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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特蘭種族主義規劃的 
歷史長河中探索各種可能性



城市規劃的目標 是「盡最大努
力保障居民（和遊客）的健
康、安全和經濟福祉，同時
關照在社區內生活、工作、
學習、做禱告和旅遊的人
之獨特願景和文化。」

為什麼一些社區是有著修剪
整齊的草坪與長長車道的大
型獨棟住宅，而其他一些社區
則是過度擁擠的平房？ 有一些
社區附近沒有雜貨店或加油
站，這是為什麼呢？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波特蘭的各個地區會是
如此？

波特蘭市規劃師來自於多個不同的工 
作部門: 

J  規劃和城市永續發展局 (BPS) 
J  交通局 (PBOT)

J  發展服務局 (BDS)
J  波特蘭水務局

J  環境保護服務局 (BES)
J  公園和娛樂場所

https://www.portland.gov/bps
https://www.portland.gov/transportation
https://www.portland.gov/bds
https://www.portland.gov/water
https://www.portlandoregon.gov/bes/
https://www.portland.gov/parks


誰
在

做
決

策 波特蘭市規劃師來自於多個不同的工 
作部門: 

J  規劃和城市永續發展局 (BPS) 
J  交通局 (PBOT)

J  發展服務局 (BDS)
J  波特蘭水務局

J  環境保護服務局 (BES)
J  公園和娛樂場所

如何使用土地？

規劃工作中的很大一部分 包括創建 區劃規
則。 這些規則定義了要建什麼，在哪裡建，將相
似的東西聚集，將不匹配的東西分開。 我們可
以建什麼，這取決於房產所在的位置。

區劃 可能會引起爭議，因為人們對建築物或街
區的外觀，或者街區或城市的發展方式有不同
的看法。 進行區劃時，著重於建築物的大小和
形狀以及它們的使用方式，但也包括其他可能
影響社區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展和變化
的決策。 

從歷史上看, 不同社區的居民, 尤其是黑人、原
住民和其他有色人種，沒有被納入 規劃和重
新分區的過程。 將一部分人排除在規劃過程
之外，這是不公平的，會引起問題。 這意味著
他們的聲音沒有被聽到，他們的需求沒有得到
滿足。

https://www.portland.gov/bps
https://www.portland.gov/transportation
https://www.portland.gov/bds
https://www.portland.gov/water
https://www.portlandoregon.gov/bes/
https://www.portland.gov/parks
https://www.portland.gov/bds/zoning-land-use/zoning-code-overview/base-zones#:~:text=There%20are%20five%20categories%20of,numbers%20on%20a%20zoning%20map.
https://www.portland.gov/bds/zoning-land-use/zoning-code-overview/base-zones#:~:text=There%20are%20five%20categories%20of,numbers%20on%20a%20zoning%20map.
https://www.portland.gov/bds/zoning-land-use/commonly-asked-questions
https://www.portland.gov/bps/land-use-planning-framework
https://www.portland.gov/bps/land-use-planning-framework


我
們

是
如

何
演

變
至

今
？

數千年前，那時奧勒岡
州還未成為被白人統治
的領地，在這片土地上
居住著 60 多個部落，散
居了數百個村莊，所使
用的語言至少有 18 種。 



但從 1810 年代開始， 白人移民的到來，佔領了原住民的家園，也
為這片土地帶來了戰爭與疾病。 盡管黑人馬庫斯·洛佩茲於 1788 
年來到了這個位於太平洋西北的地區，但其他黑人甚至在奧勒岡
州成為白人的領地之前就被禁止定居於此。 奧勒岡州最初的州憲
法禁止黑人在奧勒岡州定居，直到 1926 年條規才得以修改。 作家
馬特·諾瓦克指出，奧勒岡州以前就是一個「白人的烏托邦」。 

1844 年，奧勒岡州的一些城鎮制定了「日落法」，意思是只有白人
可以住在奧勒岡州，而所有非白人的人都必須在日落之前離開這
些城鎮。 白人使用恐嚇、鞭刑和其他形式的暴力來執行這些法律。 

美國對有色人種的種族主義 和歧視由來已久。 奧勒岡州和波特
蘭市的歷史、制度和政策都呈現出種族主義如何影響了我們的城
市。 充滿了種族偏見的規劃和政策阻止了有色人種在波特蘭及其
周邊地區建立社區，這也是幾十年來為什麼波特蘭被稱為美國最
大的「白人城市」的部分原因。

政府的三權分立機構繼續剝奪黑人、原住民和其他有色人種的機
會，他們無法享有和白人相同的待遇。 世世代代的人們被剝奪了自
由、平等和正義。 換句話說，除了白人之外，任何其他人若是無償占
有原住民的土地、建造房屋、參與州和市政府工作、投票、在法庭上
作證和就讀公立學校，都是違法的。 異族通婚也是違法的。

在這種狀況下，在奧勒岡領地成為州的 8 年以前 波特蘭就先成
為了一個城市。 《奧勒岡州憲法》以及政府的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門
的出發點都是賦予大多數白人男性自由和權利，並賦予白人女
性有限的權利。 從一開始，波特蘭就制定了限
制黑人、原住民和其他有色人種享有財富、教
育、就業、土地所有權和住房的法律（條例）
和制度。 基於種族、膚色和文化的歧視而造
成的傷害影響了並將繼續影響好幾代的人
們，對這些族群，尤其對是黑人造成的損害，
永遠無法彌補。



吉姆·克勞 (JIM 
CROW) 法律  
迫使戴維斯一家在 
1940 年代離開南
方。 他們前往亞利桑
那州追求自由、獨立
以及他們想要擁有
房產並且為家人創
造財富的權利。 戴維
斯一家通過努力，終
於對城市規劃發揮
影響，並且增強社群
力量。

這是一個黑人家庭的故
事，他們對 波特蘭充滿了
種族主義的城市規劃歷史 
— 產生了積極影響，使人
們關注到這個家庭如何在
經歷無數次失望之後仍然
能夠專注於追尋夢想。

夢 想夢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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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ortland.gov/bps/history-racist-planning-portland
https://www.portland.gov/bps/history-racist-planning-portland


在亞利桑那州，戴維斯一家 成為了「棉
花承包商」，但他們在建築行業（包括建
築和結構工程）方面也頗有建樹。 大家都
非常親切地稱呼她為「媽媽朱莉婭」，她
購買了她認為具有極大發展潛力的房產。  

《公平住房法》於 1968 年頒
布，目的在於防止基於種族、國籍
和宗教的歧視。

該法案擴大了之前的法案的範
圍，並禁止基於種族、宗教、國籍、
性別、（以及經修訂的）殘疾和家
庭狀況對住房銷售、租賃和融資
而採取歧視行為。

她花了 20,000 美元買了一塊地，  
地上有兩棟建築。  這塊地的前面是
一棟有七套公寓的樓房，後面是一
棟小平房。 

盡管這兩棟建築需要  
大幅翻修，但戴維斯一家具備從頭開始建
造房子所需的全部技能。 戴維斯一家打算
翻修這個大樓房，同時他們自己住另一棟
房子，這樣他們就可以出租這七套公寓來
獲得租金。 戴維斯一家滿懷期待地提交了
他們的計劃和許可證，希望波特蘭市給予
批准。 

根據波特蘭市近期內取消了禁 

止黑人建設住房和使用土地 

的政策這個事實， 戴維斯夫婦相
信他們的計劃和許可會獲得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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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朱莉婭」很快發現 盡管政策在幾十年前就已經
變化，但許多充滿種族主義的政策和態度並沒有改

變。 改造公寓樓的夢想破滅了：波特蘭市拒絕了
戴維斯一家的計劃和許可申請。

從 1940 年代到 1990 年代， 為了防止所謂
的「衰敗殘破」，波特蘭市經常針對黑人屋主
處以罰款。

波特蘭在充滿種族主義的土地使用慣例方面
有著悠久的歷史，這些慣例造成並加劇了

種族隔離和不平等現象。 一些早期的
例子包括排他性分區、種族限制契

約，以及劃紅線。

夢想 
破碎了



雙城記： 波特蘭的北部/東北部與西南部
您居住的社區如何影響您參與城市規劃過程的方式？ 

查看過去的計劃，了解波特蘭北部/東北部和西南部居民的體驗有
何不同。

“阿爾比納社區計劃 (1993)“ 是中心城市
以外的第一個社區計劃。 它涵蓋波特蘭北
部/東北部的大部分地區，歷史上黑人社群
曾在此居住。

市政府實施阿爾比納計劃，試圖通過促進
經濟發展以及為阿爾比納引進投資和進行
改善，從而解決該地區的長期撤資問題。 
將大部分獨棟住宅重新劃分為高密度住宅
區幫助實現波特蘭市的目標成長並提供依
據。 在主要地段上例如州際公路以北， 溫
哥華大道以北， 和威廉姆斯以北，建設高
密度住宅，意味著這些地區的人口激增。 
阿爾比納計劃為多年後波特蘭黑人居民的
中產階層和轉移奠定了基礎。 阿爾比納計
劃導致了 1990 年代的快速中產階層和族
群過渡時期。

州際地段城市改造區 (ICURA) 計劃 
(2000) 促使州際地段城市改造區的波特
蘭黑人繼續搬遷，在 1990 年至 2016 年期
間，超過 4,000 戶家庭（10,000 名黑人居
民）搬遷。

波特蘭市在州際大道沿線進行投資，打算
建設一條新的 MAX 輕軌線路。 由於沒有
更多資金用於城市改造，波特蘭市提高了
稅收來為該項目籌資。 波特蘭市優先考慮
為 MAX 項目提供當地資金，但未能落實防
止搬遷的目標和政策。

西南社區計劃 (2000) 為西南地區的居
民保留了大部分的獨棟住宅區，這些居民
往往受過良好教育、收入較高、通常是白
人，並且可以更好地獲得資源和工具，例
如使他們能夠組織社區協會並參加公開
聽證會。 

1996 年，規劃師們制作了分區地圖草稿
供討論，其中包括對大面積低密度獨棟住
宅區進行重新分區。 西南社區的人對此感
到憤怒，他們獲得機會來提出自己的區劃
地圖。

最終的計劃與最初的計劃截然不同。 大部
分獨棟住宅區保留了下來，增加了主要地
段沿線的密度，但改變遠沒有以前的社區
計劃那麼顯著。



「媽媽朱莉婭」， 是當地藝術家小克
萊奧·戴維斯的祖母，身為一個住在
波特蘭的黑人她曾經遭到有針對性
的不公平待遇。 當時她購買的房產被
貼上了「紅色標記」，試圖翻新那棟建
築的所有努力都遭到拒絕。

承包商夷平了這棟建築，戴維斯一家
不僅被迫放棄房產所有權，而且她還
被迫 支付承包商費用和市政府附加
的行政費用。

戴維斯一家 發現，波特蘭市仍然固
守著充滿了種族主義的城市規劃
慣例和態度。 絕大多數使房產貶
值的慣例都用到了黑人居住區的
房產上，例如阿爾比納 (Albina) 社
區，黑人擁有的機會非常有限，這
使得他們幾乎不可能購買、出售或
修繕房產。 

1991 年 10 月 10 日，戴維斯一
家不得不再次為他們的房產而
戰。 波特蘭市援引摩特諾瑪縣 
(Multnomah) 第 422 號法令提起
訴訟。  



該條例共有九節，根據條例的規定，若
任何人在摩特諾瑪縣從事非法活動，波
特蘭警察沒收其房產是合法的行為 

（一些情況下無需經過法院審判）。 

在律師的幫助下，「媽媽朱莉婭」贏得了
官司並保住了她的房產。  

什麼是「家族財富」？ 

它如何使不平等現象持續存在？

然而，多年來，原本可以幫助建立戴
維斯家庭世代財富的 250 萬美元的
潛在租金已經流失。 

戴維斯夫婦挺身而出，與當局對抗，
保住了他們的房產，但類似的情況通
常無法獲得這樣的結果。 

家族財富是指家庭 傳遞給子女或孫輩的任何種類的資
產、現金、投資基金，或者房產。
系統性種族歧視 使美國黑人很難建立家族財富。

普利茲獎獲獎記者 Nikole 
Hannah-Jones 是這樣描述的：  

「黑人被拒絕進入大學，被拒絕進
入高中，被拒絕獲得高薪工作。 
當黑人能夠獲得一些土地或做生意
時，他們經常面臨企業被盜竊、被燒
毀或摧毀的情況。」

聖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經濟公平研
究所的一份報告 一個典型的白人
千禧世代家庭的財富約為 8,800 美
元，而一個典型的黑人千禧世代家
庭的財富僅為 5,000 美元左右 ，而
且大約三分之二的白人千禧世代擁
有住房，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黑人
千禧世代擁有住房。

許多人不理解沒有經過法律程序，政
府怎麼可以在未經法庭合法聽證的
情況下直接拿走他們的房產。 有一些
業主並沒有從事非法活動，但因為租
房者或實施非法活動的擅自占用者
的行為，導致他們的房產被沒收。

https://www.npr.org/2020/06/24/882773218/a-call-for-reparations-how-america-might-narrow-the-racial-wealth-gap
https://www.npr.org/2020/06/24/882773218/a-call-for-reparations-how-america-might-narrow-the-racial-wealth-gap
https://www.stlouisfed.org/on-the-economy/2021/april/disparities-race-ethnicity-education-millennials-comeback-wealth?utm_source=npr_newsletter&utm_medium=email&utm_content=20210425&utm_term=5342057&utm_campaign=money&utm_id=49354143&orgid=496&utm_att1=money


2018 年初， 小克萊奧·戴維斯 和他的妻子卡因·塔爾頓-戴維斯受
邀擔任 波特蘭市檔案和記錄館的「駐場藝術家」職位。 在進駐期間，
他們開展研究，查閱存檔的記錄、契約、憑證以及波特蘭市議會的會
議記錄、政策和城市規劃文件。 

駐場藝術家 克萊奧和卡因在波特蘭市檔案的發現，遠遠超出了他們
的預期。 隨著研究的進行和深入，他們想要繼續了解更多充滿明確
針對黑人種族主義的規劃與程序。 事實越發明顯，有人一直在蓄意
阻止黑人成功地購買和持有房產。

 ɜ 劃紅線  用於阻止黑人在他們可能選擇的地點購買房
產。 契約和條款明確規定，不歡迎黑人，也不允許黑人
在城鎮的某些地區購買房產。 掠奪性貸款使他們要為
房產支付更高的價格和利息。 許多借貸機構根本不會
借錢給黑人。 如果一位黑人已經擁有住房並且想要出
售，該房產就會貶值。 此外，如果房產位於黑人居住區，
這處房產的價值就會降低。 市政府不會在黑人居住區
投資。 

 ɜ 統治階層採取特殊政策來剝奪黑人的公民權。 「衰敗
殘破」 是一個術語，意味著黑人無法保住自己的
家園。 其他諸如「滋擾」之類的術語被寫入了
法令。

 ɜ 諸如「衰敗殘破」、「滋擾」、「劃紅線」、
「犯罪房產」、「城市改造」和 「中產

階層化」 之類的詞都導致黑人家庭
被剝奪公民權利。

把
握

機
遇

 

https://www.portlandoregon.gov/archives/article/700041


衰敗殘破 
指某個地點、結構或區域的一種狀況，
認為它和附近的建築物和/或區域不
雅觀、或對本地居民的造成「滋擾」或
其他的負面影響。 通常用作為趕走黑
人和其他有色人種居民的辯解理由。

降低密度區劃 
改變當前的區域規劃等級，以降低所
允許的開發強度或密度。 與它對應的
是提升密度區劃。

撤資 
家庭或企業因為市場價值、租金上漲，
或社區滿足基本需求的能力發生變
化，或企業的傳統客戶群受到破壞，非
自願地被迫搬遷。

中產階層化 
這是一種社區變化的過程，包括歷史
上被放棄的社區的經濟變化（通過投
資房地產和新遷入高收入居民）以及
人口結構變化，不僅涉及收入水平方
面，而且涵蓋居民的教育水平或種族
構成方面。

種族排他性區劃 
這是一種排他性的區劃，種族分區是
一種為黑人家庭指定獨立生活區的法
令（法律）執行慣例。 法令禁止黑人在
多數白人居住的街區購買房屋。

劃紅線 
這是一種歧視行為，銀行和保險公司
以及其他行業使用這種方式，來拒絕
或限制為聚居在特定地理區域內的黑
人、原住民和其他有色人種提供貸款、
抵押和保險。

紅色標記 
美國顏色標記結構的一部分，用於對
建築物的整體狀況進行分類，紅色表
示狀況危險，綠色表示幾乎沒有損壞。

限制性契約 
房產購買者必須承擔的義務清單，包
括他們用什麼顏色來粉刷房屋，以及
在院子裡種植的樹木類型； 依照共同
條款，房主不得將房屋出售或出租給
黑人、原住民和其他有色人種。

提升密度區劃  
改變當前的土地區劃等級，增加許可
的開發強度或密度。 與它對應的是降
低密度區劃。

城市改造 
一種大規模、綜合的行動或過程，旨在
取代被認為不合標準或過時的住房和
公共工程。 城市改造計劃通常對老年
人、少數族裔和貧困人口產生嚴重的
負面影響。 

住在城市改造區的居民經常被迫搬遷
或負擔不起住在新改建區的費用（因
為稅費或租金更高），因此在所謂的中
產階層化過程中被更富裕的人取代而
被迫離開。



梅奧梅奧  
房房

克萊奧和卡因了解到 波特蘭市需要尋找一個空間來
搬遷一所房子，而這所房子離他們家的房產很近。 他
們認為這是一個機會，促使市政府和戴維斯夫婦達成
對雙方都有利的協議！ 

在分享知識並與社區達成合作 之後，克萊奧和卡因開
始利用他們的駐場研究之便，與規劃和城市永續發展
局的工作人員一起合作。

透過合作，波特蘭市開始承認他們的政策
和慣例對波特蘭東北部的黑人社區
造成了傷害。 為回應戴維斯在市
議會上的研究報告和證詞，惠勒 
(Wheeler) 市長公開向戴維斯家
人道歉。

市政府還同意， 依照第 189350號
法令 將梅奧房 搬遷到戴維斯的房
產之地，並免除 40,000 美元的搬
遷費。

克萊奧和卡因 運用
了他們在波特蘭檔案
和記錄館工作以及與
市政府工作人員合作
中獲得的技能。 他們
抗爭，然後他們贏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QCKm_fj5E4&t=2645s
https://efiles.portlandoregon.gov/Record/12588417/
https://efiles.portlandoregon.gov/Record/12588417/
https://www.portlandoregon.gov/transportation/73590


梅奧房 (The Mayo House) 是馬丁·尼古拉
斯·梅奧在波特蘭艾略特 (Eliot) 社區建造的，
如今已歷史悠久。 值得注意的是，因為需要
為新的建設項目騰出空間，這棟建築在 1912 
年、1930 年和 2019 年搬遷，而避免被拆除。  
梅奧房採用安妮女王時期的建築風格。 

克萊奧·戴維斯打算將這座房子改建為當地的
藝術和歷史檔案館，然後向公眾開放。 新檔案
館將展示「黑人波特蘭」的歷史。

梅奧梅奧  
房房

種族主義制度正在改變， 因為像克萊奧和卡
因這樣的人在運用他們的知識和技能，使市
政府承擔責任，以公平公正的方式為所有人
服務。

他們通過藝術家的視角分享自己的成果，創
作了 “Blightxploitation”，這是一個與with  
黑人威廉姆計畫 合作的展覽，詳細介紹了充
滿種族主義的規劃慣例以及黑人的堅韌精神
和歷史。.

https://racc.org/2019/01/31/blightxploitation-seeks-to-change-the-landscape-of-art-and-civic-engagement/
https://www.portlandoregon.gov/transportation/73590
https://www.portlandoregon.gov/transportation/73590


我們在討論未來之前，必須先了
解過去和現在。 

近兩個世紀以來 一直被排斥、傷害、
壓迫和歧視的社群應參與到重建公
平、公正制度的過程中，為所有人伸張
正義，這非常重要。 

波特蘭市的每一位居民 都能夠參與
建設波特蘭，使波特蘭成為一個所有
人都享有居住、學習、愛和發展的權
利的城市。 即使在不同的種族社群
中，也有多樣化的聲音和需求值得傾
聽（例如： 移民身份、年齡、性取向、文
化背景、經濟保障、住房狀況、信仰體
系…等等）。

有些人親身受到撤資、幫助搬遷的承
諾或重返家園的權利、未決問題和違
背承諾的影響。 決策的意圖和影響應
關照到我們多元化社區中每一個成員
的需求。 

所有團體 都應該在規劃
和決策過程中有一位可信

的代表。 可信的代表應該是
他們所代表的社區成員之一， 

親身體驗並了解社區的狀況和需
求，並且對所討論的主題有相關的
知識。  
代表者會與他們所代表的群體中其
他成員一起收集和討論各種選項和
可能性。

The Albina Vision Trust (AVT) 阿
爾比納願景信托）是一個了解歷史
並與社區成員一起塑造未來的示範
組織。 該組織由董事長魯凱亞·亞當
斯和執行董事溫塔·尤漢內斯領導，
並由社區領導組成的董事會和領導
委員會指導。 它的目的是重建阿爾
比納下城 (Lower Albina) 的一部
分，並幫助本市的黑人在地扎根，打
造一片不僅對流離失所的居民，而
且對新移民都友好包容的土地。 願
景橫跨五十年，包含數十個活動部
分。 AVT 打算採取以建立社區財富
和房地產所有權為基礎的戰略，使
社區對一個建案擁有一定程度的控
制權，如果多個私人開發商獨立運
作，則控制權將不存在。 

未來

https://albinavision.org/


經驗教訓 
對城市進行規劃很有必要而且效果顯著，但是
也可能傷害到那些被排除在規劃過程之外的
人群。 
波特蘭市必須向戴維斯一家道歉，政府也承認了對波特
蘭黑人群體造成的負面影響，但今後還有更多必須執行
的事。 

透過集中社區的意見，波特蘭市可以做出更公平的決
策。 

	ɜ 一個人足以影響市政府的政策並為整個城市
帶來積極的改變。 

	ɜ 城市規劃 包括土地使用、交通、水和環境規劃，
都可能導致傷害一些社群的意外後果。 

	ɜ 市政府可以透過集中社區居民的體驗和故事 
並與他們直接合作，從而為波特蘭居民提供更
優質的服務。 

	ɜ 藝術家 發揮了重要作用，幫助溝通個人在波特
蘭市決策過程中擔當的角色以及如何構思創
意的解決方案。



	ɜ 當所有社群都對可能影響他們的決策
有發言權時，我們就能夠建立一個更
具包容性的城市 政府，但我們從哪裡
開始呢？

	ɜ 了解波特蘭市的 政府結構： 波特蘭目
前的政府系統被稱為委員制政府。 市
議會的五名議員擔任各個政府機構（稱
為「局」）的立法委員和行政管理人員。 
每一位市委員負責監督多個局。

	ɜ 在議會會議上作證：  
表達您的心聲！ 每周三，市政府在市政
會議廳舉行議會會議。 這些會議向公
眾開放，並留出了時間讓公眾分享他們
的觀點。 

	ɜ 加入諮詢機構： 加入諮詢機構 是提供
意見的一種途徑。 波特蘭市有超過 65 
個諮詢機構，涵蓋歷史地標到公共競選
資金等等的各種議題。

	ɜ 投票： 如果您年滿 18 歲、是奧勒岡州
居民和美國公民，那麼您在奧勒岡州
有投票權。 由於奧勒岡州的《汽車選民
法案》，任何通過 DMV 獲得（或續期）
身份證或駕照的公民都將自動登記成
為選民！  
您可以瀏覽 摩特諾瑪縣選舉 網站，更
新您的選民登記狀態，並了解即將舉行
的選舉。

關注這些組織：
	ɜ A Black Art Ecology of 

Portland（波特蘭的黑色藝
術生態）

	ɜ Albina Vision Trust（阿爾
比納願景信託）

	ɜ Black and Beyond the 
Binary（黑人和非二元性
別群體）

	ɜ Imagine Black（想像黑
人）

	ɜ Nat Turner Project（納特
納項目）

	ɜ Ori Gallery（奧裡畫廊） 

觀看影音平台：
	ɜ Root Shocked（震動根基）
 ɜ OPB: Local Color（地方

色彩）
 ɜ OPB: Jazz Town（爵士小

鎮）
 ɜ KGW: History of 

Portland’s Albina 
Neighborhood (1967) 

（波特蘭阿爾比納社區的
歷史 1967 年）

 ɜ KGW: Albina 1980（阿爾
比納 1980）

共同參與， 

消除阻礙！
波特蘭檔案與記錄館 是保存波特
蘭市政府歷史記錄的地方。 他們
的辦公室隸屬於獨立的市審計員
辦公室，選擇在此辦公是為了讓
公眾能夠查閱城市記錄，從而幫
助確保波特蘭居民擁有開明和負
責任的市政府。

檔案和記錄中心的外展工作以及
與地區藝術和文化委員會合作，
設立駐場藝術家職位，邀請藝術
家從他們的視角來審閱波特蘭市
的歷史記錄。 

駐場藝術家可以深入研究檔案在
社會中代表的意義，並且擁有空
間來表達對檔案的理解。

https://www.portland.gov/civic/get-involved
https://www.portland.gov/civic/get-involved
https://www.portland.gov/civic/get-involved
https://www.portland.gov/civic/get-involved
https://www.multco.us/elections
http://www.pica.org/artists/ABlackArtEcologyofPortland
http://www.pica.org/artists/ABlackArtEcologyofPortland
http://www.pica.org/artists/ABlackArtEcologyofPortland
https://albinavision.org/
https://albinavision.org/
https://www.blackbeyondthebinarycollective.org/
https://www.blackbeyondthebinarycollective.org/
https://www.blackbeyondthebinarycollective.org/
https://www.imagineblack.org/
https://www.imagineblack.org/
https://www.natturnerproject.co/
https://www.natturnerproject.co/
https://www.oriartgallery.com/
https://vimeo.com/343674629
https://www.pbs.org/video/opb-specials-local-color/
https://www.pbs.org/video/opb-specials-local-color/
https://watch.opb.org/video/oregon-experience-jazz-town/
https://watch.opb.org/video/oregon-experience-jazz-tow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Eg9cdjuyA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Eg9cdjuyA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Eg9cdjuyA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Eg9cdjuyA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Eg9cdjuyA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3DsDuYPdq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3DsDuYPdqQ


資源 
 ɜ 波特蘭市規劃與城市永續發展局： 種族主義規劃的歷史背景

 ɜ 波特蘭市檔案和記錄館

 ɜ 國家地理： 文章： 「奧勒岡州曾在法律上抵制黑人。 奧勒岡州是否已與種
族主義歷史和解？」

 ɜ 奧勒岡歷史學會： 波特蘭非裔美國人的照片 攝影師 Kimberly Moreland

 ɜ OPB: 波特蘭努力拯救波特蘭梅奧房

 ɜ 奇特的天堂 1788-1940 年奧勒岡州黑人的歷史，作者 Elizabeth McLagan

 ɜ 回顧歷史，展望未來： 鮮為人知但影響著奧勒岡州的美國種族、移民和教
育史的歷史 ，作者 Elizabeth McLagan - 奧勒岡州學校董事會協會

 ɜ 波特蘭商業雜誌： 「阿爾比納對於重新改建、重新凝聚和糾正過去錯誤的
大膽設想」

 ɜ 地方政府研究所： 土地使用和規劃術語表

 ɜ 布倫丁莫克為彭博城市實驗室撰文： 衰敗殘破的含義

 ɜ 為正義而學習： 詞彙改編自 The Color of Law（法律色彩）： 創建種族隔
離的社區

 ɜ 城市搬遷項目： 對中產階層化的解釋

 ɜ 波特蘭市規劃與城市永續發展局：反被迫搬遷行動計劃，基金會報告

https://www.portland.gov/sites/default/files/2019-12/portlandracistplanninghistoryreport.pdf
https://www.portland.gov/archives/archives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history/article/oregon-once-legally-barred-black-people-has-the-state-reconciled-its-racist-past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history/article/oregon-once-legally-barred-black-people-has-the-state-reconciled-its-racist-past
https://www.ohs.org/shop/museum-store/books-and-publications/african-americans-of-portland.cfm
https://www.opb.org/news/article/historic-mayo-house-northeast-portland-cleo-davis-gentrification/
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3040156-peculiar-paradise
https://www.osba.org/~/media/Files/Event Materials/AC/2009/101_History of Race in Oregon.pdf
https://www.osba.org/~/media/Files/Event Materials/AC/2009/101_History of Race in Oregon.pdf
https://www.bizjournals.com/portland/news/2021/03/17/albina-vision-trust-portland-oregon.html?ana=TRUEANTHEMFB_PO&csrc=6398&utm_campaign=trueAnthem%3A%20Trending%20Content&utm_medium=trueAnthem&utm_source=facebook&fbclid=IwAR3gxRHRWN2zBVyKvyYPo2KyrHvBHid1Dha3EiI4erAou9aVdIidWf_axl0
https://www.bizjournals.com/portland/news/2021/03/17/albina-vision-trust-portland-oregon.html?ana=TRUEANTHEMFB_PO&csrc=6398&utm_campaign=trueAnthem%3A%20Trending%20Content&utm_medium=trueAnthem&utm_source=facebook&fbclid=IwAR3gxRHRWN2zBVyKvyYPo2KyrHvBHid1Dha3EiI4erAou9aVdIidWf_axl0
https://www.ca-ilg.org/sites/main/files/file-attachments/2010_-_landuseglossary.pdf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7-02-16/why-we-talk-about-urban-blight
https://www.learningforjustice.org/classroom-resources/lessons/the-color-of-law-creating-racially-segregated-communities
https://www.learningforjustice.org/classroom-resources/lessons/the-color-of-law-creating-racially-segregated-communities
https://www.urbandisplacement.org/gentrification-explained
https://www.portland.gov/sites/default/files/2021/final_foundationreport_mai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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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給： 
「媽媽朱莉婭」戴維斯以及她透過家庭成就

和黑人財富為阿爾比納社區繁榮而作出的 
不懈努力。

這本 zine 雜誌是由波特蘭市社區與公民生活辦公室和規劃與城市永續發展局
為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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