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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DC 新聞  



 

PCDC主辦學術游覽                

溫暖陽光燦爛的日子，PCDC為Scott Hanson博士的賓

夕法尼亞大學社會正義學院的一組學生帶來了唐人街

之旅。由於他們的研究重點是如何爭取社會正義，我

們參觀了該地區的許多歷史和文化中心，如原社區中

心，唐人街慈善協會和特羅卡德羅。其中許多地點都

強調了社區面臨的持續挑戰，特別是缺乏空間和有限

的經濟適用房。學生們在仔細觀察早期移民留下的壁

畫和標記時表達了興趣，這引發了對當前PCDC解決唐

人街問題的討論。其他地點包括具有像徵意義的中國

城友誼門和亞洲超市，讓學生更能夠深刻的了解居民

的日常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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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埠成為人口普查先鋒 

你知道嗎？其實你有著很重要的影響力，學校的教育資金，政府的養老金以及補助金，或者是你家門口街道修補的次

數，這些你都可以參與改變。 

每十年，聯邦政府就會主持一場全國性的人口普查，叫：。人口普查而下一屆即將在 2020 年的春天開始人口普查能夠

幫助政府加強了解社區，城市，和每一個州當中的人群結構。並且是每一個生活在美國的居民的強制性居民義務。 

人口普查將會這樣影響你 

政府甚至許多私人企業都依賴著人口普查所帶來的信息，並根據這些資料為我們帶來必要的社區服務和需求。如果社

區中有許多年輕人，社區資源將會傾向於教育和托兒所服務。如果社區中有許多不會說英語的居民，政府就可以有一

個理由去翻譯社區中的通知和廣告。 

截止於 9 月 17 日，Philly Counts 2020 和 PCDC 已經幫助了 2,000 位的費城居民了解人口普查的主權。在 PCDC 的辦公室

中，70 多位講普通話和廣東話的居民學習到了人口普查的知識。 

請繼續關注我們在每月的報紙上刊登的關於人口普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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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DC 項目和服務   

青少年活動與機會: 

重要公告：  

十月SAT練習會在十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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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兒童眼科檢查 

在費城地區或者附近的十七嵗以下，沒有保險，沒有過眼睛檢查，或者沒有通過檢查的青少年都可免費參與。欲了解更多信息，請

給 gksd@pccy.org 發送郵件或致電 215-563-5848 x21 

日期和時間： 10 月 5 日星期六，早上 8:30  -  下午 1:00          

地點： Jefferson Alumni Hall, 1020 Locust Street 

Old City 老城集會 

這個活動將突出本地最好的藝術和設計區，陳列出本地設計師，具有創建的公司，餐館，零售商，美術館，影院，文化，歷史，和

建築。活動將會包括音樂演出，馬戲團表演，舞臺秀，家庭娛樂區，街頭表演，各种美食與飲品，街頭藝術，工藝品，零售商品和

100 多位小攤。 

日期和時間： 10 月 13 日 星期天，早上 11 ： 00 – 晚上 6:00          

地點： 3rd & Arch Streets 

費城雜技藝術學校青年劇團成長活動 

加入在 Kimmel Center 舉辦的活動並參加一小時的兒童爵士舞講解或者音樂小劇場，孩子們將會唱歌，跳舞，和用他們的想象力來

度過這個美好的奇遇活動！這是免費的活動來費城雜技藝術學校觀看一場免費的表演吧。 

日期和時間： 10 月 19 日 星期六，早上 11 ： 00 – 中午 12: 15 

地點： Commonwealth Plaza, Inside the Kimmel Center, 300 S Broad St 

Franklin Square 噴泉秀 – 十月三十一號結束 

一座 180 嵗的噴泉----美國最老的噴泉----迎來了一次翻修，不僅現代化了它的基礎結構，並且加入了燈光和音樂。在公園的草地上

找一個位置或者坐在長椅板凳上觀看一場精心製作的水花舞蹈和各個年代的優美音樂吧。在黃昏后，噴泉暴雨還將會發出同步的彩

色燈光！ 

日期和時間： 從現在開始直到 10 月 31 號結束      

地點： Franklin Square, 200 N6th Street 

可口可樂學者計劃獎學金 

該獎學金是一項以成就為基礎的獎學金，頒發給高中畢業生。學生因其領導和

服務的能力以及對學校和社區產生重大影響的承諾而受到認可。基金會在2019

年舉辦了第31屆，為超過6,150名可口可樂學者提供超過6900萬美元的教育支

持。每年有150名可口可樂學者被選中獲得這筆20000美元的獎學金。立即申

請！高中畢業生可以訪問cokeurl.com/apply2019申請成為可口可樂學者。 

截止日期：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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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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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 數學 

星期二下午四點-六點 
1001 Vine  Street,  

老師: Clara Zheng 

SAT閱讀和寫作 

每星期一下午四點-六點 
1001 Vine  Street,  

老師: Phoebe Ho 

星期五免費活動 

每星期一下午四點-六點 
1001 Vine Street 

 老師: Rosaline Yang 

運動之夜 

週二和周四 下午四點-六點 
1001 Vine  Street,  

老師: Rosaline Yang 

mailto:ryang@chinatown-pcdc.org
mailto:ryang@chinatown-pcdc.org
mailto:gksd@pccy.org
cokeurl.com/apply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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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 項目和服務  

PECO的客户援助项目为低收入客户提供月度贷款。信用额度取决于客户的家庭收入与能源消费。 

PECO將使用以下信息來計算客戶得年度信用: 

 每月家庭的總收入- 聯邦政府的貧困線 

 每年的能源用度-過去12個月的能源開銷 

 能源費用的負擔- 有多少收入是用於能源花銷的 

年度信用將在12個月中分掉，並每月用來支付CAP客戶的賬單。由於天氣的影響，能源使用會發生變化，因此更大額度

的信貸將會用來支付能源開銷大的那幾個月。 

援助的要求條件 

要想符合要求，家庭的月收入不能超過： 

 $1,562 單人家庭 

 $2,114 雙人家庭 

 $2,667 三人家庭 

 $3,219 四人家庭 

 每多個家庭成員者加553美元 

當您加入CAP時，您將不能成為具有競爭力的電源或天然氣供應商的客戶。 

您如果認為您的家庭具有申請CAP的資格，我們可以幫您申請，請致

電PCDC的NAC辦公室，電話是215-922-2156 

(信用: PECO) 

 

您是否為了維持生計而在苦苦掙扎？來看看PGW的CPR，這是個減少每月天然氣最有效的方法。 

有資格加入CPR的低收入客戶- PGW的客戶援助項目- 每月獲得更便宜的賬單。有的CRP 客戶節省超過50%的費

用。 

通過CRP，客戶們可以享受額外的安心。 

您是否有未付的餘額？如果你欠PGW錢，那麼每個月按時支付較小

的餘額就能付清欠款- 在三年之內！ 

您可以在我們日六個客戶服務中心之一親自申請。 

當你申請時，請務必帶上： 

 過去30天的家庭總收入證明 

 所有家庭成員的SSN卡與生日證明 

本頁面由DHCD NAC計劃贊助。 



 

PCDC 項目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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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 National CAPACD 住房諮詢網絡在亞裔美國人和

太平洋島民（AAPI）社區的 10 年來的成就 

在 2019 年 8 月 13 日星期二和 8 月 14 日星期三，National 

CAPACD 在馬薩諸塞州的波士頓舉行住房諮詢網絡十年成

就慶祝活動，PCDC 項目經理李萍好很榮幸的參與了此次慶

典參，並參加了住房諮詢項目培訓。 

PCDC 於 2012 年加入國家 CAPACD 住房諮詢網絡。在過去

十年中，National CAPACD 一直是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

（HUD）批准的唯一一個以 AAPI 為重點的住房諮詢機

構。作為一個強大可信的 CBO 網絡，該網絡為低收入和中

等收入的房主和租房者提供文化和語言相關的住房諮詢服

務，以解決從預防驅逐到幫助家庭購買第一個住房等問

題。該網絡由全國住房諮詢服務機構中的 20 個組織組成，

在 14 個州和 19 個都市區開展業務，提供近 30 種語言的服

務。每年，該網絡與萬多個低收入 AAPIS 合作.PCDC 很榮

幸成為該網絡的一員，並為亞太裔社區提供幫助。 PCDC

期待與 National CAPACD 繼續合作，為中國社區提供有價

值的住房諮詢服務。 

住房諮詢計劃為消費者提供尋找，融資，維護，租賃或擁

有住房的諮詢。該該計劃還通過諮詢解決無家可歸問題，

並幫助需要防止房子被拍賣的房主.PCDC 作為 HUD 認證的

住房諮詢機構，提供購房前，購房後，租賃一對一的中英

文諮詢。如需更多信息，請致電 215-922-6156 與我們聯繫。 

高達$10,000 補助幫你實現購房夢想 

DHCD, Division of 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是

Department of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的其中一個資助項

目。這個項目的目的是為了幫助人們買他們的第一個房

子，或者幫助他們維修現在的居所。它同時也資助開發商

建築可負擔得起的住房。不僅如此，DHCD 項目還幫助患

有 HIV/AIDS 的人群找到永久居所，並讓身有殘疾的人們

更獨立的生活。 

今年 6 月中旬，他們發布了一個新的補助，專為將在費城

購買房子的首次購房者提供。這個補助的名字叫費城首次

置業補助，補助金額為房價的 6%，最高可達 1 萬美元，可

用於支付首付/過戶費用。 

申請資格： 

 完成購房講座和 1 對 1 諮詢 

 必須是首次購房 

 房子需在費城購買，必須是獨棟房屋或複試，不包括公

寓 

 符合收入要求 (參考下面表格) 

請注意，這個補助為先到先得，想要申請的人可以盡快申

請。 

想知道更詳細的信息，可以訪問網站 https://www.phila.gov/

services/property-lots-housing/ 

buy-my-first-home/，或撥打 215-686-9749 詢問。 

你也可以致電 PCDC: 215-922-6156 詢問更多信。 

家庭人數 收入上限 

1 $75,720 

2 $86,520 

3 $97,320 

4 $108,120 

5 $116,880 

6 $125,520 

7 $134,160 

8 $142,800 

NAC 項目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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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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舉行。接下來的三次會議將於以下日期舉行： 

11月12日, 12月10日, 1月14日 

上次會議案件： 

在 10 月 8 日的上次會議中沒有評議新的 RCO 的案例。 
 

下次案件： 

目前沒有新的案件會在 PCDC 的公開會議上被討論。未來若在會議議程中添加了新的案件，PCDC 會把信息公佈在

Facebook 官方主頁上。 

青少年俱樂部觀光了賓大與德雷塞爾大學 

八月九號可是個火熱的日子，在炎炎夏日之下，PCDC 的實習生 Brittany 與 Kathy 領著 PCDC 的青少年俱樂部觀遊了賓夕

法尼亞大學與德雷塞爾大學。青少年們參觀了兩所大學的著名地表，如愛心雕像與 Mario the Magnificent Dragon Statue。

我們的實習生們分享了她們在大學的經歷。 Kathy 是個平面設計專業的德雷塞爾大學在讀生。她還介紹了她的學院，the 

Antoinette Westphal College of Media Arts and Design，並且讓大家尋猜她的作品。在被烤曬數小時後，大家分別去了茶道

與星巴克。我們手握著冷飲並完美結束了這次愉快的遊覽。 

“我認識到了這兩所大學的各種設施與資源；同時我也對大學生活有

了更加熟悉的了解。 

“大家都非常友好，讓我最滿意的便是實習生們如何仔細講解了各個

大樓的作用性與它們的重要性.” 

"這是個非常有趣並詳細的遊覽，我了解到了德雷塞爾大的健身房，

不同的學生宿舍與大學裏的交通系統。" 

"我只能說今日是個愉快的一天。" 

PCDC 項目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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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面 

& 

打招呼 

在PA系列中了解你作為公用事業客戶的權利：計算你

的公用事業賬單 

你有权在每个结算周期收到公用事業賬單。公用事业公司

通常会每月发送账单，但有时账单会每二到三个月（季

度）发送一次。你的賬單將基於抄表或估算。 

公用仪表与仪表数读 

如果你的公用事业公司每月向你发送账单，

公用事业公司至少每隔一个月读取你的电

表。 

事业公司要么拥有自动读取秒表的科技，而

其他公司则会派出抄表员和设施服务人员到

你的住所进行抄表。  

你应该询问事业服务人员的身份证，如果你

对员工的身份的身份有疑问，请立即致电到你的事业公

司。仪表是你事业公司的财产，拆除仪表或篡改仪表是违

法的。你有义务让设施服务人员来访问和维修电表。 

估计票据 

每月收费的设施可能会每隔一个月估算你的使用情况。当

极端天气条件，紧急情况，罢工或者其它情况阻止公司实

际抄表时，你的账单也可能会被估算。估算值取决于你之

前使用的仪器读数，可根据现有天气情况进行调整。当仪

器读卡器无法访问你的仪表时，也可能会估算你的水电费

账单。 

提供你自己的仪表读数 

如果你希望所有账单都基于实际的仪表读数而不是估算。

你可以通过电话，网站或你要求的抄表卡与事业公司在估

计结算期间提供读数。该实用程序还将为你提供抄表说

明。 

检查你的设施账单的准确性 

如果拧认为设账单有误，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检查： 

 如果你对所使用的服务量有疑问，请阅读你的仪表，并

将仪表读数与你账单上的仪表数进行比较。请注意，你

查取读数时，你的使用量会增加，因此你可能会看到更

高的读数。 

 将当前账单的使用情况与去年同一时间收到的账单进行

比较。请记住比较的差异，而不是应付的总金额差异。

不要忘记考虑恶劣的天气条件和生活习惯的变化，例如

额外的家庭成员，更多的家庭时间，新家电等等。 

 如果你有关于账单的其他问题，请立即联系事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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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DC 項目和服務   

儲蓄$ 2000，IDA(個人匹配儲蓄計劃) 匹配$ 4000用於

購房！ 

IDA (個人匹配儲蓄計劃)是特殊匹配的儲蓄計劃，可幫助工

作人士獲得有助於提高財務穩定性和安全性的經營性資

產，例如：首次購屋，高等教育或小企業。有不同類型的

IDA計劃，幫助建立定期儲蓄模式，提供匹配

資金形式的儲蓄動力、教育和培訓，幫助參

與者學習長期資金管理技能。United Way住房

IDA計劃旨在幫助參與者支付首次購房的首期

和結算費用。參與者必須為首次購房者並於

結算時使用匹配之IDA儲蓄，禁止以IDA資金

支付預付費用。 

 

資格要求： 

1) 為費城Philadelphia，蒙哥馬利Montgomery，

特拉華Delaware或切斯特Chester縣的居民 

2) 需於註冊兩年內簽訂購屋合同 

3) 淨資產小於 $10,000 

4) 提供資產證明 

5) 符合其家庭規模的計劃收入準則。 （家庭調整後的總收

入應符合所得稅抵免額或，等於或低於聯邦貧困線的

200％。） 

6) 參加金融教育和首次購房者教育 

家庭規模收入上限（人數／收入）： 

 

 

 

 

 

 

 

 

 

 

目前，Habitat for Humanity Philadelphia聯合United Way of 

Greater Philadelphia and Southern New Jersey (UWGPSNJ) 為首

次購屋者提供IDA計畫。更多此計畫相關信息請查閱： 
https://www.habitatphiladelphia.org/homebuyer-assistance-
programs/ 

PCDC與Habitat for Humanity Philadelphia合作，將於星期六

12月7日上午10點提供IDA計劃介紹。 請致電PCDC房屋顧

問彭女士，電話215-922-6156進行註冊或了解更多信息。 

1 24,121 

2 $32,481 

3 $40,841 

4 $49,200 

5 $57,560 

6 $65,921 

7 $74,281 

8 $82,641 

Credit: PECO  

https://www.habitatphiladelphia.org/homebuyer-assistance-programs/
https://www.habitatphiladelphia.org/homebuyer-assistance-programs/


 

信用就是資產！信用帶來機會！如何建立和增加你的信用評分！ 

大多數人都聽過“信用”這個詞，但對此並不了解。無論年齡大小，每個人都需要信用。它被用來證明他們對貸方，房東

和雇主等的可信度。有些人按時支付賬單，但沒有信用。這是因為那些準時付款沒有報告給信用機構，信用機構不會在

信用報告上產生信用評分。如果沒有信用評分，即所謂的無信用記錄，則難以獲得貸款或公寓租賃資格。沒有信用和信

用不良可能會使公司不願意與你合作。 

如果你年滿 18 歲，想要開始建立你的信用，將其作為你的資產，你可能需要從“押金信用卡”開始。什麼是押金信用卡？ 

押金信用卡由你在開立賬戶時支付的保證金支持。押金通常等於您的信用額度，因此如果你存入 200 美元，你將獲得

200 美元的限額。一些信用卡機構可能會降低保證金以獲得更高的 信用額度。請見下圖。 

存款減少了信用卡機構的風險：如果你不支付賬單，發卡機構可以從你的存款中扣款。這就是為什麼這些卡可用於信用

不良或沒有信用的人。如果你負責任地使用該卡，你的信息額度可以提高到足以獲得無擔保卡的資格 - 不需要存款。銀

行會將你的每月消費金額和還款信息報告給三個信用局，即 Experian，Transunion 和 Equifax。當你關閉安全卡帳戶時，

發卡機構將退還保證金。 

以下是市場上的一些押金信用卡，不收取年費： 

你也可以前往自己的銀行詢問押金信用卡的信息。如果你需要 PCDC 協助瀏覽所有資源，請致電彭女士 215-922-6156 進

行預約。 

項目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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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fax Breach 

新聞機構和在線新聞網站報導，黑客從信貸局 Equifax 竊取

了 1.47 億美國人的個人信息。 Equifax 是美國三大信用評級局

之一。黑客攻擊發生在 2017 年 5 月中旬至 7 月中旬之間。個

人信息包括信用卡號，社會安全號碼，出生日期，地址和其

他識別信息。Equifax 宣布與 FTC（聯邦貿易委員會）達成和

解。 Equifax 已同意支付高達 7 億美元，作為 2017 年數據洩

露後與 FTC 的和解協議。PCDC 幫助我們的客戶檢查他們的

信息是否被盜，我們發現兩個客戶的信息都受到了事故的影

響。步驟是去 http://tt.ly/2OgnKCi 你輸入你的姓氏和社會安

全號碼的最後 6 位數。如果您違反了違規行為，它會迅速告

訴您。如果您發現您的信息是作為數據洩露的一部分公開

的，那麼您可以開始提出索賠。根據您受到的影響，您很可

能會獲得 10 年免費信用監控或現金補償. 

發卡機構 押金信用卡名稱 年費 最低保證金和信用額度 

美國銀行 BankAmericard Secured Credit Card $0 $300的保證金，$300的信用額度 
Capital One Secured Mastercard $0 $49，$99或 $200保證金，$200信用額度 

花旗銀行 Citi Secured Mastercard® $0 $200保證金，$200信用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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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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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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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sing Cost Assistance Grant Up to $2500 No PNC 

*信息來源於Freddie Mac CreditSmart 

良好信贷的重要性-您應有的權利 

你有必要了解自己的權利,保護自己，避免成為不肖貸款行為的受害是者。 

在申請信用或貸款時，有許多問題需要注意，有時難免會讓人感覺很混亂，理不清頭

緒。 

有可能您本來就對申請程序感到沒有把握，如果申請被拒，就更不知該如何處理了。

值得慶幸的是，在這過程的每一步中，作為消費者的您都享有一定權利。 

按照 [平等信用機會法則 ]的規定，貸款機構不得因您的種族、性別、婚姻狀況、宗教

信仰、年齡、原國籍或接受公共援助等而拒絕您的信貸申請。公共援助必須與其他類

型的收入同等對待。根據該法則，如果您的信貸申請被拒，您有權利了解被拒的原

因。 （要求書面解釋，或者要求電話解釋申請被拒的原因。） 

按照 [公平信用報告法則] 的規定，您有權利了解信用局發出的關於您的資料內容，有

權利保分發的資料準確無誤。 

按照 [誠實借貸法] 的規定，貸款機構必須在您貸款程序開始之前向您書面提供貸款收

費及還款條款的要求。 

按照 [公平信貸收費法則] 的規定，貸方必須為您提供處理信用卡賬單錯誤的程序。 

總而言之，作為貸款者，您在每一次貸款中都享有不可忽視的權利。您有必要了解自己的權利，保護自己，避免成為不

肖貸款行為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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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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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充滿樂趣的夏天！ 

唐人街的公園 - 週四遊戲之夜

是在10th Street Plaza和Rail 

Park舉辦的一系列家庭友好活

動。自5月9日的第一個遊戲之

夜以來，我們已經參與並服務

於不同的觀眾。我們在唐人街

的公共場所玩過麻將，中國象

棋，巨人四連和羽毛球。我們

將一直倡導為社區提供更好的

空間來運動和玩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