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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DC新項目“鼎華居” 

華埠發展會（PCDC）自成立以來的53年內先後在費城華埠興建了美華園，榮華園，興

華園及盛華園。矗立於10街和萬安街的20層新建築項目命名為“鼎華居”，亦即以前的東

方大廈。 

以中國的傳統，為發展項目取得好名字非常重要。為求與其他項目的名字一致，以“華”

為中心，PCDC的董事們多方討論及徵求華埠居民的建議，還在華埠夜市設檔位募求新

名字。結果響應熱烈，先後收集了30多個名字。最後決定為這個華埠的新地標取名為“鼎

華居”。象徵盛大，尊貴和堅毅的精神。祝鼎華居為費城華埠帶來鼎盛繁華，興旺平安，

造福市民！ 



 

Power Up Your Business來到唐人街:社交媒體營銷研討會 

2018年5月，《福布斯》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社交媒體如何推動企業發展》的文章，文章稱全球有40.2億互聯網用

戶。由於有那麼多人上網，社交媒體正在成為吸引和留住客戶的主要方式也就不足為奇了。 

2月27日，PCDC和費城社區學院的Power Up Your Business 項目合作，為小企業主提供了一個關於社交媒體營銷的研討

會。王國社交媒體公司的大衛·西蒙斯(David Simons) 在唐人街廣場的座位區設立了工作室，並且通過不同的平台，如

Facebook、Instagram和Twitter，與小企業主分享講故事的價值。商家也被介紹給了商務部商務服務經理，Ting Wang和

Yelp的代表Christen Cosmas。 

Power Up Your Business是一個免費、基於社區的方法來支持費城的小企業主。 Power Up 

Your Business是以“店主系列”和“同行的學習經驗”組成的。 “店主系列”為小型企業提供研討

會，幫助他們更有效地經營和管理他們的業務。研討會在費城的各個社區舉行。 “同行的

學習經驗”是一個為期12週的小企業管理和規劃課程，通過這個系列，小企業主將獲得經

營成功企業和製定戰術改進計劃所需的知識 

要了解更多關於Power Up業務的信息，請訪問: http://bit.ly/2hdnkHJ 或撥打215-496-6151。 

清潔唐人街的塗鴉：與CLIP團隊見面 

在3月的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PCDC接觸了社區生活改善計劃（CLIP）的成員，當時他們正在清洗費城華人天主教堂, 培德學

校 周圍的牆壁。 CLIP成員Jonathan和Ken已與CLIP合作多年，並分享了他們在唐人街和費城清除塗鴉工作的經驗。 

因為唐人街擁有如此多的人流量，該街區的窗戶，牆壁和街道上的電線桿上常常被人用噴漆塗得亂七

八糟的。由於PCDC報導的附近有大量的塗鴉事件，Jonathan和Ken對唐人街的地理位置都很熟悉。自

今年1月份以來，PCDC就報導了30多起唐人街塗鴉事件。 

想要請求清除你的建築物或你的社區的塗鴉嗎？ 

1.拍一張塗鴉照片 

2.上網到 www.phila.gov/311 

3. 點擊'去除塗鴉' 

CLIP可以對大多數已經塗鴉標記的表面進行電力清洗或重新粉刷。 

唐人街商業改善區（BID）介紹會 

3月9日, PCDC在Good Good Comedy舉行了第一次社區會議，向華埠社區介紹了“華埠/萬安街北商業區”的提案。在這會

議之前, PCDC向萬安街南部和北部的1000多名業主發送了邀請函。當天，大概有60名居民，財產和企業主，利益相關

者和有關方面參加了會議。 PCDC工作人員解釋了BID的目的及作用，並介紹了華埠/萬安街北商業區”研究區的界限。 

這會議給不同的觀眾們機會提出問題並表達他們的意見。聽眾注意到唐人街區研究區的一部分與Callowhill改善區

（CID）重疊（CID是一個與華埠競爭的BID），其中一些聼眾有在重疊邊界的房地產。 PCDC工作人員向聽眾解釋

說，兩個BID都沒有成立，業主有權支持或投票反對兩個BID中的任何一個。 

Maria Kim, 萬安街北部的居民, 指出，儘管她支持“華埠/萬安街北商業區”的願景，但前提是CID要被否決。觀眾邀請CID

的代表到台上分享他們的觀點。當被問及CID是否在他們的社區會議期間提供了中文翻譯時，CID代表不能舉出任何一

個例子說明他們在自己組織的任何相關會議提供翻譯。一位業主表達了對CID的不滿，因為他從未收到任何有關BID形

成的通知直到兩年之後。 

這成功的會議為我們的社區提供了寶貴的信息，並為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創造了一個開放的平台。這只是PCDC參與過程

的開始。 “華埠/萬安街北商業區”的創建將會影響華埠的每個人，這使得社區參與非常重要。 “華埠/萬安街北商業區”重

視公開，透明的流程。如果您有興趣參與，請隨時聯繫P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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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it.ly/2hdnkHJ?fbclid=IwAR0x_VvaEPXl2T2WKOA8p537efCcwmaF5bAE-SCC-hrNW0n_9acfJO4JdKc
http://www.phila.gov/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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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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週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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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PCDC 項目和服務   

四月青少年活動與機會  

重要公告：  

4月SAT練習會在4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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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NAAAP費城未來領袖獎學金 

全美亞裔專業人士協會-費城(NAAAP Philadelphia)致力於培養和發展未來的領袖。 2019年獎學金計劃惠及高中畢業生和

亞洲/亞裔美國大學生。幾名高中生和大學生將在各自的獎學金池中選出，獲得1000美元的獎學金，用於學費、書本費

和/或生活費。更多信息，請訪問http://phl.naaap.org/scholarshipprogram / 

申請應包括以下內容: 

1. 申請，論文，簡歷和非正式成績單           

2. 教授/顧問/顧問/經理的推薦信兩封 

請推薦人填寫以下表格:http://bit.ly/NAAAPscholarshipReferral19 

*費城NAAAP保留聯繫推薦人進行核實的權利。推薦人不得與申請人有親屬關係。* 

截止日期:2019年4月7日     

申請: http://bit.ly/NAAAPscholarship19 
 

源泉作文比賽 

學生們通過寫一篇與安·蘭德(Ayn Rand)的《源泉》(The Fountainhead)一書相關的三個主題之一的論文來角逐這個獎項。

第一名的獲獎者將獲得1萬美元的大獎。亞軍也會獲獎。每年的獎金總額為22,500美元。對11 - 12年級的高中生開放。 

截止日期:2019年4月25日    

申請:https://www.aynrand.org/students/essay-contests 
 

電子垃圾獎學金 

每年世界上有兩千萬到五千萬噸的電子垃圾被丟棄。電子垃圾含有有毒物質，包括重金屬，它們很容易滲入地下，最

終進入地下水供應。根據美國環境保護署的數據，電子垃圾的回收每年可以回收超過1億磅的材

料。這項獎學金的目的是幫助你了解電子垃圾的影響，以及如何減少電子垃圾。填寫申請表，

包括一條140字的關於電子垃圾的信息。前10名的申請者將作為最終入圍者。決賽者將被要求寫

一篇500到1000字的關於電子垃圾的論文。對高中生、本科生和研究生開放。 

截止日期:2019年4月30日 

申請:http://www.digitalresponsibility.org/ewaste-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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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五玩耍日 

每週五，下午4:00 – 6:00 

費城901 Wood Street 

老師：Rosaline Yang 

mailto:ryang@chinatown-pcdc.org
http://phl.naaap.org/scholarshipprogram%20/
http://bit.ly/NAAAPscholarshipReferral19
http://bit.ly/NAAAPscholarship19
https://www.aynrand.org/students/essay-contests
http://www.digitalresponsibility.org/ewaste-scholarship/
mailto:ryang@chinatown-pcdc.org


 

費城社區房屋保護貸款項目 

“恢複、修複、更新” 是費城市政府和費城費城重建機構 (PRA) 的一項新舉措，旨在幫助費城的房主獲得低息貸款，投

資於他們的房産。參與該計劃的貸款機構會向符合條件的房主提供10年期3%的利率貸款，利率從2,500美元至24,999美

元不等。 

恢複、修理、續期貸款可以資助一系列以健康，安全，耐候性，可達性和生活質量為重點的房屋修理。該計劃的目標

是幫助費城人改善他們的家園和加強他們的社區。 

誰可以申請？ 

• 其主要住宅需要維修 

• 信用評分在580分以上 

• 有房主保險 

• 已經繳納了房産稅或與市政府簽訂了支付協議的人 

*附加承保標準: 借款人的貸款價值比率必須達到或低於康複後貸款價值的105%，後端債務收入比率必須低於43% 

NAC 項目和服務  

服務區域簡介#2 

3月20日上午，PCDC NAC辦公室舉行了第二次服務區情況通報會。來自稅務部門、移民事務辦公室和淨水基金的代表

介紹了向社區成員提供的城市服務。出席者非常關注近年來財産稅的上漲。另外，他們發現稅收部門推出的”老年人收

凍結計劃”也非常有益。然而，他們也指出，老年人不動産稅凍結計劃對那些65歲時還不知道這項計劃的老年人是不公

平的。因為房産稅是根據房主當前繳納的稅額計算的，當一個人在70歲時申請稅收凍結，他/她會比65歲時申請的同齡

人支付更多。 

合同和項目監控人，安吉拉·普萊斯(Angela Price) 介紹了該市向房主提供的三個項目: 基本系統維修項目、費城社區房屋

保護貸款項目和You First Home項目。後兩項在本節中突出顯示。 

4 

住戶人數 家庭最高的年度收入 

1 $70,380 

2 $80,500 

3 $90,505 

4 $100,510 

5 $108,560 

6 $116,610 

7 $124,660 

8 $132,710 

最高收入標準 



 

NAC 項目和服務  

 

Your First Home項目 

費城市政府和摩根大通希望您成為一個成功的房主! 如果你完成了由城市資助的購房諮詢項目，他們將提供1000美元的

購房援助贈款，以幫助您支付首付或完成交易。 

房屋所有權諮詢會成功地讓借款人為這個重大的人生決定做好準備。如果您參加了這個免費的房屋所有權諮詢，您將了

解到: 

• 在預算範圍內買房 

• 避免危險的抵押貸款 

• 業主的權利和責任 

• 抵押貸款申請/購買流程 

什麽類型的房産是合格的? 

該房産必須是位於費城的單戶住宅或複式住宅(沒有公寓)。 

欲了解更多住房信息，請訪問 www.phila.gov/dhcd 或撥打215-686-9749 

誰符合要求？ 

• 您必須是第一次買房 

• 在簽署銷售協議之前，您必須通過由市政府資助的住房諮詢機構完成房屋所有權諮詢。 

• 你必須符合收入資格(見下圖) 

 

 

 

 

 

 

 

 

 

 
 
 

(收入準則可能會更改) 

這項計劃和贈款僅限於佔AMI人口115%以下的家庭。 

如何申請? 

 

聯繫由市政府資助的住房諮詢機構（https://ohcdphila.org/neighborhood-resources/housing-counseling-agencies/） 

他們將需要您的: 

• 家庭年收入總額 

• 收入來源(就業消息、SSI、DPA等) 

• 家裏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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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戶人數 家庭最高的年度收入 

1 $70,380 

2 $80,500 

3 $90,505 

4 $100,510 

5 $108,560 

6 $116,610 

7 $124,660 

8 $132,710 

• 改善信用、信用維修和維護 

• 資金管理 

• 家裏維修 

• 避免喪失抵押品贖回權 

http://www.phila.gov/dhcd
https://ohcdphila.org/neighborhood-resources/housing-counseling-agencies/


 

   分區和規劃  

鼎華居最新消息 

如果您把家居安在鼎華居- 您將會被陽光和溫暖包圍。 鼎華

居提供超大落地窗、花崗岩檯面和瓷磚廚房背牆。為提升您

的生活水平，我們還安裝了以下設施：一個最先進的健身中

心，一個可以360度欣賞城市全景的屋頂陽光平台，以及一

個獲獎的雙語托兒中心——我們稱之為鼎華居，而您也可稱

之為家。 

鼎華居可於四月底開始預租, 並在六月中旬開始入住。想了

解更多信息，請訪問 www.CraneChinatown.com或發郵件至
Ashley Gredzinski, Ashley.Gredzinski@bozzuto.com 

我們期待您把您的物業或商業投資帶到鼎華居。第一層是優

質零售空地，第四層和第五層則是辦公空地。請聯繫PCDC

的Anne了解詳情 annemm@chinatown-pcdc.org. 

在鼎華居舉辦中國新年派對，婚禮或公司活動。 我們新樓

的第二層可容納500人享用晚餐，可容納550人若用於招待會

和禮堂式座席。 鼎華居擁有最先進的大幅面屏幕，餐飲和

華埠的最佳景觀，是您下次活動的理想選擇。 我們將在夏

季開放，並將在4月份開始接受特別活動的預訂。 聯繫

PCDC的Anne，為你的活動選擇最好的日期：

annemm@chinatown-pcd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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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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舉行。接下來的三次會議將於以

下日期舉行： 

5月14日 

6月11日 

7月9日 

上次會議案件： 

地址：第11街121號 

上訴＃：36145 

許可證號碼：933647 

聽證時間：2019年4月3日， 下午3：30 

計劃：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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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CO意見：反對 

下次會議案件： 

地址：第12街210號 

上訴＃：33766 

許可證號碼：859405 

聽證時間：2019年5月22日， 下午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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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區事項 

http://www.CraneChinatown.com
mailto:Ashley.Gredzinski@bozzuto.com
mailto:annemm@chinatown-pcdc.org
mailto:annemm@chinatown-pcd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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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區和規劃  



 

項目和服務  

恭喜A先生買到房子！ 

A先生在2018年11月買到了他的新房子.2018年10月，A先生前往PCDC參加了購房者教育講座，然後完成了一對一的諮

詢。我們向他頒發購房者教育講座的證書，憑證著這份證書，他能夠向銀行申請購房補助金，因為是申請購房補助的要

求之一。 

在A先生過戶完成之後，我們的房屋顧問跟進A先生的情況，了解他的新房子並詢問我們還能做些什麼。他說他不確地

稅減免是否已經申請。我們安排他回來幫助他申請宅基地免稅，這可以減少他的財產稅，並對他進行了簡短的採訪。 

問：成為房主和作為租房者有什麼區別？ 

答：比起租房子，我覺得我有了更多的責任。當我租房時，我沒注意前門區域的衛生，我真的不在乎它是否乾淨，大家

都是這樣。但對於我自己的房子，我保持我的房子和周圍環境乾淨，漂亮，周圍的鄰居都做著同樣的事情。 

問：當你參加我們的購房者教育講座時，你認為哪一部分對你最有幫助？ 

答：我認為你們在講座上討論的所有主題都很有幫助。對我來說，我記得你曾說過要在不同的時間段去看你想買的房子

周圍的環境。當我尋找房子時，我試圖在工作日，週末和晚上去那裡，環境有很大差異，特別是如果你有小孩，一定要

在買之前弄清楚周圍的環境。其次，如果我沒有參加研討會，我不會知道還能申請購房補助金。 

問：你之前提到過你更改過地產經紀人，你能分享一下和地產經紀人合作的經驗嗎？ 

答：是的，我曾經有一個地產經紀。他幫我找到了一個我非常喜歡的房子。我告訴他我的價格上限，但是我覺得我們的

溝通可能有問題，最終我沒有拿到我喜歡的那個房子。我不確定到底發生了什麼。所以我認為與房地產經紀人的有效溝

通是非常重要的。之後我換了一個地產經紀，最終幫我找到了我現在

買的這個房子，我非常喜歡，甚至覺得比之前那個房子更好。 

問：從你開始想買房子，一直到你買到房子，總共花了多長時間？ 

答：。從開始到最後，我用了至少一年的時間去準備因為我不清楚美

國的房屋市場，也不房屋構造和房子的區域等等，我自己花了不少時

間去調查一直到很晚我才知道PCDC這個機構，知道你們提供購房講

座，如果早些知道的，我會準備的更充分，至少在找地產經紀的時候

會更有經驗。 

掠奪性貸款系列 - ＃2 

次級抵押貸款 

 次貸市場近年來發展迅速。次級貸款機構向不符合主要市場信貸標準的借款人提供貸款，從而使這些借款人能夠購買

新住房或改善其住房。 

次貸市場上的大多數抵押貸款都是用於消費債務，而不是用於住房用途。 

儘管房屋再融資可能會幫助消費者償還債務，但他不會解決債務發生的原因。沒有什麼可以阻止一個剛從再融資走出來

的消費者，從退出到再次背上債務，這會進一步削弱他們的財務狀況。 

雖然次級貸款機構確實為社會中不能得到服務的人群提供了有價值的服務，但它們也為掠奪性貸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掠奪性貸款可以發生在貸款流程的任何階段，並且任何參與交易的人員都可以導致掠奪性貸款的發生。 

過去，次級借款人往往難以獲得信貸。這使得他們更容易被誤導和操縱。次級借款人通常會低估他們獲得新貸款資源的

能力，從而接受第一個願意貸款給他們的人或機構，而不是購買條件最優惠的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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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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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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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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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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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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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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卡積分的重要性系列- #7 

建立良好的信用 

您已經認識到良好信用的價值，並準備開始建立自己的良好信用。但是，該如何開始呢？特別在目前您尚

無信用的情況下，應從何著手呢？但您一定能做得到只要。您持之以恆，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您的信用

就會建立起來，而您的未來會因此受益無窮。  

第一步就是去開設一個支票或儲蓄賬戶如果您以前沒有任何賬戶，現在該行動

了。下一步就是申請信用卡。如果您暫時無法開設銀行賬戶或者已經有信用

卡，您就必須開始追踪記錄您所有債務的支付情況。（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因

為部分貸款機構開始認識到為新移民或者收入以現金為主的人士提供服務的價

值。您可以用提供過去付款詳細記錄的方式為自己建立一份非傳統性信用）以

下是您建立信用可以採取的一些措施：  

1.  開設支票及儲蓄賬戶。 （如果您不會講英語，您可以找一家有雙語出納員的

銀行或信用合作社辦理，這樣會讓您感覺更自在。）將所有的現金放在家裡或

營業場所很不安全，因為這樣很容易丟失或被盜。錢放在銀行則安全的多。您

在銀行及信用合作社的存款都備有損失保險。 （保險限額因存款機構及賬戶類

型而異。您可以向您的金融機構查詢 有關存款保險的資料。）如果您將錢存入

銀行，您可以定時付賬、條款及查看餘額。您的銀行可能還會提供一些額外服

務，例如免費或低收費轉賬服務，這樣您在匯款給海外的親友時就無需支付昂

貴的電匯費。開設銀行賬戶有助於您建立良好的信用，而且您的存款還可以賺

取利息。  

2.  申請信用卡。您可以用您經常購物的百貨公司開始。申請到信用卡後，先不要花太多，每月按時還款。

另一種方法是申請有抵押的信用卡，您的信用額度相當於您賬戶裡的存款額。千萬要堤防哪些專以信用不

佳或無信用人士為目標，先行收取費用的信用卡。一般來說，除年費外，開設信用卡賬戶是不應當收取其

他費用的。您可以請信貸機構免除或減少一些收費。貨比三家，尋找盡可能低的利率。最好是將您

的信用卡數目限制在兩至三張以內。過多的信用卡對您申請貸款
9 *信息來源於Freddie Mac CreditSmart 

您可以用提供過去付款

詳細記錄的方式為自己

建立一份非傳統信用。 



 

社區新聞 

大學招生醜聞震撼了國家 

為孩子上大學做準備？準備好參加他們的SAT考試？ 

PCDC為9年級開始的學生提供免費SAT預備課程。沒有必要像一

些富有的父母一樣支付20萬美元，欺騙他們進入全國各地的大

學。 

下一個SAT考試日定於2019年5月4日。您必須在4月5日之前註冊。

如果您錯過了註冊截止日期，您仍然可以註冊，但是您需要支付

29美元的滯納金。延遲報名截止日期為2019年4月24日。 

如果您需要練習，請註冊我們的練習SAT考試，每個月的最後一

個星期六！電郵ryang@chinatown-pcdc.org預訂您的位置！空間有

限，所以先到先得。青少年必須填寫一個入口包。需要數學方面

的幫助？我們的SAT數學課程每週一下午4點到6點。閱讀和寫

作，而不是你的強項？ SAT閱讀/寫作課程每週二下午4點至6點. 

工作公告 

Penn Asian Senior Services（PASSi）正在招聘！ 

開發官員將承擔內部和外部責任，包括識別，開發，編寫和提交撥款建議和報告。此外，發展官

員將培養和維持與基金會聯絡人和計劃官員的關係。這個職位需要出色的口頭表達能力和書面溝

通技巧。成功的候選人將成為PASSi的使命的自我啟動者。請有興趣的候選人向jennybedin@passi.us

提交求職信，簡歷和工資期望。 

慈善事業中的亞裔美國人/太平洋島民（AAPIP）正在招聘總裁兼首席執行官（CEO）。 

AAPIP是一個全國會員和慈善宣傳組織，致力於為服務不足的AAPI社區和問題增加慈善關注和社區資源。有關該組織的

更多信息，請訪問他們的網站：http://www.aapip.org/ 要查看職位描述：https://bit.ly/2uqoWWU 

Parkway Central Library REIMAGED—Grand 

Opening Celebration 

盛大開幕週末：4月12日至14日地點：1901 Vine 

Street，Philadelphia，PA 19103慶祝Parkway中央圖

書館的新空間，週末特別節目！ 有關更多信息和

活動，請訪問freelibrary.org/reimagined。 
10 

2019年唐人街春季大掃除的志願者 

4月6日星期六上午9點至下午2點 

唐人街春季清潔活動是唐人街每年最大規模的社區

清潔活動，近年來平均每年有150名志願者參加。 

對志願服務感興趣？ 請聯繫 Lzhang@chinatown-

pcdc.org或致電215-922-2156。 

mailto:ryang@chinatown-pcdc.org
mailto:jennybedin@passi.us
http：/www.aapip.org/
https：/bit.ly/2uqoWWU
freelibrary.org/reimagined
mailto:Lzhang@chinatown-pcdc.org
mailto:Lzhang@chinatown-pcd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