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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鳴謝

感謝以下贊助機構資助舉行今次會議:
齊聲基金會（Chorus Foundation） 

共同建議基金會 (Common Counsel)
康普頓基金會 (Compton Foundation)
美國綠色和平（Greenpeace USA）的「運動支

援中心」

克雷斯吉基金會 (Kresge Foundation)
梅玆吉爾摩基金會 (Mertz Gilmore 
Foundation)
歐文布魯基金會 (Overbrook Foundation)
粉紅屋基金會 (Pink House Foundation)
一支黃花基金會 (Solidago Foundation)
火嘴基金會 (Sparkplug Foundation)
史威夫基金會 (Swift Foundation)
加州傳統基金會 (The California Endowment)
普救一位神教（Unitarian Universalist）普救

派－Veatch 計劃

第11個小時計劃/施密特家庭基金會 (11th 
Hour Project/Schmidt Family Foundation)

此外，籌備委員會想表揚多個團體對「
我們的權力全國大會」和「行動日」
的成功所作出的貢獻: 

加州人支持社區賦權聯盟-列治文市支

部 (ACCE)*
邊境的靈魂 (Almas Fronterizas)
Audiopharmacy 樂團

海灣本地化

猶太人公義組織

黑市先知:音樂人－拉蒙

黑人動員、組織及教育列治文市(BMOER)
加州護士協會*
社會融合中心

故事策略中心

亞裔社區健康 (CHAA)
Crockett-Rodeo 團結保護環境聯盟

能源團結合作社

選擇炭化以外國際聯盟

國際草根

本地出產活動

原住民環保聯盟－灣區分部

地方乾淨能源聯盟

Martinez 環保組

美國原住民健康中心 – 列治文與屋崙

富裕城市 RIDES
RYSE 青少年中心

列治文太陽能

東南亞裔青年領袖 (SEAYL)
聯合HERE 2850 
城市耕作*
我是 132

* 代表 [列治文市環境公義同盟」成員

我們同時想感謝以下團體給與的支持
和所作出的貢獻:
列治文市 

康達科斯塔縣西聯合校區

溶合拉丁裔餐廳飲食承辦合作社

本地風味飲食承辦合作社

Saeteurn食品

Sue的廚房

Taqueria La Estrella（星級餅店）

Andronico’s 社區市場超市

以及特別是所有實習生和義工們；他們做了無

數個小時的工作。 

Ellen V. Choy設計封面

承蒙Micah Bazant捐出節目表設計。  
www.micahbaza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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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特別是所有翻譯員實習生和義工們；他
們做了無數個小時的工作。

Printed by Inkworks Press on 100% recycled  
content paper, processed chlorine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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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參加2014年在列治文市里舉行的「我們的權力全國大會」!  

雪佛龍（Chevron）煉油厰爆炸即將兩周年，事故當時造成1萬5千人需要求醫治理；隨著這個日

子的到臨，我們都在組織動員， 準備挑戰剥削型經濟 –挑戰本區内多個煉油厰專案計劃、

日益增長的鐵路原油運輸，以及港口基建的擴大。許多人會把灣區看作環保思潮的大本營，而未

覺察到我們也有自己的有毒「燃油後巷」：本州最大的溫室氣體污染源就座落此處，我們也有着

較高的哮喘病和癌症發病率，以及日益增長的危險油管和鐵路線網絡。   

光看我們在本節目起首要向參加者歡迎致意的頭一個小時内，雪佛龍就會賺得三百三十萬元的

利潤。從佩雷斯小學（Peres Elementary School）這裡，我們可以看得到裝載這些比擬黃金液

體的貯油缸，都是在以損害居住在最前線的有色人種和勞動階層利益和健康的基礎上產生價值

的。

列治文市和我們的社區正在爭取以「我們的權力」取代此有毒的「燃油後巷」。列治文是全美首

個有色人種佔多數而又擁有「社區選擇能源」的社區，能促進創建本地各個可再生能源專項計

劃。該市同時擁有一個成長中的、旺盛的都市農業和工人合作社運動。

 

作為「我們的權力全國大會」的東主，我們懷着無比興奮的心情，歡迎大家跟我們聚首一堂，一

起共同建立活絡的地方經濟生態，要求收回我們的能源、我們的民主權，以及我們的工作。我們

攜手一起，致力開展一個摒棄化石燃料、朝向社區乾淨能源、美滿工作以及繁榮健壯社區方向

的過渡。

只要能源，不要污染，社區聯合爭取一個公平合理的過渡！

「我們的權力全國大會籌備委員會」成員：亞太環保網絡*,監察雪佛龍/350 灣區*,氣候公義聯

盟,社區爭取更好環境*,草根全球公義,運動生成：公義與生態專項計劃,列治文市進步聯盟*, 羅
克庫斯協會,西南部工人聯盟,太陽花聯盟*

* 「列治文市環境公義同盟」成員

CLIMATE
JUSTICE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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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燃油後巷到我們的權力：

  列治文市聯合爭取一個公平合理的過渡

列治文市是一個工人階級並且有色人種佔絕

大多數的社區，數十年來受到環境污染和經濟

上撤資的衝擊。它是數目與日俱增的「我們的

權力社區」之一，又同時是佔地3,000英畝的雪

佛龍（Chevron）煉油厰的所在地。作為加州最

大固定的溫室氣體排放者之一，列治文市雪佛

龍煉油厰造成了深遠的累積健康衝擊，例如哮

喘、呼吸病以及癌症，影響及於兒童和家庭。

幾乎百分之八十居住於雪佛龍煉油厰方圓一

英里範圍之内的居民都是有色人種，而且當中

大多數屬工人階級。因而，毫不意外，雪佛龍採

用了分化這些社區的策略，讓工人跟有色社區

互鬥、把預期的工作機會跟社區健康對憾。一

百多年以來，雪佛龍不僅污染了列治文市的空

氣，而且還污染了該市的民主政治；它花費數

以百萬元計的資金來影響地方選舉 ，並且經

由内容誤導的廣告操控社區。 

在雪佛龍污染的陰影下，列治文市的社區成員

站到了向以污染為本的經濟發起挑戰的前線

角色。我們的草根環境公義社區建立了組織力

量，並於2009年提出訴訟，制止了雪佛龍擴張

骯髒能源的專項計劃，最終免除排放接近一百

萬噸的溫室氣體。 在2012年雪佛龍煉油厰爆

炸事故發生後，我們是第一反應者，為工人和

社區安全而鬥爭。  

當前，我們繼續從多個戰線向剝削型經濟發

起挑戰。最近，我們控告康德摩根（Kinder 
Morgan）和區域空氣品質管理局，指它們不

該容許鐵路運送「高度易燃」的[北達科他州]

巴肯（Bakken）原油至鄰近一所小學的一處鐵

路站場。我們正在就雪佛龍的一項擴張計劃，

為保護工人安全和社區健康做組織工作，要面

對的是雪佛龍動用數以十萬元計的公共關係宣

傳花費，來推銷這項將要排放七十餘萬噸溫室

氣體和增加有毒空氣污染物的專項計劃。凡此

種種，都發生於列治文市一個重大的選舉年的

背景之下；市議會七個議席當中的五個將要改

選，而雪佛龍有花費數以百萬元計資金用以影

響地方、區域以及州政治的前科。

  

我們運動的核心是列治文社區成員；他們是

這次鬥爭的領袖。作為一個多元化和進步的社

區，我們多個世代以來一直在抗拒化石燃料公

司和剝削型經濟。經由「列治文市市環境公義

同盟」，列治文市的進步和工人階級社區正在

帶頭領路，要建立一個公平合理以及永續持

久的城市，能改善所有列治文市居民的健康和

生活品質。我們必須自難以持久的化石燃料能

源、企業權力，以及只顧利潤、不顧人民利益

的思維撤資。反而，我們透過投資於就業和經

濟、健康與安全、鞏固我們的社區，以及採取

行動應對氣候變遷，是有能力改革列治文市

的。  我們必須重建民主參與，以便過渡到

一個經濟；這經濟能造就高質素工作職位，足

以養家活兒，能滿足我們對安全住屋、乾淨用

水、健康食品、富於啓發性的教育、耐用貨品和

有意義工作的需求。列治文市正在領頭帶路，

爭取邁向一個公平合理的過渡，在着手工作，

發展有助促進社區順應能力的本地活絡經濟

生態。這是個組織、告知和教育列治文社區、

區域以至全國的關鍵時間；而「我們的權力全

國大會」正是催化我們願景，企望爭取一個躍

變過渡期的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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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權力全國大會

2014年「我們的權力全國大會」的主辦單位是

「列治文市環境公義同盟」（REJC）和「氣候公

義聯盟」（CJA）。「我們的權力運動」是一個日

漸成長的全國運動，旨在致力於各個橫跨全美

範圍的受衝擊社區建立互相聯繫的政治力量基

礎群，以便終止極端能源時代，並且貫徹一個「

公平合理的過渡」，邁向地方活絡經濟的生態。

本大會特別在意邀請受化石燃料基建專項計劃

衝擊的前線社區聚首一堂，例如鐵路運輸原油

和煤、煉油厰擴建和油管裝置；並且同時着力

於社區主導、解決方案導向的公平合理的過渡

策略。

• 

本2014年「我們的權力全國大會」將聯合地方

和全國性前線社區、社區組織、環境保護主義

者、工會、氣候運動活躍分子、糧食公義團體以

及各盟友，提出一個對我們社區有助益、恢復地

球健康、激勵人民，以及改進我們生活品質的「 

躍變過渡期」的策略。「 躍變過渡期」是從污

染為本的剝削型經濟（剝削勞工和依賴諸如核

能、水力壓裂開採法以及骯髒瀝青砂）起始的一

條路徑，要求貫徹一項策略，建立以環保為根

本的地方活絡經濟生態、增益社區康健、決策

民主化，以及促進地方掌控資源（包括土地、水

源以及糧食系統在内）。

 本2014年「我們的權力全國大會」爭取：

 

•  重點介紹及發展列治文市的

「我們的權力運動」 

•  為受到化石燃料和剝削型經濟衝擊

的各前線社區訂立跨社區策略

• 拓展關係用以加深及擴大列治文市本地

以及全國範圍的「我們的權力運動」

•  擴展「我們的權力」於本地、全美以及國

際範圍上的支持者基礎群

•  增進草根知識並且積累技巧謀取勝利

於網上建立我們的力量!
在你訪問這裡時，請確保你與Our Power Campaign（我

們的權力運動）的社交媒體帳戶連結：

   推特: @CJAOurPower
臉書: www.facebook.com/ourpowercampaign
Instagram: Our_Power_Campaign

同時，請確保你 “標籤” #OurPowerRichmond2014! 
我們將會用到更多的主題標簽（hashtags）有：:

#OurPower
#JustTransition
#PowerWithoutPollution
#ItTakesRo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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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歡迎聚會

8月5日星期二
願景、構架和創建

8月6日星期三
解決方案、策略、技巧 

8月7日星期四

8時 聚會, 登記，早餐 聚會和早餐

9時  9時 - 10時30分  
「我們的權利全國大會」歡迎詞與

開幕式

 9時 - 10時30分 
全體會議 和 分組討論 

「 躍變過渡期」的策略和解決方案

10時

 10時30分 - 12時30分
躍變過渡期的願景, 歷史和價值觀 

全體會議, 分組討論和分享

 10時30分 - 12時30分 
接著區域分組討論

11時

12時

12時30 - 2時 
午餐

12時30 - 2時 
午餐1時

2時 下下2時 - 3時30分 
授課培訓 第一場

2時 - 3時30分  
授課培訓 第三場 

3時
3時30分 - 4時: 休息 3時30分 - 4時: 休息

4時 下下4時 - 5時30分 
授課培訓 第二場

4時 - 5時30分  
授課培訓 第四場

5時

歡迎活動

地點：Bobby Bowen 
Progressive Center, 

1021 Macdonald Ave. 
Richmond CA 94801

5時30分 - 6時: 休息 5時30分 - 6時 
晚餐6時 6時 - 8時 

社區守夜 和 晚餐 
440 Civic Center Plaza, 
Richmond CA 94801

7時
7時 - 8時 

韻律、韻律和順應力

授課培訓進行的同時，在幼兒園1號房間里，將會有全天進行的
行動日需要用的藝術與文化手工製作活動。 

最後準備

s

12時30分 - 2時 12時30分 - 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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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策略會議

8月8日星期五
行動日

8月9日星期六

8時 早餐

9時

 9時 - 9時30分  
開始和當天活動解說

9時30分 - 10時30分 
策略會議的背景故事解說

9時30分 
開幕式和遊行爭取一個公平合理的過渡

The Kinder Morgan Railyard（康德摩根鐵

路站場）位於South Garrard Blvd（南伽雷

爾德大街）的閘門入口， 

和和和144 South Garrard Blvd 的Garrard 商業

中心的對面 

10時

 10時30分 - 12時30分 
同時進行的授策略會議

11時

12時

12時30 - 2時 
午餐和紐約氣候高峰會討論

12時30 
社區暢談會

列治文市綠蔭道– 16街入口（介乎Ohio 與 

Chanslor Ave之間）
1時

2時
2時 - 3時 

繼續策略會議

2時 - 5時 
「我們的權力、我們的收成」–社區解決方案

節及不插電帝國太陽能音樂會
3時

3時 - 5時
討論推薦的策略和行動日

4時

5時
5時 - 6時

活動評估和閉幕儀式

6時 6時 - 8時 
社區守夜和晚餐 

440 Civic Center Plaza, Richmond CA 
948017時

授課培訓進行的同時，在幼兒園1號房間里，將會有全天進行的行

動日需要用的藝術與文化手工製作活動。 

分

12時30分 - 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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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會議、授课培训以及策略會議詳細時間表

8月6日星期三：願景、構架和創建

歡迎詞與開幕式
地點：禮堂   •   9時 - 10時30分

主禮司儀：黃綺慧（亞太環保網絡）,及羅佩玆（Diana Lopez，西南部工人聯盟）

「我們的權力全國大會」正式開始！加州列治文市與「氣候公義聯盟」熱烈歡迎大家的到來。開

幕式特備節目包括：歐隆民俗歡迎舞（Ohlone Welcome）、寮國民俗鼓手、列治文市長麥克勞

克林（Gayle McLaughlin）致詞，以及列治文藝術家兼詩人、「天生我才」的但丁克拉克（Dante 
Clark）。 

開幕全體會議：過渡願景
地點：禮堂   •   10時30分 - 12時30分

作為氣候公義運動的臉面，我們正領頭帶路，在創建一個 躍變過渡期所須的各種解決方案。這

次全體會議將嘗試作各種連結，看「 躍變過渡期」這個概念能如何建立於歷史上我們運動的

抗爭和成功經驗之上， 並且從中提供一個未來的理想願景。 

• Cindy Wiesner,（全球草根公義聯盟）

• Jihan Gearon,（黑梅薩水源同盟）

• José T. Bravo,（ 躍變過渡期聯盟）

• Lipo Chanthanasak,（亞太環保網絡）

• Pam Tau Lee,（首屆及第二屆「全國有色人種環保領袖高峰會」撰稿人及「工作公義」成員)

• Antonio Díaz (人民組織環境需求及經濟權利)

在整個會議期間，就在「我們的權力大會」這裡，請你於「 躍變過渡期民主牆」跟大家分享你

對「 躍變過渡期」的主張、想法、願景以及原則。加州環境公義聯盟一個工作組會取材自這些

意見，以幫助他們精心撰寫「 躍變過渡期」的各項原則，好讓我們的「 躍變過渡期」夢想實在

化，並且成為現實！

時間：8月6日星期三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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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培训 第一場 – 8月6日星期三
下午2時 - 3時30分

「我們的能源」入門介紹
 地點：1號房

本節由「我們的權力運動」成員組織和運動職員負責主持。

本節乃為有意加入本運動的草根團體和盟友而設，旨在讓它們得悉「我們的權力運動」的概況、

爭取「 躍變過渡期」的願景和各個策略，以及參與本運動的具體細節，由成為一個「我們的權

力社區」到支援現有社區。

氣候、生態與環境公義
地點：2號房

講者：Carla M. Perez（運動生成：公義與生態專項計劃）；Armael Malinis（全國菲律賓裔關注

問題和運動生成聯盟）。

我們將在這個互動式的授课培训當中探討生態破壞的根本原因和影響，我們將着重研究種族和

經濟不公義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我們需要的實質的解決方案。 我們也會討論到環境公義的歷

史和原則，這些都是氣候公義運動的基礎依據。

能源民主
地點: 3號房

由「地方乾淨能源聯盟 」和「爭取社會包容中心」負責主持。

本授课培训讓廣泛背景的團體聚首一堂來探討能源民主的議題，我們認為，抗拒大企業能源議

事日程應被視為爭取社會和經濟公義、社區健康、順應力和賦權的一項鬥爭。這項鬥爭非僅只爭

取經濟無碳化，還須革新經濟，使它轉變成一個新的、均衡公平的、符合保護生態原則、肯定生

命的經濟體制。這項革新涉及重新建構能源系統，向分散式的可再生能源方向發展，並且能源

資源須由社區掌控和擁有。本節的授课培训，參加者將就能源民主的議題交換意見：例如勞工

權益、社區對能源資源的掌控與擁有，以及諸如「社區選擇」能源那樣的手段，可以把對能源的

掌控權從投資者擁有的公用事業公司轉移至公共部門，從而幫助我們邁向一個更加民主的能源

未來。

時間：8月6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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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勞工-社區團結共同爭取公平合理的過渡
地點: 4號房

由「社區爭取更好環境 」、「運動生成」、「勞工支持永續發展網絡」以及「我們的權力運動」職

員負責主持。

要工作還是要環境：分化我們運動的神話。 本授课培训將正面回應此一虚假矛盾；虛假矛盾導

致環境公義和勞工運動發生分歧。本授课培训會幫助我們了解兩運動所面對的困難的體制原

因，分享加強團結的工作經驗，以及幫助我們製定一個回應，能夠表明保護環境和公眾健康何以

是振興經濟的最佳途徑。

合作社：創造社區財富
地點: 5號房

講者：「永續經濟法律中心」和「傑克遜合作社協會」。

學習一下合作社經濟學原理以及如何應用運動的力量創建具順應能力、由社區主控的經濟學，

從堪薩斯州傑克遜的例子談到灣區。  

為 躍變過渡期建立廣泛的聯盟
地點: K3號房

講者：Kalila Barnett（為社區和環境謀求替代選擇）；Colette Pichon Battle（海灣海岸法律和

政策中心）；「肯德基人共同體」。

任何 躍變過渡期策略的核心成功關鍵必然是建立一個跨組織、組織模型、結構和部門的廣泛

聯盟。單一團體或部門不可能獨個兒帶領此一過渡。以波士頓、肯德基州和[墨西哥灣]海灣海岸

地區的「 躍變過渡期」運動和工作的經驗為起點，交流建立廣泛聯盟的方法；需要面對那些考

驗，以及分享一些有助克服考驗的策略。

承受暴風雨先要扎根：青少年的前線領導
地點: 6號房

本授课培训關乎並為跨越全國範圍的青年領袖而設；這些年輕人站在前線，要為他們所在社

區/巴里奧[西語居民行政區劃名稱]/「胡德」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過渡。本授课培训將包含年

輕人講述他們擔當領導角色的故事和互動式活動，並提供結交其他參與運動的青少年/年輕人

的機會，以便建立團結互助。

列治文區域環境公義巡禮  
地點: 於佩雷斯小學（Peres Elementary School）外面集合

注意：本活動會佔用兩節時間，從下午2時至5時30分。

由Andrés Soto 社區爭取更好環境）帶領主持。

時間：8月6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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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巡禮將同時兼看列治文的有毒物質包袱和新近投身致力永續發展的例子，當中混合着不少地

方歷史和列治文在世界經濟所處位置的元素在内。我們會自佩雷斯小學起程，行程的終點站是

市政中心廣場，我們會於廣場跟參加守夜紀念2012年6月雪佛龍煉油厰大火兩周年的會眾會

合。

授课培训 第二場 – 8月6日星期三   
下午4時 - 5時30分

怎樣子跟你的工會談論氣候變遷
地點:1號房
由「社區爭取更好環境」、「運動生成」、「支持永續發展勞工網絡」和「我們的權力運動」職員負

責主持。

本節旨在讓工會會員和領袖就氣候混亂（climate disruption）對工人和經濟造成的衝擊，以及

勞工於帶領邁向一個 躍變過渡期上所擔當的角色進行對談。我們會分享可用於你工會内帶領

討論氣候變遷的教程和資源。同時開放給工會中人和社區群衆參與討論。

黑人回歸土地： 黑人權力、糧食與土地
地點: 2號房 

主持人：多利亞.羅賓遜(城市作對組織); 扎卡里. 澤維爾穆雷;凱利.卡萊爾(物理學非維巴農

場);蓋爾.邁爾斯和威爾. 斯科特(種植農場,豐收農場;和黑人環保組織)。

 

探索黑人權力和糧食主權的交點，談論的重點將放在城市環境和城鄉聯盟建設。探討黑人土地

項目的歷史和運動，以及當前本地和更近一步的組織工作重心方向。

規劃我們的未來青少年授课培训
地點: 3號房

「海灣本地化」（Bay Localize）、「 人民組織起來爭取環境和經濟權益」以及「 青少年聯合

起來支持社區行動」為青少年領袖共同發展一項計劃，旨在辨識社區順應力資產、向都市規劃

導師學習地理資訊系統（GIS）製圖、為他們本地的城市和縣份發展順應力政策建議，並且倡議

貫徹執行該等政策。 我們會於本互動式授课培训中分享我們在發展中的一些程序，並討論它

們怎樣子可以對其他團體發生效用。

工人合作社的基本具體情況
地點: 4號房

主持：「永續經濟法律中心」；並特別邀請工人擁有合作社的社員講話。

時間：8月6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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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我們會從工人合作社和合作社支援團體的活躍會員處學習到作為合作社社員的基本具體

情況、當沒有了老闆因素，將我們的工作安排分配時，我們如何共處。

能源融資
地點: K3號房

講者包括：Chris Woolery（社區經濟發展山陵協會）；和Mari Rose Taruc（亞太環保網絡）。

為未來融資：投資地方效能和乾淨能源專項計劃。本節將探討我們如何為地方效能和乾淨能源

專項計劃融資；乾淨能源計劃不僅會創造乾淨能源，還可激發和推動健康和興旺的經濟。本節

的參加者將與講者們對話，探討如何尋求政府資金為社區專項計劃融資、發展容載量及利用其

他形式的資本。此外，參加者亦將獲悉能讓這成為可能的政策構思與機會，包括「能源投資區」、

「物業評估潔淨能源」（PACE）、合作社融資以及更多其他可能在内。

水權和氣候公義
地點:5號房

講者：Colin Bailey（加州環境公義水同盟）；Sara Mersha（草根國際）；「黑梅薩水同盟」。

氣候變遷與私有化是對我們生命之源--水---的兩大威脅。本節將探討氣候變遷和私有化對我

們用水和取得用水所造成的衝擊、這些挑戰對我們的水權有何意味，並將探討採取行動創設社

區規模改革模型和保護水不受環境傷害和大企業毀壞的社區榜樣和例子。此外，本節將辨識必

要之政策、組織工作和敍述策略，以便改變故事訊息。

公共交通公義，為的是氣候上永續的未來
地點: 6號房

公共交通公義的起步點是保障倚賴公共交通往來的黑人、拉丁和亞太裔工人階級大多數的人權

和民權，但它亦同時是爭取氣候和環境公義的鬥爭的關鍵所在。投資於可負擔和能使用得到的

集體公共交通運輸是一項減少有毒物質污染、促進公共健康、創造和保障實在的綠色工作以及

大規模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關鍵策略。它有能挑戰居於支配地位的單一乘客汽車載運交通形

式、滿足倚賴公共交通往來的人士的需求，並且催化我們城市的變革。

但是，公共交通政策同時亦是一個促銷虛假解決方案的議論場所；目的在服務大企業和政治精

英的私有化、污染和監控民眾的議事日程。從「洛杉磯巴士乘客聯盟」的「洛杉磯無車」運動、波

士頓「T-乘客聯盟」所作之事，以至更多其他來了解一下公共交通社會運動。

時間：8月6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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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守夜  
紀念雪佛龍煉油厰大火和爆炸事故兩周年

地點: 列治文市政中心廣場   •   下午6時 -- 下午8時

2012年8月6日，雪佛龍煉油厰發生爆炸，噴出巨大的羽狀黑煙到天上。十九名工人勉強逃過受

傷，有15,000人需要求助醫療。請來參與，一起聆聽社區成員講述該煉油厰對他們的生活造成

的巨大破壞。

8月7日星期四  u  解決方案、策略、技巧

全體會議：必須做些甚麽? 
「 躍變過渡期」的策略和解決方案
地點: 禮堂   •   9時30分 - 10時30分
 

如果我們希望社區能賦予生命、永續持久，並且有一個健康的地球，那麽，氣候危機的解決之道便不可僅僅

聚焦於減碳問題之上。它必須解決一個榨取式經濟的根本問題，這個經濟剝削勞工、社區和大自然，而且損

害多數人來為少數人謀福利。 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重新定義氣候鬥爭的討論框架為經濟鬥爭，而且我

們必須建立一個強而有力的運動，運用富於創造力的策略，來贏取真正變革性的改變。我們必須跨越氣候、

環境、經濟和種族公義運動的界限，跨越經濟不同的部門以及跨越地方、州以至國界來從事組織工作。

• Sara Pennington,（肯德基人共同體）

• Doria Robinson, Urban Tilth（都市耕作）

• Miya Yoshitani, Asian Pacific Environmental Network(亞太環保網絡）

• Brendan Smith, Labor Network for Sustainability（勞工網絡支持永續發展）

• Landless Workers Movement (MST) 代表

• Ananda Lee Tan, Global Alliance for Incinerator Alternatives（焚化爐以外選擇全球聯盟）

• Arsenio Mataka, C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加州環境保護機構)
• Michael Leon Guerrero, CJA Our Power Campaign (氣候公義聯盟)

區域分組討論 
10時30分 - 12時30分

區域分組討論繼續利用全體會議對話引發的思考，用以討論地方層次的問題。

時間：8月6日星期三 –  8月7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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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培训 第三場 –  8月7日 星期四  
下午2時 -  3時30分

「我們的權力」迎新入門介紹 
地點: 1號房

本節由「我們的權力運動」成員組織和運動職員負責主持。

本節專為有興趣加入本運動的草根團體和盟友而設。獲知有關「我們的權力運動」、「 躍變過

渡期」的願景和爭取策略，以及參與運動的具體細節 - 從成為一個「我們的權力社區」到支援

現有社區。

勝利和革新的故事：自發掘、燃燒、丢棄經濟的學得的教訓
地點:2號房

講者包括：「包鐵社區公司」、「CERO 合作社」、「焚化爐以外選擇全球聯盟」

在跨越全國範圍抵制焚化爐的草根組織員正在致力保護健康和環境，並且爭取經濟和資源控制

的民主化。讓我們學習一下為爭取 躍變過渡期而從事由下而上組織工作的社區的經驗教訓。我

們會邀請你分享自己的故事及參與討論。

在地上播種： 我們糧食系統中的主權、民主和公義

地點: 3號房

講者：Tania Pulido（都市耕作）; Roberto Nutlouis（黑梅薩水同盟）；Navina 
Khanna（運動策略中心）；Anthony Giancatarino（社會包容中心）

美國的工業糧食系統由少數幾間跨國企業掌控，溫室氣體排放量佔超過三份之一，從農地到餐

碟，僱用人員二千萬人。不過，小規模農戶和社區糧食系統可以幫忙地球減溫。一個朝向新經濟

的公平合理過渡將須建基於對土地、工人尊嚴的尊重、對社區的頌讚， 以至糧食能真正滋養

人民大眾和地球。本工作坊將探討各式大小規模的策略，以便為地方、活絡的、出自愛心的、結

連的糧食經濟制定政策和文化方面的改革。 

時間：8月7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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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燃料撤資以支持運動的推展
地點: 4號房

主持者：Deirdre Smith（350.org）；Greta Neubauer（學生撤資組織員）； Iliana Salazar-
Dodge（學生撤資組織員）；Lex Barlowe（學生撤資組織員）

本工作坊將重點向非學生身份者介紹化石燃料撤資運動。我們會談到運用撤資作為政治手段的

背後理據，並將同時討論到此一運動的歷史和當前狀況。最後，我們會闡明重新投資於公平合

理的過渡，能怎樣子因着團結前線和草根團體的原故，幫助我們推深推廣我們的運動。

沒有逼遷的發展，住房權利和社區順應力
地點:5號房 

加入諸如 Causa Justa（合理緣由）和ACCE 等團體，一起關注爭取挽救我們住屋和我們社區

内住客權益的策略。

伴隨著經濟危機惡化，工人階級的民眾失去了工作，服務遭削減、銀行收屋導致房屋空置，我們

爭取住房權利和公義的鬥爭有必要加大投入，提出更廣泛的要求。橫跨全國範圍的團體正在跟

地方夥伴、城市和州官員合作貫徹遏止居民被逼遷走、要求住客權益保障以及逼使大銀行修改

住宅貸款的策略；要求城市當局貫徹授權他們向未有維持好空置物業的銀行和其他物業主徵收

罰款的州法律，以及模仿地方專項計劃，像是社區土地信托和福利協定，這些將有助重建我們

的鄰里。

消除邊界：氣候公義與移民權益
地點: 6號房

講者包括：Colin Rajah （全球遷徙同盟和全國移民及難民權益網絡）。

本授课培训探討於氣候公義運動和移民權益運動之間作交叉分析的重要性。環繞氣候變遷的

問題可對全球性遷徙的起因提供某些解答；反之亦然，並可説明為甚麽它並非不相連的事情。

然而，正正是在那些交叉點的地方，我們可以拆解超越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結果，我們可以開

始拆解及摧毀令我們今日面對的社會、經濟和環境問題持續下去並且越演越烈的壓迫體制。

地方能源和氣候行動規劃
地點: 7號房

講者包括：Christina Medina-Martin（屋崙氣候行動同盟）；Nile Malloy（社區爭取更好環境）; 

Margaret Gordon (西屋崙健康指標項目)。

地方層級的能源和氣候行動規劃於跨越全國範圍内，創造一個絕佳的機會，為城市及城鎮建立

多部門的氣候公義議事日程；宣示地方民主和區域規劃。交通運輸、住屋、土地使用、地方糧食

系統、適應和順應力、乾淨能源；這些全數屬於「能源氣候行動規劃」框架的範圍。同時聽取成

功的運動和困難挑戰的經驗之談。

時間：8月7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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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權利和人民權力
地點: 23號房

由Shannon Biggs（全球交換自然權利計劃）, Pennie Opal Plant (不再無所事事)負責主持。

任何革命的基點均源於[一方]斷言擁有新的權利，或是[敵對一方]拒絕對權利的聲稱。學習地

方如何運用「自然權利論」制止大企業的濫用與破壞性作為，例如水力壓裂開採法的應用

非暴力直接行動訓練
地點: K3號房

羅克庫斯協會(www.ruckus.org)負責主持本訓練，就「非暴力直接行動」和「公民抗命」提供一

項互動式的入門介紹。參加者辨識使用「非暴力直接行動」的好處，探索甚麽因素令一個行動有

效，以及可以怎樣子用到你的前線社區抗爭運動和組織工作當中。

授课培训  第四場 – 8月7日 星期四 
下午4時-5時30分

非榨取性的財務和再投資
地點: 1號房

講者包括：「黑梅薩水同盟」、「傑克遜合作社聯盟」、「運動生成：公義和生態專項計劃」以及「

工作世界」。

隨著化石燃料撤資運動的起飛，錢往那裏去變得事關重要。它會否重新返回「銀行和油缸」經濟

之内，或是會支援社區為本、合作社的發展，由此革新了經濟？ 聽聽一種為「 躍變過渡期」融

資的激進方法，可將權力和資源交到人民的手中。

贏得講氣候公義故事的戰鬥
地點: K3號房

故事的威力模塑著我們對四周世界的理解。當要做這個工作時，要講述社區和植根社區的解決

方案有必要置於解決氣候和經濟危機的中心位置這樣子的故事並不容易。我們作為組織者、

倡導者和溝通者，必須懂得怎樣子贏得「講故事的戰鬥」説服公眾輿論。 故事為本策略中心

(www.storybasedstrategy.org) 將負責講解故事為本策略的基本原理：定框架、模仿文化基因、

故事元素，以及敍事威力分析，講解的着眼點朝向氣候公義 。

時間：8月7日星期四

原住民環保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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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壓力：碳交易、稅、紅利和投資 
地點: 2號房

講者：Vien Truong（Greenlining）、Marybelle Nzegwu（公眾倡導者）、Bill Gallegos（社區爭取更

好環境）、Jeff Conant（地球之友）、Mari Rose Taruc (亞太環保網絡）。

「污染者自付」的原則因着碳排放有價變得複雜了。聽聽州當局就碳交易(「總量管制與交易」)、

碳稅、總量管制與紅利，以及社區氣候投資所作過的試驗。檢查一下我們的法律訴訟、立法、規

章以及組織工作的工具帶。

我們可以經由投票取得一個「公平合理的過渡」嗎?
地點: 3號房

講者：Malcolm Amado Uno（亞太環保網絡）；Mike Parker 和 Marilyn Langlois（列治文進步

聯盟）；以及 Esperanza Tervalon-Daumont（屋崙升起）; Juan Reynoso(南西組織項目)。

各前線社區已發展出成熟的民間參與策略，用以經由票站爭取一個「公平合理的過渡」。本授课

培训將介紹一些組織；這些組織曾經成功部署選舉和運用草根組織手段於地方、區域以至州範

圍之内強化和擴大民主。

災難集體主義：人民對氣候變遷的反應
地點: 4號房

講者：「全國菲律賓裔關注問題聯盟」; Helena Wong（草根全球公義(原屬亞裔反暴力聯盟 

CAAAV)）； Colette Pichon Battle（海灣海岸法律及政策中心）

隨著氣候混亂肆虐社區，造成嚴重危機和破壞經濟，腐敗政府、「救災機構」以及災難資本家會

動員賺取最大的災難財。然而，就算他們有最好的用心，這些外在的力量不能有效回應人們的真

正需求。只有社會運動持續在建立由人民動力支持的反應，因而能直接回應滿足人們的需求、

建立力量和將危機和起因結連起來。自菲律賓到海灣海岸到Sandy颶風甚至更多，「災難集體主

義」 在在證明它是氣候打擊正確的應對之道。

「 躍變過渡期」的零垃圾：虛擬漫遊和浮現的模型
地點: 5號房

虛擬漫遊包括：CERO 合作社、國際碼頭及倉庫工人本地6號工會、Recology公司以及其他。

源自一系列令人興奮的零垃圾系統「 躍變過渡期」模型發展出的虛擬漫遊；包括非牟利

營運、僱員擁有公司、工人在跨國公司的回收設施做組織工作，以及合作社。

時間：8月7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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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主義者觀點之下的氣候公義和 躍變過渡期
地點: 6號房

講者包括：Mithika Mwenda（泛非洲氣候公義聯盟）；Ana Manuela de Jesus Chã（巴西「無土

地工人運動」(MST); Dipti Bhatnagar (地球莫桑比克的朋友); 主持人 Cindy Wiesner (全球草

根公義聯盟)

以經濟、生態和帝國三重危機顯現出來的根本體制變遷，要由植根於南半球、原住民社區和農民

鬥爭的具國際主義視界的社會運動來領導。我們美國國内的草根階層社會運動必須借鑑我們南

方的同志們，從中吸取啓發和領導，並且協調我們之間的策略。聆聽由國際合作夥伴組成的講

者小組就橫跨全球的運動、策略和運動建立機會講話。聽聽他們怎樣看我們在美國處境之下的

角色，以及我們可以合作做些甚麽來建設一個為生命服務的經濟。

以宗教精神為本的社會改革行動
地點: 7號房

不管我們把自己看成上帝創造萬物的托管人還是束縛於相互依存的網絡當中（或是兩者皆然），

我們的道德準則必要指向愛和正義。然而，我們當中許多人在不公義的恐怖事當前感覺要維持

目標和愛很困難。 請來聆聽我們由本地神職人員和信仰為本社區團體組成的講者小組，參與

討論如何於我們追尋公義的工作上持平、集中、共有。

韻律、韻律和順應力: 
  表演和自由表演，頌讚我們所有人内在的藝術天才細胞
7時
MC Will See、東密西根環境行動議會和底特律音樂錄製公司

用一首歌、小夜曲說出你的真心話，給大家看看你的舞姿。開放舞臺給任何希望分享藝術和文

化的人！

8月8日星期五   u  我們的權力策略會議

我們的權力策略會議
9時 - 6時

「全國大會」的最後一天將指定用於討論及製訂策略推展「 躍變過渡期」，並且是以前兩天的

授课培训與全體會議的討論成果作為基礎的。 

參加者可選擇加入以下同時舉行的策略會議的其中一個。

•   為「下一個經濟現在就行動實驗室：我們的權力社區和試驗點」做組織工作

•  終結極端能源時代：鐵路運輸原油與重原油基建、受雪佛龍衝擊社區

•  動金錢：撤資/投資策略

時間：8月7日星期四 – 8月8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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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權力行動日: 2014年8月9日
「行動日」定於「我們的權力全國大會」的最後一天舉行，旨在凸顯站在能源公義與社會公義前

線的列治文市以及其他社區的草根主導解決方案。社區在採取行動來直接滿足他們的需求：透

過創造促進健康社區發展的工作職位，經由乾淨社區電能、本地糧食系統、工人合作社以及強

化住房權利來建立地方經濟，然後處理應對雪佛龍煉油厰以至社區内存在的污染、健康以及安

全問題。

上午9時30分 u   開幕式和遊行爭取一個公平合理的過渡

 
地點：The Kinder Morgan Railyard (康德摩根鐵路站場）位於 South Garrard Blvd（南伽雷

爾德大街）的閘門入口 

在位於144 South Garrard Blvd 的Garrard 商業中心的對面 

*** 從上午8時30分起提供免費接駁車自列治文灣區捷運站（Richmond BART）前往該處***

當天的活動會以一項開幕式揭開序幕；開幕式將與「不再無所事事」（Idle No More)）組織和美

國原住民健康中心（Native American Health Center）合作進行。我們會以原油經鐵路運送進

入鐵路站場以及雪佛龍煉油厰對健康和安全造成的持續衝擊來凸顯有毒「燃油後巷」。我們將

透過向我們腳下的土地致敬來讓自己有所依憑，感覺踏實，以闡明不公正的榨取型能源工業和

企業的貪婪如何給像列治文市那樣的前線社區造成不公正及超乎比例的衝擊。

然後，我們會自康德摩根鐵路站場遊行前往列治文市綠蔭道（Richmond Greenway），從中歌

頌遠離骯髒化石燃料和企業貪婪，並過渡到以公義、永續持久和社區順應力為本的地方活絡經

濟生態此一概念。

下午12時30 分 – 2 時 u   「我們的權力、我們的心聲」 – 社區暢談會

地點：列治文市綠蔭道– 16街入口 （介乎Ohio 與 Chanslor Ave之間）

遊行將抵達列治文市綠蔭道於16街的入口，在那裏，我們將舉行一個社區暢談會，從中重點介

紹列治文市和其他前線社區在環境、健康、工作就業和住房公義交匯點上進行抗爭和順應能力

的故事。前線社區的社區成員和勞工、健康、住房以及環境公義組織的代表將會暢談我們社區

面對的氣候危機，並且分享他們企望社區順應能力和達致一個公平合理和永續持久的列治文市

的願景。

下午2 時 – 5 時 u  「我們的權力、我們的收成」– 社區解決方案節及不插電帝國太陽能音樂會

地點：列治文市綠蔭道– 16街入口 （介乎Ohio 與 Chanslor Ave之間）

解決方案節將重點示範靈感來自以及由一些列治文地方工作負責主理的社區主導 躍變過渡期

策略，包括都市園藝、一個自行車修理店、一個蹦出式愛滋病病毒檢測健康診所、太陽能示例及

授课培训、即場繪製壁畫、專題論辯會，以及由列治文市和灣區音樂家現場音樂表演 - 全部由

太陽能供電！

時間：8月9日星期六

原住民環保聯盟



我們的權力全國大會列治文地點
1. Kinder Morgan Railyard entrance（康德摩根鐵路站場閘門入口） 

144 Garrard Blvd. 
遊行起點。8月9日行動日開幕式

2. Peres Elementary School（佩雷斯小學）, 719 5th St. 
「我們的權力全國大會」舉行地點   

3. Bobby Bowens Progressive Center,（鮑比博文進步中心）      
1021 MacDonald Ave. 星期二下午5至7時    

專為歡迎遠道而來提早到達之朋友們舉辦的交誼活動。

4. Richmond Greenway 16th St Entrance                    
(列治文市綠蔭道–16街入口) 節慶及不插電帝國太陽能音樂會。遊
行終結點。 

5. Richmond BART Station （列治文灣區捷運站）    
1700 Nevin Ave, Richmond, CA

6. City of Richmond, Civic Center Plaza（列治文市市政廳廣場）  
440 Civic Center Plaza. 8月6日星期三 為紀念雪佛龍（Chevron）煉油

厰大火兩周年而舉行之守夜活動。

7. Asian Pacific Environmental Network Richmond Office                 
（亞太環保網絡列治文辦事處） 
3727 Barrett Ave. 為8月9日「我們的權力行動日」而舉辦之「藝術建立

空間」（Art Build Space）創作活動。

8. Courtyard Richmond Berkeley （列治文柏克萊萬豪酒店）   
3150 Garrity Way 
萬豪酒店沒有工會，但確是列治文最佳的選擇。整個列治文市的酒店都

沒有工會保護工人的權力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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