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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1年成立起，阿尔伯塔芭蕾舞学校已成为加拿大一流
的专业舞蹈学校之一。 在艺术总监Ashley McNeil的领导
下，阿尔伯塔芭蕾舞学校专业部每年在当地、国内及国际范
围招收大约100名7至12年级学生。 在深入的艺术教育基
础上，学校还为学生提供在校文化课学习、住宿、暑期活动
以及演出机会。

作为阿尔伯塔芭蕾舞剧团的指定学校，学生有机会参加剧
团舞蹈训练，并在剧目中参演。同时学生会接受到本校著
名老师的专业指导，为学生成为专业舞蹈演员做好各方面
准备。

阿尔伯塔芭蕾舞学校有着与其他学校不同的特点，不仅我
们按照现代专业舞蹈团体的要求为学生提供世界级的芭蕾
舞蹈训练，我们同时：

• 将学生的身心健康放在首位；
• 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在毕业后可继续在艺术类或学

术类深造；
• 专业老师和文化课老师通力合作，确保学生取得各方

面的成功，创造积极、健康和全方面发展的环境。

我们代表学校全体成员感谢您考虑前来我校就读。如您有
任问题，请发送邮件至

registration@albertaballet.com 或拨打电话
403.245.2245 转 722与我们联系。

*	 阿尔伯塔芭蕾舞学校同时欢迎五、六年级学生参加业余部学习

我们的校训

mailto:registration%40albertaballet.com?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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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塔芭蕾舞学校专业部将文化课和专
业课有机结合起来，培养有志成为专业舞
蹈演员的学生每天的学习安排分为时长相
等的两部分，保证学生每天受到专业课和文
化课的教育。

除了每天的学习安排，学生还会参与到当地和学校的活动
中，发展集体精神、培养领导力和结交终生挚友。学生通
过专业艺术面试和文化课考核方可录取。学生从九月到下
一年六月接受专业课和文化课教育，并在七月初学期末进
行为期一周的专业强化训练。专业部学习以学年为单位，每
年二月会向学生和家长发送通知确认学生将继续下一年的
学习。

关于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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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塔芭蕾舞学校对学生严格训练，培养
具有多种技能、舞蹈剧团需要的可表演各种
动作和类别的舞蹈演员。

芭蕾

我们的芭蕾课程特别为阿尔伯塔芭蕾舞学校设计，在其中
渗透Cecchetti, Vaganova和法国训练体系。每日训练包括
足尖技巧、男子技巧、双人舞、常规节目、变化步法、性格
舞蹈和形体训练。

按照芭蕾舞技术和足尖技术水平因材施教

艺术总监与教师联手按照学生的水平安排分班、对考试和
足尖训练进行建议指导。如果学校认为调班利于学生水平
提高，学校可做相应调整。学校按照每位学生的身体发育、
协调性、理解模仿力和学习兴趣进行个性化评估指导。在
全日制学习过程中，学生按照级别和能力分级，确保学生
打下坚实的基础。

成绩单

专业部学生可能会在学年过程中被要求参加校内考核课。
校内考核课旨在帮助管理学生的水平进步，并为老师和学
生提供反馈。学生可能会在考核课上得到打分，分数会显示
在一份或多份成绩单上。成绩单每学年发放四次以便老师
和学生及家长在学生进步方面进行沟通。学年过程中会召
开家长会，供老师和家长讨论学生学习情况。

 

现当代舞

阿尔伯塔芭蕾舞学校要求所有学生接受现当代舞训练，使
学生能够完成多种舞蹈动作并熟悉各种舞蹈术语。学校
十分看重常规节目的练习和表演，以便学生可以将技巧课
中所学内容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因此课程中将包含舞蹈配
合、编舞以及关于现代艺术在当今社会中地位的讨论。

专业课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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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剧目和演出机会

每学年中学生将有机会参与学校剧目和活动的演出，其中
包括年末演出。阿尔伯塔芭蕾舞学校的年末演出使学生能
够前往全国著名剧院、在专业灯光、化妆、舞台设计及编舞
的氛围下进行演出。在学生积累宝贵的演出经验的同时，
观众可以在学生毕业并参与到世界各个舞团前欣赏他们的
才能和表演。

阿尔伯塔芭蕾舞学校和阿尔伯塔芭蕾舞团

阿尔伯塔芭蕾舞学校与阿尔伯塔芭蕾舞团从属于同一组
织，是加拿大独一无二的在多方面合作的团体。

阿尔伯塔芭蕾舞团从学校每年的演出中招收演员，为他们
提供感受专业舞蹈演员生活的机会，使学生能够在专业舞
团中积累经验，与众多知名编舞合作。学校与舞团的紧密
合作是学生能够在专业生涯中迅速成长。许多阿尔伯塔芭
蕾舞学校学生成为了阿尔伯塔芭蕾舞团的演员。.

阿尔伯塔芭蕾舞学校是通过认证的私立学校，在校提供传
统课堂文化课教学，学生完成学业可获得国际认证的公众
毕业文凭，能够为继续进入高校深造打下基础。学生在校
按照阿尔伯塔教学大纲要求进行数学、科学、语言和社会
学学习。

“我面试过来自世界各地的舞蹈演

员。当我面试时希望演员呈现的正

是阿尔伯塔芭蕾舞学校所教授给学

生的-扎实的古典芭蕾技巧以及适应

其他舞蹈种类的能力。在当今世界没

有一家芭蕾舞团只表演古典芭蕾，所

以现在的演员需要具备各种类型的

技能。而阿尔伯塔芭蕾舞学院的学生

正是受过这种训练，我为他们能够登

上我的舞台而自豪！”	
--------   Jean Grand-Maître, 	
	 	阿尔伯塔芭蕾舞团艺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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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文化课课程是学生可以在毕业后不选择从事舞蹈方
向职业时可达到或超过大学录取要求。学校在本省学校排
名中名列前茅，学生参加标准化考试时取得了远高于平均
水平低成绩。学生在积极和个性化的学习环境中学习，可满
足每个学生不同的背景、特长和学习能力的要求。每个班
平均有15名学生，超过87%的学生在去年获得优秀学生称
号。阿尔伯塔芭蕾舞学校为国际学生提供学业辅导，保证
学生在海外学习时能够达到个人要求和学校要求。文化课
老师均为阿尔伯塔省认证老师，是各自教授的领域中的专
家。阿尔伯塔芭蕾舞学校的文化课教学和学生的艺术培养
有机结合。课程在每学期会安排期末考试，学期中还会有
多次阶段测验。

想要了解阿尔伯塔教学大纲和项目的更多信息，请登录
learnalberta.ca/content/mychildslearning 。

文化课学习

http://learnalberta.ca/content/mychilds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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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最大程度的确保学生安
全、保持学校声誉，学生必
须遵守学校出勤、制服和学
生行为要求方面的规定。

校园设备

学校设备

阿尔伯塔芭蕾舞学校地处卡尔加里市中心，在教学楼内配
有六个大型练功房和六个教室。学校面积超过30,000平
方尺，包括图书馆、化妆师、理疗室、带有更衣柜和淋浴的
更衣室、学校休息区、学生餐厅、舞蹈服装和器材储藏室、
教职员工办公室和欢迎接待区。学校设有24小时安保设
施，只允许学生、老师和获得批准的客人入内。

宿舍 

阿尔伯塔芭蕾舞学校学生宿舍设在卡尔加里Mount Royal

大学校区，离学校15分钟路程。多文化背景的环境使学生
享受安全和熟悉的环境并得到监护、安全和营养保障，使
学生得到在家的感觉、使身心健康发展。宿舍提供到校接
送和营养餐，学生可以使用大学丰富的设施设备，包括图
书馆、体育馆、学校餐厅等，并可在户外绿地享受落基山美
景。宿舍使学生既能发展责任感和独立性，又能得到全日
制宿舍和阿尔伯塔芭蕾舞学校老师悉心照顾。

校服和学习用品

阿尔伯塔芭蕾舞学校要求学生穿统一练功服和校服，创造
团结统一和专业化学习氛围。学生在校和外出参加活动时
需统一着装。练功紧身服颜色和式样由阿尔伯塔芭蕾舞学
校决定，校服为传统短褶裙和／或正装裤配白衬衫和校
徽。学生接受阿尔伯塔芭蕾舞学校文化课教育时需要准备
日常学习用品。完成清单在学年开始前发放。相关物品可经
过学校和优质供应商的联合项目安排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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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

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专业训练的要求， 
学生的身心健康至关重要。

阿尔伯塔芭蕾舞学校与当地健康专业人士合作，可提供在
校健康服务，包括理疗、按摩、自然治疗和脊椎治疗。如果
学生需要，在校的心理医生可提供匿名的运动+个人心理辅
导。同时，我们的注册营养师会为学生和家长提供营养学
讲座，并提供个性化辅导。健康团队将与老师联手合作确
保学生在身心健康和恢复方面的要求得到充分满足。学生
在阿尔伯塔芭蕾舞学校入学期间将接受私人健康护理。

“在阿尔伯塔芭蕾舞学校学习期间，Jamie接受了能够让她走向舞蹈生涯的专

业训练，同时也打下了坚实的文化课基础。如果她愿意，她也可以进入大学继续

深造。在毕业后成为专业舞蹈演员的第一年中，Jamie发现虽然她热爱舞蹈，但

她不希望继续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而是决定进入大学学习。在大学二年级

时，Jamie开始数学和化学的双学位学习。我和她父亲非常感谢阿尔伯塔芭蕾舞

学校使她既能够追逐她的芭蕾梦想又能为结束舞蹈生涯后打下坚实的教育基

础。我们坚信阿尔伯塔芭蕾舞学校给她的芭蕾舞和文化课教育使她今天能够坚

强、独立和有决心！”

--------- Susan Stark, Jamie Stark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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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交流

阿尔伯塔芭蕾舞学校提供与本国学生和国
际学生家长交流的多种方式：

• 学校网站提供专门的家长登录系统，家长将收到 
学校正式通知和课程表

• 每周通过邮件为家长提供最新信息，包括日常活 
动和学校和学生参与的各项活动

• 学生成绩单
• 专门的Facebook群
• 专业课与文化课家长会
• 家长参观周（现场参观、或为外地家长提供 

网络直播）
• 家长委员会 – 家长和老师共同为全校增进学生 

身心健康和教学能力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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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程序

学生有意报考阿尔伯塔芭蕾舞学校应参加
每年7月举行的夏季集训项目。

夏季集训可以让专业课老师了解学生课堂表现、对动作纠
正的接受程度以及专业训练的适应能力。学生进入专业部
前需缴纳1000加元押金。入报考成功，押金将自动算入第
一年所缴纳学费部分中。如未报考成功，押金将被退回。除
此之外，阿尔伯塔芭蕾舞学校要求学生提供最近学校成绩
单，确保学生达到学校文化课要求，并保证学校可以为学
生提供所需的课业辅导。夏季集训后，学生和家长会受到
关于全日制专业部录取情况的通知。一经录取，学生应提
供正式答复以确保正式录取，之后将收到阿尔伯塔芭蕾舞
学校录取通知书和学生手册，学生在填写相应材料后应寄
还至学校。

奖学金、助学金

阿尔伯塔芭蕾舞学校为舞蹈方面出类拔萃的学生提供专业
部奖学金。同时根据学生的天资、表现和经济需要另有其他奖
学金。每学年五月一日前学生应递交申请供第三方机构 Apple 

Financial 审核。

如需申请请登录 applefinancialservices.ca/apply.

如需了解更多相关内容，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registration@albertaballet.com. 

请注意学校不对暑期课提供奖学金。

阿尔伯塔省和加拿大政府同时提供各种学费资助项目。

http://applefinancialservices.ca/apply
mailto:registration%40albertaballet.com?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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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请登录 www.albertaballetschool.com 了解专业部
的更多信息。

请您前往参观

欢迎您和您的家人前来参观我们的校区和宿舍，与我们的
教师见面解答您的任何疑问，让您能更好的了解阿尔伯塔
芭蕾舞学校 。

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registration@albertaballet.com  
与我们的录取负责人联系安排参观。

http://www.albertaballetschool.com
mailto:registration%40albertaballet.com%20?subject=


Ashley McNeil, 艺术总监 

Fred Reynolds,  校长

学校联系信息
Alberta Ballet School 
West Annex, 2nd Floor 
906, 12 Avenue SW  
Calgary, Alberta, Canada  
T2R 1K7

403 245 2274  ext. 722 
www.albertaballetschool.com

http://www.albertaballetscho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