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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於新學校、現代化的空間

2023 年 3 月 1 日

亞伯達省政府將在未來三年內投資 23 億加元用於新的現

代化教室。

2023年預算支持 58個項目，其中 13個全面建設項目、20個設計項

目、14個規劃項目和 11個預規劃項目。總共將有近 25,000 個新的

和額外的空間供亞伯達省的學生使用，包括

9,400 個新空間和超過 15,500 處升級的學生空間。這些新的和升級

的空間大約 4,500 個位於卡加利，4,100 個在愛民頓，16,300 個在

本省其他地區。

“亞伯達省的年輕學生是明天的社區和商業領袖。為掌握為光明前途

做準備所需的工具和技能，他們需要合適的空間。投資於我們的學

校，就是投資於我們的學生，同時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並支持當地

經濟。 ”
教育廳長阿德瑞娜·拉格朗日

這種對教育基礎設施的投資包括：

 3.72億加元用於建設和設計項目：

o 10所新學校

o 16所替代學校

o 7 項現代化

 400 萬加元用於支持規劃活動，例如 14 個項目的場地分析

和範圍開發等

 100 萬加元用於預規劃的 11 個概念性項目，這些項目預計

將成為相關學區的高優先級需求。

 10 億加元用於繼續之前宣布的項目

 三年內投入 3 億加元用於校方自主的資本項目

 2.79億加元用於通過資本維護和更新計劃支持現有校舍的

維護和更新

 1.71億加元用於支持公立特許學校基礎設施，包括投資卡加

利的特許中心

 對於經批准設施升級的聯合中學，共投入 4300 萬加元用於

資助設施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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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0 萬加元用於模塊化課堂計劃，以解決全省的緊急空間需求

“亞伯達省政府正投資關鍵的基礎設施項目，包括升級和建設高質量的

學校，以確保亞伯達人能夠將他們的孩子送到當地社區的學校。我們

的重點是確保這些項目按時、按預算並在需要的地方交付。 ”
內森·紐道夫，基礎建設廳長

是否有合適地點一直是學校項目延誤的最大障礙和原因之一。這就是為什麼在 2023 年預算中，亞伯達

省政府還制定了一項新的學校規劃計劃，該計劃將作為即將開展的學校項目的透明“管道”，以便在正式

  建設資金獲得批准後立即啟動。通過這個新計劃，14個學校項目將開始規劃和場地開發，而另外 11
個項目將獲得預規劃資金，以協助制定範圍選項。

規劃方案旨在允許進一步開發項目範圍和現場調查工作。它還將有助於澄清潛在風險並確定緩解策略和

成本。目標是為學校董事會提供他們需要的資源，以排除障礙並更好地定位項目，以配合在未來的預算週

期中的設計考慮和施工批准，預計這將減少成本上漲並最大限度地減少進度中斷和延誤。

“卡加利天主教理事會感謝今天宣布的卡加利天主教學區 (CCSD) 的資本項目，包括為諾蘭山的 K-9 學

校提供全額資助，以服務於這個快速發展的社區。我們預計在設計過程完成後會盡快收到遠景高中和切

斯特米爾 K-9 學校的全部建設資金。鑑於這些社區對學校基礎設施的迫切需求和 CCSD 的高利用率，這

些項目需要緊急關注。CCSD 對在紅石建設 K-9 學校、擴建/加強麥克納利主教高中和建設一所新的西區

高中的預規劃承諾表示讚賞。 ”
凱茜·威廉姆斯，卡加利天主教學區董事會主席

“我們代表卡加利教育委員會學生及其家人感謝亞伯達省政府宣布的資本計劃。這些對基礎設施的非凡而

及時的投資，對於支持本系統內學生的學習機會至關重要。 ”
勞拉·哈克，卡加利教育委員會董事會主席

“對於麋鹿島公立學校、社區，尤其是École Campbelltown和 Sherwood Heights初中的學生來說，這是

激動人心的一天。現代化、設備齊全且高效的建築將使我們能夠繼續為學生提供在課堂上取得成功所需

的優質教育，並將有助於緩解我們在舍伍德公園面臨的增長壓力。 ”
特麗娜·博伊穆克，麋鹿島公立學校董事會主席

快訊：

 全面的建設資助活動包括建設和入住後審查。

 設計資助活動包括準備施工招標文件，例如圖紙和規格。

 規劃資助活動包括選址分析和範圍開發活動。

 預規劃資助允許概念項目定義範圍元素、規劃優先級並包括社區參與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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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支持交付基礎設施項目的決策過程，基礎設施廳於 2021 年 12 月通過了《基礎設施問責法》。該

法案概述了本省如何對年度資本計劃的項目進行優先排序。

 根據該法案的規定，政府還於 2021 年 12 月發布了《向前發展：亞伯達省 20 年戰略資本計劃》，為

亞伯達省的長期基礎設施投資和發展提供了藍圖。

 政府的預算決定是根據該法案做出的，並以戰略資本計劃為指導，以確保未來的資本投資使亞伯

達人受益。

 政府合作夥伴，如市政當局和學校董事會，也將能夠在了解政府長期方向的情況下規劃資本資助。

2023 年預算學校項目 — 全額建設資金 (13)：

社區 校區 項目類型/名稱

艾爾德里 Conseil scolaire FrancoSud 新中學

卡加利 卡加利教育委員會 約翰·G·迪芬貝克高中的現代化

卡加利 卡加利羅馬天主教獨立學區 諾蘭山的新 K-9學校

愛民頓 中北部學校董事會 École Michaëlle-Jean 和 École
Gabrielle-Roy 的解決方案

愛民頓 愛民頓公立教育局 埃奇蒙特新的 K-9學校

萊斯布里奇 聖靈羅馬天主教獨立學區 西萊斯布里奇的新 K-6學校

萊斯布里奇 Conseil scolaire FrancoSud École La Vérendrye 健身房項目

奧科托克斯 基督救世主天主教獨立學區 取代École Good Shepherd學校

彭霍爾德 奇努克邊緣學區 取代彭霍爾德小學

雷蒙德 西風學區 新高中

舍伍德公園 麋鹿島學區 舍伍德公園解決方案

瓦利維尤 北部門戶學區 瓦利維尤解決方案

瓦斯卡特瑙 萊克蘭羅馬天主教獨立學區 取代聖家

天主教學校

2023 年預算學校項目——設計資金 (20)：

社區 學區 項目類型/名稱

艾爾德里 羅基維尤縣學區 艾爾德里西南部的新 K-8學校

巴爾黑德 彭比納山學區 巴爾黑德綜合高中的現代化和精簡規

模

布萊克福茲 紅鹿市天主教獨立學區 新的 K-5學校

弓島/伯德特 草原玫瑰學區 弓島和伯德特的解決方案

布雷頓 野玫瑰學區 布雷頓高中的現代化和合理化以及布

雷頓小學的拆除

布魯克斯 草原學區 取代布魯克斯初中

切斯特米爾 卡加利羅馬天主教獨立學區 新的 K-9學校

卡加利 卡加利羅馬天主教獨立學區 遠景新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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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民頓 愛民頓天主教独立學區 朗德爾高地解決方案

愛民頓 愛民頓公立教育局 格倫里丁高地的新初中/高中

麥克默里堡 中北部學校董事會 取代 K-12北方學校

拉克拉比什 北極光學區 取代Vera M. Welsh学校

勒杜克 黑金學區 École Corinthia Park 學校的現代化

改造

馬萊格 聖保羅學區 取代 École Mallaig 學校

梅迪辛哈特 梅迪辛哈特羅馬天主教獨立學區 取代聖弗朗西斯澤維爾學校

南頓 利文斯通山脈學區 南頓解決方案

紅土溪 紅土溪學區 取代紅土溪學校

斯普魯斯格羅夫 帕克蘭學區 更換斯普魯斯格羅夫綜合高中

塔伯 地平線學部 W.R. Myers 和 D.A. Ferguson學校

的現代化

韋恩賴特 布法羅步道學區 取代韋恩賴特學校

2023 年預算 - 學校規劃項目（14）：

社區 學區 項目類型/名稱

艾爾德里 羅基維尤縣學區 新的 9-12年級學校

卡加利 卡加利教育委員會 安妮蓋爾學校的現代化

卡加利 卡加利教育委員會 基石新高中

科爾赫斯特 帕利斯校區 科爾赫斯特高中現代化

唐納利 高草原學區 G. P. Vanier學校

愛民頓 愛民頓天主教独立學區 遺產谷卡瓦納的新 K-9學校

愛民頓 愛民頓公立教育局 羅森塔爾的新 K-6學校

愛民頓 愛民頓公立教育局 格倫里丁高地新小學

麥克默里堡 麥克默里堡校區 韋斯特伍德社區高中現代化

大草原城 和平麋鹿校區 大草原城北新高中

萊斯布里奇 萊斯布里奇校區 加爾布雷思小學的現代化

奧科托克斯 山麓學區 新高中

斯泰特勒 克利爾維尤學區 斯泰特勒中學的現代化及擴建

斯特拉斯莫爾 金山學區 取代西山學校

2023 年預算 - 預規劃項目（11）：
社區 學區 項目類型/名稱

卡加利 卡加利教育委員會 A.E. Cross學校的現代化

卡加利 卡加利教育委員會 約翰·A·麥克唐納爵士學校的現代化

卡加利 卡加利教育委員會 馬鞍嶺新中學

卡加利 卡加利羅馬天主教獨立學區 紅石新小學

卡加利 卡加利羅馬天主教獨立學區 麥克納利主教高中的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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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加利 卡加利羅馬天主教獨立學區 新西卡加利高中

切斯特米爾 羅基維尤縣學區 新的 K-9學校

科克倫 羅基維尤縣學區 新的 K-5/K-8
愛民頓 愛民頓天主教独立學區 新北 K-9學校

愛民頓 愛民頓公立教育局 派勒特桑德/麥康納奇新初中

紅鹿市 紅鹿市公立學校 新東北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