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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DC 2019年新年晚宴 

2019年2月22日，PCDC與400位朋友和社區領導舉行了一年一度的中國新年宴會，慶祝了

豬年的到來。每桌客人都在在東方明珠大酒樓享用了10道美味的菜餚。費城太陽隊以充

滿活力的表演歡迎客人，宴會開始時他們在桌子之間穿梭表演。 

PCDC榮獲了社區服務獎的獲獎者，費城房屋管理局總裁兼首席執行官Kelvin A. Jeremiah

先生。其他特邀嘉賓包括非洲裔美國事務諮詢委員會執行理事Jalila Parker，第175區的州

代表Mary Isaacson，還有議員Mark Squilla. 

我們要感謝今年的活動贊助商： 

主辦贊助商：Jeffrey and Tina Lurie 

黃金贊助商：Hunter Roberts建築集團, IBEW Local 98, 和PECO 

銀牌贊助商：Beneficial 銀行, Health Partners Plans, Thomas Jefferson University & Jefferson 

Health, PNC銀行，PREIT，Schnader Harrison Segal & Lewis, 和富國銀行 

大獎贊助商：國泰航空 

感謝與我們一起工作保證活動成功的優秀志願者: Matthew Altea, Ardhika Aziz, Kathy Chan, 

Wenjie Chan, Matt Chin, Avram Enriquez, Christina Gian, Emily Gian, Xianjun Hu, Xingyu Jiang, 

Danny Le, Emily Lim, Tommy Lu, Kianna Ly, Soad Mana, Minh 

Nguyen, Sara Park, Lisa Phan, Ja-

mie Song, Matthew Taing, Eddie 

Wong, Jacky Wong, Alex Ye, Sa-

rah Yeung, Johnson Zhao, Mei 

Lin Zhao, Colee Zheng, Sofia 

Zheng, and Viwing 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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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DC 項目和服務   

三月青少年活動與機會  

重要公告：  

三月SAT練習會在3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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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FSA Reminder for High School Seniors – 經濟援助 

在社區大學，商業/貿易/技術學院，醫院護理學院，或已註冊兩年不可交換項目的所有首次申請者 – 2019年8月1日。所

有其他申請者 – 2019年5月1日。 

詳情請訪問https://studentaid.ed.gov/sa/fafsa 

Franklin Institute社區夜晚 – 3月18日 

歡迎所有人來參加有趣的教育型科學項目，其中包括：Franklin Institute著名的展覽，特殊節目，以及動手活動。入場免

費，無需預先登記。下午五點準時開門。詳情請訪問：http://www.fi.edu 

2019年Cecila Moy Yep獎學金 

Cecilia Moy Yep獎學金基金於1994年由亞裔美國婦女聯盟成立，旨在表彰通過其服務和領導對當地社區產生積極和持久

影響的亞裔美國女高中生。 該獎學金將用於資助高中後教育。 每年頒發不同金額的獎學金。 符合以下條件的學生有資

格申請獎學金： 

• 2019年5/6月畢業的美國亞裔女性高中生 

• 住在Philadelphia, Delaware, Montgomery, Chester, or Bucks counties 

財務需求證明 

• 參加社區服務和課外活動 

• 在4.0分制中，累計平均成績至少為3.0分 

• 2019年夏季或2019年秋季開始上大學 

截止日期：2019年3月11日晚上11:59 

詳情請訪問：http：//www.aawcphilly.org/scholarship.html 

 
Doodle 4 Google 

贏取30,000美元的大學獎學金，為你的學校/非盈利組織提供50,000美元的技術套餐，并且你的藝術作品會在google.com上

展示一天！2019年Doodle for Google的主題是：當我長大后，我希望......今年的主題邀請你向我們展示你的對未來的希

望。火星上的教室？可以飛的鞋子？每個人都有食物？治愈一切的藥丸？把你的願望放進塗鴉！ 

截止日期：2019年3月18日 

詳情請訪問：https://doodles.google.com/d4g/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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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Lamei Zhang和 Rosaline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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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Rosaline Yang 

Exelon STEM 創新領導學院 

10年級和11年級的年輕女性免費課程。 每位參與者

都將收到一台iPad使用並可帶回家！ 課程於7月21日

至7月26日舉行。 

要了解更多信息併申請，請訪問
www.Exelonstemacademy.org 

截止日期：2019年4月22日 

mailto:ryang@chinatown-pcdc.org
https://studentaid.ed.gov/sa/fafsa
http://www.fi.edu
http：/www.aawcphilly.org/scholarship.html
https://doodles.google.com/d4g/enter/
mailto:ryang@chinatown-pcdc.org
http://www.Exelonstemacadem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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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9日, 5月14日, 6月11日 

上次會議案件： 

上次會議沒有區劃案件。 

下次會議案件： 

地址：北第十街333號 

上訴編號：35160 

許可證編號：900495 

預定聽證時間：2019年3月20日，下午3：30 

計劃：允許在現有附屬建築物上方加蓋,大小和位置正如

申請/計劃中所示。整個底層將保持個人服務，增加十四

（14）個住宅單元，上層共計十八（18）個住宅單元（多

戶家庭生活）。 

地址：第12街210號 

上訴＃：33766 

許可證號碼：859405 

預定聽證時間：待定 

建議：建造一個附有屋頂的附屬結構的許可證，僅用於住

宅用途，用作第一層/第二層的空置商業空間，用於第三

層至第十層的二十六 (26)個住宅單元。(9)1級自行車道位

於無障礙通道上，沒有停車位。（申請材料有尺寸和位

置） 

地址：第11街121號 

上訴＃：36145 

許可證號碼：933647 

預定聽證時間：2019年4月3日， 下午3：30 

計劃：位于二樓和三樓的兩個家庭住宅（一共兩個家

庭），一樓是現有的按摩店（個人服務），如之前批准。 

分區事項 

保護中國文化 

2019年2月14日，

費城華埠發展會

的工作人員在第

10街的125號發現

一份通知，聲稱

該建築物的所有

者申請了建築許

可證，將完全拆

除或拆除該建築

的重要部分。這

個建築以前是中

國文化中心，是

華埠的重要歷史

地標。 

費城華埠發展會

立即採取了行

動。我們聯繫了

歷史委員會和中

國媒體，通過社交媒體宣傳，並發起了一場反對拆除這座

建築的請願活動。在費城華埠發展會的外聯工作中，大部

分華人社區都對聽到拆遷感到震驚，并對我們的努力表示

熱烈支持。 

中國文化中心是在費城註冊的歷史建築。對該建築的任何

改動都要經過費城歷史委員會（PHC）的審查。根據申

請，申請人打算拆除整個建築結構，除了正面和屋頂。

PHC工作人員建議拒絕，因為拆除的數量會威脅到該建築

的結構和歷史完整性。有關這方面的信息，請參見歷史委

員會網站上的第13頁，共18頁: https://www.phila.gov/
historical/meetingsandevents/Applications/125-N-10th-St.pdf. 

業主在公眾強烈抗議後會見了費城華埠發展會的工作人

員，解釋說他們從未打算拆除這座建築。事實上，他們說

他們並不知道這份拆遷許可證，並表示希望留住合適的人

才來保護和保護建築物。 他們已經申請延續2月19日舉行

的公開會議，並將提交修一份訂後的計劃。  

費城華埠發展會鼓勵所有想要就此事發表意見的各方出席

歷史委員會的公開會議。 會議安排如下:  

建築委員會：2019年3月26日，上午9點 

歷史委員會：2019年4月12日，上午9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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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社區歷史文化 

https://www.phila.gov/historical/meetingsandevents/Applications/125-N-10th-St.pdf
https://www.phila.gov/historical/meetingsandevents/Applications/125-N-10th-S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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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區和規劃  

鼎華居最新消息 

鼎華居將於今年9月開放，我們將與您分享令人興奮的新

發展！  

我們稱之為鼎華居，你叫他“家”。新公寓於3月15日開始預

租。  

在全新的鼎華居住宅中，你將被陽光和溫暖包圍，這要歸

功於落地窗，花崗岩檯面和瓷磚擋板。在大廳的正下方，

或者在下一層，你會看到為改善生活而設計的便利設施 – 

華埠的第一個多用途社區中心，最先進的健身中心，360°

全景的屋頂遮陽台，以及屢獲殊榮的雙語兒童保育中心 - 

等等。 想要獲得更新信息或更多關於公寓出租的信息，

請訪問：www.CraneChinatown.com  

你在尋找新的辦公空間嗎？  

鼎華居擁有超過16,800平方英尺的空間，包括底層零售空

間和在第四，五層的辦公空間。請聯繫PCDC了解更多信

息。  

鼎華居的華埠社區中心即將到來。從費城太陽隊青年組織

的籃球場到位老人和學生開設的課程，我們致力於為每個

人提供一些東西。想找個地方打球，上課，開會，或者舉

行活動？鼠年（2020年）宴會的黃金時間很快將會到來。 

聯繫PCDC告訴我們你向在鼎華居做些什麼。 我們正在招

聘 – 你正在尋找初級管理的工作機會嗎？新的職位機會將

會向華埠鼎華居的員工開放。物業經理，禮賓，銷售，市

場營銷和維修職位即將發佈。如果你有物業管理，招待，

零售和優秀的客戶服務方面的經驗，我們很歡迎你的參

與。如果你具備暖通空調，管道，電器，木工，漆墻和噴

漆技能，以及懂得中央設備，分離式系統，鍋爐和冷卻的

技術 – 我們將提供你與鼎華居共同成長的機會。雙語和雙

文化申請人優先。請把你的簡歷發給P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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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鐵路公園舉行的第一次農曆新年慶典 

2019年6月開放的鐵路公園引發了關於其對華埠社區影響

的爭論和討論。許多人擔心，新的公共公園會導致發展緩

慢，使居民生活水平上升，最終導致社區流離失所。然

而，鐵路公園為華埠社區提供了一個新的公共空間，讓人

們享受和開展活動。 

因此，PCDC在铁路园周围所做的努力有两个主要目标:反

迫迁和公平发展，以及在鐵路公園舉辦適合所有人的活

動。鐵路公園的農曆新年慶祝活動是實現第二個目標的第

一次嘗試 - 確保鐵路公園是一個包容的地方，每個人都可

以享受。  

PCDC工作人員用展示板向參觀者介紹位於多元化社區公

園的活動。鐵路公園周圍的人口由不同的種族，收入水平

和年齡組成。我們鼓勵參觀者提出想法，使公園成為一個

更具包容性的空間。比較多的想法包括太極拳，住房，外

國電影之夜，社區花園，以及更多的街道標誌。 

PCDC將繼續努力引導鐵路公園成為華埠社區的一項資

產，而不是成為一個把華埠

社區排斥在外的因素。 

http://www.CraneChinatown.com


 

項目和服務  

介紹 掠奪性貸款 

什麼是掠奪性貸款？  

掠奪性貸款可以有多種形式，而且很難界定。為了應對政府發佈減少濫用貸款的規則，濫用貸方正在不斷開發欺騙債務

人的新方法。  

一般來說，掠奪性貸款發生在債權人，經紀人或房屋裝修承包商參與欺騙或欺詐，通過激進和有說服力的銷售策略操縱

借款人，或利用借款人對貸款條款缺乏了解。  

此外，大多數主要貸款機構是銀行，信用合作社等，它們受到州和聯邦監管和監督，而大多數次級貸款機構則不然。  

信息來源於: Credit.org  6 

*信息來源於Freddie Mac CreditSmart 

信用卡積分的重要性系列- #6 

稅務詐騙/消費者警報 

因為稅務詐騙，成千上萬的人已經損失了數百萬美元并洩露了個人信息。詐騙者使用普通郵件，電話或電子郵件來誘騙

個人，企業，工資單和專業人員。 

美國國稅局不會通過電子郵件，短信或社交媒體渠道與納稅人聯繫，要求提供個人或財務信息。請識別詐騙跡象。另請

參閱：如何知道它真的是美國國稅局致電或上門到訪：https://www.irs.gov/newsroom/how-to-know-its-really-the-irs-calling-

or-knocking-on-your-door 

請注意，稅務局從不會： 

 從不 - 要求您馬上在電話中通過預付費借記卡、禮品卡或電匯等方式付款。如果你欠稅，稅務局會首先把欠稅單通過

信件寄給你。 

 從不 - 威脅你如果不馬上付款，會將你逮捕或把您移交警察局和法院。 

 從不 - 強迫你付款，並且不接受任何你對欠稅金額的提問和質疑。 

 從不 – 在電話中索要你的信用卡/借記卡的卡號或賬號。 

國稅局請你注意：如果你不欠稅，或你不認為你欠稅，請立即掛斷電話。不要提供任何信息。請通過https://

www.treasury.gov/tigta/contact_report_scam.shtml 與TIGTA聯繫以舉報詐騙。 

為什麼信用很重要？ 

良好的信用是一筆寶貴的資產。請看以下兩個家庭的例子，這兩個家庭都在申請

216,000美元的三十年固定利率貸款: 

 第一個家庭的信用分數很高，為760分，他們獲得了6.5%的好利率。 

 第二個家庭的信用分數較低，為620分，他們的利率是8.09%。 

 這1.59%的利率差額現在看起來似乎並不大，但同樣的貸款額，第二個家庭

每年得多支付2,796美元 – 三十年累積高達83,880美元。 

利率及信用分數在此只是舉例說明：實際貸款利率取決於很多因素，信用分數只

是其中一環。 

基於216,000美元的 

30年固定利率抵押貸款 

https://www.irs.gov/newsroom/how-to-know-its-really-the-irs-calling-or-knocking-on-your-door
https://www.irs.gov/newsroom/how-to-know-its-really-the-irs-calling-or-knocking-on-your-door
https://www.treasury.gov/tigta/contact_report_scam.shtml
https://www.treasury.gov/tigta/contact_report_scam.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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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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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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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房者首期過戶費補助計劃正在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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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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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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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所得稅申報！ 三月最後4個服務日!!! 

PCDC免費報稅服務中心（VITA）服務日（週六和周日）: 3/2, 3/3, 3/9, 3/10    

上午9點至下午4點PCDC辦公室，301號北9街 

今年二月，PCDC免費報稅服務中心（VITA）計劃提供2週末4天的服務。 在為期4天的服務中，有222位客戶前來獲得

所得稅申報援助。 PCDC共提交196份申報表，聯邦退款$271,498，賓州州退款$22,352，退款總額共$293,480。 

如果您還沒有提交所得稅申報表，請不要錯過這個免費所得稅申報的機會。 7 

房主/租客援助計劃 

 你知道你可以申請低收入援助計劃嗎？無論你是房主還是租客，要維持一個家庭都需要各種各樣的花費。例如，在冬

夏季，因為家庭取暖和降溫的需要，煤氣/電費會大幅度增加。華埠發展會的房屋諮詢計劃提供各類援助計劃，來減輕

你經濟負擔，讓你能夠維持家庭財務穩定。你會驚訝你可以節省多少！同時，華埠發展會也提供各種教育講座，幫助你

了解自己的權益。以下是房主/租客可以申請的援助計劃： 

房主/租客 

 每月電費賬單補助 (全年可申請) 

 費城水務署（PWD）水費援助計劃(全年可申請) 

 長者水費賬單折扣 - 65歲以上 (全年可申請) 

 一次性暖氣能源補助  (4/12/2019前申請) 

 針對低收入消費者的Lifeline計劃（免費電話）/特價電話/互聯網 (全年可申請) 

 醫療援助 (全年可申請) 

 補充營養援助計劃 (SNAP /食物券) (全年可申請) 

 物業稅退稅 / PA 1000  - 65歲以上 (6/30/2019前申請) 

房主 

 地稅減免 （12/31/2019前申請） 

 長者房地產稅凍結- 65歲以上 (3/15/2019前申請) 

請致電至PCDC：215-922-2156來預約！ 



 

 

Community  News  

Chinatown Celebrates the Year of the Pig! 華埠慶祝豬年！ 

2019 welcomed the Year of the Pig! Did you know that Chinese New Year is celebrated over several days? Pigs are symbols of wealth 
and bountifulness, and Chinatown certainly experienced a month full of rich activities.  

For Chinatown,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s started on Saturday, February 2nd. 
PCDC and the Reading Terminal Market partnered for the fourth year in a row to in-
troduce Chinese New Year activities and events to those at the Market. In the early 
morning, PCDC led the Chinatown Chinese New Year Tasting & Walking Tour, which 
taught visitors what, how, and where to eat and buy goods for Chinese New Year.  

At Reading Terminal Market, PCDC and volunteers from Drexel’s SAS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and Temple University coordinated various activities and events includ-
ing: calligraphy, cooking demos, dance performances, and a lion dance throughout the 
entire market.  

Performers/Activities by: Mr. Bingqing Peng, L&M Dance Studio, Michelle Lu, Phila-
delphia Suns, and Sang Kee Peking Duck. 

On Monday night, February 4th, the Philadelphia Suns marched through 10th Street, 
visiting various businesses with their lion costumes and fireworks to ward off any evil 
spirits and bring in a year of prosperity. Crowds could be seen gathering as early as the 
afternoon to get a good spot.  

Chinese New Year festivities continued on Sunday, February 10th, with the Lion Dance 
Parade. Thousands poured into the streets to catch a glimpse of the parade, which 

walked throughout Chinatown. Firecrackers, drums, and cymbals could be heard blocks away.  

我們歡迎2019年豬年到來！你知道嗎，與美國慶祝的新年不同，中國的新年是慶祝很多天的。豬是財富和富足的象征，

華埠有一系列的豐富慶祝新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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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年慶祝活動在2月2日星期六開

始。PCDC和Reading Terminal Market連

續第四年合作，向人們介紹中國新年活

動和事件。在清晨，PCDC舉行了華埠

的中國新年品嘗和步行之旅，這個活動

向有客人介紹了春節吃什麼，怎麼吃和

在哪買這些食物。 

在Reading Terminal Market，PCDC和來

自Drexel SASE，University of Pennsylva-

nia, 和 Temple University的志願者們共同

協作了各種活動，包括：書法，烹飪演

示，舞蹈表演和舞獅。 

表演者/活動：彭冰清先生，L＆M舞蹈工作室，Michelle Lu，費城太

陽隊和生記燒臘。 

2月4日，星期一晚上，費城太陽隊穿過10街，帶著他們的獅子制服

和煙花參觀了各種商業，抵制任何邪惡，并帶來一年的繁榮。為了

有個好位置，人們在下午早早的就聚在了一起。 

中國新年慶祝活動一直進行到2月10日，星期日。伴隨著舞獅遊行，

數千人湧上街頭觀看遊行，遊行隊伍穿過華埠的部分街道。在介個

街區之外都能聽到鞭炮聲，鼓聲和鈸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