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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華居最新消息 

鼎華居的建設工作已經基本完成。外觀飾面也將在本

週完成，模型單元即將可以展示。有興趣可查看模型

公寓單元，照片由May Truong-Merritt提供。社區中心

的球場可以用來舉辦籃球，羽毛球和排球比賽。請繼

續關注下一期簡報中的特別活動和工作公告。您是否

在計劃活動場地，尋找辦公空間還是需要召開會議？

請通過我們的在線調查告訴我們您想如何使用鼎華

居,https://forms.gle/ogYkwYEi8kk9z1HY8 

為了更好地了解居住在唐人街以及來唐人街尋求醫療

服務的家庭及兒童,費城華埠發展會目前正在進行一項

醫療及社區需求問卷調查。調查結果將用於幫助唐人

街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 我們需

要您寶貴的意見！請花5分鐘的時間讓我們聽到您的

想法。讓我們一起塑造我們的社區吧！http://bit.ly/
PCDCHealthSurvey2019 

https://forms.gle/ogYkwYEi8kk9z1HY8
http://bit.ly/PCDCHealthSurvey2019
http://bit.ly/PCDCHealthSurvey2019


 

 

路邊售賣新鮮食物  

如要合法地在商店外出售新鮮水果和蔬菜，必須遵守一些關於食品安全和展示的要求。 

你需要的是: 

• 經營店鋪所需的所有許可證; 

• 食品經營許可證，如果你有銷售或打算販售食品; 

• 如果你想出售鮮切產品或安裝新的雨篷，還需要額外的要求和許可。 

以下幾點需要牢記: 

• 產品必須用雨棚或雨傘遮蓋。 

• 用於存放產品的架子和結構可以放在室外過夜。 

• 不得將盒子或容器放在地上。 

• 貨攤必須在建築物3英尺以內，與建築物連結，而不是路邊。 

• 必須有至少6英尺(或人行道寬度的一半，以較大的為準)的無障礙人行道空間。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
business.phila.gov/business/retail/grocery/ .  

城市環保需要你的幫助！ 

你知道嗎？每一個城市和小鎮都有不同的環保系統。在費城，用正確的方法去回收以及清潔垃圾是非常重要的，因爲

它能節省非常多的時間和金錢。那麽，最好的回收方式就是根據每個垃圾的材料進行分類處理。  

1. 塑料：*需清空/洗淨塑料容器 

 食物容器 

 所有瓶子和罐子 

 沐浴露和洗發露瓶子 

 按壓瓶和噴霧瓶 

如果市民沒有清空/洗淨容器，裏面的殘留物將會對回收站工作人員產生不少困擾。擧個例子，瓶子裏面若遺留著牛

奶，那麽腐爛之後的氣息將會異常的刺鼻。又或者，牛奶結塊之後，回收工廠將會很難去清理他，以至於把可回收的

瓶子直接丟到普通垃圾區域，導致無法正常回收。 

2. 紙片；紙箱；硬紙闆 

 報紙 、雜誌、宣傳冊 、垃圾郵件、信封  

 廢紙 、紙袋 、平裝書  

 牛奶、果汁、紅酒、湯的紙制容器 

 紙箱、清空的皮薩盒 

 衛生紙捲筒、装蛋纸盒 

 食物包裝盒、快遞盒 

溫馨提示：請務必清空老舊皮薩盒。如有任何食物殘留，皮薩盒將會被當成無法回收垃圾處理。 

3.  金屬：*需清空/洗淨容器 

 鋁，鋼和錫罐 

 空油漆罐和喷霧罐 

 鋁烤盤和鋁箔紙 

殘留液體可能會污染其他紙張之類的可回收物體，並且會吸引一些嚙齒類動物。因此，請清空金屬容器後，再扔掉。 

4. 玻璃： 

 瓶子以及罐子 

溫馨提示：請務必清洗瓶子，為環保服務省去多一道的清潔人力與經濟開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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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DC 項目和服務   

青少年活動與機會: 

重要公告：  

六月SAT練習會在6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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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Well節日 

節日的參加者將有機會了解和提升我們青年的藝術、視野和領導力，並為促進社區健康貢獻自己的夢想和想法。活動將

包括藝術家展覽、信息表、表演、互動藝術站、音樂、食品和飲料。當地的工匠、食品卡車、企業和社區合作夥伴將有

令人興奮的商品出售和信息。充滿活力的音樂、舞蹈表演和作坊將持續整個下午。 

地點：100 W. Oxford Street, Philadelphia, PA 19122 (Oxford Mills, Hope Street) 

時間: 6月15號(星期六), 上午11點-下午5點 

搖滾到未來 吉他之星演出 

2019年6月21日，“搖滾到未來”樂隊將自豪地展示“吉他之星”夏令營的演出，學生樂隊的表演將成為其中的特色。 “搖滾

到未來”的費城學生們將帶著他們的樂隊走上舞台，展示他們在夏令營創作和學習的音樂。在這個自由的，家庭友好的

活動中讚揚費城青年的才能和成就! 開放時間為下午三時三十分，演出時間為下午四時至五時三十分。 

地點：Kensington High School, 2051 E Cumberland St. Philadelphia, PA 19122 United States 

時間: 6月21號, 下午4點-5點30分 

Collegewise 獎學金 

這一資源將幫助經濟條件有限的美國學生(包括DACA學生，但不包括國際學生)，他們將於今年升入大四，並將受益於

與Collegewise顧問一對一的工作。他們將幫助建立個性化的大學名單，精心製作他們的申請和論文。他們將作為項目經

理，回答他們的問題，並通過一個成功的大學申請過程為他們加油打氣。期限: 滾動。所以越早越好。 

最後期限：2019年6月16日 

申請: http://bit.ly/cwscholar 

Spirit of Giving Scholarship 

Spirit of Giving Scholarship適用於高中畢業生和在讀的大學生。你必須就以下三個主題中的一個提交一篇500至750字的論

文，以便考慮授予此獎項： 

1. 你如何通過服務或捐贈來提升你社區和社區周圍的奉獻精神？ 

2. 奉獻精神如何影響到你個人？ 

3. 你的大學或大專教育如何讓你為他人服務或給予他人？ 

獎勵金額：1,000美元（3名獲獎者）。即將入學的學生需要入學證明。新生需要提供一份錄取通知書的複印件和一份支

持文件，證明他們即將入學。欲了解更多信息，請訪問：https://www.winecountrygiftbaskets.com/information/
scholarship.asp 

截止日期：2019年7月31日 

申請：scholarship@winecountrygiftbaske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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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點至6點 
901 Wood Street 

 老師: Phoebe Ho 

SAT 數學 

星期二下午四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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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a-
delphia, PA 19107 名額有限，請電郵Rosaline Yang 至 ryang@chinatown-

pcdc.org 進行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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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快樂！課程將於6月17日星期一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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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區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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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舉行。接下來的三次會議將於以下日

期舉行： 

7月9日,  

8月13日,  

9月10日 

上次會議案件： 

5月14日召開的會議沒有展示RCO案件。 

下次會議案件： 

目前沒有新的案例將在PCDC的公開會議上被討論。若有新

的案例被加進日程，PCDC會把信息公佈在Facebook官方主

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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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普查局區域主任與PCDC會面 

費城，賓夕法尼亞州 - 週三，2019年四月二十四日，

Fernando Armstrong，美國人口普查局的地區主任

（美國商務部的一單位），與John Chin，費城華埠發展

會（PCDC）的執行總監見面討論如何合作，以準確統計所

有居住在費城華埠地區的人口。Grace Kong，社區聯絡

專員，代表人口普查局主持了會議。 

美國憲法規定，美國政府每10年必須統計一下生活在這個

國家的每一個人，包括成年人和兒童。國會席位是根據各

州收集的人口數據分配的。此外，這些收集的信息還被用

來指導聯邦政府向家庭，老年人，兒童，非營利組織，公

司和小企業，州和地方政府以及許多其他機構提供聯邦資

金。 

Mr. Armstrong表示, “美國人口普查局每10年對居住在

美國的每一個人進行一次完整的統計，我們的合作夥伴對

這一次全面準確的人口普查的成功至關重要。我們的合作

夥伴有能力提供準確的2020人口普查資訊，以便費城華埠

社區的每個居民都能獲得有關資訊。2020年人口普查將幫

助費城各個社區平分每年分配給各州以及各社區的6,750

億美元的聯邦資金。” 

自1790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以來，人們在2020年將能夠首

次能夠通過網絡或電話提交他們的答覆。(如有特別要求，

人口普查局可提供印刷問卷。) 由於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將

於明年2020年進行，人口普查局在今年一直在積極接觸各

個社區，與社區領導人分享信息和合作，以確保準確的人

口普查。 

美國人口普查局的使命是成為全國領先的人民和經濟質量

數據提供者。 

費城華埠發展會是一家成立於1966年的當地非營利性的

501（c）（3）社區發展公司，其使命是保護，保護和促

進費城唐人街作為一個可行

的民族，住宅和商業社區。 

PCDC成員出席富囯銀行週年會議 

作爲富囯銀行社區補助金的獲得者，PCDC於5月8號應邀參

加富囯銀行地方基金會舉辦的母會議。

會議目的為表彰鼓勵的致力於發脹提高

社區的地方組織，互相勉勵，共創更好

的家園。華埠發展會對這次邀請表示非

常榮幸。工作人員通過主題演講人Vijay 

Gupta了解了基層干預的故事。 要了解

有關主題發言人的更多信息，請訪問他的網站http://

guptaviol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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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區和規劃  

 改善華埠的安全性和宜居性規劃 

計劃導致行動 - 這是費城華埠發展會（PCDC）的戰略，以地方為基礎

的行動，使華埠成為一個更有活力，宜居，和交通友好的社區。 

PCDC正在華埠和費城市的前線上開展工作。首先，PCDC在過去幾年

中一直在參與樂齡會（AARP）的宜居社區（Livable Communities）規

劃委員會。上個月，PCDC參與了AARP的宜居社區的交通委員會的規

劃工作，並且提供了一系列建議，使費城更加 “適合全年齡段” 。對全

年齡段友好的政策會使所有人受益，因為它們注重行人，騎自行車者，

駕車者和公共交通乘客的安全通行。例如，有一項建議是建議城市加快

街道上坑洼的修復。 

兩個正在推進的規劃項目，“Reviving Vine Street” and “Renewing Race 

Street.”。這兩個項目均由特拉華河谷地區規劃委員會管理，旨在重新連

接由寬闊的車輛街道和高速公路分隔的街區。費城“2035中心區計劃”強

調了把華埠擴展到富蘭克林廣場的目標。 

在富國銀行地區基金會的支持下，PCDC將繼續實施2017年華埠社區計

劃裡的目標。這項計劃將使華埠在2027年之前得到改善。PCDC招募了

1300人來創建這個社區計劃，它包括三個重點領域：1）建築環境; 2）

經濟機會; 3）社區生活。 

（AARP）的宜居社區（Livable Communities）支持社區成為適合所有

年齡層的人居住的好地方。 “美國退休人員協會，賓夕法尼亞州分會“一

直是在支持安全，適宜步行的街道，適合老年人居住的住房和交通選

擇，提供服務以及為所有年齡層的居民提供參與社區生活的機會方面的

領導者。” 

PCDC執行總監John Chin說： “每天有成千上萬的孩子，家庭和老年

人，包括居民，工人和遊客走過華埠的街道和萬安街高速公路。我們致

力於AARP宜居委員會讓費城所有社區更宜居，更安全，我們期待著把

這些策略帶回我們在華埠的社區。” 

華埠從美國退休人員協會的研究，最佳範例和宜居社區召開的有關會議

中受益。AARP, 2017年社區挑戰補助金的支持下，PCDC發起了“ Go，

Go，Go  - 讓我們的社區更加宜居”項目，讓人們在繁忙的城市社區建立

關係，且改善居民的健康。這項倡議鼓勵居民“到戶外去，去創造，去

交朋友。為了帮助实现这一目标，PCDC 舉辦了藝術課，花園俱樂部會

議，還有限時小畫廊在華埠。參與者包括當地居民，高中生和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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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DC 項目和服務   

亞太裔和太平洋島嶼民傳統月 

5月是美國的亞太裔傳統月！我們慶祝許

多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嶼民所取得的

卓越成就，他們豐富了我們的國家，並

幫助定義了我們的歷史。今年，華埠發

展會（PCDC）特別略舉了2019年1月29

日授予費城人，Harry Jung的特殊榮譽。

他被授予國會金質獎章，這是美國國會

賦予的最高平民榮譽。他是五人之一中

被選代表兩萬多名在二戰期間勇敢服役

的華裔退伍軍人，儘管當時普遍存在歧

視。二戰期間，Jung在美國海軍服役，

並被派往比利時、荷蘭等歐洲國家作

戰。 

作為華裔美國公民聯盟(C.A.C.A.)發起的

一項名為“二戰華裔退伍軍人認可項目”

(Chinese American Veterans Recognition 

Project)的結果，美國眾議院和參議院於

2017年通過了《二戰華裔退伍軍人國會

金質獎章法案》(Chinese-American World 

War II Veterans Congressional Gold Medal 

Act)。该法案要求为二战华裔退伍军人设

立并颁发一枚国会金质奖章，以表彰他

们的奉献精神。该法案于2018年获得众

议院和参议院一致通过，并于去年12月

由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運輸部長 Elaine Chao 與五位獲得國會金質獎的華裔

美國退伍軍人。 從左到右：James Eng, Harry Jung, 

Henry Lee, Robert M. Lee and Elsie Seetoo) 
Photo Credit: Lynn Lin, The Epoch Times 



 

2019年亞裔美國婦女聯盟 (AAWC) 獎學金宴會 

2019年4月26日，星期五，PCDC出席了美國亞裔婦女聯合

會（AAWC）舉辦的第33屆獎學金晚宴.AAWC成立於1987

年，是一個致力於關注所有亞裔美國女性的多元文化團

體。 2019屆畢業生的晚宴在海洋城餐廳舉行。在晚宴上，

來自費城學區的20多名亞裔美國女性獲得了價值$ 1000或美

元以上的獎學金，幫助他們的大學道路和夢想。 

PCDC的執行總監，John Chin和青年項目經理，Rosaline 

Yang, 起祝賀了我們的一成員！大聲的感謝現任青少年俱樂

部成員Kenix Lin獲得了富國銀行（Wells Fargo Bank）提供的

AAWC獎學金。我們為你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驕傲，也迫不

及待地想看看你將來會做些什麼！在晚宴上，前AAWC獎

學金得主們也來到了現場，與現任AAWC的獎學金得主們

交流了他們在AAWC的經歷，各自的大學生涯以及未來的

規劃。當我們看到這些年輕的亞裔美國女性獲得獎學金

時，我們希望看到她們獲得成功，和擁有光明的未來！我

們相信，

這些青年

學者一定

會回饋社

會，幫助

其他有需

要的青年

學者！ 

項目和服務  

     祝賀2019屆畢業生! 

熱烈祝賀即將畢業的青少年俱樂部的成員們! 他們被下列學

院和大學錄取:本特利大學、德雷塞爾大學、賓州印第安那

大學、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斯沃斯莫爾學院、天普大學

和University of the Science 。 

特別祝賀Kimhai! 祝賀你被德雷塞爾大學生物學和自由學者

專案錄取! 我們十分為你驕傲! 其他專業包括: 工商管理、工

程、健康學、衛生科學、酒店管理、護理、藥學甚至还有

未經宣佈的! 所以當你要申請大學卻不知道你想學什麼時，

不用害怕。你可以稍後再做決定。 勇敢點，敢於夢想，追

逐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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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 費城市宣布首次購房補助高達10,000美元 

費城住房和社區發展部Division of 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DHCD）市政府官員宣布，首次購房者的首

付援助增加到一萬美元。這項計劃被稱為費城首套房計劃

(Philly First Home)，旨在幫助費城符合條件的購房者增加他

們的購房能力。 

Mayer Jim Kenney說，“費城首套房計劃是城市規劃中的一個

重要項目，可以幫助我們的居民實現房屋所有權。 我期待

看到這個重要的計劃成長，並幫助更多的費城人擁有自己

的家園。” 

該補助金可用於預付首付和/或過戶費用。它將提供高達

10,000美元或購買價格的6％，以較低者為準。該計劃提供

的財務援助將成為第一抵押貸款所屬財產的留置權 。在所

有權的頭15年期間，留置權將在出售或租賃房屋或第一抵

押貸款再融資時到期並支付，以從現有資產中取出現金。

完成15年的所有權後，留置權將被免除。 

要獲得資格，申請人必須： 

 為首次購房者或未擁有房屋至少三年的買家 

 居住在費城已有3年，必須在費城購買房屋 

 家庭收入等於或低於120％地區中位收入（AMI） 

 在DHCD資助的住房諮詢機構完成住房諮詢 

費城華埠發展會(PCDC) 是獲得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

（HUD）認證的，費城唯一一家提供中文購房講座，住房

諮詢，租賃諮詢和屋主諮詢的機構。PCDC為完成住房講座

和2小時一對一諮詢的客人提供購房者證書。該證書可用於

申請貸方的首付和/或過戶費援助計劃。在申請DHCD補助

金時，指定的DHCD住房諮詢機構也接受PCDC證書並免除

4小時英語住房講座的要求。 

PCDC每個月的第3個星期四提供中文購房講座，以協助和

支持潛在的購房者，無論你是即將購買還是在幾年內購

買。這個購房計劃將會為你帶來一個好的開始，並在你決

定成為房主時帶來更多的選擇並節省更多資金。 

下一次PCDC購房講座將於6月20日星期四下午3點至7點舉

行。需要預先報名。有關首期/過戶費補助金和住房諮詢的

更多信息，你可以: 

 填寫此表格：http://bit.ly/contactPCDC提交你的信息，

我們的住房顧問會與您聯繫 

 致電：215-922-6156 

 訪問我們的辦公室：301 N 9th Street, Philadelphia PA 
19107 

費城華埠發展會 (PCDC) 是一個非營利性，以社區為基礎的

組織，我們的使命是保護，保存和促進當地中國文化和華

人社區的發展。想了解更多資訊請訪問PCDC網站http://

chinatown-pcdc.org/ 或關注PCDC 微信: chinatown-pcdc 

http://bit.ly/contactPCDC
http://chinatown-pcdc.org/
http://chinatown-pcdc.org/


 

項目和服務  

CFPB債務收集市政廳會議討論待定的債務收集規則制定！ 

債務收集条例的變化将會增加還是削弱对消费者的保护? PCDC項目經理李萍出

席了消費者金融保護局（CFPB）在費城舉行的債務收集市政廳會議。代表消費

者和催收人士的專家小組討論了有關催收人如何與消費者聯繫和溝通的規則。

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CFPB)是一个聯邦政府機構，旨在保护消费者免受不公平、

欺诈或滥用行为的侵害。 

消費者金融保護局就收債實務提出以下規則，有關規則須在檢討公眾意見後獲

得最終批准。 

1.一般来说，债务催收人每週撥打消費者的電話次數不能超过七次; 一旦通話，

收债人必须等至少一周時間再聯係消費者; 

2.要求收債人向消費者披露有關債務的信息，並說明對消費者的保護措施; 

3.闡明债务催收人使用新通信技术与消费者沟通的條列，包括提供必要的信息

披露。限制收债人使用某些通信技术的能力可以保护消费者； 

4.禁止收债人在知道起诉消费者的期限已到期的情況下，起诉或者威胁消費者

來收集债务。 

在討論過程中，消費者權益倡導人士和收集专家均在市政厅会议上批评了以上

提议。债务催收专家認爲“通信限制”的“一刀切”方法是錯誤的。他們说明了反对

这些提案的論據： 1） 不同消費者的反應率; 2） 未償債務的年限不同; 3）該提

案還需要解決想要償還債務的消費者的問題; 4) 合法的催收人利用各種各樣的

方法來解決債務。 

消費者權益倡導者在很大程度上將規則制定視為錯失保護的消費者的機會並且

提出以下批评： 1) 这个提议允许太多的沟通; 2) 不應該允许向第三方隐性披露

债务; 3) 在使用超链接电子通信等技术之前，应要求收债人取得消费者的同

意，因为并非所有消费者都能通过该媒介获得信息;  4) 規則削弱了對收集有時

間限制的債務的保護。他們還普遍批評主席團放棄了2016年的某些提案，包括

權利聲明和關於債務在最初30天的爭議期過後將發生什麼的具體信息。 

建議的規則則可在以下網址找到： https://files.consumerfinance.gov/f/

documents/cfpb_debt-collection-NPRM.pdf。 請公眾在2019年8月19日前就擬議規

則提交書面意見評論，可在聯邦公報上提交：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

documents/2019/05/21/2019-09665/debt-collection-practices-regulation-f。 

這對李萍來說是一次大開眼界的經歷。雖然有那麼多的規章制度保護消費者免

受債務催收行爲的侵害，但消費者並不知道自己的權利。在6月1日(星期六)舉

行的一年一度的博覽活動中，PCDC邀請了來自社區法律服務 (CLS)的法律專業

人士在一個法律小組中分享他們的知識。 

来源： https://www.consumerfinance.gov & https://

www.consumerfinancemonitor.com/ 7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社區是否會被未

來的銀行業遺忘？ 

2019年4月，PCDC執行總監John Chin

參加了位於弗吉尼亞州亞歷山大市的

People & Places Conference 會議。 John 

Chin加入到會議其中的一個論壇發表

意見，明確未來銀行發展方向，深刻

探討未來銀行發展對有色人種的影

響，心系民眾，關乎社區。自經濟大

蕭條以來，各類經濟行業恢復迅速，

零售銀行業在政府變革要求以及滿足

客戶需求的情況下快速發展。然而，

未來的金融機構服務是否能達到有色

種族的需求呢？ 

在People & Places Conference 會議中提

到了幾個重要的點。第一，2008年之

前的銀行業挑戰仍然是有色社區的。

第二，部分銀行家表示，政府法規為

金融機構製造了滿足低收入社區需求

的產品的挑戰；雖然這個立場受到了

其他人的質疑。第三，在Fintech [金融

服務中任何一種技術的行業] 將銀行業

現代化的過程中，如何去滿足低收入

社區的需求。第四，銀行業障礙依然

存在，並且這些障礙將會導致低收入

人群支付高額支票兌現和支付費用。 

Mr. Chin表示銀行應該採取更多的措施

去滿足低收入人群的支票兌換需求，

以此使工人保留更多的工資。並且，

銀行可以提供用於支付支票預付現

金，小企業應收賬款或庫存貸款的短

期借款。 Mr. Chin還提出了現金基金

的概念，該基金可作為短期借款人的

抵押品，以此來激勵快速還債和幫助

建立市民的信用記錄。 

 

https://files.consumerfinance.gov/f/documents/cfpb_debt-collection-NPRM.pdf
https://files.consumerfinance.gov/f/documents/cfpb_debt-collection-NPRM.pdf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19/05/21/2019-09665/debt-collection-practices-regulation-f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19/05/21/2019-09665/debt-collection-practices-regulation-f
https://www.consumerfinance.gov
https://www.consumerfinancemonitor.com/
https://www.consumerfinancemonitor.com/


 

項目和服務  

押金信用卡 

你想要買房子嗎？你是新移民想要融入美國社會嗎？那就從建立信用開始吧。美國是一個到處都要使用

信用的地方，如果你不知道如何開始，PCDC可以幫你開始這個旅程 - 從“押金信用卡”啟程。 

什麼是押金信用卡？ 

所謂押金信用卡，就是你開通一張卡，網裡面存押金，並以此作為你的信用額度。如果你去某家銀行，

開一張他們的押金信用卡，往裡面存500美元，這就是你的信用額度。 

這種卡的主要目的是幫你建立信用，銀行每個月會把你的消費和還款信息向三個信用公告報告，分別是

Experian，Transunion和Equifax，如果你合理使用你的信用卡並及時還款，你的信用分數會慢慢

提高。以下是一些可以申請押金信用卡的資訊： 

 

 

 

 

 

你還可以去更多的銀行去詢問押金信用卡的申請信息。 如果你需要PCDC幫你申請，請致電215-922-2156

找彭女士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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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來源於Freddie Mac CreditSmart 

保持良好的信用 

在建立信用後，您必須努力保持良好的信用以下是一些不經意就破壞您良好信用的情況： 

1.遲付款。所有的遲付款均會在您的信用報告中留有記錄，即使您後來補交了也一樣。您必

須在截止日期前付賬單。在付款時，請務必留出足夠的時間，以便該付款能按時寄達您貸款

機構的辦公室。如果有疑問，請提前幾天付賬單，以確保賬單會按時寄達。如果您錯過截止

日期，則可能需要交納昂貴的遲付罰款，並留下負面的信用影響。 

2. 借款超出信用限額如果您的信用卡欠款超出了信用額度，就必須支付超額部分外加最低應付額。此外，您可能還要為

此支付罰款。這些費用積累的速度非常快。（如果您經常需要額外的信用，就應當請貸方提高您的信息額度。另外，您

還需檢查自己的花錢習慣，看看有些支出是否可以免除，或者乾脆用現金支付。) 

3. 沒有足夠的資金兌現支票。支票跳票除了須付銀行不輕的罰款外，

跳票記錄還可能會報告給信用局，並可能反映在您的信用評分中，支

票賬戶的收支一定要保持平衡，並確保賬戶中有足夠的現金支付您開

出的每一張支票。當您從自動提款機（ATM）提款，或使用過銀行現

金卡後，要記得從賬戶中扣除這些金額及相關的手續費，這樣您對賬

戶中的餘額才會心中有數。  

4. 拖欠貸款。沒支付的貸款欠額會對您的信用報告有負面影響。您應當與貸款聯絡，了解是否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如果

真的有拖欠情形，最好能夠妥善解決，因為這個問題不解決，它就會成為一個負面記錄一直影響您的信用評分。  

5.未支付的債務（債務判決）或子女撫養費。如果法院判決您須支付欠債，信用報告中也會顯示出來。在您申請房屋貸

款之前，有必要先解決這個問題。您可以向律師或所在地法律援助協會請教解決的方法。 

Bank Card name Annual Fee Late Payment Penalty Fees 

Capital One Secured Mastercard $0 Up to $38 

Bank of America BankAmericard® Secured 
Credit Card 

$0 Up to $39 

Citi Bank Citi® Secured Mastercard® $0 Up to 29.99% 

信用卡積分的重要性系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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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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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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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ce 

Your First Home Program Up to $1000 Yes DHCD 

Closing Cost Assistance Grant Up to $2500 No PNC 

掠奪性貸款繼續 - 欺騙性營銷 

次級抵押貸款行業的貸方之間的競爭很大程度上不是基於不同的貸方提供的利率或條

款，而是貸方可以首先接觸並“鉤住”借款人。掠奪性貸方採用“高科技”和“高接觸“的方

法，使用各種清單和詳細研究來識別容易受影響的借款人（少數人，低收入人群和老

年房主），然後郵寄，打電話，甚至拜訪潛在借款人的家中，鼓勵他們貸款。 

掠奪性貸方使用的最常規和最成功的方法之一是將一張“現金支票”郵寄給目標房主。

支票通常為數千美元，支票若兌現或存入銀行意味著目標房主正在與貸方簽訂貸款協

議。支票的吸引力在於它們是吸引房主獲得現金的一種快速而簡單的方式。 

這筆初始貸款只是房主財務生活的切入點。這項貸款具有人為的高利率和每月付款，

以便掠奪性貸款人得到機會讓房主考慮，把其他債務和這筆貸款放在一起再融資和重

新貸款。掠奪性貸款機構的最終目標是讓房主為他們的第一筆抵押貸款再融資。 

故事： 

一對夫婦收到了一張4,000美元的支票。當時他們需要錢，所以決定把支票存入銀行。

但其實這張支票是一筆貸款，利率為21%，還款期為5年。幾乎就在存完支票之後，

房主就接到了貸款方的電話，提出以較低的利率為這筆貸款再融資，并給與他們額外

的錢。新的更大的貸款利率為19%，還款期為

10年并降低了每月還款。此後不久，貸款人再

次聯繫了房主，鼓勵他們再次融資和合併其他

債務。這次貸款利率為17%，還款期限為20

年。最終，放貸人讓房主把他們在另外一個貸

方的貸款和現在的貸款放在一起，重新再融資

貸款。他們的第一筆貸款利率為12%，還款期

為30年。 

源於: Credi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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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公告欄已安裝！ 

在On the Table Philly Activate獎助金

的資助下，一個新的社區公告牌已

於5月20日安裝在華埠消防局门口! 

這是華埠的第一個社区公告欄，居

民们可以在這裡找到有關活動、資

源和會議的信息。 雖然華埠有其他

發布招聘、商業和租房信息的公告

欄，但社區成員不能得知当地发生了什么事、也接收不到非营利

的相关消息与有效资源。記得訪問PCDC的社區公告欄，了解唐人

街的各種活動和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