星期三下午5:30  -  7:30,  901 Wood Street，Philadelphia，PA 19107 

老師：UPenn精神病學家Jenny Yu，醫學博士，博士和費城亞洲心理健康先驅，Helen Luu，LCSW 

青少年俱樂部每週行程。 

所有課程與素材一概不收費，位置有限，先到先得！ 

SAT閱讀和寫作 

每星期二下午4點至6點 
901 Wood Street 

 老師: Phoebe Ho 

運動之夜 -羽毛球 

每週三 

下午 3:30 -  5:30  Holy Redeemer Gym，
915 Vine St 

SAT 數學 
星期一 下午四點-六點 
901 Wood Street,  
老師: Clara Zheng 

免費SAT模擬考試  
每月的最後一個週六，早上九點到下午一點三十分 
901 Wood Street, Philadelphia, PA 19107 名額有限，請
電郵Rosaline Yang 至 ryang@chinatown-pcdc.org 進行
預約.  

大學講座  

每第2和第4星期五下午4點至6點 
901 Wood Street  

3 

週五免費娛樂 
星期五，下午4點至6點 
901 Wood Street  

老師：Rosaline Yang 

https://www.penndot.gov/about-us/PennDOT2020/Pages/Innovations-Challenge.aspx
http://www.fi.edu
https://www.vrg.org/student/scholar.htm
mailto:ryang@chinatown-pcdc.org
mailto:ryang@chinatown-pcdc.org


 

4 

   分區和規劃  

我們為何提出這個目標 

華埠是一个联邦医疗服务不足的地区，其弱势群体的能獲得的医疗保健服务非常有限並且存在被社会孤立的风险。 低

收入居民，移民，老年人和无家可归者迫切需要医疗服务和社区支持。 我们的目标是將人们与支持其健康和保健的计

划相連，并确保提供这些服务的组织能够有效地开展工作。 

我們將如何實現目標 

促進社區健康和保健 

首先，一個社区健康评估將會展開以确定优先的健康问题。 PCDC将通过与利益相关者的圆桌会议制定健康和保健信

息及外联战略。 此外，PCDC将围绕健康主題开展教育活动，吸引本地居民。 

加强关键服务机构的服務能力 

PCDC将与当地服务提供商和机构举行半年会议，讨论服务变更，需求和合作机会。 PCDC将进行空间和设施库存调

查，以探索扩大和重新利用未充分利用空间的机会。 还将完成社区需求和评估报告。 

你如何參與 

- 回應社區健康評估調查 

- 參加健康主題的教育活动 

- 參加健康和保健圓桌會議 

PCDC將在未來幾年帶頭領施唐人街社區計劃。有1300名社區

成員和利益相關者參與規劃過程。該計劃的設定了改善建成環境，

發展經濟機會和改善社區生活的具體目標和行動。在計劃實施過程

中，整個社區的廣泛參與將加強华阜作為一個重要的居民區，目的

地商業區，以及整個費城和大費城區域移民的鄉外之家。 

感謝 Interface Studio, 指导委员会, 與社區合作夥伴們對此計劃的支持. 

第5個目標 —  社區健康 

北12街家庭住房項目 

單位類型 單位數量 面積/平方尺 符合資格的申請人家庭年收入 

1居室 4 333-440 $24,480 - $35,000 

2居室 8 609-737 $32,040 - $62,950 

3居室 1 1273 $54,000 - $81,100 

費城華埠發展會正在北12街624和632號興建經濟適用房，

臨近北12街和Wallace街的交界處。此項目將提供13戶為低

收入家庭提供的可負擔的出租公寓。申請表可到費城華埠

發展會領取，或由網站上下載：https://bit.ly/2FtHcaC。 

重要日期： 

 2018年12月10日 – 開始接受申請 

 2018年12月18日 – 第一次租房講座 (上午9:30 – 
11:00) 

 2019年1月8日 – 第二次租房講座 (上午9:30 – 
11:00) 

 2019年1月底 – 通知申請是否成功 

 2019年3/4月 – 632號租戶搬入 

如果您對此項目有其他問題，請聯繫費城華埠發展會的項

目助理吳玥。 電話: 215-922-2156 郵箱：ywu@chinatown-
pcdc.org 

建好的單位按收到申請的順序

提供給合資格申請者。 

先到先得！ 

https://bit.ly/2FtHcaC
mailto:ywu@chinatown-pcdc.org
mailto:ywu@chinatown-pcd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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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區和規劃  

以下是華埠街區目前和即將開展的區劃事宜。在分區調整

委員會（ZBA）聽取之前，區域事務首先通過公共RCO會

議向社區提出。如果你對於區劃有寶貴意見，歡迎參加

RCO會議或ZBA聽證會。所有ZBA聽證會都在拱門街1515

號的One Parkway Building第18樓舉行。PCDC的規劃委員會

作為註冊社區組織（RCO）在每個月的第二個星期二下午6

點就第7至第13街，Filbert至Spring Garden Street的區劃舉行

會議。 

下次會議將於1月8日舉行。接下來的三次會議將於以下日

期舉行： 

2月12日        

3月12日       

4月9日 

上次會議案件： 

地址：禮士街911號 

上訴＃：35575 

許可證號碼：900684 

預定聽證時間：2019年1月30日 

計劃：完全拆除現有附屬建築物，並加建房屋，大小和位

置如平面圖/申請中所示。一樓和二樓用作餐廳，上層建築

用作多戶家庭居住（三十二個單位），並且有十一個自行

車停車処（位於一條可通達的通道）；此申請不包括標

牌。 

RCO的意見：尚未決定 

下次會議案件： 

地址：禮士街911號 

上訴＃：35575 

許可證號碼：900684 

預定聽證時間：2019年1月30日 

計劃：完全拆除現有附屬建築物，並加建房屋，大小和位

置如平面圖/申請中所示。一樓和二樓用作餐廳，上層建築

用作多戶家庭居住（三十二（32）個單位），並且有十一

（11）個自行車停車処（位於一條可通達的通道）；此申

請不包括標牌。 

RCO的意見：之前會議尚未決定 

分區事項 

鼎華居最新消息 

 
 
 
 
 
 
 
 
 
 
 
 

PCDC正在尋找項目經理。 

鼎華居是PCDC在華埠北邊區域新開發的一個項目。從周圍

的社區可以看出，它是這個勤奮和自豪的社區的象徵.Crane

是一個多用途開發項目，它包括住宅，辦公區

域和社區中心。 

了解更多信息或申請，請

訪問網站：https://

bit.ly/2C0x2ct   

 

 

 

https://bit.ly/2C0x2ct
https://bit.ly/2C0x2ct


 

項目和服務  

2018年報稅須知 

 

報稅的最後期限:2019年4月15日，星期一 

隨著稅務申報季節即將來臨, PCDC建議您在提交納稅申報表之前收集所有必需的文件, 以避免出現任何問題導致錯過報

稅時間。其中一些文件是以郵寄的方式郵寄到您的郵寄地址, 而其中一些文件可能需要從您當前或以前的雇主那裡獲

得。 

 

以下是您報稅所需要的文件: 

1. 帶照片的身份證明和家庭成員的工卡號碼 

2. 2018年的收入證明 

a. W-2，顯示你從雇主那裡得到的所有收入證明 

b. 1099-INT，顯示你在這一年裡得到的利息的證明 

c. 1099-G，顯示州和地方稅的任何退款，信貸或抵消 

d. 1099-DIV和1099-R，顯示退休時的股息和分配以及

一年內因其他計劃支付給您佣金 

3. 2018年的收據: 

a. 托兒所，提供者信息（包括SSN / EIN）的托兒服

務收據 

b. 1098-T（學費支付報表）為高等院校支付學費 

c. 1098（按揭利息聲明）支付按揭利息 

d. 醫療費用的收據（保險沒有承包的部分） 

4. 1095A，健康保險市場聲明 (2018年市場健康保險-奧巴

馬醫改） 

5. 防止身份盜用密碼（如果有） 

6. 2017年年的退稅證明副本 

7. 無效支票，包含銀行賬號和銀行直接存款/借記的路由

號碼 

 

重要提示: 

- 簽署後，您對退稅中的任何事情負責。在簽名之前確保您

的退稅信息正確無誤。 (在偽證處罰的情況下，我聲明我已

經審查了這一回復以及隨附的時間表和陳述，並且據我所

知和所信，它們是真實，正確和完整的。) 

- 如何舉報涉嫌稅務欺詐行為: 

如果你發現 你就 

懷疑或知道在以下問題上不遵守稅法的個人或企業： 

 - 虛假豁免或扣除 

 - 回扣 

 - 錯誤/改變文件 

 - 未繳納稅款 

打印表格3949-A（信息推薦）並郵寄至： 國內稅收服務

局，加利福尼亞州93888 或者，通過郵件或致電稅務欺詐熱

線電話1-800-829-0433舉報。注意：美國國稅局不接受電話

中涉嫌違反稅法的轉介。 

懷疑有人偷走了您的身份並將您的SSN用於就業目的，或者可以使
用您的SSN提交納稅申報表 

訪問我們的身份保護頁面：https://www.irs.gov/identity-theft-

fraud-scams 預防，檢測和受害者援助  

涉嫌欺詐活動或納稅申報人或稅務籌劃公司的濫用稅收計劃  網上寫表格14157，打印並郵寄至表格上的IRS地址 

懷疑納稅申報表準備者未經您的同意幫你報了稅或更改了您的 

退稅，並且您正在尋求更改您的帳戶  

將表格（表格14157和表格14157-A）發送至表格14157-A的
說明中所示的地址。 

懷疑您收到或了解欺詐性的IRS電子郵件和網站 訪問IRS網絡釣魚網頁：https://www.irs.gov/privacy-
disclosure/report-ph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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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未報告的收入 

 -有組織犯罪 

- 保留失敗 

PCDC 報稅服務日  

2/9, 2/10, 2/16, 2/17, 3/2, 3/3, 3/9, 3/10 

https://www.irs.gov/identity-theft-fraud-scams
https://www.irs.gov/identity-theft-fraud-scams
https：/www.irs.gov/privacy-disclosure/report-phishing
https：/www.irs.gov/privacy-disclosure/report-phishing


 

PCDC 的 HUD 認證房屋諮詢計劃每月提供雙語的購房者教育課程，以協助和支持潛在的房主，無論你是在本月或在幾

年內才進行購買。你將會得到一個好的開始，當你決定成為房主的時候，這可以給你帶來更多的選擇並節省更多資

金。課程安排在每個月的第三個星期四。上午班是上午 9 點至下午 1 點 或 下午班是下午 3 點至下午 7 點! 

即將到來的課程是 1 月 17 日。 

 需要註冊，請致電或發送電子郵件給李萍好以預留您的座位： 215-922-2156 或 plee@chinatown-

pcdc.org。 

***完成本課程後，再加上兩小時的 PCDC 一對一輔導，你將獲得一個購房教育證書; 這將有權申請首

付和/或成交費用援助計劃。 

購房者首期過戶費補助計劃正在進行中： 

銀行提供不同的的協助項目，請與您銀行的貸款部門人員協商以獲得準確信息，你也可以撥打 PCDC 熱線電話 Ping Lee 

215-922-2156 獲取更多詳情。 

項目和服務  

                 你可能有資格申請PACE/PACENT 

如果你需要幫助申請PACE/PACENT，你可以在週一訪問PCDC獲得免費幫助，檢查你是

否符合處方藥的保險範圍。要獲取幫你，你必須撥打215-572-1234與余女士聯繫預約。她

為PASSi工作，每週一來PCDC提供這項免費服務。 

Tom Wolf州長簽署了一項立法法案，將PACE/PACENET的收入限制提高了$4,000。這福

利變化可供全州17,000跟多的長者居民使用。  

 項目 金額上限 僅限首次購房者? 銀行 

CommunityWorks® program Up To $7000 Yes HSBC Bank 

Home Grant Program Up To $7500 No Bank of America 

Chase Homebuyer Grant Up To $3000 No but for primary residence JPMorgan Chase and Co. 

Destination Home Mortgage Up to $2500 Yes Citizen Bank 

Keystone Advantage Assistance 

loan program 
Up to $6000 no-interest 10 
year loan 

No 
PHFA closing-cost assis-
tance 

Your First Home Program Up to $1000 Yes DHCD 

HomeReady Mortgage Up to $2000 No TD Bank 

Closing Cost Assistance Grant Up to $2500 No PNC 

華埠發展會在2018年12月20日舉辦了12月份的購房教育講座。這次的講座有21人參加。 

從這次講座中，與會者學到了：購房團隊的成員，貸款資格，信用的重要性以及更多。我

們還談到了房屋檢查，貸款保險和借款權利。在研討會上我們還分享了這首付/成交費用

援助計劃。  

講座期間，參與者和演講嘉賓積極參與講座，詢問并回答了很多問題，參與者還在評估表

上留下了寶貴的意見, 例如“我已經學會了擁有房屋所有權的步驟”，“我認為購房貸款的介

紹非常有用“ 等等。總體而言，參與者、演講嘉賓和講師們的共同參與促成了這個成功的

講座！PCDC非常感謝我們的演講嘉賓：感謝他們提供在貸款和房地產領域的專業知識：

Laura Corley from Trident Mortgage Company 
                          Frank Sitner and Tau Wang from Bank of America 
                          Jinny Yang and Mike Qi from Remax Affiliates North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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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房教育講座 



 

項目和服務  

規劃亮點  

PCDC的社區計劃  

教育並鼓舞社區成員在政策和發展上做出投票決定。

我們提供兩黨和雙語的投票教育和登記協助。 

 一共舉行了20場選民登記活動 
  Asian American Power Table – Get Out the Vote: 

PCDC 與亞裔聯合會，PICC，SEAMAAC，和

VietLead合作，以確保在2018年的投票初選和大

選期間可以聽到亞裔美國人/太平洋島民的聲

音。 

 129 名選民登記投票 

 222 張簽署承諾卡 

 2,909 次電話服務 

 742 次敲門服務 

 

鄰裡規劃與發展 :  

1. PCDC共獲得了為期5年的WFRF社區實施補助金，

總額為75萬美元。 

2. 促進關係：大約100名夜市參觀者參與了促進唐人街

社區計劃的互動活動 

3. 停車調查：60名企業主/員工和53名訪客/居民回應了

調查 

4. 經濟適用房：N. 12th Family Homes正在積極建設

中，其中包括13個經濟實惠的出租單位。三個中的

一個房子在2019年3月便可以搬入。 

 

鼎華居與華埠社區中心正在1001 Vine Street拔地而起。 

這裡曾經是一片空地，現在坐落著在一棟20層高的建

築物。其中正在建設一個社區中心裙樓，象徵著華埠

的自決能力。 幾十年來，華埠一直希望為居民和許多

非居民提供娛樂中心和中國文化中心，他們認為華埠

是他們的家，前來參加文化，社交和宗教聚會。 

PCDC及其開發合作夥伴JNA Capital正在管理鼎華居的

建設。 當其大門在2019年秋季開放時，該建築將提供

課後輔導，幼兒學習，健康，娛樂，健身，為成人，

家庭和老年人準備的藝術和文化課程，以及一個華埠

博物館。 

我一定要買這件東西嗎? 

今天,有很多消費者因為過度使用信用卡購買一些並非必要

的東西而債務纏身.為了確保您不會步其後塵, 在您用信用

卡購買每一件物品之前都要仔細考慮. 請向自己提出以下問

題: 

 

購買? 

錢? 

 

信用將有助於實現您的購屋夢想. 

 

應當避免的某些信貸類型 

作為一位負責任的消費者,您必需要提防那些不顧您的償還

能力,花言巧語推銷所謂的快捷貸款的貸款機構.儘管這些貸

款看起來很吸引人, 但通常會收取很高的利率, 要求某種某

種形式的抵押, 甚至含有高額的隱藏費用. 比如說,當舖就不

是合適的借貸來源;以租代貸的做法則是以及高的利率與您

簽訂長期貸協議租,結果是您以高價購買家具或其他家居用

品,這也是您應該盡量避免的.另外預支薪資及預支退稅款這

這種借貸形式, 需要預付很高的費用, 十分有必要三思而後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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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積分的重要性系列- #5 

—-—— PCDC 2018 Year in Review 
 

*信息來源於Freddie Mac CreditSmart 



 

 
住房諮詢 
 

住房計劃按照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的財政年

度計算。在2018財政年度:  

  575 households served 

 One-on-one counseling: 

-  158次出租服務 

-  69次預購服務 

-  204次購後服務 

-  239次信用評估 

 講座:  

-  租賃：56名參與者 

- 購屋教育：79參與者 

- 購後教育：81參與者 

- 其他講座：36名參與者 

 90%的家庭英語能力十分有限 

 75％生活在貧困中（AMI <30％） 

 97％是中低收入（AMI <80％） 

 25位新房主 

 PCDC住房諮詢計劃加入了賓州住房金融的政府機構 

家庭服務  
 

這是PCDC第四年做Volunteer Income Tax Assistance 

(VITA)服務，這也是我們主要的家庭服務內容:  

 39名志願者 

 414名客戶（由於今年較晚開始此服務，客戶人數比

去年的數量低），為他們總共節省了約17,000美

買房住房諮詢 

青少年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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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名華埠春季清潔志願者 

 15,000名華埠夜市參與者 

 66個夜市供應商，贊助商和合作夥伴 

 4,000名中國新年活動參加者 

 22位$1-a-Day的支持者 

 三名$1-a-Day的街頭清潔工 

 2970小時的清潔 

 收集到3768袋垃圾 

 在整個唐人街安裝了4個香煙容器 

活動 

 中國新年：PCDC連續第三年與Reading Terminal 

Market合作，在市場舉辦中國年慶祝活動 

 Comcast Cares Day：PCDC和Comcast合作在唐人街舉

辦Comcast Cares Day。 100多名志願者參加了華埠的

清潔和美化項目。 

 中國元宵節：PCDC第二年與Historic Philadelphia合

作 ，將中國元宵節帶到社區和華埠餐廳。 

商業走廊計劃 

 5 位老師 

 服務了119名青少年 

 舉行了136次班級 

 4次大學訪問，去了5所大學 

 學生們被錄取到：賓夕法尼亞大學，維拉諾瓦大學，

德雷塞爾大學，坦普爾大學等等。 

 WorkReady的青少年設計並出版了唐人街社區出版社

的第一版。該項目為青年人提供了學習使用數字出版

以及印刷出版的機會，還有助於留存唐人街的歷史。 

 與Bryn Mawr大學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 Bryn Mawr學生

可在PCDC實習，參與唐人街社區活動。 

PCDC 2018 Year in Review ——— 



 

 

PCDC的書法課程學生展示他們的藝術作品  

 

這一年要結束了，書法課程也迎來了他們最後一堂課。在12

月18日，參與者展示了他們的藝術作品和學習成果。老師約

瑟芬發自內心地訴說了她在書法班的經歷，以及對學生們成長

的感慨。 

 

她最大的收穫是，即使你不懂中文，你仍然可以學書法。書法

在學習漢語與理解漢字上起到了很大的幫助，每個筆劃筆順都

是有意義的。約瑟芬沒有讓學生去模仿任何書法家的字體。她

讓學生尋找自己的創作方式。反复的練習能夠使一件事變得完

美。學生們經常互相分享他們學習的心得與故事，比方說有人

表示她每天晚飯後都會練習書法。 

 

參與者分享了他們的學習旅程和他們作品背後的歷史。這也是

約瑟芬和她的學生們之間一個問答的機會。學生們向約瑟芬詢

問了書法筆觸上的技巧。約瑟芬回答說：“每個人都用不同的

方式寫中文，哪一種方式能完全複製？” 

一位參與者告訴我們，她希望PCDC能夠開辦更多如同此類的

這是您與移民事務辦公室交流的機會 

這是您與移民事務辦公室交流的機會 

移民事務辦公室是一個促進費城移民社區福祉的市政府辦

公室。 它提供的服務有： 

 - 幫助你以母語獲得城市資源 

 - 勞動力發展計劃，如移民工人學院 

 - 推薦最能幫助您獲得公民身份和其他幫助的非營利機

構。 

 

移民事務辦公室代表將於1月16日晚上7點30分至晚上8點

在亞皆街810號平安樓參加PCDC社區會議。 這將是一個

直接與市政府代表討論您所面臨的挑戰，您希望看到的變

化或

可以

改進

社區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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