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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不同的
世界性聚会地点！

欢迎来到蒙特利尔

Wa’tkwanonhwerá:ton.
Bienvenue.
欢迎您的到来。
Share the Pride……分享多元化。2023 年世界骄傲节是
以庆祝、爱和尊重的精神传达这些讯息的独特机会。

我们想要确认的是，我们将举办 2023 年世界骄傲节的土地
是 Kanien’keha:ka（莫霍克人）从未割让过的传统领土。

蒙特利尔是建立在非凡的多样性基础之上。性和性别多
样性、历史、文化、信仰和起源的多样性。一种被蒙特
利尔视为其丰富性的一部分并大力发展的多样性。现在，
蒙特利尔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愿意通过接受他人及他人
的差异来进行分享。

这个小岛被称为蒙特利尔，在 Kanien’kehá:ka 的语
言中被称作 Tio’tià:ke，长久以来，这里也是各国人民
（包括阿尔冈昆人）聚会和交流的场所。

对我们来说，WorldPride Montréal 2023 代表着与全世
界分享这种多样性的机会。我们秉承开放、慷慨的精神
进行交流，为未来搭建桥梁。
对于 2023 年，我们的愿景是：
// 庆祝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进步和我们取得的成就
// 激励后代，在未来本着多元化、爱和对话的精神与世
界分享
// 传递我们的希望：我们的丰富性来自我们的多样性

2019 年 8 月 9 日举办的蒙特利尔骄傲
节开幕式上的莫霍克族传统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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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Fierté Montréal - Alison Slattery

我们相信，这些价值观将在蒙特利尔闪耀光芒，而且，
我们期待获得在 2023 年举办世界骄傲节的特权！
蒙特利尔申办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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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蒙特利尔
蒙特利尔：
北美最有活力的“美欧”城市！

保持本色

期望热烈的欢迎
蒙特利尔和这里友好的居民开放且包容，热情欢迎八方
来客。蒙特利尔是个四海为一家、对全世界开放的国际
化大都市，您在这里可以做真正的自己。
蒙特利尔人热爱生活，他们以友好、热情和魅力而闻名。
从 Village——北美最大的 LGBTQ+ 社区之一——到市中
心老蒙特利尔、麦尔安德等，您都将受到热烈的欢迎。

照片： Eva Blue
照片： Tourisme Montréal - Marie Deschene

以圣凯瑟琳大街作为主要干
线，Village 一直围绕着博德
里地铁站向东并向西延伸，
这里有浓烈的 LGBTQ+ 群体
色彩。
四处遍布咖啡馆、餐厅、
精品店、公共浴室、脱衣舞
酒吧、迪斯科和夜总会，
照片： Tourisme Québec - Linda Turgeon
Village 是世界上最受欢迎且
游客最多的 LGBTQ+ 目的地之一。然而，在蒙特利尔，
酷儿生活不只是在 Village，它也会在整个城市里自豪地
展示、赞扬并融合。

来蒙特利尔旅游就是在探索一个热情好客、讲法语的北
美大都市，也是让您自己融入一个将近四个世纪的历史
与现代化相融合的美丽大都市，同时欣赏一个不断发展
演变的群体的能量。
作为继巴黎之后的世界第二大讲法语城市，375 年以来，
蒙特利尔一直在培养自己独一无二的个性，也在全球各
地享有令人羡艳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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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利尔的
Village

从五月到九月，圣凯瑟琳大街会变成热闹的步行街区，
其中近 60 个户外露台和很多公共艺术作品会布置在一
个由成千上万个多彩的球组成的天蓬之下。

作为圣劳伦斯河中心的一座小岛，周围环绕着成千上万
的自然宝藏，也是魁北克省最大的城市，这里有四百万
居民，他们的身份和多样性、生命力和生活质量在此达
到了完美的和谐。

蒙特利尔是一个以开
放而著称的城市，这
里的居民一直在接受
并赞美他们充满活力的
LGBTQ+ 群体
照片：Eva Blue

照片： Merry Montréal

作为北美的门户城市，蒙特利尔几十年来一直是
LGBTQ+ 的文化中心。这座大都市就是魁北克省跳
动的心脏，崇尚自由且思想开放的居民在继续拥护
LGBTQ+ 群体的公民权利和文化，这使得魁北克和
加拿大成为了进步巨大并欢迎世界各地的 LGBTQ+
群体的目的地，他们可以在这里自由公开地生活。

蒙特利尔申办 2023 年世界骄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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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利尔骄傲节

蒙特利尔骄傲节

Montréal Pride 是一个由 13 位董事会成员领导的非盈
利组织，其中四位董事被推选为大蒙特利尔 LGBTQ+ 群
体的代表。他们代表地方 LGBTQ+ 协会、商界以及特殊
活动和旅游产业。

Montréal Pride 也可依靠 1,200 多名志愿者的力量，他
们是我们 Pride 的心脏和灵魂。
我们还会与各种利益相关者和/或参与 LGBTQ+ 群体的组
织安排两次年度磋商，以建立并维持良好的社区关系。

我们努力确保代表 LGBTQ+ 群体内的多元化，同时为其
带来坚实且专业的知识，以更好地服务该组织。

社区倡议

蒙特利尔骄傲节

历史

蒙特利尔骄傲节已实施无数个社区倡议，旨在让尽可能
多的团体、协会和个人参与尽可能多的活动。因此，
Montréal Pride 每年向社区捐赠 250,000 加元。

自 2007 年起，在蒙特利尔的 LGBTQ+ 群体的倡议下，
蒙特利尔骄傲节拥护 LGBTQ+ 个人和组织的权利并为他
们的文化丰富性和社会进步而庆祝。蒙特利尔骄傲节是
法语世界中最大的性和性别多样性 (SGD) 群体集会，每
天都在当地举行，为全球生活在敌视 LGBTQ+ 群体地区
的人们带去希望。

1979 年在蒙特利尔举办的首届骄傲大游行仅吸引了 52
位参与者。第二年，约有 250 人参加。1981 年到 1992
年期间，各个委员会继续组织骄傲大游行，时间通常是
在六月底。Divers/Cité 于 1993 年成立，旨在组织一年
一度的骄傲节庆典，一直持续到 2006 年。从 2007 年开
始，现在的委员会接管并组织举办每年 8 月的骄傲节。

照片： Emily Minier

Village 中心的社区日

董事会
多样性代表（土著、POC、酷儿、变性和非二元成员）
后排由左至右：Esther-Léa Ledoux、Éric Pineault、Stéphane Proulx、
Karl Boulanger、Jean-François Perrier、Alexandre Dumont Blais、
Marie-Ève Baron、Marie-Philippe Drouin 和 Jean-Sébastien
Boudreault。前排由左至右：Michel Dorion、Ketty Cedat、
Michel Villeneuve 和 Annie Pullen Sansfaçon.

照片： Fierté Montréal - Alison Slattery

Montréal Pride 还依赖于一个由 21 位员工组成的团队，
他们在每年最繁忙的时间段（四月至八月底）全职工作
，其中包括 15 位全年为该组织工作的员工。

照片： Fierté Montréal - Alison Slattery

最后，我们每年还会为 100 多个位于魁北克的 LGBTQ+
组织提供经济支持，同时为世界各地的几个 Pride 组织
提供物流或财政援助。

每年举办为期 11 天的免费文化和社区活动，其中包
括骄傲大游行和社区日，该节日在节日气氛中促进
LGBTQ+ 群体的许多进步，并提高了公众对需解决问
题的认识，以此消除地方、国家和国际上的同性恋恐
惧症。像许多其他蒙特利尔的节日一样，观众免费进
入主会场。

我们努力创造一个尊
重多样性的世界，这
样，性和性别多样性
群体就可以在世界的
各个角落闪闪发光。

愿景
蒙特利尔骄傲节通过让 LGBTQ+ 群体向当地主流社区和
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展示他们的现实生活，以此来庆祝
多样性的力量和美丽。

现在，加拿大最大的骄傲节庆典——蒙特利尔骄傲节拥
有成功组织世界骄傲节所需要的专业知识。最值得注意
的是，在蒙特利尔和加拿大分别迎来他们的 375 周年和
150 周年纪念之际，蒙特利尔也在 2017 年成功举办了首
届加拿大骄傲节及其国际会议，共举办了超过 250 场活
动，吸引了 270 万名观众。

照片： André Bilodeau

法律地位及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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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蒙特利尔骄傲节

照片：Fierté Montréal - Alison Slattery

照片： Michel Filion

照片：Fierté Montréal - Alison Slattery

照片： Fierté Montréal - André Bilodeau

LGBTQ+ 人权的领导力
蒙特利尔骄傲节是并希望一直站在当地和国外 LGBTQ+
权利倡导的前沿。多元化的策划及每年接待来自世界各地
和通常对 LGBTQ+ 权利怀有敌意国家的宾客，这样该节
日就可继续在蒙特利尔地区人口中实现提高意识的目标。

蒙特利尔骄傲节一览

我们的承诺

2019 年：

Montréal Pride 自 2008 年开始，也就是在
其创办八个月之后，成为了 InterPride 的成
员。Montréal Pride 已经在 2013 年举办了
InterPride 年度大会和世界会议，也在 2009
年举办了 Fierté 加拿大骄傲节与 InterPride
地区 7 会议和年度大会。在 2007 年之前，
Divers/Cité——蒙特利尔骄傲游行的前组织
机构，多年来也是 InterPride 的成员，其在
2003 年举办了 InterPride 年度大会。

// 11 天
// 310 万人次
// 骄傲大游行：300,000 位参与者
// 骄傲大游行：12,500 位参与者
// 社区日：95,000 人
// 社区日：149 个信息亭
// 在广播和电视中被提及 1,849 次
// 仅在 Facebook 上的关注量就达到 2.77 亿

蒙特利尔骄傲节是一
项混合活动，它既是
个节日，也是一股社
会变革的力量

// 14 亿展现数

96,141

从 2008 年开始，Montréal Pride 的代表就
一直出席所有年度大会，惟未出席 2010 年
在长滩举行的年度大会。
Montréal Pride 参与 InterPride 运动的意义
重大。除了自 2008 年以来慷慨捐助奖学金
和团结基金之外，Montréal Pride 自 2013 年以来，也
一直在通过副主席和区域主任的参与和协作，在董事会、
各种委员会和工作小组中保持活跃。

6,149

截至 2019 年 10 月 2 日
照片：André Bilodeau

照片： Fierté Montréal - Michel Filion

照片：Fierté Montréal - Alison Sla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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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Fierté Montréal - André Bilodeau

18,600

2018 年，魁北克国际关系与法语区部长 Christine St-Pierre
向 Montréal Pride 的创始主席 Éric Pineault 及副主席
Jean-Sébastien Boudreault 颁发了国民议会勋章。

蒙特利尔申办 2023 年世界骄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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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外联

蒙特利尔骄傲节
*支持
全民婚姻

2010 年
里加
拉脱维亚

2011 年
杜阿拉
喀麦隆

组织

2012 年
巴黎
法国*

2013 年
华沙
波兰

2014 年
贝尔格莱德
塞尔维亚

2015 年
基辅
乌克兰

2016 年
孟买
印度

2018 年
内罗毕
肯尼亚

国际合作 / 敌对地区的 LGBTQ+ 权利

2019 年
万象
老挝

自 2010 年开始，Montréal Pride 每一年（除过 2017 年）都会接触了解世界各地的 LGBTQ+ 现状和许多基本权利每
天都被剥夺、忽视和不被承认的性和性别多样性 (SGD) 群体。

照片：André Bilodeau

我们竭尽所能，与这些群体合作，在蒙特利尔骄傲节期间于国外执行任务时访问这些国家或热情接待他们的代表，
以期促进人权。
我们的方法是合作，而不是民族主义，也不是殖民主义。

已访问和接待过的国家：
// 2010 年 里加，拉脱维亚（Kaspars Zalitis 和 Kristine Garina）
// 2011 年 杜阿拉，喀麦隆 (Alice Nkom)
// 2012 年 巴黎，法国 (Jean-Luc Romero)*
// 2013 年 华沙，波兰 (Jej Perfekcyjność)
// 2014 年 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 (Boban Stojanović)

作为少有的致力于此类行动的 Pride 组织之一，
尽管面临着风险，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专业知
识有助于组织一场涉及全球协助与参与的世界
骄傲节盛事。在蒙特利尔举办 2023 年世界骄傲
节活动有助于向各种规模的国际组织发声，并
让它们参与到规划项目本身的过程中来。
照片：André Bilodeau

// 2015 年 基辅，乌克兰 (Anna Sharyhina)

蒙特利尔

// 2016 年 孟买，印度 (Sridhar Rangayan)
// 2018 年 肯尼亚 (Kennedy Olango)
// 2019 年 万象，老挝 (Aay Anan Bouapha)

图片： Freepik.com

照片： Fierté Montréal

*支持全民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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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Pride Montréal 2023

2023 年世界骄傲节
欢迎参加 2023
年蒙特利尔世界骄傲节
在蒙特利尔举办的这场独一无二的盛会最大的特色
是真正丰富且充满生机的方案，将人权及社区的精
华部分与文化及节日活动完美结合在一起。由于我
们的动态概念，参与者将有机会聚集在一系列充满
欢乐的节日庆祝气氛的最佳活动场所。
世界骄傲节活动将从蒙特利尔 Village 的中心展开，并
贯穿整个城市的 19 个行政区，共举办 250 多场活动，
旨在突出展示世界各地的性和性别多样性群体取得的进
步。在这连续 11 天的庆祝活动中，参与者将体验一场触
及每个人的心灵的难忘旅程。

Share the Pride！

我们选择从 2023
年 8 月 10 日（星
期四）开始到 8 月
20 日（星期日）
期间举办第 8 届世
界骄傲节是出于一
些战略原因。

// 这是每年举办蒙特利尔骄傲节的传统日期（从八月的
第二个周末开始到第三个周末结束）。

WorldPride
Montréal 2023
8 月 10 日至 20 日
// 选择这一周也是因为此时的天气通常是夏季最宜人的
时候，降雨量少且平均温度在 26 °C (79 °F) 左右。
// 对于北半球的大部分人来说，这一周刚好是在最受欢
迎的假期中。
// 鉴于世界上大部分骄傲节活动均在八月前举办，所以，
骄傲节活动不会与世界其他地方举办的任何重大骄傲
节活动竞争或发生冲突。
// 这个时间段没有重大的节日。

方案概述
WorldPride Montréal 2023 的策划将通过人权、群体、
文化和节日的四个组成部分进行阐述。与蒙特利尔骄傲
节一样，策划将确保性别平等，并举办超过 250 场反映
上述四个方面的活动。

我们将会努力免费推出大部分活动，方便社区的每
位成员都能参与进来。
// 免费、壮观的开幕式
// LGBTQ+ 群体权利国际会议
// 骄傲大游行前所未见！
// 强化的社区日
// 一个主要户外场地：世界骄傲节公园 (Parc des
Faubourgs)
- 免费入场
- 20 个大型节目！
- 2 个大型 T 台舞蹈
- 儿童日
- 骄傲之家：展览与娱乐
// 女性及跨性别游行
// 国际阻力竞赛
// 体育比赛及活动
// 许多聚会与庆祝活动
// 难忘的免费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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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Eva Blue

// 还有更多活动！

蒙特利尔申办 2023 年世界骄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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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EAU MONT-ROY

主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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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的是创建一个整个群体可以识别
并反映世界骄傲节使命宣言的徽标：

世界骄傲节公园
(Parc des Faubour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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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利尔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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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利尔骄傲节
徽标

世界骄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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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骄傲节是世界各地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和双
性人 (LGBTI) 对平等和自由进行追求的文化多样性表达。它的存在
是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团结 LGBTI 群体，以此促进我们对自由和人权
的普遍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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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Pride Montréal 2023

Espace 67
（闭幕式）

Je

a

D
n-

ra

pe

我们的愿景

au

// 拟议的徽标将六个以蒙特利尔骄傲节的彩虹色爱心徽标为灵感的爱心合并在一起，其本身
的灵感来自蒙特利尔的城市标志，从而连接到主办城市。
// 我们在爱心上添加了一个点元素，通过人的剪影来暗示人体的维度。
// 该剪影似乎在张开双臂拥抱，从而形成大大的圆圈，以此说明世界骄傲节活动的普遍性和
LGBTQ+ 群体之间的团结一致。
// 当然，这六种颜色让我们想起了彩虹旗，而剪影合并处出现的另外六种颜色象征着我们的
性和性别多样性。

14 蒙特利尔申办 2023 年世界骄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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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
开幕式
2023 年 8 月 10 日，星期四
Parc des Faubourgs 下午 7:00 | 容纳人数：20,000 人
免费

Parc des Faubour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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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主入口喷泉的摄影展将突出展览罗马、耶路撒冷、
伦敦、多伦多、马德里、纽约和哥本哈根的往届世界骄
傲节活动的历史和精彩瞬间。
开幕式将以传统的土著民族活动开场。第一民族、因纽
特人和麦士蒂索人的代表将被邀请上台表演。
在 Gilbert Baker 创造了彩虹旗 45 年之后，再次升起彩
虹旗，始终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届时，蒙特利尔市
长将宣布“2023 年世界骄傲节”正式开幕。

照片：Fierté Montréal - Alison Slattery、Michel Filion、André Bilodeau

传说中的太阳马戏团（位于蒙特利尔）将带来专为世界骄
傲节设计的一场独特演出。开幕式的这个节目片段将充分
展示蒙特利尔、魁北克和加拿大文化结构的显著特征。

InterPride 开幕式前鸡尾酒会
照片：2006 年蒙特利尔首届 世界同性恋运动会

WorldPride
Montréal 2023

照片： Fierté Montréal - André Bilodeau

Parc des Faubourgs（世界骄傲节公园）户外场地
上空悬挂着所有参与国家的国旗，而且有数百面彩
虹旗在风中飘扬——而 2023 年世界骄傲节的旗帜
会在 Interpride 旗帜的两边挂起。

2023 年 8 月 10 日，星期四
蒙特利尔市政厅 下午 5:00 | 容纳人数：1,000 人
免费
InterPride 成员组织的代表将受邀参加蒙特利
尔市长在蒙特利尔市政厅举办的鸡尾酒会。届
时将提供交通工具，将所有宾客送至 Parc des
Faubourgs 观看开幕式。
鸡尾酒会上也将举行升旗仪式。
蒙特利尔申办 2023 年世界骄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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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C DES FAUBOURGS：
世界骄傲节公园

WorldPride Montréal 2023

2023 年 8 月 10 日至 20 日
Parc des Faubourgs 中午到晚上 11:00 |
容纳人数：20,000 人
免费

世界骄傲节公园

InterPride 成员接待中心

Parc des Faubourgs 作为主要的户外会场，将是
11 天庆祝活动的中心聚集地。可容纳 20,000 人，
并将免费入场。这个大场地位于 Village 的正中央
，与两个地铁站相邻，步行即可抵达，交通便利。

开放时间为早晨 7:00 至午夜，该中心将为 InterPride 成
员提供见面、交谈和交流想法的场所。除此之外，他们也
可以在这里给手机充电、使用电脑并享用零食和饮料。

可持续性

公园里还设有骄傲之家、Espace Gourmand 餐车、巨
型圆锥形帐篷、为 LGBTQ+ 青年和有色人种提供的安全
空间、世界骄傲节展览和草地上几片供观众伴随音乐舞
蹈的休闲区域。

照片：Michel Filion

蒙特利尔骄傲节每年都会努力减少其对环境的影响。
2023 年世界骄傲节也不例外。
例如，我们与 STM（蒙特利尔交通管理局）加强合作，
鼓励游客在活动期间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旗帜园将悬挂所有 SGD 旗帜。

照片： Jean-François Perrier

照片： Fierté Montréal - Anseé Bilodeau

照片：Fierté Montréal - André Bilodeau、Carl Éthier、Anne Jodoin、Alison Slattery

Parc des Faubourgs 将搭建两个主要舞台，一个为露天
舞台，而另一个搭设在巨大的帐篷下。主要的户外舞台
采用巨型屏幕和特殊的音响系统，为参加节日活动的观
众带来无与伦比的体验。

18

届时将有 20 场大规模的
表演，还有大型 T 台舞
蹈和儿童日活动！

蒙特利尔申办 2023 年世界骄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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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会议
除了拥有睡眠少的节日城市声誉之外，蒙特利尔也具备人权和群
体问题方面的专业知识。它不仅参与成立了首个讲法语的国际化
LGBTQ+ 网络，在组织国际会议方面也有丰富的经验。与此同时，
它还可以依赖于专业知识获得国际认可的当地社区组织网络。

Annie Pullen Sansfaçon
会议共同主席

Annie Pullen Sansfaçon 是 Université de Montréal（蒙特利
尔大学 ） École de travail social （社会工作学院）的土著终
身讲师，也是加拿大变性儿童及其家庭的研究主席。自 2010
年以来，她的大部分研究活动集中在更好地了解跨性别青少年
及其家庭经历和开发跨性别肯定方法的不同项目上。她也是加
拿大性别创意儿童 的联合创始人，这是一个位于蒙特利尔的社
区组织，致力于帮助有性别创意的儿童和青少年及其家庭。
Annie 是魁北克市附近的休伦文达特第一民族（土著）社区 的
成员，但她已经在蒙特利尔和英国生活了很多年。

2023 年 8 月 16 日至 18 日
8 月 16 日：法语区会议
8 月 17 日至 18 日：国际会议
$

20 蒙特利尔申办 2023 年世界骄傲节

主导公共话语的首要主题是在最大程度上代表性取向和
性别多样性，以及包含在其中的所有交集。此次会议的
目标是把该群体和文化伙伴、大学研究人员以及政府代
表聚集一堂，就该群体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进行创新且
公开的讨论。我们希望这次活动能提供一个促进讨论、
建立网络和了解世界各地所做工作的场所，以便我们做
好准备，面对仍在进行的斗争。
作为积极分子，我们必须倡导保护每个人的立法和政策。
我们必须努力，创建一个所有人都能充分享有权利的世
界。

// 全球的性别及性多样性 (GSD) 权利
// 双性人、变性人和性别不一致现状
照片：André Bilodeau

照片：Fierté Montréal - André Bilodeau、Carl Éthier、Alison Slattery

照片：Fierté Montréal - André Bilodeau、Carl Éthier、Anne Jodoin、Alison Slattery

（包括用餐和休息时间）

会议将集中讨论下列问题：

// 反压迫和交叉性
// 象征式行为的转换
// 对老年人的歧视
国际科学委员会将由 LGBTQ+ 群体和科学界的代表组成。
该委员会将召开两次会议，每两个月召开一次电话会议。
会议结束时，将通过并向联合国提交一份新的《蒙特利
尔宣言》。
不能支付注册费用的 InterPride 成员将有资格获得我们
的奖学金项目，允许他们免费参加。

照片：André Bilodeau

将提供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同声传译。
容纳人数：1,000 人

蒙特利尔申办 2023 年世界骄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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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骄傲节
大游行

照片： Fierté Montréal - André Bilodeau

Gilbert Baker：蒙特利尔大游行上的大元帅，
2013 年 8 月 18 日，星期日

照片：Eva Blue

照片：André Bilodeau

照片：Alison Slattery

世界骄傲节大游行
2023 年 8 月 20 日，星期日中午
从蒙特利尔市中心到 Village 中午 |
容纳人数：750,000+ 人和 50,000 位参与者
免费
蒙特利尔前所未见的大游行！

所有的游行参与者将被邀
请接受 2023 年世界骄
傲节的主题：
“Share the Pride!”

2023 年将举办第 40 届骄傲节大游行（在四个不同的场
合未举行年度游行）。
自成立以来，蒙特利尔骄傲节大游行一直沿着一条没有
围栏的路线进行，观众在游行队伍附近观看。他们会热
情地迎接众多出席世界骄
傲节的 Pride 组织代表。

默哀：
下午 2:00

总是令人难忘的传统默哀
会让整个游行暂停下来，
进行片刻安静的反思，我
们停下来缅怀那些因艾滋
病和同性恋恐惧症而逝去
的人们，但是他们的精神和遗产继续激励着我们。

照片：Fierté Montréal - Alison Slattery

照片：Alison Sla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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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André Bilodeau

每个 InterPride 成员都可以免费参加游行，展示他们的
自豪感。

只有电动汽车和音
响系统的大游行

通用无障碍出行
与以往一样，沿着这条路线为行动不便的人
士保留两个区域。

蒙特利尔申办 2023 年世界骄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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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式

我们的影响力

2023 年 8 月 20 日，星期日
Espace 67、Parc Jean-Drapeau、Île Sainte-Hélène |
容纳人数：65,000 人
免费

法语区首次举办，世界之窗

正式的闭幕式将是一场盛大的庆典——为参与者、
参观者和我们所有的新朋友进行的最后的告别。这
个夜晚将是在向之前 11 天进行的一个值得纪念的
致敬，这样它们将保存在所有人的心中，直到下一
届的世界骄傲节。
这场名为“爱就是爱”的免费音乐会，将为为期 11 天的世
界骄傲节活动划上最后的感叹号，让所有在场人士有机
会体验一个壮观而神奇的时刻。

在全球 2.74 亿讲法语的人口中，超过一半生活在非洲，
而非洲被认为是地球上最贫穷的大陆，LGBTQ+ 人群所
面临的现状是最不友好的。32 个非洲国家仍将同性恋定
为犯罪行为，在三个非洲司法管辖区，同性恋仍可被判
处死刑。应该指出的是，联合国预测，到 2050 年，非
洲大陆将拥有最高的人口增长率，并将占世界人口的三
分之一。InterPride 组织必须为该地区的人口增长做好
准备，但其在这个地区只有几个成员。

Espace 67

Love is Love

Espace 67：独一无二的场地

从历史上来看，世界骄傲节活动已经在说意大利语、希
伯来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和英语的地区举办过。
InterPride 必须继续发展，并能够在不稳定的财政状况
下动员 Pride 组织，并通过在法语为母语的地区举办活
动来展示当前的世界现状。

在蒙特利尔举办的 2023 年世界骄
傲节：真正的普遍性
Montréal Pride 是全球唯一一个每年都会前往对
LGBTQ+ 群体有敌意的地区，与当地组织合作，推动当
地 LGBTQ+ 事业的 Pride 组织。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
访问了拉脱维亚、喀麦隆、波兰、塞尔维亚、乌克兰、
印度、肯尼亚和老挝的 Pride 组织，并提供了物质援助
。这种与敌对地区 Pride 组织的合作经验，以及 Pride
自其成立以来对 InterPride 的参与，让我们相信，2023
年的蒙特利尔世界骄傲节将是国际代表性达到最高水平
的一次活动。

模范性贡献
我们不仅希望举办一场组织有序的活动，吸引成千上万
热情的游客，而且对我们来说，成功的衡量标准是为世
界上的 Pride 运动做出重大的贡献。我们真诚地希望能
够接触到更多的人群，影响到国内外的观众，这样我们
才能激励接下来举办世界骄傲节的城市达到更高的高度!
蒙特利尔世界骄傲节无论如何都不会局限于 LGBTQ+ 群
体，而是会努力包容所有的观众。

我们的遗产
我们希望 2023 年的世界骄傲节是以往的世界骄傲节活
动的延续，并以此为基础，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对多
样性持更加开放的态度并接受它。
我们的遗产会与我们在活动之前、期间和之后传达的信
息一起传承。包括：
// 通过态度和人权方面取得的进步宣传世界骄傲节的成果。
// 与世界上其他 Pride 组织分享我们的经验，以此促进
对话
// 充当促进丰富多样性培养的国家和国际行动的驱动力
// 为那些仍在世界各地与不公作斗争的群体带去希望
// 接触并展示了讲法语人口的 GSD 现状；一个强大的新
InterPride 网络

照片：evenko

Espace 67 于 2019 年开放，是一个全新的多功能公共
空间，充满活力和灵感，这里将是世界骄傲节闭幕式的
举办场地。在此可以欣赏到壮观的蒙特利尔天际线、雄
伟的黄家山及其标志性的发光十字架和圣劳伦斯河。主
圆形剧场可容纳 65,000 位宾客。

照片： Société du parc Jean-Drapeau

在如此动容的情景之
后，将会上演一场令
人难以置信的烟花表
演，将这个小岛变成
一个神奇的宇宙，并
让闭幕式达到一个华
丽的高潮。

尽管法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排名第六的语言，但自 2000
年以来，在讲法语的城市里，从未举办过世界骄傲节活
动。专家还预测，到 2050 年，法语将成为世界使用人
数排名第三的语言。

WorldPride Montréal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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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与营销计划

更新后的
世界骄傲节预算

一个骄傲的城市

照片： Moment Factory

每一年，在夜幕降临时，蒙特利尔都会被彩虹的颜色照
亮。这座城市的一些建筑和标志性建筑会变成红色、橙
色、黄色、绿色、蓝色和紫色，2023 年也不例外！当您
降落在蒙特利尔时，机场将始终闪耀着 2023 年世界骄
傲节的色彩。

照片： Ville de Montréal

彩虹之城

照片： Les Ponts Jacques Cartier et Champlain Incorporée

2019 年 7 月 8 日的汇率 | 欧元：0.680637

收益
公共资金

2020 年*

2022 年*

总计，加元

总计，欧元

总计，美元

51,000

180,000

340,000

3,000,000

3,571,000

2,430,555

2,725,859

魁北克

113,750

100,000

400,000

3,750,000

4,363,750

2,970,130

3,330,990

蒙特利尔

25,500

40,000

220,000

1,500,000

1,785,500

1,215,277

1,362,929

36,000

54,000

170,000

2,250,000

2,510,000

1,708,399

1,915,963

注册、融资

450,000

450,000

306,287

343,499

现场销售

750,000

750,000

510,478

572,499

私营合作伙伴

会议及其他
广告、促销、关注度（以实物）

-

-

100,000

500,000

600,000

408,382

457,999

33,000

58,000

180,000

2,000,000

2,271,000

1,545,727

1,733,527

1,100,000

1,100,000

748,701

839,665

15,300,000

17,401,250

11,843,935

13,282,931

以货物和服务形式收到的捐赠

照片：Jean-François Perrier

2023 年

加拿大

总计

259,250

432,000

1,410,000

*蒙特利尔骄傲节预算的一部分将用于 2020 年、2021 年和 2022 年的世界骄傲节活动

照片： Moment Factory

开支

照片： Banque de Montréal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总计，加元

总计，欧元

总计，美元

人力资源

98,000

174,800

377,600

2,200,000

2,850,400

1,940,088

2,175,802

设施、活动管理

36,860

65,960

72,000

1,800,000

1,974,820

1,344,136

1,507,443

市场营销及推广

72,000

105,000

136,000

1,900,000

2,213,000

1,506,250

1,689,254

外联基金 - WorldPride 500

10,000

15,000

20,000

1,500,000

1,545,000

1,051,584

1,179,348

节目与文化

600,000

3,200,000

3,800,000

2,586,421

2,900,662

会议及其他

10,440

933,000

943,440

642,140

720,158

行政性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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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美元：0.763332

广告、促销、关注度（以实物）

9,390

13,240

13,960

367,000

403,590

274,698

308,073

33,000

58,000

180,000

2,000,000

2,271,000

1,545,727

1,733,527

1,100,000

1,100,000

748,701

839,665

300,000

300,000

204,191

229,000

15,300,000

17,101,250

11,639,743

13,053,931

货物和服务的再分配
体育比赛
总计

259,250

432,000

1,410,000

蒙特利尔申办 2023 年世界骄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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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信息

选择蒙特利尔的
最佳理由

蒙特利尔-特鲁多国际机场

交通便利

2018 年运送旅客 19,428,143 人次——151 个直达目的地

蒙特利尔是国际旅客通往北美的门户，它将开拓新的体验，促进与会人员和访客
的交流，并以其令人兴奋和热情好客的目的地久经考验的吸引力提高游客数量，
以此为活动的成功奠定基础。

它捍卫 LGBTQ+ 权利的历史，它作为首要目
的地的声誉，它充满活力且相互关联的当地
LGBTQ+ 群体和它的世界性特征：蒙特利尔
是举办 2023 年世界骄傲节的最佳地点。

蒙特利尔、魁北克和加拿大作为一个整
体，LGBTQ+ 人权在社会和法律方面也
取得了令人钦佩的进步

91 DESTINATIONS IN THE WORLD (excluding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 scheduled destinations
• seasonal destinations
31 CANADIAN DESTINATIONS

29 DESTIN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SCHEDULED (30)
Bagotville, QC
Baie-Comeau, QC
Bathurst, NB
Calgary, AB
Charlottetown, PE
Chibougamau, QC
Edmonton, AB
Fredericton, NB
Halifax, NS
Hamilton, ON
Kuujjuaq, QC
Kuujjuarapik, QC
La Grande, QC
Moncton, NB

SCHEDULED (26)
Atlanta, GA
Baltimore, MD
Boston, MA
Charlotte, NC
Chicago, IL
Dallas/Fort Worth, TX
Denver, CO
Detroit, MI
Fort Lauderdale, FL
Hartford, CT
Houston, TX
Las Vegas, NV
Los Angeles, CA
Miami, FL
Minneapolis/St. Paul, MN

Mont-Joli, QC
Mont-Tremblant, QC
Ottawa, ON
Québec City, QC
Rouyn-Noranda, QC
Sept-Îles, QC
St. John, NB
St. John’s, NL
Toronto (Billy Bishop), ON
Toronto (Pearson), ON
Val-d’Or, QC
Vancouver, BC
Victoria, BC
Windsor, ON
Winnipeg, MB
SUMMER (1)
Magdalen Islands, 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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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ark, NY
New York (JFK), NY
New York (LGA), NY
Orlando (International), FL
Philadelphia, PA
Phoenix, AZ
Pittsburgh, PA
Raleigh, NC
San Francisco, CA
Washington (Dulles), DC
Washington (Reagan), DC
WINTER (3)
Fort Myers, FL
Tampa, FL
West Palm Beach, FL

SCHEDULED (48)
Algiers, Algeria
Amman, Jordan
Amsterdam, Netherlands
Antigua, Antigua-and-Barbuda
Beijing, China
Brussels, Belgium
Camagüey, Cuba
Cancún, Mexico
Casablanca, Morocco
Cayo Coco, Cuba
Cayo Largo, Cuba
Cozumel, Mexico
Doha, Qatar
Fort-de-France, Martinique
Frankfurt, Germany
Geneva, Switzerland
Havana, Cuba
Holguin, Cuba
Istanbul, Turkey
La Romana, Dominican Republic
Lima, Peru
Lisbon, Portugal
London (Heathrow),
United Kingdom
WINTER (24)
Acapulco, Mexico
Aruba, Aruba
Bridgetown, Barbados
Cartagena, Colombia
Curaçao, Netherlands-Antilles
Freeport, Bahamas
Huatulco, Mexico
Ixtapa/Zihuatanejo, Mexico

Lyon, France
Málaga, Spain
Mexico City, Mexico
Montego Bay, Jamaica
Munich, Germany
Panama City, Panama
Paris (CDG), France
Pointe-à-Pitre, Guadeloupe
Port-au-Prince, Haiti
Providenciales, Turks and Caicos
Puerto Plata, Dominican Republic
Puerto Vallarta, Mexico
Punta Cana, Dominican Republic
Reykjavik, Iceland
Roatan, Honduras
Samana, Dominican Republic
San Salvador, Bahamas
Santa Clara, Cuba
Shanghai, China
St-Pierre, St-Pierre-et-Miquelon
Tokyo, Japan
Tunis, Tunisia
Varadero, Cuba
Vienna, Austria
Zurich, Switzerland
Liberia, Costa Rica
Managua, Nicaragua
Manzanillo, Cuba
Mazatlan, Mexico
Nassau, Bahamas
Rio Hato, Panama
Saint Lucia, Saint Lucia
San Andres Island, Colombia

SUMMER (19)
Athens, Greece
Barcelona, Spain
Basel-Mulhouse, Switzerland
Bordeaux, France
Dublin, Ireland
London (Gatwick),
United Kingdom
Madrid, Spain
Marseille, France
Nantes, France
Nice, France
Paris (Orly), France
Ponta Delgada, Portugal
Porto, Portugal
Prague, Czech Republic
Rome, Italy
Tel Aviv, Israel
Toulouse, France
Venice, Italy

20 周年庆：国际不再恐同日
2003 年 6 月 1 日，首次举办全国不再恐同日。这个一
年一度的活动是由紧急基金会发起，最后变成了国际不
再恐同日 (IDAHOT)。2006 年，《蒙特利尔宣言》由
2006 年的首届世界同性恋运动会制定并通过。该宣言
要求联合国及所有国家将 5 月 17 日定为国际不再恐同
日，目前，全球各地都在庆祝这一节日。

蒙特利尔骄傲节的第
40 届大游行
San José, Costa Rica
San José del Cabo, Mexico
San Juan, Puerto Rico
San Salvador, Salvador
Santiago, Cuba
Santo Domingo,
Dominican Republic
São Paulo, Brazil
St. Marteen, Netherlands-Antilles

多种文化和多种语言
蒙特利尔是一个可以轻松说英语、法语和其他许多语言
的城市，多样性在这里被认为是一种优势，接受不同
的文化、背景、取向和性别也是这里的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

协调作用

2023 年将是蒙特利尔的第 40 届大游行。蒙特利尔举办
的首届骄傲大游行仅吸引了 52 位参与者。
图片：2017 年年度大会年度报告
图形设计： Cabana Séguin

蒙特利尔

蒙特利尔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政府、当地的旅游业
以及主流群体与 LGBTQ+ 群体及商业界之间建立的紧密
联系。蒙特利尔拥有一个由 LGBTQ+ 专业协会、员工团
体、社会宣传团队组成的有活力的地方社区，致力于社
会和法律平等、工作场所平等，并致力于为 LGBTQ+ 群
体和整个社会的成员创造社会和经济机会。

确认的预算
我们很高兴地确认，三个级别的政府（联邦、省和
市）已经承诺为蒙特利尔的 2023 年世界骄傲节提供
资金支持。除此之外，我们的大部分私营合作伙伴都
非常热情地支持举办 2023 年世界骄傲节，例如，银行
集团道明银行集团、Casino de Montréal、Tourisme
Montréal、Molson、Québecor 和 Fugues 等。2023
年预算的近 60% 已经确认。

价格实惠且诱人
蒙特利尔在负担能力方面排名靠前，物价比纽约、巴
黎、波士顿、柏林或洛杉矶便宜。蒙特利尔的物价也比
加拿大其他主要城市便宜。蒙特利尔带给人一种奇特的
欧洲城市风情。从遍布千变万化的餐厅、夜总会和商店
的著名 LGBTQ+ Village 到历史悠久的老蒙特利尔和时
髦市中心，2023 年世界骄傲节的与会者定能在蒙特利
尔的大都市风情与小城镇热情好客和谐混合中找到自己
的乐趣。

蒙特利尔申办 2023 年世界骄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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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信息

奖金计划：WorldPride 500

无障碍环境

我们希望将 2023 年世界骄傲节办成一次真正反映来自各大洲的家庭现状的国
际盛会，为此，我们将提供 150 万加元的奖学金和支持。

// LSQ 和 ASL 翻译将出席我们的
大部分活动：包括会议、表演和
更多免费活动

这些奖学金将由一个独立的评选委员会颁发，主要面向生活在敌对 LGBTQ+ 群
体地区的人士，以及在小型 Pride 组织工作的人士和/或由于预算有限而无法参
与的人士。
照片： Michel Gagnon

照片： Freddy Arciniegas

照片：Tourisme Montréal，Stéphan Poulin

照片： Tourisme Québec

新元素

每个人都有机会参加这一届的世界骄傲节，它将让为每个人提供发声的机会，
使 2023 年骄傲节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性活动，借此突出展示所有的现状。

// 台前设有供残疾人使用的轮椅区
// 所有节日场地均设有无障碍厕所
// Parc des Faubourgs 设有无障碍
出租车接送区域
// 游行路线沿途有两个轮椅可进入
区域
// 设立信息亭，了解有关交叉性、
残疾和 QTBIPOC 主题的更多信息
// 三个安全空间:青年、QTBIPOC
和双灵人
// 以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许多其他语言提供的计划
// 关于神经多元性的面板
// 儿童日
// 在我们的主会场提供免费的保姆服务
// 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就业机会

照片：Eva Blue

世界骄傲节公园

照片： SAT - Eva 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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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Tourisme Montréal - Stéphan Poulin

// 与女权主义和多样性组织合作的策划的方案。主题：包容性、多元化、代表性

这是一个美丽的公园，里面有 72
棵树，它们分别代表着那些受同性
恋和跨性别歧视法律困扰的国家。
一件宏伟的艺术品——象征着我们
对一个更美好世界的向往——将自
豪地矗立在公园的正中央。

一个绿色的节日

蒙特利尔申办 2023 年世界骄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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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信

支持信
魁北克政府

蒙特利尔市

Tourisme Montréal

Gouvernement du Québec
Cabinet du premier ministre
Gouvernement du Québec
COURTESY
TRANSLATION
Cabinet du premier ministre

Québec, le 27 mars 2019
Québec,City,
le 27March
mars 2019
Québec
27, 2019

Le
8 avril
2019
April
8, 2019

ÉTATS-UNIS
ÉTATS-UNIS
UNITED
STATES

April 10, 2019

Dear Friends:
It gives me great pleasure to support Montreal’s bid to host
WorldPride 2023.
I am very pleased that you are considering holding this festival in
our country, and I am confident that every effort will be made to ensure participants
have wonderful time. I hope that Canada, a staunch advocate for equality and for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LGBTQ2 individuals throughout the world, will have the
honour of welcoming this prestigious,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event once again.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for a successful
conference.
Sincer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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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réal est donc incontestablement un lieu idéal pour la tenue de votre rassemblement bi-annuel.
privilège de recevoir votre activité à Montréal, en 2023.
Le WorldP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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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rely,y connaîtrait sans aucun doute un succès retentissant. J’espère que nous aurons le
privilège de recevoir votre activité à Montréal, en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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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ght Hon. Justin P.J. Trudeau, P.C., M.P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François Leg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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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us serions particulièrement honorés d’être la première ville francophone
welcome
the WorldPride.
à recevoir le World Pride.
Please accept, Mr. Vice President, the expression of my highest consideration.
Je vous prie d’agréer, Monsieur le Vice-Président, l’expression de mes sentiments les
meilleurs.

March 26, 2019
Mr. Éric Pineault
Founding President
Montréal Pride
4262, rue Sainte-Catherine Est, bureau 200
Montréal, Québec H1V 1X6
Dear Mr. Pineault,
On behalf of Tourisme Montréal, I’m delighted to invite InterPride to host WorldPride 2023 in Montréal,
ranked ﬁrst in the Americas for interna�onal associa�ve mee�ngs.
Uniquely posi�oned at the crossroads of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and home to cultural communi�es
from around the globe, Montréal has a rich tradi�on of embracing and fostering diversity – as evidenced
by our long history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LGBTQI journey towards acceptance and equality.
Here in Montréal, the LGBTQI community is celebrated as a vibrant force that is woven into our DNA. As
such, we at Tourisme Montréal are proud to support this World Pride bid led by Fierté Montréal, the
largest organiza�on of its kind in the French-speaking world, and a powerful advocate for sexual and
gender diversity not only locally, but globally as well.
Every year, Fierté Montréal hosts an excep�onal pride fes�val a�ended by nearly 2.7 million people from
here and abroad. No doubt these revellers are drawn here by the safe environment oﬀered to all visitors,
as well as the city’s fes�ve atmosphere and its rich oﬀering in terms of food, culture, nightlife, sports,
shopping, architecture and outdoor ac�vi�es.
Beyond the city’s appeal, our bid also features a ﬁrst-rate team that is eager to assist you with a range of
services, a vast choice of promo�onal material, and ﬁnancial aid to build a�endance. We’ll be working
closely with you to ensure that your event runs smoothly from start to ﬁnish, guiding you through our vast
accommoda�on oﬀering and choice of venues, all conveniently and centrally located.
As a long-standing host of many LGBTQI events, Montréal looks forward to welcoming World Pride 2023
as an opportunity to once again showcase this extraordinary community.
Sincerely yours,

François Legault

Québec
Secteur 100, 4e étage
875,
Grande Allée Est,
Québec
Québec
(Québec)
G1R 5R8
Secteur 100,
4e étage
Téléphone
418 643-5926
875, Grande: Allée
Est,
Télécopieur
: 418 G1R
643-3924
Québec (Québec)
5R8
Téléphone : 418 643-5926
Télécopieur : 418 643-3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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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sieur Jean-Sébastien Boudreault
Vice-président
Fierté Montréal
4262, rue Sainte-Catherine Est, bureau 200
Montréal (Québec) H1V 1X6

照片： Martin Girard | ShootStudio.ca

加拿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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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réal
770, rue Sherbrooke Ouest, 4e étage
Montréal
Montréal(Québec) H3A 1G1
Téléphone
: 514 873-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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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est, 4e étage
Télécopieur
: 514 873-1763
Montréal (Québec)
H3A 1G1
Téléphone : 514 873-3411
Télécopieur : 514 873-1763

Valérie Plante

Yves Lalumière
President and Chief Execu�ve Oﬃcer
Tourisme Montréal

Hôtel de ville · 275, rue Notre-Dame Est · Montréal (Québec) · H2Y 1C6
Téléphone : 514 872-3101 Télécopieur: 514 872-7091 mairesse@ville.montreal.q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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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基金会

加拿大航空

ou la création d’événements d’affaires. Il est indéniable que la grande qualité d’organisation,
魁北克
LGBT 商会
le professionnalisme et la probité de Fierté Montréal sont intimement liés au succès de nos lien.

SDC du Village（乡村商人协会）

Pour ces raisons, et bien plus encore, c’est avec grand intérêt et enthousiasme que la Chambre
de commerce LGBT du Québec manifeste son appui à la candidature de la ville de Montréal
comme hôtesse du WorldPride 2023.
Je reste disponible s’il y a quoi que ce soit à ce sujet et vous souhaite, Madame, Monsieur, une
excellente journée.

InterPride WorldPride Committee
4306 S MacGregor Way
Houston, TX 77021-1611

Fondation Émergence
Montreal, May 5th 2019

Re: Our Support of the City of Montréal’s Submission to Host the 2023 WorldPride
Dear members of the WorldPride Committee,
We at Fondation Émergence hereby wish to express our support of the submission by the Montréal Pride
Festival to have the City of Montréal host the 2023 WorldPride event occurring from August 10th to
August 20th.
Fondation Émergence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created in Montreal in 2000. It’s mission is to educate,
inform and raise public awareness about the realities of people from sexual and gender diversity
communities. Fondation Émergence accomplishes this mission through various programs,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Homophobia and Transphobia, which it initiated in 2003, and continues to
organize every year, mainly by creating and broadcasting of an awareness-raising campaign on the
international scene.
2023 will be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Homophobia and Transphobia.
Organizing WorldPride 2023 in Montreal to honor this anniversary in the city where this Day was born
would be a powerful symbol to highlight the progress of the last 20 years and the challenges that still
remain.
Based
on thethe
above,
it is with
and excitement
we at Fondation
Émergence
wishand
to
Since 2007,
Montréal
Prideintense
Festivalinterest
has promoted
the rightsthat
of LGBTQ+
communities
in Montreal
assert
our support
for the richness
City of Montréal’s
to host the
2023 WorldPride
event.
celebrated
their cultural
and socialbid
advances.
Montréal
Pride Festival
has been a partner of
Fondation Émerge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Homophobia and Transphobia from the
Should
youThis
haveorganization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year
to contact
me.
beginning.
gives
a voice
each
to organizations
such as Fondation Émergence so they
can address issues that are often overlooked or unknown from the public. In our case, Montréal Pride
Please
my best
regards, to bring visibility to LGBT seniors’ issues, as part of our program Aging
Festivalaccept
supports
our initiatives
Gayfully.
Yours, in Pride
Montréal Pride Festival has now become the largest Pride celebration in Canada as well as across the
Francophone world. Moreover, every year since 2012, a delegation of the Montréal Pride Festival has
traveled to support and encourage local Pride organizations in areas where homosexuality remains
Laurent
Breault,
criminalized
and rejected by society. We are convinced that the organizational expertise and the
General
Manager
of Fondation
Émergencein Québec and internationally, will enable the organization and
community
network
of this organization,
holding of a WorldPride based on global participation and collaboration.
Fondation Émergence inc.
C.P. 55510 Centre Maisonneuve, Montréal (Québec) H1W 0A1
Téléphone (438) 384-1058
www.fondationemergence.org
courrier@fondationemergen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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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èrement vôtre,

Montréal, le 22 avril 2019
Steve Foster | Président | 514 462 8967 | presidence@cclgbtq.org
InterPride WorldPride Committee
4306 S MacGregor Way
Montréal, le 22 avril 2019
Houston, TX 77021-1611
PAR COURRIEL : info@interpride.org
Re: Our Support of the City of Montréal’s Submission to Host the 2023 WorldPride
English version following
Dear Madam:
Dear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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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vements de Fierté dans ces régions où l’homosexualité est encore à ce jour criminalisée 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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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 malgré les risques impliqués, nous sommes convaincus que cette expertise distincte
collaborera à l’organisation et la tenue d’un WorldPride fondé sur la participation et la
collaboration mondiale. La tenue du WorldPride 2023 à Montréal contribuera ainsi à donner une
voix aux organismes internationaux de toute ampleur et à permettre à ceux-ci de s’impliquer
concrètement lors de son élaboration et de son déroulement.
Au cours des années, la CC-LGBT-Q a eu le plaisir de collaborer avec Fierté Montréal Pride à
plusieurs occasions tant au niveau de la promotion de l’événement que dans la participation
CHAMBRE DE COMMERCE LGBT DU QUÉBEC

Montréal, April 16, 2019
InterPride WorldPride Committee
4306 S MacGregor Way
Houston, TX 77021-1611
VIA E-MAIL: info@interpride.org
Object:

Our Support of the City of Montréal’s Submission to Host the
2023 WorldPride

Dear Madam:
Dear Sir:

and gender diversity (SGD) to support and encourage local Pride organizations in areas
where homosexuality remains criminalized and rejected by society. Montréal Pride has
thus collaborated in Ukraine, Kenya, Poland, India, Serbia, Latvia and Cameroun. 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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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long-term partner of the Montréal Pride Festival, we are committed to support this
Since 2007, at the initiative of Montréal’s LGBTQ+ communities, the Montréal Pride
initiative in any way possible. Should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me.
Festival has promoted their rights and celebrated their cultural richness and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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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unities of sexual and gender diversity
Based on the above, it is withWith
intense interest and excitement that we at the Montreal
(SGD) in the Francophone world works locally on a daily basis while serving as a
Gay Village wish to assert our support for the City of Montréal’s bid to host the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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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e the largest Pride celebration in Canada as well as across the Francophone
world, the Montréal Pride Festival has the pertinent expertise to organize this type of
Should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me.
event. It notably and successfully organized the 31st Annual InterPride Conference in
2013 and the first-ever Canadian Pride and it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2017.
With Pride,
Yannick Brouillette
Every year since 2012, a delegation of the Montréal Pride Festival has traveled
CEO
internationally to regions of the world that remain hostile to communities of the sexual
/…2
Phone: +1 514 529-1168
Email: dg@sdcvillage.com
Yannick Brouillette
CEO

蒙特利尔申办 2023 年世界骄傲节 35

Montréal Pride

4262, rue Sainte-Catherine Est, bureau 200
Montréal (Québec) H1V 1X6 Canada
电话：+1 514 903-6193
传真：+1 514 666-0189
联系方式：
Me Jean-Sébastien Boudreault
副主席
jsb@fiertemtl.com
+1 514 903-6193 # 3522
+1 514 924-0229（手机）

www.fiertemtl.org | www.montreal2023.org

/fiertemontrealpride
/fiertemtlp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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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 30 日

照片：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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