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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于新学校、现代化的空间

2023 年 3 月 1 日

阿尔伯塔省政府将在未来三年内投资 23 亿加元用于新的

现代化教室。

2023 年预算支持 58 个项目，其中 13 个全面建设项目、20 个设计

项目、14 个规划项目和 11 个预规划项目。总共将有近 25,000 个

新的和额外的空间供阿尔伯塔省的学生使用，包括

9,400 个新空间和超过 15,500 处升级的学生空间。这些新的和升

级的空间大约 4,500 个位于卡尔加里，4,100 个在埃德蒙顿，

16,300 个在本省其他地区。

“阿尔伯塔省的年轻学生是明天的社区和商业领袖。为掌握为光明

前途做准备所需的工具和技能，他们需要合适的空间。投资于我们

的学校，就是投资于我们的学生，同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支持

当地经济。”

教育厅长阿德瑞娜·拉格朗日

这种对教育基础设施的投资包括：

 3.72 亿加元用于建设和设计项目：

o 10 所新学校

o 16 所替代学校

o 7 项现代化

 400 万加元用于支持规划活动，例如 14 个项目的场地分析

和范围开发等

 100 万加元用于预规划的 11 个概念性项目，这些项目预

计将成为相关学区的高优先级需求。

 10 亿加元用于继续之前宣布的项目

 三年内投入 3 亿加元用于校方自主的资本项目

 2.79 亿加元用于通过资本维护和更新计划支持现有校舍的

维护和更新

 1.71 亿加元用于支持公立特许学校基础设施，包括投资卡

尔加里的特许中心

 对于经批准设施升级的联合中学，共投入 4300 万加元用于

资助设施升级

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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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0 万加元用于模块化课堂计划，以解决全省的紧急空间需求

“阿尔伯塔省政府正投资关键的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升级和建设高质

量的学校，以确保阿尔伯塔人能够将他们的孩子送到当地社区的学

校。我们的重点是确保这些项目按时、按预算并在需要的地方交

付。”

内森·纽道夫，基础建设厅长

是否有合适地点一直是学校项目延误的最大障碍和原因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在 2023 年预算中，阿尔伯

塔省政府还制定了一项新的学校规划计划，该计划将作为即将开展的学校项目的透明“管道”，以便在

正式  建设资金获得批准后立即启动。通过这个新计划，14 个学校项目将开始规划和场地开发，而

另外 11 个项目将获得预规划资金，以协助制定范围选项。

规划方案旨在允许进一步开发项目范围和现场调查工作。它还将有助于澄清潜在风险并确定缓解策略和

成本。目标是为学校董事会提供他们需要的资源，以排除障碍并更好地定位项目，以配合在未来的预算

周期中的设计考虑和施工批准，预计这将减少成本上涨并最大限度地减少进度中断和延误。

“卡尔加里天主教理事会感谢今天宣布的卡尔加里天主教学区 (CCSD) 的资本项目，包括为诺兰山的

K-9 学校提供全额资助，以服务于这个快速发展的社区。我们预计在设计过程完成后会尽快收到远景高

中和切斯特米尔 K-9 学校的全部建设资金。鉴于这些社区对学校基础设施的迫切需求和 CCSD 的高利

用率，这些项目需要紧急关注。CCSD 对在红石建设 K-9 学校、扩建/加强麦克纳利主教高中和建设一

所新的西区高中的预规划承诺表示赞赏。”

凯茜·威廉姆斯，卡尔加里天主教学区董事会主席

“我们代表卡尔加里教育委员会学生及其家人感谢阿尔伯塔省政府宣布的资本计划。这些对基础设施的

非凡而及时的投资，对于支持本系统内学生的学习机会至关重要。”

劳拉·哈克，卡尔加里教育委员会董事会主席

“对于麋鹿岛公立学校、社区，尤其是École Campbelltown 和 Sherwood Heights 初中的学生来说，这

是激动人心的一天。现代化、设备齐全且高效的建筑将使我们能够继续为学生提供在课堂上取得成功所

需的优质教育，并将有助于缓解我们在舍伍德公园面临的增长压力。”

特丽娜·博伊穆克，麋鹿岛公立学校董事会主席

快讯：

 全面的建设资助活动包括建设和入住后审查。

 设计资助活动包括准备施工招标文件，例如图纸和规格。

 规划资助活动包括选址分析和范围开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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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规划资助允许概念项目定义范围元素、规划优先级并包括社区参与等活动。

 为支持交付基础设施项目的决策过程，基础设施厅于 2021 年 12 月通过了《基础设施问责

法》。该法案概述了本省如何对年度资本计划的项目进行优先排序。

 根据该法案的规定，政府还于 2021 年 12 月发布了《向前发展：阿尔伯塔省 20 年战略资本计

划》，为阿尔伯塔省的长期基础设施投资和发展提供了蓝图。

 政府的预算决定是根据该法案做出的，并以战略资本计划为指导，以确保未来的资本投资使阿尔

伯塔人受益。

 政府合作伙伴，如市政当局和学校董事会，也将能够在了解政府长期方向的情况下规划资本资

助。

2023 年预算学校项目 — 全额建设资金 (13)：

社区 校区 项目类型/名称

艾尔德里 Conseil scolaire FrancoSud 新中学

卡尔加里 卡尔加里教育委员会 约翰·G·迪芬贝克高中的现代化改

造

卡尔加里 卡尔加里罗马天主教独立学区 诺兰山的新 K-9 学校

埃德蒙顿 中北部学校董事会 École Michaëlle-Jean 和 École

Gabrielle-Roy 的解决方案

埃德蒙顿 埃德蒙顿公立教育局 埃奇蒙特新的 K-9 学校

莱斯布里奇 圣灵罗马天主教独立学区 西莱斯布里奇的新 K-6 学校

莱斯布里奇 Conseil scolaire FrancoSud École La Vérendrye 健身房项目

奥科托克斯 基督救世主天主教独立学区 取代École Good Shepherd 学校

彭霍尔德 奇努克边缘学区 取代彭霍尔德小学

雷蒙德 西风学区 新高中

舍伍德公园 麋鹿岛学区 舍伍德公园解决方案

瓦利维尤 北部门户学区 瓦利维尤解决方案

瓦斯卡特瑙 莱克兰罗马天主教独立学区 取代圣家

天主教学校

2023 年预算学校项目——设计资金 (20)：

社区 学区 项目类型/名称

艾尔德里 罗基维尤县学区 艾尔德里西南部的新 K-8 学校

巴尔黑德 彭比纳山学区 巴尔黑德综合高中的现代化和精简规

模

布莱克福兹 红鹿市天主教独立学区 新的 K-5 学校

弓岛/伯德特 草原玫瑰学区 弓岛和伯德特的解决方案

布雷顿 野玫瑰学区 布雷顿高中的现代化和合理化以及布

雷顿小学的拆除

布鲁克斯 草原学区 取代布鲁克斯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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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斯特米尔 卡尔加里罗马天主教独立学区 新的 K-9 学校

卡尔加里 卡尔加里罗马天主教独立学区 远景新高中

埃德蒙顿 埃德蒙顿天主教独立学区 朗德尔高地解决方案

埃德蒙顿 埃德蒙顿公立教育局 格伦里丁高地的新初中/高中

麦克默里堡 中北部学校董事会 取代 K-12 北方学校

拉克拉比什 北极光学区 取代 Vera M. Welsh 学校

勒杜克 黑金学区 École Corinthia Park 学校的现代

化改造

马莱格 圣保罗学区 取代 École Mallaig 学校

梅迪辛哈特 梅迪辛哈特罗马天主教独立学区 取代圣弗朗西斯泽维尔学校

南顿 利文斯通山脉学区 南顿解决方案

红土溪 红土溪学区 取代红土溪学校

斯普鲁斯格罗夫 帕克兰学区 更换斯普鲁斯格罗夫综合高中

塔伯 地平线学部 W.R. Myers 和 D.A. Ferguson 学校

的现代化

韦恩赖特 布法罗步道学区 取代韦恩赖特学校

2023 年预算 - 学校规划项目（14）：

社区 学区 项目类型/名称

艾尔德里 罗基维尤县学区 新的 9-12 年级学校

卡尔加里 卡尔加里教育委员会 安妮盖尔学校的现代化

卡尔加里 卡尔加里教育委员会 基石新高中

科尔赫斯特 帕利斯校区 科尔赫斯特高中现代化

唐纳利 高草原学区 G. P. Vanier 学校

埃德蒙顿 埃德蒙顿天主教独立学区 遗产谷卡瓦纳的新 K-9 学校

埃德蒙顿 埃德蒙顿公立教育局 罗森塔尔的新 K-6 学校

埃德蒙顿 埃德蒙顿公立教育局 格伦里丁高地新小学

麦克默里堡 麦克默里堡校区 韦斯特伍德社区高中现代化

大草原城 和平麋鹿校区 大草原城北新高中

莱斯布里奇 莱斯布里奇校区 加尔布雷思小学的现代化

奥科托克斯 山麓学区 新高中

斯泰特勒 克利尔维尤学区 斯泰特勒中学的现代化及扩建

斯特拉斯莫尔 金山学区 取代西山学校

2023 年预算 - 预规划项目（11）：

社区 学区 项目类型/名称

卡尔加里 卡尔加里教育委员会 A.E. Cross 学校的现代化

卡尔加里 卡尔加里教育委员会 约翰·A·麦克唐纳爵士学校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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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加里 卡尔加里教育委员会 马鞍岭新中学

卡尔加里 卡尔加里罗马天主教独立学区 红石新小学

卡尔加里 卡尔加里罗马天主教独立学区 麦克纳利主教高中的扩建

卡尔加里 卡尔加里罗马天主教独立学区 新西卡尔加里高中

切斯特米尔 罗基维尤县学区 新的 K-9 学校

科克伦 罗基维尤县学区 新的 K-5/K-8

埃德蒙顿 埃德蒙顿天主教独立学区 新北 K-9 学校

埃德蒙顿 埃德蒙顿公立教育局 派勒特桑德/麦康纳奇新初中

红鹿市 红鹿市公立学校 新东北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