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red
Hi, I’m Fred. I may be quiet, but I come from a dark past–one 
that I have chose for myself so it’s no one’s fault but my own. 
I consider myself a monster of my own making, but I have to do 
better because it is my life goal to have a family. I can be the 
nicest person you know or the evilest bastard you know. I enjoy 
video games, horror movies, cracking jokes, and I am currently 
writing a few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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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權力：地區 社區鄰里合作夥伴

人民：權力：地區 的規劃過程提供的建議是經過由多元化的藝
術家，居民，企業擁有者，營利性發展者以及遍布我們社區的非
營利社區領導者組成的工作小組。

Arts & Crafts Holdings

Asian Americans United (AAU) 
+ Folk Arts-Cultural Treasures 
    Charter School (FACTS)

Asian Arts Initiative (AAI)

Callowhill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 (CNA)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 Center (CCC&C)

Foo Kitchen

Friends of the Rail Park

Marginal Utility +  
319 N. 11th St.  
Arts Building

Old Shoe Factory Condos

Sunday Breakfast  
Rescue Mission 

Trestle Inn

Wolf Building

民眾: 力量: 地區 ：是一個文化規劃過程集中 華埠以
北/Callowhill 附近藝術和文化在塑造的作用。 通過
這計劃我們可以創造一個放民眾為首位充滿活力的
文化生產中心的社區鄰里。這計劃提供建議建立在
不同的鄰居之間,並倡導包含“舊”和“新”的願景 
文化計劃通常只是關注藝術和文化部份，人民：權
力：地區希望利用文化作為公平的透鏡發展和研究
超越藝術和文化領域的問題。

參與其中!

所有這些建議都只是構思- 他
們需要你的參與成為現實！如
想加入參與, 請與Dave Kyu，
項目經理通過電郵dave@
asianartsinitiative.org聯繫

華埠以北/CALLOWHILL 曾經是種族，社會經濟，和還有教育多樣化的
人群 儘管其作為不發達工業區的聲譽。 當萬安街高速公路在1980年建
做時隔斷其與華埠商業核心和市中心，社區鄰里也有充滿活力 社區組織
的歷史，擊敗建設聯邦監獄，棒球場和賭場建議等。

華埠以北/CALLOWHILL 繼續 自豪有一個不斷增長的藝術區有畫廊，音
樂會場地和公共藝術品，同時歡迎華埠向北擴張，新的房屋發展，和即
將開放的鐵路公園，將廢棄的鐵路線改造成城市公園。

街區快照

463%
             18-24 歲增加

46%
65+ 歲以上

人口統計學

白人

非裔美國人

亞裔人

拉丁裔

其他

<9年級/一些高中

高中畢業文憑

一些大學或副學
士學位

至少有學士學位

>$100k

$75-100k

$50-75k

$25-50k

$15-25k

<$15k

調查報告區域

費城

家庭收入

教育

第十街

$58K $23.6K

種族+種族特色

人民：權力：地區 的主要支持華埠以

北/Callowhill的文化計劃是由William 

Penn Foundation 所提供

東面西面

人口增長  
(2010-2014)*

2016 新移民人口**
41% 27%

1219 Vine Street 
Philadelphia, PA 19107 
215 557 0455 
www.AsianArtsInitiative.org

民眾: 力量: 地區
華埠以北/CALLOWHILL 的文化計劃

十街以西的收入
中位數*

十街以東的收入
中位數*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2012年美國社區調查的新數據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2016年美國社區調查的新數據

费城平均13.1％

我們將文化定義為： 
共同享用的資源，信仰，和實踐是給社
區與鄰里特性的定義。 文化還包括非正
式的交流給每日曰常生活的本質和習俗
的定義。這是對慶祝

一個社區是甚麼，它來自哪裡，以及它
將會去哪𥚃。

我們將公平權益定義為：

一種平衡系統性方法的壓迫造成缺乏機會，
代表權，和享用機會，公平權益重新分配和
資源基於其需求，為歷史上代表性不足的創
造一個多層的公平競爭環境。公平權益是需
要有特權的人士退一步與更多參與者分享權
力。

(2010-2014)*



資產的繪圖

遠景過程中為了提高 華埠以北/ Callowhill 的生活質量和文化發展，出現了七大類的轉型。 在所有類別中，需要額外的資源和合作來製定和維護這些
改進

公眾藝術＆ 裝設 設計文化項目 開放空間和綠色空
間

• 廣泛的藝術空間給
有色人種

• 免費青年藝術教育
項目

• 低收入兒童夏令營
• 野餐和夏日燒烤

• 受保護的自行車
車道

• 更安全的行人道橫
過穿越萬安街和其
他街道

• 使萬安街更安全
• 比較更容易步行的

通路到達獲得富蘭
克林廣場公園

• 多些垃圾桶
• 修理行人路面

• 遊樂場/兒童玩樂區
• 中國型式開放空間

的体操
• 具有座位，園林等

的公園
• 種植花盆和樹木等

增加路邊吸引力
• 聘請高管（SBRM）

保養鐵路公園

經過為期一年的文化規劃過程，我們旨在確保一個方便和公平的處理來歡迎大家的全面參與，同時也集中並優先考慮歷史邊緣化社區的聲音和優先次
序，包括華人移民社區，以前和目前還沒有房屋的人士， 低收入的藝術家和其他居住在附近的工人階級居民。

我們與社區鄰里合作夥伴共同舉辦了一系列的設計和規劃活動，要求
居民為提供改善和為無障礙文化街區説一出明確的障礙。

突點：

• 在群體之間有難以置信的多樣民族，社會經濟和教育多樣性以及土地利用，
分區和工業。

• 華埠以北/CALLOWHILL 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文化機構，活動和藝術家的
中心，周圍環繞著高度集中的壁畫，裝置設和公眾活動。

• 鄰居希望有更多機會與其他鄰居進行交流，了解其他人的文化，並支持當地
問題。

• 還有新增長空間，經濟發展空間，以及增加居民和遊客的參與。

挑戰：

• 萬安街高速公路創造無障礙的挑戰。

• 缺乏社區設施的公共投資。

• 待決的發展可能會增加該地區的房地產價值並降低其可負擔性。

• 缺乏保養，燈光和缺乏公眾活動會造成該地區的犯罪和居民缺乏安全感。

• 社區鄰里缺乏凝聚力的身份或審美。

• 握住建築師和發展
人士的設計達到高
的標準，不可以是
樣板方式的設計

• 美化PECO電力公
司場地

• 到處創造公眾藝術
• 創造藝術來慶祝多

元文化
• 在高架橋下創建藝

術作品

短期 < 5 年, < 20萬美元

垃圾桶

商人協會

多語言街道牌和
尋路牌

藝術家聯盟

文化中心或社區藝
術家和文化從業者

的地方

路邊碰衝出現在
萬安街交叉路口社區聚會區+項目

在十街與十三街
安裝靈㓉性柱自

行車專道

安裝更多安全街燈在
主要交叉路

娱乐中心 為低收入人士/
藝術家發展多些

可負擔的房屋

音樂節在現有的場地

遊樂場和多世代聚
會的場地街樹聚集地方

+ 遮陰

暫時編排節目在未
佔有的地方

在RIDGE大道上
的舉辦街道節日

可負擔+安全
的藝術家工作

室地方

春天花園綠色路+
自行車專道

CAP 萬安街高速公
路公園

11           將資產繪圖活動在這社區鄰里集體 
  地硏究

6 與夥伴組織設計工作坊

3 設計現有社區㓉動參與和路邊工作坊的
約定

1 設計與邀請技術援助提供者資源研討工
作坊

    與社區組織和商業鄰居進行一對一的會議

與人們分享他們對文化的在該這地區發展的看法

在華埠進行雙語調查問卷保證社區範圍內普遍的都會包括
在這進程中

報告華埠以北/Callowhill 文化計劃參與的總人數

WE HELD:

基礎設施和循環 公共安全

• 燈光和路燈
• 高架橋下多些燈光
• 所有街道都會具有

中文名稱
• 尋找街道和資料指

示牌

商業和工業

• 本地亞裔人擁有的
小企業（非連鎖
店）

• 安全和穩定的工作
室和創意工作區

• 零售店，而非精品
店，但需要的商店
像超市，或五金店 

房屋和社區鄰里
服務

• 社區聚集點：太極
拳，乒乓球，棋

• 負擔得起的房子
• 娛樂中心有游泳

池，羽毛球，拱
廊，健身房

• 圖書館
• 令人興奮的混合使

用發展

35
445
257
702

我們的過程

設計研討會

遠景的建議

下一步

幫助將這些建議變為現實！ 亞洲藝術倡議正在收集來自社區和人民：權力：地區工作組的反饋意見諮詢費城市和費城華埠發展會的社區鄰里計劃，以確
定兩個項目，以幫助創建一個更公平，多元化和文化活力的社區。如想加入參與, 請與 Dave Kyu，項目經理dave@asianartsinitiative.org通過電郵 。

中期 > 5 年, > 20萬美元 長期 > 10年 > 50萬美元

興趣範圍

想法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