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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是我們的身分,
價值觀,審美觀和休閒方式,
以及我們看待他人並與他人相

處的方式的

 



 
   

 
   

 

確保亞伯達人在尊重過去、把握現在和迎接未來的亞
伯達省，有機會分享、表達和體驗文化。

亞伯達文化政策亞伯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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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其他國
家或地區的人們觀察
亞伯達的視窗。

指導原則
亞伯達人表達了從廣義
的角度定義文化的意願，
一種基於有利於制定政策、
並指導亞伯達省確定
目標和文化發展戰略、
措施和計畫的眾多關鍵
原則的文化。本政策將在
下列方面促進亞伯達的文化
發展。

�����促使亞伯達的
藝術和文化專業人士和組織
更上一層樓。

我們的願景  
我們的願景是讓全體亞伯達人有一種歸屬感和自豪
感，讓他們參與反映其多元傳統並豐富其生活的 
文化和娛樂活動。 
這個願景同樣適用於國外的相關人士（包括來自世界
各地的工作移民、遊客及其家屬），因為亞伯達歡迎
他們。我們相信：文化是不同的地區、經濟和社區獲
得成功的核心所在。亞伯達邀請您共享這項成功。

我們的使命
確保亞伯達人在尊重過去、把握現在和迎接未來的亞
伯達省，有機會分享、表達和體驗文化。

為什麼是現在？
 亞伯達省正在經歷一個另人稱奇的經濟和人口增長
期， 亞伯達政府瞭解文化在我們的社區中扮演 
地日益重要的角色。“亞伯達精神”提供了一個框架， 
幫助亞伯達人應對這些挑戰，幫助他們抓住機會參與
更多文化活動從而提升生活品質。

文化聯繫
個人之於社區 + 社區之於亞伯達省 + 亞伯達省之於
加拿大 + 加拿大之於其他國家或地區。

2. 方式：

 

     文化是對我們的身份、 
 價值觀、審美觀和休閒方式、
以及我們看待他人並與他人相 
         處的方式的詮釋。

亞伯達文化政策亞伯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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