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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Jim Sadlemyer 

 
 

如果您不是前锋风扇，滚动到下一个页面，否则请从我

自我放纵的the suffer about 
creating这个项目，并说所有的，以感谢谁supplied思想

和more重要的，是inspiration。  
这个主意来自胚胎通讯提出的关于会议的碳原子线在他

们的埃尔金港，2009年11月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教育设

施。我刚刚赢得另一个创意的通讯我为我们本地创建电

子书奖。虽然我在那里，我收到了一份关于上市这是一

个另类媒体对世界一些来源广泛的网络讲义。我开始思

考，这是真的很好，但是这将是这么容易得多，如果它

是电子格式，and in 
all你已经做的就是点击一个链接instead的finding the 
paper可恶的一块你看看你的computer were then 
have并以在这些长期正确类型的网站地址。  
这个想法溃烂，直到不久后，行政会议的地方，芭比娃

娃齐普，我们的第二副总统开始对她所遇到的美好的人

交谈时，她有些已在港口埃尔金她，她是在惊讶的多样

性我们的联盟。我记得她的评论，我们已经作出Shredd
ies成员返回东部和维生素。阿钟去了，我就开始唠叨我

感觉如何的其他成员想知道这一点。  
增加能动性是一个话题再次发生在我们和其他当地人。

未来的标题起来很容易。内容有点艰难，在第一，那么

它雪崩。它本来可以很容易的途径，但我想1001也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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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短甜蜜的希望灌输在非活跃成员的利益。此外，我要

保存为续集真正好的东西有些不是吗？  
看来我只有很少的空闲时间进行有关工作。我将努力在

这期间，在我的转变分裂。所以这就是我在半夜做。打

字带走我的信赖笔记本电脑在一个尘土飞扬的仓库，等

待拖车的到来。后来的几个转变，这是结果。  
某处在早期阶段，我想出了一个办法，以提高本地劳动

和社会正义的原因钱。嗯，一活动家建设的工具和一个

筹款工具？出于这个原因，我顶住了来自会使它变成一

个碳原子线的诱惑项目。我认为，可能有其他工会成员

或成员的人士是可以从中受益。因此，对于一个温和的

收费，他们可以得到一个特定的副本工会。这些资金会

去一些有价值的事业。也许这将病毒？这取决于您...  
 

所以，现在的感谢，没有特定的顺序是：我的妻子琳达

和我们的两个孩子，迷迭香和比尔。 
DJ和红宝石。比尔高雪，芭比娃娃齐普，克林特和米歇

尔，戈德麦格拉思，戈德派珀，麦克伯恩，美利高尔，

苏珊斯普拉特，加文麦加里格尔，欧文菲格，迈克，德

布贾奎斯，马克和琳达和辛西娅与哈里和达西和大卫＆

Eric和安＆戴尔＆汤姆和汤米和麦克＆莫尔塔扎＆奈特

和搞笑，小约翰，苏Creba，鲍勃Smitts，鸢尾泰勒，

保罗曼利，肯Lewenza，口碑哈格罗夫，鲍勃怀特，肯

乔治蒂，吉姆辛克莱，汤姆墨菲，半米蒂克，安杰洛迪

卡罗，香农迪瓦恩，丹埃利森和兄弟姐妹的我见过数以

百计，我可以听到你了，“为什么地狱没有你的名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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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你！你都已经到这个项目中你是否了解或不投

入。影响你对我不能低估。 
在团结， 
吉姆Sadlemyer 
“长寿和繁荣...组织起来！” 
这是1.0版电子书 
为了确保您有最新版本，请到 

http://www.cawlocal114.com 

穆雷兄弟戈尔全国组织者与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提出了一

个PDF版本。这是结果。如果网页不很喜欢排队，你觉得

他们应该怎么说，我是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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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此电子书 

101是一个简便的方法劳工活动家1.0易于使用。这是一

个以信息丰富的网站，将让您的工具，成为劳工活动家

一系列环节。它包含的歌曲列表，电影，书籍和想法，

有关劳动和社会正义。他们被放在那里让你看和听读给

你一些思考。有许多为您列出一些活动把你的知识，使

用。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也不是一个完整的成熟actist。不要

试图做太多一下子列出许多想法。自己的步伐。我很乐

意能说我每次访问这些网站每天不断更新，但我没有时

间，要么为。只要让他们知道自己和检查他们不时。 
最重要的事情你可以做的是分享你与他人的经验教训。

在与本身而言，单独行动会使你的活动家。随意复制此

电子书到磁盘并给它了。 
因此，要总结，尝试访问的每一个想法101。我不关心

什么命令你进去是一个非顺从，并开始在中间权利，如

果你想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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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工具 

下面是非常有用的在线工具，如果你要容易成为工党积极

分子。检查每个网站上市，并了解他们。您将使用整个电

子书其中的大多数。其他人是网站你应该知道。你可以是

一个活动家刚才在网上冲浪。是多么容易 

 

                 

1 

是一个免费的在线电子邮件服务。如果你

没有一个免费的Hotmail电子邮件帐户，

获得1。使用电子邮件作为您的选择为所

有你的工会活动解决这一问题。它可以帮

助保持您的个人，商界和工会的联系分开

。你可以检查你的电子邮件，您可以随时

随地获得互联网服务。点击图片就到你的

左边去到Hot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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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是一个在线搜索引擎。我利用研究，所有的时间。在

这本电子书有几个活动，要求谷歌搜索，所以如果你

不熟悉，现在是时候开始。谷歌是我的主页。点击图

片就到你的左边去谷歌 

 

 

3 

是一个公民的组织，其成员代表就倡导在全国各地的

进步政策。要检查它在图片上点击以上。 

 

 

4 

爱国会是一个独立的，非党派的研究机构与社会和经

济正义问题的关注。检查出的爱国会，在图片上面按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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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是一个社会网络站点。我用它主要用于组织和通信。

有些人用它玩游戏或其他活动。最可靠的办法让我给

我封锁是虚拟的啤酒或其他空洞的礼物。另外，我可

以不在乎，如果你刚才提出了3只鸡和在Facebook上
的一个虚拟农场牛！另一种警告的话。 
Facebook是向公众开放。抵制垃圾的冲动你的老板

或公司。人们已经解雇了。不要成为其中之一。谨慎

使用，但使用。点击以上的图片去注册。 

 

 

6 

Unionbook 
是不是Facebook的！这是一个社会网络为工会网站

。上述图片点击进入Union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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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叽叽喳喳 
是一个免费的社交网络和微型博客服务，使用户能够

发送和接收消息称鸣叫。 
我不使用Twitter的一大堆，但现在认识到与那些想跟

随我的鸣叫实时沟通的巨大潜力。这对组织和活动的

通知人民直接申请。上述点击进入到Twitter。 

 

 

8 

维基百科 
是一个免费的在线百科全书。内容是由用户提供。我

用了很多，而百科研究此电子书。点击以上的图片去

维基百科。 

 

http://www.cawlocal114.com/�
http://www.cawlocal114.com/buycopy.html�
http://www.twitter.com/�
http://www.wikipedia.com/�


10 

 

This ebook is sponsored by: 
CAW Local 114 

Please make a copy or two and share it. To get a copy made for your union, Click Here.  

 

9 

YouTube的 
是一个视频共享网站上，用户可以上传和分享影片。

您可以搜索工会，劳动和社会正义的影片。您可能也

想看看一对联盟体的破坏五部分组成的系列。看看Y
ouTube上，点击上面的图片 

 

另类媒体 
有消息说，许多不被主流媒体报道的故事。 

退房网站一天。了解什么是真正回事。 
说明来自维基百科。 

 

 

 

10 

乌合之众是一个渐进的替代新闻网站，该网站还设有独立

记者和思想家，播客，网络电视，书评和社区论坛栏目。 
rabble.ca成立于2001年4月，前往前几天在美洲的成千上

万的数千名积极分子在网上看到了首脑会议魁北克市示威

。访问下层民众 

http://www.cawlocal114.com/�
http://www.cawlocal114.com/buycopy.html�
http://www.youtube.com/�
http://www.rabble.ca/�


11 

 

This ebook is sponsored by: 
CAW Local 114 

Please make a copy or two and share it. To get a copy made for your union, Click Here.  

 

 

11 

泰伊是一个独立的加拿大在线网络杂志，对新闻媒体和不

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重点问题的报道 

 

12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独立的，有利于加拿大的劳工工会杂志

上读到了8000多工会会员，社会活动家和全国联盟的支

持者。致力于促进工人权利和社会正义，我们这个时代的

出版由加拿大约前线工人的故事。访问我们的时代 

 

13 

布里亚帕奇是一个独立的加拿大杂志，这是里贾纳，萨斯

喀彻温省的基础。它成立于1973年，从那时起，提供了

周到的替代主流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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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凡工会会员开始在世界万维网的一天。 

 

 

15 

是一个人谁不想改变世界“杂志”，加拿大的尺寸是一个左

翼政治思想论坛，由新民主党式的自由主义社会民主社会

主义不等。 

 

 

16 

这个杂志是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替代期刊之一。成立

由学校积极分子在1966年刚，原称这是杂志有关学校，

在现代这个杂志着重于加拿大的政治，流行文化和艺术。

访问本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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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访问的实时新闻 

 

 

18 

访问Herizons 

 

图书阅读 
你可以成为一个活跃分子只是通过阅读这些书。是多么容

易？？？ 
所有您需要做的是与你学过其他人分享。 
这些在当地购买或网上书店图书所示。 
有数百个，如果不是成千上万的书籍 

这值得在此名单中。 
时间和空间是我的局限性。 

我愿意为必须阅读在将来的项目列入标题的建议。 
电邮您的建议对我 jsadlemyer@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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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讨价还价 
是第一个真正的结合中，我读过的书籍之一。我简直无法

将它放下。我读过的书很多，只有少数有我可以说，已经

改变了我的生活，这是其中之一。 

 

 

20 

学说的冲击 
是一个必须阅读和1＃1畅销书。现在正在翻译成25种语

言。有人会利用自然灾害，战争和政治动乱的优势？娜欧

蜜克莱作出了有说服力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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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经济学大家 
吉姆斯坦福大学是加拿大最知名的经济学家和工程之一，

加拿大汽车工人。这本书是技术术语和数学免费的！要购

买一本，封面上按一下。 

 

 

22 

使女的故事告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异位未来的一个故事。

有一个电影制作主演罗伯特杜瓦尔稍后。它困扰我。我想

这就是我喜欢异位故事虽然，他们试图让我更加努力地工

作，以防止发生这种可怕的现实。 

“nolite te bastardes carborundorum” 

http://www.cawlocal114.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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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你的工会合同 
如果你是一个联盟，你应该有一个合同。如果你没有一个

副本，您的店铺管家谈话，或继续走高，直到你得到一个

。 
在合同中有很多网页虽然最受欢迎的成员是与薪级的网页

。尝试看看合同的其余部分。有许多章节和文章，他们有

一个理由。他们可能采取了很多讨价还价他们在那里得到

。 
只有与你的合同可以被你是否准备作出回应，如果有人违

反协议条款的熟悉。我敢打赌很多的管理者更熟悉你的比

你合同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你不知道你的权利，那

么你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被侵犯。当你告诉一个经理的

方式是什么，他们正在做的事情错了，你可能只得到一个

点头和微笑。如果你可以认为是受到侵犯的文章中，光顾

消失，希望停止违法行为。如果没有，应该有补救办法拼

写出在你的合同了。如果您不愈合，想想unioniz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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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 
看电影？它变得越来越容易，不是吗？？？我向球迷

道歉，因为有数百部电影，不会出现在这里。时间和

空间是我的局限性。我很愿意听取建议，拟在今后的

项目列入。我已选择了让你挑选的思想。试图让家人

和朋友一起看你他们。租用或购买这些从你的本地视

频商店名称，购买直接从制造商的支持和帮助独立电

影。电邮您的建议对我jsadlemyer@hotmail.com电

影描述从维基百科来源，电影的网站，Imdb的还是

自己。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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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工会的电影，但我真的很喜

欢这个矩阵在几个不同层次。人们的观念，只是能源

或来源，电池如果你愿意，应该让任何人都停下来，

问题是怎么回事就在自己的reality.Re，看考虑到这

一点与该影片，然后按照白兔Coppertop！ 

 

 

25 

马特万 
是美国戏剧电影由约翰塞勒斯书面指示，说明了煤矿

，工人的罢工事件，企图于1920年成立工会在马特

万，在西弗吉尼亚山区小镇。 
基于马特万战役，这部电影的特点克里斯库珀，詹姆

斯厄尔琼斯，玛丽麦克唐纳，大卫斯特雷泽恩，凯文

泰伊和威尔奥尔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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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该公司 
是2003年加拿大纪录片由Joel巴甘写的，由马克Achbar和詹妮弗亚培指示

。这部纪录片是现代公司的关键，考虑到其作为一个阶级的人的法律地位

和评价其对社会行为和在世界大作为精神科医生可能会评估一个普通的人

。这是探索通过具体的例子。该公司已被全世界显示，在电视上，并通过

DVD，文件共享和免费下载。巴甘写的书，该公司：企业利益与权力病理

追求，在拍摄的纪录片。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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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玛雷伊 
1979年是美国戏剧的电影，讲述从一个在阿拉巴马州，

谁当选的工会活动所涉及的纺织工厂，她的作品小城镇的

一个工厂工人的故事。影片的主演莎莉菲尔德在标题中的

作用，因为诺玛博Rae的丈夫，桑尼，并作为工会组织者

鲁本Warshowsky罗恩莱布曼桥梁。 

 

28 

沃尔玛： 
低价格的成本高 
是2005年的纪录片导演罗伯特格林沃尔德。这部影片通过与前雇员提出采

访了沃尔玛的商业惯例不利图片，小企业业主，沃尔玛的管理人员和录像

。电影点缀之间的采访提供的统计数字，超越个人的意见大规模的检查。

这部纪录片被释放DVD 

11月4日，2005年。点击图片就到你的左边去他们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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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葡萄 
是美国的戏剧电影，由约翰福特执导。它是根据普利策奖得主的愤怒的葡

萄（1939年），由约翰斯坦贝克写的。剧本是由南纳利约翰逊和执行制片

人撰写达里尔楼扎纳克。这部影片讲述了Joads，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个家

庭，谁后，失去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农场，成为农民工和最终在加州

的故事。电影细节的美国各地的跋涉，他们在工作和旅行的家庭成员寻找

机会到加利福尼亚。 
1989年，这部电影是第25部电影之一，选定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在美国国

家电影登记处保存在文化上，历史上，还是美观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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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米拉格罗比恩菲尔德 
是美国戏剧电影的约翰尼科尔斯的同名小说改编，在一个三部曲的第一本

书。它的导演是罗伯特雷德福和编剧Nichols和大卫S沃德。在特鲁斯，新

墨西哥，电影拍摄地点设在虚构的米拉格罗乡镇，有426人口。在与北方

新墨西哥州保持设置，它是作为一个部分，米拉格罗主要是一个西班牙裔

和天主教城镇主要是以相互关联的人口，描绘。这张照片讲述了一个人的

，因为他能够抵御更大的商业和新墨西哥州的政治利益，他和他的小比恩

菲尔德社区唐吉诃德式的斗争。 

 

31 

你，我，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司营

运民主法治 
 
是一个功能长度纪录片揭露了安全繁荣的伙伴关系社团的议程，这是目前

破坏了北美的公民的民主权力。封面点击进入曼利媒体看到拖车和购买这

个独立电影制片人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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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睡衣游戏是一个音乐上的小说7-
1/2美分理查德比塞尔基础。它具有一个由理查德阿德勒和杰里罗斯得分

。在一个睡衣厂，劳工纠纷处理的故事在那里工人的需求为1 
7和半美分提高是没有得到重视。在这一考验中，贝贝爱花之间，申诉委

员会的头，希德，新工厂监督。原百老汇生产5月13日开幕的1954年和10
63演出跑。这是在1973年复苏，并于2006年再次环岛剧团。原来的生产

赢得了最佳音乐托尼，以及2006年百老汇的复兴赢得了最佳音乐剧复兴托

尼奖。音乐剧是一个社会团体制作的热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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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法 
 
这种功能强大的电影讲述他慷慨激昂的斗争生活和蒂姆斯特老板吉米霍法

时间 - 建设成为一个对美国现场，他的神秘结束他的工会的强大力量。 

 

34 

盐地球 
是美国的戏剧电影，由迈克尔威尔逊赫伯特j的Biberman指示，并制作书

面保罗贾里科。所有被列入黑名单的好莱坞由于其建立在社会主义的政治

参与。这部电影成为一个历史现象，有以下原因邪教美国如何建立（政客

，记者，制片方管理人员，以及其他工会）与薄膜处理。世上的盐是第一

批照片出来的女权主义者的社会和政治观点。对领导的墨西哥对美国和英

国帝国锌公司矿工罢工一个漫长而艰难的电影中心。这部电影显示了矿工

，公司，和警察在罢工期间的反应。在新现实主义风格的制作和导演实际

使用中的矿工和他们的家庭电影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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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摆狗 
 
是1997年的喜剧电影主演华盛顿约一自旋医生谁，只是总统大选前几天，

从分散性丑闻聘请好莱坞电影制片人，构建一个与阿尔巴尼亚假战争的选

民罗伯特德尼罗和达斯汀霍夫曼。该计划征召的乡村音乐歌手，谁创造了

战争的几个主题曲援助;一个“时尚之王”，以及一个服装设计师，谁可以帮

助创建一个虚构的特种部队，以争取战争的所谓战斗。 
这部电影可能会比现在更加相关的时候出来。该公关人士或自旋医生在今

天的工作。了解认识到通过观看这部电影的一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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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吃 
 
是一部电影主演罗迪罗迪派珀。它包含了附近的电影开始小联盟的参考。

我之所以选择这部电影是它有一个关于大众媒体广告和评论作为一个重要

政治观看。看这部电影，我怀疑你永远也看在以同样的方式在一个广告牌

，杂志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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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Stiffs 
 
是不是一部电影，但是一书。工作Stiffs，联盟女佣，红军和痞子是扩大对

劳工电影指南。这是，嗯，对这个问题的百科全书。 
这是一个434页的指南来自世界各地的350名劳工的电影。 
购买此书，这是我的，包括不必另做工作350标题的方式！它可用于购买 

Labourstart.。 

电视节目 
 
正在看电视和劳动积极分子。我告诉你这是容易的。 
这些电视节目有工会，劳动和社会正义的相关主题。 
我向球迷道歉，因为可能有多个节目或插曲，不会出现在这里。 
时间和空间是我的局限性。我很愿意听取建议，拟在今后的项目列入。 
 
电邮您的建议对我jsadlemyer@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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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智能 
罢工虽然代理热第2集第2季。 
去世后，代理47个，最多是留在尚存的控制代理商协会负责劳工谈判。马

克斯被证明是一个无情的谈判代表，不断威胁要罢工的代理人发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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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飞 
该集数166罢工。第9季第10集。为更好地了解事件佳节。据透露，克莱

默一直在过去12年的罢工，现在可以得到他的工作回 
Ĥ＆H公司百吉饼。对不满作为仪式的一部分佳节广开言路，也是另一个

工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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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家 
急救第7季第5集。两层保健，是一个好主意？看看这个插曲。 
长寿和繁荣...组织起来！ 

 

41 

辛普森一家 
最后的退出以斯普林菲尔德，第4季17集。 
情节围绕着荷马成为该斯普林菲尔德核电厂工会主席和领导罢工的工厂工

人得到他们的牙齿计划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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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该办公室 
几乎每本系列节目集中体现了一个坏老板的定义。如果你有一个像迈克尔

斯科特老板，而且是一个工会没有，我建议你联系The Canadian 
Labour Congress并要求对加入工会的权利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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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际旅行 
 集70。第3季插曲15。 
当洛凯寻求庇护登上企业，别莱，他的追求者，发生在一个典型的种族主

义评论集船舶控制。 
长寿和繁荣...组织起来！ 

 

有关劳工或社会正义歌 

“所有歌曲的意义来后，他们写的。” 
，约翰列侬 

看到它变得更加容易，你甚至不必打开你的眼睛是一个活动家，听音乐。 
有这么多好的歌曲在那里，我发现这个页面是最难写。 

如果你希望在未来也许永远团结项目或一些比利布拉格。 
说明来自维基百科和我自己的随笔。 

 
电邮您的建议对我jsadlemyer@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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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列侬 
工人阶级英雄 
在列侬自己的话，他说，他希望这首歌曲是对人民，对革命的现代歌曲警

告，对工人。这首歌是关于工作被纳入到机加工类的中产阶层人士。 
“一个工人阶级的英雄是值得” 

 

45 

罗伯茨 
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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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歌使我工作的人认为，他们所做的选择和工会。 
“生命是你如何度过时间，通过时间。” 

 

 

46 

特蕾西查普曼 
快速车 
是一本关于代贫穷的歌曲。 
“你必须做出决定，今天晚上或假期生活和死亡这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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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尼斯莉塞特 
一方面在我的口袋 
谈到这首歌曲我的青春，乐观和不符合规定。罚款三人... 
“我打破了，但我很高兴 
我穷，但我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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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猜谁的 
美国女 
这加拿大乐队的歌曲经常被intrepreted作为对美国政治的攻击。兰迪巴赫

曼人声称Amercian女子提到这首歌的是自由女神像。吉姆芥兰，合作的歌

曲的作者声称，它是不是反什么。 
“美国女子要去弄乱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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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尼米切尔 
大黄色出租车 
这首歌是著名的环保声明。 
“铺路天堂，提出了一个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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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扬 
这说明对你 
这首歌是年轻的首次袭击了80年代单身。这首歌是由一个视频模仿企业岩

石的陪同下，广告的伪装，和迈克尔杰克逊。 
“这说明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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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石油 
病床燃烧 
“床在燃烧”是一部关于澳大利亚的土地给原生回Pintupi，谁之间的最后人

来自沙漠的政治歌曲。 
“这是属于他们让我们给它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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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斯普林斯汀 
电台无处 
如果我要去列表劳动歌曲我想它唯一的公平，我们从老板听。此外，这首

歌使我actvism和组织的想法。有时你想知道， 
“还有人活着出来吗？” 

 

 

53 鲍勃迪伦 
在风中飘荡 

这首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有关和平，战争和自由。根据旧spirtual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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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更多拍卖”起源于加拿大，由逃到这里谁在1833年后，英国废除奴隶

制唱过去的奴隶...有多少歌曲做才能说服一个活跃的？ 
“答案，我的朋友，在风中飘荡' 

答案在风中飘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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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BTO 
羚牛护理业务 
这首歌是用来迎接他的退休晚宴和伊娃的倡议募捐巴兹哈格罗夫。 
这是对我好就够了！ 
“羚牛的关怀，每天营业 
羚牛'千方百计地照顾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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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中的劳工 
我道歉的数百名不出现在这里。 
时间和空间是我的局限性。 

我很愿意听取建议，拟在今后的项目列入。 
了解这些人。每个人可以做一个有趣的文章 

为您的本地通讯或报纸... 
电邮您的建议对我jsadlemyer@hotmail.com 

 
Bio descriptions are from Wikipedia or from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notable's name. 

 
55  

乔山 
乔山出生乔尔艾曼纽赫格伦，也称为约瑟夫希尔斯特伦。他是瑞典，美国

劳工活动家，作曲家，和世界（IWW也被称为Wobblies，产业工人成员

）。他因谋杀罪被处决后，有争议的审判。他去世后，他上奏几个民歌。

五年以前，我从没听说过他，现在我不能对他获得足够的信息。滑稽如何

教育工程。 
要了解乔山，他的生活和死亡的，尝试使用Google他的名字。http://ww
w.goo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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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怀特 
罗伯特“鲍勃”白色是一个在加拿大的工会和劳工运动的著名领导人。 
1984年白鼓励UAW的加拿大籍分裂远离美国工会，形成一个新的独立实

体，加拿大汽车工人联盟（正确的全国汽车，航空航天，运输和普通工人

联合会加拿大）。一个在加拿大的劳工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这种分裂发

生主要是因为加拿大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代表公约认为，他们没有一个在

美国的公约或语音和实力，美国“父母”是不是做工会在保护工人的方式加

拿大足够。的分裂和形成的C.A.W.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是成功的，白色是

作为新兴的著名工会领导人首次在第一碳原子线公约于1985年。 
要了解鲍勃怀特，以及他在加拿大的工会主义的作用更多，请尝试使用G
oogle他的名字。http://www.goo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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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鲁瑟 
沃尔特菲利普鲁瑟（1907年9月1日 - 
1970年5月9日）是美国工会领袖，谁不仅在汽车行业，而且在20世纪中

期在民主党的美国汽车工人的重要力量。他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社会主

义，他成为一个领先的自由和新政联盟的支持者 

http://www.cawlocal114.com/�
http://www.cawlocal114.com/buycopy.html�
http://www.google.com/�


41 

 

This ebook is sponsored by: 
CAW Local 114 

Please make a copy or two and share it. To get a copy made for your union, Click Here.  

要了解更多沃尔特鲁瑟，尝试使用Google他的名字。http://www.google.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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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乔治蒂 
肯尼斯（肯）五乔治蒂，医药，OBC的（生于1952年，径，不列颠哥伦

比亚省）是加拿大的工会领导人。他被选为加拿大劳工大会主席1999年5
月。 
乔治蒂来到加拿大劳工大会的头后，工会运动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这里

是加拿大最两极化和充满活力的政治工运四分之一世纪。出生于雷尔在该

省南部内陆，乔治蒂首先到工作的巨大Cominco公司冶炼厂，就像他的父

亲。他曾在冶炼厂的大部分地区，并获得他作为一个管工贸易票。随着家

庭的传统，乔治蒂成为活跃在当地的美国480钢铁工人联合会，通过对本

地总统在1981年排名上升。 
要了解更多有关肯乔治蒂，尝试使用Google他的名字。http://www.goog
le.com 

 
59 

凯撒查韦斯 
塞萨尔查韦斯帮助形成了美国农场的美国（UFWA）工人。这个联盟由一

个工人权益的组织，帮助工人获得失业保险的一个农场工人工会几乎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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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之间在全国农民工协会（NFWA）继续在该组织的主要农业菲律宾工人

农场支持剔除委员会（AWOC）由拉里伊特利翁率领德拉诺，加州谁曾发

起了一个关于葡萄9月8日罢工，1965年。该NFWA和AWOC，承认他们

的共同目标和方法，实现联盟形成的优势，共同形成于1966年8月22日美

国农场工人组织委员会。该组织最终成为美国农场工人和开展了鲜食葡萄

，经过5年的奋斗，终于赢得了抵制同在加州的葡萄种植者主要合同。 
要了解更多有关Casear查韦斯，尝试使用Google他的名字。http://www.
google.com 

 
60 

巴兹哈格罗夫 
巴西尔埃尔登“口碑”哈格罗夫（生于1944年3月8日，浴缸，新不伦瑞克，

加拿大）是前国家主席，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他目前担任的杰出客座瑞

尔森大学的特德罗杰斯管理学院和NHL的球员协会专员教授。 
哈格罗夫首次成为在作为在温莎，安大略省克莱斯勒汽车装配厂工人行部

门有关。他成功地在1992年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主席鲍勃怀特。 
7月8日，2008年，他宣布他打算退休，他转身前2008年9月65。加拿大汽

车工人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和工作人员，然后通过碳原子线局部444总裁

Ken Lewenza取代国家主席哈格罗夫。 
要了解更多尝试使用Google口碑哈格罗夫他的名字。http://www.google.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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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约瑟夫梅尔斯 
约瑟夫梅尔斯是工会和矿工。他死1个月时间，他22岁生日后，在2年之久

的罢工矿工在温哥华岛被捕的8小时工作制的发动，安全，健康和工资。 
要了解有关约瑟夫梅尔斯，他的生活和死亡，更多的尝试谷歌搜索他的名

字。http://www.google.com 

 
62 

吉姆辛克莱尔 
吉姆辛克莱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劳工联合会会长，伞式组织，代表54个省

工会和45万私人和公共部门的雇员 
为了了解更多的吉姆辛克莱尔尝试使用Google他的名字。http://www.goo

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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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水晶李约旦 
水晶李约旦是一个Amercian工会组织者，提倡谁在70年代获得了名声。

这部影片是根据诺玛雷伊她。 
要了解更多的水晶李约旦，尝试使用Google她的名字。http://www.google

.com 

 
64 

肯Lewenza，老（出生在温莎，安大略省，加拿大1954年）是加拿大汽车

工人工会全国主席，并曾在该组织著名的全国代表大会于9月6日，2008
年。他曾在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主席，地方在温莎，安大略省，加拿大44
4。他取代了工会的全国主席巴兹哈格罗夫。 
要了解更多有关肯Lewenza，尝试使用Google他的名字。http://www.goo

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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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姜古德温 
阿尔贝“姜”古德温不看好像不多，但是他有一个高耸的道德存在。他短暂

的一生是花的人谁工作没有报酬苦战 - 
它与子弹，并作为劳动烈士不朽结束。他是被一私人雇用外坎伯兰警察，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他的死引发了加拿大的第一大罢工。 
要了解有关姜古德温，他的生活和死亡的，http://www.cumberlandmuseu

m.ca/go63a/The_Myth__Mystique_of_Ginger_Goodwin 

 
66 

吉姆Sadlemyer 
吉姆Sadlemyer是一个成员，并与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活动家，是本电子

书的作者。 
如果您想看到您的地理区域领导人从本地或工会或劳工烈士在此网页，ht

tp://www.cawlocal114.com/buycop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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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指南 
每个人迟早商店。店为劳工活动家。 

你可以把你学到的东西，到目前为止，用好一些。 
它可以变成一个无聊的购物乐趣之旅！ 

67 

购买联盟 
只要有可能，购买联盟。你可能会在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或由工会成员进行

各种奇怪。检查车辆的核定碳原子线名单。请与你的省劳工联合会工会标

签清单。例如你知道，你可以吃Shreddies支持工会工人呢？有literlly成千

上万的产品和服务的选择。 

68 

自我检查的前前后后 
从来没有，使用这些商店现在又提出一个自我检出。这些机器代替人的工

人。每当有人试图直接我自结帐，我用我最好的外部声音惊呼，我宁愿对

付一个真正的人比处理一些机器，被抢断工作。 

69 

使用邮件系统 
支持邮政工人，邮寄您的付款。网上支付是好的，但代价呢？如果你不能

在所有的付款邮件，承诺每月至少1和从那里去。尝试，书写一个字母，

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电子邮件老式的艺术。收件人会更感激。使用加拿大邮

政站。避免外判角落药店类型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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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Boxstores 
避免非工会boxstores。 

71 

商店非联盟...偶尔 
如果您需要的产品或服务不可用的时间是在本地或者对你，你不觉得不好

，你仍然可以购物不愈合，只是有它的乐趣。此外，如果你只店工会你怎

么能说服非工会要看到光明。只是一定要穿着任何工会赃物可能对你的手

。 
T恤衫，帽子，夹克，托克斯，符合此按钮。获取或跟你的工会的一些网

站地址的名片。会后在欣赏你的赃物到任何一个办事员谁对工会的意见（

） 

72 

酒铺 
工会浴光顾商店。饮料负责任。 

73 

购买地方 
减少你的碳足迹。本地购买，购买省属，收购加拿大。在这为了尽可能。 

74 

自我检查的前前后后 
不，它不是一个错误。我列出了这两次。我的一个好哥们忽略我先前的建

议和执行以下操作：他用一个较为被动的方法和实际使用的机器。他尽他

最大的行动迷惑，通常获得2或3名办事员帮助他。当他的交易结束时，他

喜欢指出来谁是听（包括单经理）指出，这些机器实际上是双重或三重的

劳动力成本。如果有一个在他身后排队，等待使用自助柜台，这些客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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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也成为了是因为一条混乱所造成的额外等待顾客的机器不满。使用最适

合您的风格。 

罢工/锁定支持 
 
我敢肯定，还有更多的事件，我可以在这里列出的提示。 
时间和空间是我的局限性。我很开放的重要罢工和在将来的项目列入提示

建议。电邮您的建议对我jsadlemyer@hotmail.com  
说话或写什么你学习。 
历史走向信息囊括从Wikipedia 
停工和罢工的支持技巧是从提供的名单The Nanaimo Duncan & District 
Labour Council 

75 

温尼伯罢工 
温尼伯总罢工是1919年在加拿大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罢工之一，并成为未来

的劳工改革的平台。 
虽然很多加拿大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享有巨额利润的合同，工资和工

作条件糟糕和劳动法规大多是不存在的。 
为了了解更多的温尼伯总罢工，它尝试使用Google。http://www.google.co

m 

76 

罢工的弗莱克 
许多人可能不记得，在安大略省的小镇所发生的事件称为30年前森特勒利

亚。它是在1978年由于这次罢工，在加拿大的工会运动永远改变了。它涉

及的公式兰德公司的挑战，一个积极的警察和政治干扰。妇女群体的决心

站起来，并坚持所有。要了解更多的斑点打击，它尝试使用Google。http:/
/www.goo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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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该立交桥战役 
该立交桥战役是对1937年5月26日，其中劳动组织者与福特汽车公司保安

人员发生冲突事件。 
美国联合汽车工会已计划的单张运动，题为“工会化，不福特主义”，在对

米勒路的行人门复杂的高棉4立交桥。要求职工1 800 
6小时工作制相对于6元8小时工作制以后，在地方，这一运动计划在换班

时间，并预计9000工人都进入和离开工厂。 
大约在下午2时，美国联合汽车工会的领导工会组织者，包括沃尔特鲁瑟

和理查德弗兰肯斯登数，被要求由底特律新闻摄影师，詹姆斯E 
·（斯科蒂）基尔帕特里克，构成了对立交桥图片与福特登录，背景。当

他们乔装，从福特的服务部，根据哈里贝内特方向的内部安全部队，男人

从后面赶上，并开始殴打他们。对攻击者的数量是有争议的，但可能有多

达40被。 
要了解该立交桥战役更尝试Google上搜寻它。http://www.google.com 

78 

从来没上过一纠察线 
Picketline团结去不越过纠察线远远超出了简单。 
Picketline团结是核心和工会主义的灵魂。它说我们在这个斗争的所有工

人一起，团结和picketline有助于大大缩短劳资纠纷。 

79 

通知 
告诉你自己工会的人怎么回事，是什么问题。工会之间作出强烈和生活质

量在你的社区的联系。 

 

 

http://www.cawlocal114.com/�
http://www.cawlocal114.com/buycopy.html�
http://www.google.com/�


50 

 

This ebook is sponsored by: 
CAW Local 114 

Please make a copy or two and share it. To get a copy made for your union, Click Here.  

 

80 

参与 
参加罢工的支持集会和示威。 

81 

组织 
组织示威游行和集会。 

82 

住宿知情 
当心媒体的报道是反劳工。写信给编辑，电话呼叫，在广播节目。 

83 

捐赠 
捐钱给前锋。罢工存在是昂贵的。 

84 

加入行列， 
加入纠察线。纠察队员爱的支持。通知纠察队队长，你是对的纠察线，你

所代表的组织。 

85 

其他捐款 
请实物捐赠的纠察线。咖啡，甜甜圈，食物，柴火，以及其它需要和要求

.. 

86 

联系政客 
打电话给你的工作重点，国会议员或市议员。告诉他们，你们支持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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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霍克的喇叭声 
霍克的喇叭声时，你在一个纠察线驱动器。 

 

杂项 
其中一些项目可能会在其他地方适合，时间和便利把他们在这里。 

88 

报纸 
了解他们。分析倾斜。约有劳动，亲劳工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否公平？谁

发布的？你的故事往往有利于在内容的权利以及在数量？对来自其他媒体

的比较故事。如何处理每一个故事？请问您选择的报纸甚至包括作为非传

统媒体相同的故事？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问自己为什么，然后问他们！信

函读者阅读。写你自己的。广告家庭的朋友和同事，如果得到出版一。 

89 

在线新闻 
在线等主流报纸，电视新闻和广播新闻网站的新闻来源的信息进行重新来

源。使用88号从构思上述标准来判断和评估。难道他们提供一个机会表达

你的意见。大多数人。阅读评论，写自己的一些。有人问在调查格式prov
active问题，引起的反应。让他们知道你的感受。如果问题是针对工会主

义或社会公正问题，让您的家人，朋友和同事说出一个亲劳工的回应。 

90 

无线电通话 
一个电台的谈话中再次提出了很多专业provactive问题，往往不与右翼倾

斜。如果你不得不调用和响应，事先做笔记，坚持你的主题。不要卷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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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议程。有些谈话节目主持人专业，试图歪曲和诋毁你的回应你的意见

坚持以事实。不要生气。不要上漫步。 

91 

谁是你的民选官员？ 
谁是代表在议会中吗？你知道如何联系他们？使用此链接找到您的国会议

员，让他们知道你对当今问题的感觉。Click Here  

你可以你的省谷歌找到您的工作重点。语音您的疑虑。 
关心你的地方税如何在你的城市正在或镇花？看看谁是本地决策。你可以

谷歌，或您可以简单地调用大会堂。语音您的疑虑。 
关心学校关闭，削减预算或FSA的测试？看看谁是你的学校董事会。谷歌

它。语音您的疑虑。 

92 

劳动节 
找出劳动节的历史。谷歌它。出席下次劳动节野餐。带上您的家人，带朋

友。庆祝劳工节！你写一篇文章联盟关于它的通讯。如果您没有通讯，启

动一个！ 

93 

参加联盟会议 
如果你是联盟，当是你最后一次出席了会议？出席下次会议。民主工程好

多了与参与！如果你不属于一个联盟，并以所发生的在联盟会议上，联系

本所好奇，他们也许能为您提供联系工会，地方政府一般在您的区域会议

的情况。 

94 

玩电子游戏 
你玩在线视频游戏吗？只工作，不玩耍等等，等等，如果你这样做，可以

考虑使用著名劳动名称，地点和事件在本电子书列为您的在线玩家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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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也许一个有关劳工或社会正义问题进行了交谈可能爆发。这是一个

伟大的方式偷懒但仍然认为，你实际上是在“必要从事工会业务”;） 

95 

注意电脑书呆子！ 
正如您可能已经注意到，我的网页的技巧是有些简陋。如果你拥有的技能

和文件认为你能想出一个更好的设计，我可以用你的帮助，使这个电子书

好看。所以，如果你认为你可以使这个好看使用该程序的帮助我将不胜感

激。我在创建PDF版本的过程。我已经翻译成中文，并有不同语言的工作

。如果你能帮助在这些区域，你可以让我的永恒的感激和为您免费本地个

性化的版本！与我联系jsadlemyer@hotmail.com 

96 

注意艺术家！ 
你能画，绘画，书写，演奏乐器，唱歌，造型等？考虑把你的人才，创造

作品，反映了劳动和社会正义问题或很好地利用。我也想给另一个项目漫

画家。电子邮件，如果有兴趣。jsadlemyer@hotmail.com 

97 

http://www.canadianlabour.ca/home  
加拿大劳工大会是全国工会中心，在加拿大中央劳工团体，其中大多数加

拿大劳工社团的成员。了解更多有关你的省劳工联合会。B.C., Alberta, 
Saskatchewan, Manitoba, Ontario, Quebec, New Brunswick, Nova Scotia, 
Newfoundland, P.E.I., Yukon, Northern Territories   
找出劳工在其他省份或地区的做法。 
通过他们，你可以了解你所在地区劳动局，以及正在发生的事情在您的地

区和该国其他地区。如果你是在一个工会，如果你发现有一个代表参加劳

工理事会会议。如果他们不问你是否可以走了。如果您没有在您的地区，

接触劳工理事会 

The Canadian Labour 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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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看到的变化采取更多的基层劳工理事会在水平比其他任何地方。如果

你想在你的社区差异，或工会，这是一个伟大的起点。 

98 

谁的运行你的联盟？ 
你知道谁联系，如果您遇到了麻烦，需要联盟的支持？现在才发现你需要

他们。谁是你的商店工作人员，列车长，地方代表处，代表处的国家，地

方主席，国家主席，健康与安全代表或商务代理？如果你不知道谁是这些

人，找到了！ 

99 

粮食银行 
这是一个悲剧，人们不得不依靠粮食银行。哪里是我们政府的社会良知？

请捐赠给当地的食物银行。更好的是，设立工作foodbank收集箱，并得到

其他有关人员。 

100 

回收 
 
每当你可以回收。我有这样的电子书不可打印，以节省纸张。捐赠不需要

的项目。设立一个回收罐的流行和工作瓶袋。捐赠所得。 

101 

分享此电子书 
制作此电子书的副本。放在磁盘上，并给它了。获得一个特殊的复制你的

联盟或本地制造Click Here 

如果你有一个网站，让它成为您的会员可免费下载。谈论它与同事，朋友

和家人，也给他们的副本。如果你没有别的建议在本电子书，请不要放弃

至少一个副本。只需赠送一份拷贝，你将是一个劳工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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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您的会员比你想象的更容易！  
 
激活你的会员今天！  
 
101是一个简便的方法劳工活动家1.0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电子书，教导

你的成员，如何轻松成为活跃分子。他们将能够应用他们学到了在你的工

会的权利了。  
 
     
这是一个简单的低学习曲线程序是任何工会必须的。  
这一切电子书显示您的成员，他们需要开始。你可以证明你的成员，作为

一个活动家并不需要很多时间。  
给他们一本电子书是或副本，为您的地方作出声明，并且在你的工会和地

方的每一个页面（少量费用的底部列出适用）。如果你的工会或当地有一

个网站，可以插入一个链接，使任何人点击它会直接进入您的网站。伟大

的组织！  
您可以将您的版本在线让您的网站访问者可以免费下载，或将其复制到一

个磁盘的手，免费斯格了它。斯格所累的激进的形式，你回来。  
要打动你的人呢？注意联盟的领导人！您最多可以添加3张图片和工会领

导人在您的BIOS或地方（为一小笔费用），以及高达2劳动力从你的地区

在劳动页的名称（免费）烈士。有你的成员之间作出你连接，你的本地活

动家和凯撒查韦斯，沃尔特鲁瑟和诺玛雷伊。  
每个订单带有一个深水哇和格拉蒂...开个玩笑，但  

 Click Here  定价和订购。所有收益到劳工，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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