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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劃和規劃 

鼎華中心隆重開幕 

PCDC上個月慶祝鼎華居活動中心的開業典禮。多虧了敬業的志願

者，員工和董事會成員的幫助，PCDC得以在我們的華埠新社區中

心舉辦了第一場活動。 

超過300位嘉賓欣賞了費城太陽隊，華埠幼稚園的學生，美食, 茶

書法和藝術展覽，這些展覽反映了On Lok House和PCDC青少年俱

樂部成員的才華。藝術家Cai Chenlin在鼎華居中心開設了他的近期

作品特別展覽，他的靈感來自中國傳統藝術主題和西方藝術方法。

他在透明的表面上創造了藝術風格和文化影響的結合。還有剛完成

的10街廣場的錦鯉池塘壁畫演示了Chenlin的才華。 

鼎華居中心現已開放，可以舉辦特別活動，會議和體育比賽。開幕

典禮上有六個非凡的餐飲供應商，從菜單中提供創新的選擇。特別

感謝“Eatible Delights”，“Feastivities”，“Feast Your Eyes”，Herb Scott

餐飲, Sang Kee Restaurant和越南餐廳。想要獲得更多有關在鼎華居

上舉辦活動或預訂場地的信息，請聯繫 PCDC  

ryang@chinatown-pcd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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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城提出塑料袋禁令和收費 

今年夏天初，市議會提出了一項法案，禁止使用薄塑料袋和不可回收的紙袋，同時對可回收紙袋和較厚的塑料袋收取

15 美分的費用。對於購買雜貨，商品或外賣的顧客和客戶，他們將需要為塑料袋支付額外費用或攜帶自己的可重複使

用的袋。 

近年來，波士頓，芝加哥和西雅圖等城市已經實施了塑料袋禁令。費城的問題在於一次性

使用的薄塑料袋會助長整個城市的亂拋垃圾(https://www.phillyvoice.com/philadelphia-plastic-

bag-ban-15-cent-fee-city-council-environment/)，以及隨之而來的清理亂拋垃圾的費用。 

但這對零售商和顧客意味著什麼？對於提供可回收紙袋或較厚塑料袋的企業，如果客戶需

要袋子，他們將需要支付 15 美分的費用給商家。 

您是華埠的企業主嗎？我們想听聽您對這個塑料袋禁令的想法。請幫助我們完成這個快速

且匿名的調查： http://bit.ly/PlasticBagPCDC2019 

更新：從19年10月22日起，市議會的許可證檢查委員會已經批准了該塑料袋禁令。紙質和可重複利用袋子的費用已從法

案中移除。狗糞袋，任何可在商店購買的袋子，零售商店內用於包裝水果或肉等物品的袋以及乾洗袋均被豁免。如果

市議會通過該法案，該法案將於2020年7月頒布。 

PCDC 提供的低收入房出租 

PCDC 位於 Wallace 街和 N. 12th Streets 街交叉口附近的十二街家庭住宅項目的一居

室和兩居室單元正在接受申請。 

如何申請： 

查看您是否符合條件，請查看 North 12th Family Homes 的申請表，該申請表可在以

下網址找到： http://chinatown-pcdc.org/north-12th-homes/。如果您還有其他疑問或

想提 交申請，請通過 215-922-2156 與 Lamei 

Zhang 聯絡，或通過電子郵件與

Lzhang@chinatown-pcdc.org 聯繫。 

臥室 月租: 最早入住時間: 

1 個臥室 $680.00 十一月或十二月 2019 

1 個臥室 $725.00 十一月或十二月2019 

2 個臥室 $890.00 二月+ 2020 

2 個臥室 $1,225.00 十一月或十二月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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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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星期一下午四點-六點 
1001 Vine  Street,  

老師: Phoebe Ho 

SAT 數學 
星期三下午四點-六點 
1001 Vine  Street,  
老師: Clara Zheng 

星期五免費活動 

每星期一下午四點-六點 
1001 Vine Street 

 老師: Rosaline Yang, Kevin Yoo 

運動之夜 

週二和周四 下午四點-六點 
1001 Vine  Street,  

老師: Rosaline Yang, Kevin Yoo 

義工機會：加入費城閱讀教練！ 

幫助費城K-3年級的學生變得更有動力和自信。 無需經驗。 認識新朋友。 促進學生在學習生涯中獲得終身成功

的閱讀能力。 

要求：必須年滿14歲，並且在整個學年中承諾每周至少的貢獻一小時。  

通過http://ost.phila.gov/philly-reading-coaches/在線註冊，或通過PRC 215-686-0317進行聯繫。 

聖誕村 

快來看看80多家小攤位，他們出售地道的歐洲美食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各種手工藝品。  

地點：Love Park, Arch St, Philadelphia, PA 19102 

時間：11月29日星期四至2019年12月24日星期二 

費城假日燈光樹 

預留你的時間一起慶祝費城假期的歡樂！ 一個免費的節日晚會將拉開冬季假期的序幕，節日晚會上有激動人心的

娛樂，適合家庭的活動和壓軸，由市長和市代表Sheila Hess點燃壯觀費城假日燈光樹。 

地點：費城市政廳-北Broad街 

時間：2019年12月4日，星期三，5：00-7:00 PM 

成為費城的遊客：圖書的角落（藝術博物館大道） 

書店内的所有書將會以以下價格賣出，標有價格標籤的書除外。  

•3美元的精裝書 

•$ 2簡裝本 

•$ 1大量簡裝本 

時間：週一至週六（上午10點至下午6點） 

位置：賓夕法尼亞州費城，第20街311號郵政編碼19103 

USPAACC獎學金 

美國泛美商會（USPAACC）堅信投資於我們的未來領導者。 自1989年以來，通過USPAACC授予了超過200萬美

元的獎學金。 每年將向全國的高中生提供10到20個獎學金，每個獎學金從3,000美元到5,000美元不等，以用於他

們的專上教育。 

現在申請！ 請訪問https://celebrasianconference.com/scholarships立即開始您的申請。 

截止日期：2020年3月27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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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 Vine Street,  
Philadelphia, PA 19107 名額有限，請電郵Rosaline Yang 至 ryang@chinatown-pcdc.org 進行預約.  

青少年活動與機會: 

重要公告：  

十二月SAT練習會在12月28日上午9:00至下午1:30 於 1001 Vine Street 舉辦。請通過ryang@chinatown-pcdc.org與 

Rosaline 聯繫預訂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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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區和規劃  

在PA系列中了解你作為公用事業客戶的權利： 

支付水電費 

付款時間 

當帳單信寄出後，您將有20天的時間支付。如果您未

能在截止日期前支付賬單，則可能會需要你收取滯納

金。逾期費的利息每個月不可以超過1.5%或每年超過

18%。未能按時付款將會導致may pursue collection ac-

tivity 或終止服務。 

如何付款 

您可以選者郵件付款；在您的服務公司“授權”的地方

進行支付，包括一些服務公司的客服辦公室；或在線

支付。你可以打電話給服務公司來獲取其他付款選

項。請查詢您服務公司的網站上的“授權” 付款地點以

及有關付款方式的信息。任何在未授權的代理商的付

款，服務公司將不會負責。 

 

 

 

 

 

 

 

非基本服務的費用 

服務公司可能會對您的賬單收取非基本服務的費用。

但是服務公司必須清楚地單獨這些賬單列出。一些非

基本服務的例子有：商品，電器，安裝費，銷售費，

出租或維修費用，儀表測試費，線路加長費，特殊修

屋費，和保修計劃。 

費用預算- 計劃你的服務費用 

你的電力或燃氣公用服務必須在全年註冊的基礎上提

供預算。你有權向服務公司索取預算結果。費用預算

是你與服務公司的一項協議，他們將平均開你的賬

單。費用預算計劃可以讓您更輕鬆地規劃服務費用。

您的事業公司將會為你提供更多的關於“費用預算”的

信息。 

分區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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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舉行。接下來的三次會議將於以下日期

舉行： 

1月14日 

2月11日 

3月10日 

上次會議案件： 

地址：冬天街920號 

上訴＃：38933 

許可證號碼：1002933 

預定聽證時間：2020年2月5日， 下午3：30 

提案：申請修建一個半獨立結構,用於多戶住宅（4個單位）。

此樓房的地盤上已建有一棟已獲批准的4層樓房，内含3個單

位。新樓房建成后，此地盤將有共7個單位。 

RCO意見： 

有條件支持。條件有： 

1. 申請人將制定一個施工時間表，保證建築材料的運送和建築

垃圾的回收不會影響鄰里。施工時間表制定后要發給鄰里和

RCO。 

2. 申請人將確保不會將垃圾放在公共通道上。 

3. 申請人將在施工地點四周安裝施工保護密網。 

下次案件： 

目前沒有新的案件會在PCDC的公開會議上被討論。未來若

信用: PECO  

PCDC 項目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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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面 

& 

打招呼 

招募志願者 - 聯繫 PCDC 李萍好 215-922-6156 或 plee@chinatown-pcdc.org 

1) 免費報稅服務中心 (VITA) 志願者 (語言：英語 和 普通話/廣東話) 

招募志願者參加 2020 年 2 月和 3 月的免費報稅服務中心 (VITA) 計劃。 VITA 計劃為一般收入少於 56000 美元的家

庭，殘疾人仕，長者以及英語口語能力有限的納稅人士提供免費報稅的幫助。職位如下: 

 接待員: 接待客戶，協助詢問員完成初步諮詢和管理任務。 

 諮詢員: 篩選客戶資格，幫助客戶填寫所需表格並整理所有文件。 

 報稅員: 與客戶面談，為個人和家庭準備聯邦和州所得稅申報表。 

成為 VITA 志願者的要求： 

 願意服務的熱心 

 願意學習基本的稅務事項，並按照 VITA 程序 

 參加要求培訓 

 通過美國國稅局規定的在線測試 

 尊重納稅人的隱私 

 承諾在 8 個服務日中的 4 個服務日 (2/15, 2/16. 2/22, 2/23, 3/7, 3/8, 3/14, 3/15) 

不需要經驗並提供培訓。如果您有興趣成為 VITA 志願者，您可以在線報名 http://bit.ly/

PCDC2020VITAVolunt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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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DC VITA   

報稅日 

 

2/15, 2/16, 2/22, 2/23,  

3/7, 3/8, 3/14, 3/15 

mailto:plee@chinatown-pcd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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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人口普查事實與更新 

什麼是 2020 年人口普查? 

2020 年人口普查統計了居住在美國 50 個州，哥倫比亞特區和五個美

國領土的所有人。此計數由憲法規定，由無黨派政府機構美國人口普

查局進行。人口普查每 10 年進行一次。 

人口普查為何重要-每個人都計數 

每隔十年，美國憲法要求對所有居民進行一次計數（或“普查”）。人

口普查收集有關整個國家人口的詳細信息。該信息用於： 

 確定您所在州在國會中獲得的席位數。 

 指導如何每年向州和社區分配超過 6750 億美元的聯邦資金。 

 創造就業機會，提供住房，為緊急情況做

好準備，以及建立學校，道路和醫院。 

 在聯邦，州和地方一級進行重新分區 

這樣，普查會對費城及其社區產生重大影

響。完整而準確的計數至關重要。 

重要日期—人口普查日是 2020 年 4 月 1 日開

始 

三月的第二週 ，每個家庭將收到邀請以網上，電話或郵寄方式答復

一份簡短的問卷。這將是您第一次能夠網上回應人口普查。完成人口

普查時，您將包括所有在 4 月 1 日居住在您家裡的每個人。人口普查

日將在全國範圍內舉行活動。 

費城計數 Philly Counts 2020 

費城計數 Philly Counts 2020 是市政府為支持美國人口普查所做的努

力。通過與社區成員和合作夥伴緊密合作，該計劃旨在： 

 增加對普查重要性的了解。 

 向公眾宣傳如何參與。 

 確保公眾的回應，以公平和準確地計算。 

 支持填充人口普查工作。 

該計劃由完整計數委員會指導。在肯尼市長的帶領下，該小組提供了

建議，並著重於費城市歷來難以計數的地區。 

2020 年人口普查工作-費城每小時$ 17-$ 23 

美國人口普查局正在全國範圍內招募數千人以協助 2020 年人口普查

工作。這是您參與歷史的機會！臨時人口普查職位為您提供了額外收

入的絕好機會，同時也為您的社區提供了幫助。您知道嗎： 2020 年

人口普查的結果有助於確定當地數十億美元的聯邦資金用於學校，醫

院，道路等。因此，重要的是每個人都被計數！有關工作的詳細信

息，請訪問 Census 2020 網站： https://2020census.gov/en/jobs.html 

資料來源：美國 2020 年人口普查- https://2020census.gov/ 

費城計數 Philly Counts 2020 - https://www.phila.gov/
programs/philly-counts-2020/ 

做好準備 

每次購房講座的開始我們都會說，你要做好準

備。那麼，什麼叫做好準備呢？ 

在九月的講座中，我們有一位客人，聽完講座後

來完成一對一。和大多數華裔一樣，她是第一次

買房子，英文不是特別好。在一對一的提問環

節，她拿出了一份兩頁的紙，上面密密麻麻寫滿

了她想要問的問題，還有講座時的筆記和沒聽明

白的地方。在我回答她問題的時候，她也在不停

的用筆記錄著。我感到非常開心和欣慰，這是我

第一次看到這麼認真的客人，她是真的在為買房

子而努力地學習和準備著。 

這位客人說，“我來美國快十年，擁有自己的房子

一直是我的一個夢想！特別是現在我有了孩子，

我希望他能在一個安穩的環境下生活和學習。我

對買房子的程序並不熟悉，所以我很感激你們的

講座，讓我學到很多。” 

我們想告訴所有的購房者的是，這就是“做好準

備。”去學習，詢問你不懂，不清楚的問題。當你

有目的去做一件事，你的成功率總是比沒有準備

要大，不是嗎？尤其買房子對很多人來說不是一

件小事，或許一些人 一輩子只會買一套房子，這

將會成為你的資產和港灣。 

PCDC 每個月的星期四下午三點至七點都會舉行

購房講座，我們期待你的參與，大家一起分享知

識和經驗。 

https://2020census.gov/en/jobs.html
https://2020census.gov/
https://www.phila.gov/programs/philly-counts-2020/
https://www.phila.gov/programs/philly-counts-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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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班是下午 3 點至下午 7 點! 

即將到來的課程是 12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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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922-6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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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可以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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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922-6156 獲取更多詳情。撥款金額可能會發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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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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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ce 

Your First Home Program Up to $10,000 Yes DHCD 

Closing Cost Assistance Grant Up to $2500 No PNC 

鄰裡能源中心（NEC）服務即將來到華埠！ 

能源協調機構（ECA）提供的鄰裡能源中心（NEC）。 NEC 訓練有素的顧問幫助客戶獲得能源補助和水電福利來預防

出現水電煤緊急情況。 

從 10 月 30 日星期三開始，每個星期三上午 10 點到下午 3 點，來自 ECA 的 NEC 服務之一，費城亞洲社會服務

（GPASS）的顧問 將在 PCDC 辦公室提供能源援助服務。服務包括但不限於： 

 燃料援助 

 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計劃 (LIHEAP) 

 費城天然氣 (PGW) 客戶責任計劃 (CRP) 

 PECO 電援助計劃(CAP) 

 費城水務部 (PWD) 分級援助計劃 (TAP) 

 費城水務部 (PWD) 長者折扣計劃 

 防寒保暖協助計劃 

 家庭維修或保護計劃 

 加熱系統維修 

服務所需的文件: 

1) 所有家庭成員的社會安全卡 

2) 所有家庭成員的姓名和出生日期 

3) 照片身份證 

4)  非美國公民家庭成員的永久居民卡（綠卡） 

5) 水電煤氣費帳單（電費，煤氣費，水費，石油費） 

6) 家庭收入證明 

目前僅通過約會提供服務。請致電 PCDC 215-922-6156 安排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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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新聞 

錦鯉池塘，連貫華埠，鼎盛興華，國泰民安  

如果您在過去的幾週內到訪華埠，您可能已經注意到，藝術家蔡晨林正在 10 街

廣場（10 街與藤街的交叉處）的公共所繪製錦鯉和睡蓮。這是 PCDC 和亞洲藝

術倡議委託的壁畫項目。人們停下來問，為什麼我們要在人行道上作畫？  

當人們越過藤街高速公路時，他們會看到石獅，涼亭和十街廣場的長椅，但他們並沒有停下來。人們往往會忘記

十街廣場不僅是通道和橋樑，還是一處公共場所。很多華埠居民甚至都不知道它的名字。這次的壁畫項目旨在突

出廣場作為公共空間的作用，並使穿越藤蔓大街高速公路的駕駛體驗更加愉悅。壁畫完成後廣場的名字將會被標

出。 

錦鯉在中國文化中代表著好運。我們希望藉助錦鯉池塘壁畫，連接本被高速公路分隔開的社區，並為華埠帶來好

運。蔡晨林是擁有賓夕法尼亞州美術學院和清華大學學位的資深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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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鯉池”來到了華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