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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政策与要求 

 
欢迎来到皇家首席芭蕾舞学院，在这里，我们致力于追求卓越的舞蹈艺术。参与舞蹈学习可以帮助孩子掌握重要

的人生技能，如自律、组织性和自尊。我们的目标是在孩子的艺术和身体素质发展中发挥整体性影响作用。 

 
定期出勤对于每位学生的稳定进步至关重要。如果您的孩子因任何原因无法上课，请致电或发送电子邮件。我们

期待孩子在家中坚持练习，也鼓励学员家长积极了解学员的舞蹈学习体系。我们的教师会向您传授相关信息，让

您更好地在家中帮助孩子练习。 

 
我们要求所有上课的学生将头发梳成经典芭蕾发髻（无刘海）。所有学生需穿紧身练功服和紧身裤，且服装款式

和颜色应符合其舞蹈等级。上课时请勿穿 T 恤、运动衫或宽松服装。女生需穿褶裥鞋头的粉色皮革芭蕾舞鞋，

男生则需穿白色舞鞋。所有舞蹈室均不可穿着户外鞋。请参阅“着装要求”部分，进一步了解详细要求。 

 
所有舞服均应妥善贴好学生的姓名标签。请定期检查“失物招领处”，查找丢失物品。 

 

皇家首席芭蕾舞学院的学员不得在其他学校参加舞蹈课程。很多学校均采用此常规政策，以确保训练的一致性，并

允许教师在全方位教学领域对学生进行培养。我们鼓励舞者在皇家首席芭蕾舞学院之外参加大师班课程，但在参加

之前，请与您的老师和皇家首席芭蕾舞学院院长探讨相关事宜。 

 
学生、家长和教师之间应保持相互尊重的准则，学院不容忍任何侮辱或不尊重行为。学员应始终聆听教师指

导。如果家长或学生对教师或其他学生、家长存在任何问题，应尽快向邢校长提出。如出现任何形式的身体、

口头或网络欺凌行为，违规者将立即被学校除名。 

 
皇家首席芭蕾舞学院旨在打造共同学习的友好环境。在这里，孩子们的所学所见将对其人生产生重要影

响。我们的目标是为孩子提供最为强大、最为积极的经验和技能，期待与您和家人共享我们对舞蹈的热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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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选项 

学费指南

• 按学期付费：在每个学期的第一天支付（2022 年 9 月 1 日和 2023 年 2 月 1 日） 

• 按月付费：每月第一天支付（年度总费用按 10 个月均摊） 
 

课程取消 

• 如果您希望取消课程，请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以便我们妥善规划课程和教师安排。您将收到当

季剩余月份减去一个月的学费退款。 

• 我们保留因注册人数不足而取消课程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学院将提供其他课程或全额退款 

• 因学生的情况请假或者缺课，课程费用不退不换，私人课除外。 

服装费 

• 仅限在年终汇演中表演的舞者，相关学员将在10月收到服装费账单。 

 

关于按月/按学期付费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月费和学期费用必须在提交学员注册表后，通过无效支票（VOID Cheque）、远期支票（post-dated cheque）或每月扣款

（monthly debit）的方式支付。所有支票的日期须为每个舞蹈月的第一天（除非另有说明），收款方请填写“Royal 

Principal Ballet Academy”。 

如按学期付费，支票的日期应为该学期开始当月的第一天（2022 年 9 月 1 日和 2023 年 2 月 1 日）。当季产生的所有

其他费用，或之前月份的所有未结费用将在每个月底向您开具发票，收到后应立即支付。 

如不按学期付费或不使用VOID Cheque付费（私教费用除外），按月支付将额外收取10%的手续费。 

 

同一家庭的孩子可以享受折扣吗？ 

可以！如有两个或更多兄弟姐妹同时参加，课程最多的孩子将支付全额费用，其他每位兄弟姐妹将享受10%的费用折扣。

在注册完成之前，我们将会计算总额并与家庭进行沟通。 

假期和学校关闭等期间是否需要支付费用？ 

皇家首席芭蕾舞学院将学费均摊为10个月。因此，所有学费均已将学校关闭、假期、较长的月份、较短的月份等因素考虑

在内。通过这种方法，每个月的费用都是相同的。因此，在上课较多的月份费用稍低，在停课较多的月份费用稍高。如因

下雪或恶劣天气导致停课，我们将在Facebook页面上公布相关信息。如果您不确定是否开课，请致电604-722-9003，联系

Wilma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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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 
 

每周课时数 月费 学期费用 
（半年费用） 

年费  折扣 
（价格为         

折后价格） 

30分钟 $46.75 $233.75 $467.50 100% 

45分钟 $70.77 $353.85 $707.70 100% 

1小时 $93.50 $467.50 $935 100% 

1.25  $117.99 $589.95 $1179.90 100% 

1.5  $141.59 $707.95 $1415.90 100% 

1.75  $165.19 $825.95 $1651.90 100% 

2小时 $188.79 $943.95 $1887.90 100% 

2.25 $212.39 $1061.95 $2123.90 100% 

2.5 $235.98 $1179.90 $2359.80 100% 

2.75 $259.62 $1298.10 $2596.20 100% 

3小时 $280.35 $1401.75 $2803.50 99% 

3.25 $300.64 $1503.20 $3006.40 98% 

3.5 $320.47 $1602.35 $3204.70 97% 

3.75 $339.82 $1699.10 $3398.20 96% 

4小时 $358.70 $1793.50 $3587 95% 

4.25 $377.11 $1885.55 $3771.10 94% 

4.5 $395.04 $1975.20 $3950.40 93% 

4.75 $412.50 $2062.50 $4125 92% 

5小时 $429.50 $2147.50 $4295 91% 

5.25 $446.02 $2230.10 $4460.20 90% 

5.5 $462.06 $2310.30 $4620.60 89% 

5.75 $477.64 $2388.20 $4776.40 88% 

6小时 $492.74 $2463.70 $4927.40 87% 

6.25 $507.37 $2536.85 $5073.70 86% 

6.5 $521.53 $2607.65 $5215.30 85% 

6.75 $535.21 $2676.05 $5352.10 84% 

7小时 $548.43 $2742.15 $5484.30 83% 

7.25 $559.08 $2795.40 $5590.80 82% 

7.5 $573.45 $2867.25 $5734.50 81% 

7.75 $585.25 $2926.25 $5852.50 80% 

8小时 $596.58 $2982.90 $5965.80 80% 

                     学费最高为8小时，超出部分不以计算 

 
以上所有学费均需缴纳额外消费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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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皇家舞蹈学院（RAD）考试 
皇家首席芭蕾舞学院是一所以英国皇家舞蹈学院 (RAD) 为基础的学校。 RAD 是英国的芭蕾舞教学体系，也是全球范围内

广泛认可的舞蹈证书。从六岁起至准专业的学员可应教员的邀请（每年一次）参加芭蕾舞考试。考试旨在为舞者提供纪律

严明、循序渐进的训练，坚持技巧和结构，同时鼓励学员通过舞蹈进行音乐和艺术表达。我们认为该考试具有重要价值，

可为学员提供一年的努力目标。（随着年龄的增长，学员亦可通过考试获得学分）。我们的考试通常在春末进行。如果您

的孩子受邀参加，您将收到考试报名费、钢琴师费和手续费缴费通知。 
 

出勤 

如需参加考试，每周最低课程数量如下： 
 

1、2级 每周2节RAD教材课程 

3、4、5级 每周2节RAD教材课程和1节公开课 

6级及以上 每周2节RAD教材课程和1节公开课 

中级基础/中级 每周3小时RAD教材课程和1节公开课 

高级基础及以上 每周3小时RAD教材课程和1节公开课 

 

我们理解每个孩子、每个家庭的情况有所不同。如果您在课程安排上遇到问题，欢迎与学校院长探讨。 

皇家首席芭蕾舞学院希望学员定期出勤所有课程和学科，这是取得进步的必要条件。出勤情况也会影响准备比赛的队友以及舞者

的个人考试成绩。 

如果您无法正常出勤，请通知办公室。 

课程最低人数为4人。如果舞者少于4人，我们将缩短课程长度。 

 

课程的先决条件 

所有参加 RAD 计划的舞者均需按学校建议的课程数量参加课程，从1级起，直至高级2（Advanced 2) /独舞奖励（Solo Seal）。 

请注意，要参加爵士/现代/踢踏舞，必须每周参加1节芭蕾舞课。 

 

需要教师许可的课程计划 
以下课程计划需要教师许可方可注册： 

• 中级芭蕾舞团 

• 高级芭蕾舞团 

• 高级双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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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是否参加舞蹈节/比赛？ 

皇家首席芭蕾舞学院设有竞技团队，为希望进一步提升舞蹈经验的学员提供比赛机会。团队成员每一季将参加2-4场比赛。

如果您的孩子被录取加入竞技团队，则必须参加该团队的所有比赛。教师将付出很多时间仔细规划编舞，即便缺失一名舞

者，团队也很难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我们的竞技课程要求学生参加芭蕾舞课程，以支持、提高其技巧能力，进一步发展自己的舞蹈基本功。由于所有比赛的标

准不断提升，皇家首席芭蕾舞学院本季只设立一支高水平竞技团队。您的孩子必须通过试舞或由皇家首席芭蕾舞学院教师

进行私人试舞/评估，方可录取进入竞技团队。如果您的孩子错过了试舞，则需要支付$10.00的安排费用。 

学员将与舞蹈等级相当的其他学员组成团队，以便打造公平的比赛环境，满足当今舞蹈比赛的要求。所有竞技团队的芭蕾

舞课程要求如下； 

迷你队： 每周至少 1 节芭蕾舞课  

初级队： 每周至少 2 节芭蕾舞课  

中级队： 每周至少 3 节芭蕾舞课 

高级队： 每周至少 2 节芭蕾舞课 

外加 1 节足尖课（共 3 节课） 

 

*舞者必须参加其报名竞技类别的技巧基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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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 比赛日期与地点 

 
 

1. YAGP（美国国际青少年舞蹈大奖赛）- 1 月初 （待定） - 华盛顿州西雅图 

2. Festival du Ballet  3/4 月 (待定) 

3. Surrey Festival of Dance（素里舞蹈节）- 3/4 月 (待定) - 素里艺术中心 

 
服装租赁 

 
学校演出服装将由 RPBA 统一购买，学生需缴纳租赁费用。独舞学员将由学校订购服装，学员向 RPBA 支付费用。 

 
 

级别 租赁费（包含消费税） 

7 岁以上 $48/每套服装 

专业服装 $100/每套服装 

 

 
最终确定注册前需要完成哪些事项？ 

请完成以下事项： 

1. 填写完成学员注册表，缴纳 $35 注册费 

2. 提供支付方式 

a) 填写完成预授权支付表格（PAD form），并附上无效支票（VOID Cheque）； 

b) 通过支票或借记卡支付整季费用 

c) 10 张远期支票（post-dated cheque），日期应为每月第一天； 

d) 信用卡支付全年费用（请附加 2% 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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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准专业芭蕾培训计划 (PBTP) 

准专业培训计划面向5至12级的、寻求高挑战性培训计划的学员，可为其安排15小时以上的严格舞蹈训练，同时保持较高的学术标

准。 

此计划在上课期间为学员安排额外的时间进行舞蹈训练，同时仍然满足（且经常超过）其学术要求。 

通过RPBA的课程设计，学生的目标是在12级时达到与专业芭蕾舞演员相当的水平。RPBA不仅会支持、鼓励学生参加本地

芭蕾舞比赛，还会支持其参加国际专业芭蕾舞比赛。学员也有可能通过某些国际比赛直接进入专业芭蕾舞学校和专业芭

蕾舞公司。 

此计划结合英国皇家舞蹈学院教学大纲和俄罗斯瓦岗诺娃技巧训练方法，形成连贯的培训体系，同时配合各种辅修课

程，其中包括：BBT芭蕾舞体能辅助训练、现代舞、舞剧鉴赏和表演课程，帮助学生实现目标。 

通过此计划，学生可以达到更高的训练水平，在未来能够充分利用更多丰富多样的机会。 

 
中级准专业芭蕾舞培训计划 

RAD专业教学大纲（中级基础-中级） 

中级准专业芭蕾舞技巧基训课 

中级BBT与技巧 

中级芭蕾舞团 

中级芭蕾舞剧比赛（可选） 

中级现代技术编舞 

 
高级准专业芭蕾舞培训计划 

RAD专业教学大纲（高级基础以上） 

高级专业芭蕾舞技巧基训课与双人舞 

高级BBT与技巧 

高级芭蕾舞团 

高级古典芭蕾舞剧比赛（可选） 

芭蕾舞剧鉴赏（3级以上） 

高级现代技术编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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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级 

RPBA开设专业芭蕾计划，旨在更高效地完成以专业效果为导向的芭蕾舞系统培训，使学员达到专业芭蕾舞演员的水平。同

时，专业芭蕾计划的学生以参加最高水平的国际专业芭蕾比赛为目标。 

例如： 

• YAGP（美国国际青少年舞蹈大奖赛） 

• 莫斯科国际芭蕾舞大赛 

• 瑞士洛桑国际芭蕾舞大赛 

• 美国 ADC IBC 青年国际芭蕾舞大赛  

 

2022-2023季，学校将开设两个级别的专业芭蕾计划，一个级别面向9至11岁的初级专业学员，另一个面向14岁以上的高

级专业学员。 

为确保专业芭蕾计划达到最佳效果，每位学员均需经过老师的评估才可参加。 

专业芭蕾计划的学员也参加RAD等级考试。每位学生参加的考试级别将根据老师对学生年龄和具体水平的评估来进行选择。

RPBA将为学生参加RAD考试提供帮助，使其从中受益。 

我们建议学员参加完整的学习计划。这是一项为学员整体专业发展而设计的全面培训计划，如不能参加完整的学习计

划，则最低要求是参加主课程的2/3。除非有私教课程作为补充，否则不可参加此学习计划。 

 
专业芭蕾计划主课程 

• 芭蕾课 • 芭蕾变奏 • 双人舞 • 芭蕾足尖技巧 

 
专业芭蕾计划辅修课程 

• 芭蕾肌力与体能训练 • 现代舞 • 性格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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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初级计划课程表 
 
 

周一 周三 周五 周日 

 
3:45-5:15 

专业初级芭蕾 

Mr Xing 

3:45-4:45 

专业初级现代舞 

Mr Lazaro 12:30-2:30 

芭蕾或现代舞 

（仅限比赛前） 

4:00-6:15 

专业初级芭蕾 

Miss Seira 
5:15-6:15 

专业初级芭蕾肌力与体能训练 

Miss Seira 

4:45-6:30 

专业初级芭蕾与足尖训练 

Miss Zhang 
   

6:30-7:30 

专业初级与3-5级 

现代舞与爵士舞 

Miss Jessica 

6:30-8:00 

专业初级芭蕾变奏 

Miss Seira 

 

6:45-8:15 

专业初级芭蕾变奏 

Miss Zhang 7:30-8:30 

专业初级 

毯子功 

Miss Alyssa 

 

 

共计：12.5小时 

 

专业高级计划课程表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日 

4:00-6:00 

专业高级芭蕾与变奏 

Miss Douglas 

  

 

10:00-12:00 

专业高级芭蕾变奏 

Miss Seira 
5:15-6:45 

专业高级性格舞 

Miss Seira 

5:15-6:45 

中级与专业高级 

芭蕾肌力与体能训练 

Mr Xing 

 

12:00-1:30 

专业高级现代舞 

Miss Seira 
6:30-7:30 

专业高级芭蕾肌力与体能训练  

Miss Seira 

6:45-8:15 

专业高级芭蕾课 

Mr Xing 

 

6:45-8:00 

专业高级芭蕾 

肌力与体能训练 

Mr Xing 7:00-8:30 

高级与专业高级 

开放式芭蕾 

Mr Xing 
 7:30-9:30 

专业高级现代舞 

Miss Jessica 8:00-9:30 

专业高级变奏 

Miss Zhang 

8:15-9:30 

专业高级变奏 

Mr Xing 

8:30-9:30 

专业高级双人舞 

Mr Xing 

共计：19.5小时 



511 Columbia Street, 
New Westminster, BC  V3L 1B2 

p: 604.521.3255 
e: admin@rpba.ca 

royalprincipalballetacademy.com 

12 

 

 

 

 
 

专业芭蕾计划费用 

 
每周参加七小时以上专业课程的专业初级学员只需支付7小时的教学费用。 

 

每周参加十小时以上专业课程的专业高级学员只需支付10小时的教学费用。 

 

如果学员选择参加常规课程和专业课程，那么初级学员的最高课程费用为7小时的专业课程费用。 

 

如果学员选择参加常规课程和专业课程，那么高级学员的最高课程费用为10小时的专业课程费用。 

 

 

每周课程 每月费用 学期费用 年度费用 折扣 

1小时 $120 $600 $1200 100% 

1.5小时 $180 $900 $1800 100% 

2小时 $240 $1200 $2400 100% 

2.5小时 $300 $1500 $3000 100% 

3小时 $360 $1800 $3600 100% 

3.5小时 $420 $2100 $4200 100% 

4小时 $475.20 $2376 $4752 99% 

4.5小时 $529.20 $2646 $5292 98% 

5.5小时 $640.20 $3201 $6402 97% 

6小时 $691.20 $3456 $6912 89% 

6.5小时 $741 $3705 $7410 96% 

7小时 $789.60 $3948 $7896 95% 

7.5小时 $837 $4185 $8370 94% 

8小时 $883.20 $4416 $8832 93% 

8.5小时 $928.20 $4641 $9282 92% 

9小时 $972 $4860 $9720 91% 

10小时 $1080 $5400 $10800 90% 

 

 
以上所有学费均需缴纳额外消费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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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奖学金计划 
 

2021-2022年，RPBA启动了奖学金计划，旨在鼓励优秀的年轻舞者在新的一年中获得领先优势，认可学员的努力表现。 

我们的奖学金从$50-$500不等，仅可直接用于下学期的学费。 

 

 
 

2022-2023 私教课 
 

级别 1名学员私教课 2名或以上学员私教课 

初级专业 $70/小时 $80/小时 

专业 $90/小时 $100/小时 

高级专业 $120/小时 $140/小时 

芭蕾舞大师 $160/小时 $180/小时 

院长 $200/小时 $220/小时 

以上价格包括消费税和工作室租金。国际学生费用为上述费用的 200%。 

 
 

成人 DROP IN 课程费用 
 

每小时 小时总数 总价 

（包含GST） 

八折 

         （包含GST） 

$36.75 9 $331 $265 

$31.50 18 $567 $454 

$26.50 36 $954 $763 

$23 72 $1656 $1325 

八折政策 

您曾经是 RPBA 学员（18周岁以下） 

您的家人是 RPBA 学员（本学期正在就读） 

 

2022-2023 工作室租赁费用（每小时） 
 

工作室规模 RPBA 学员 非 RPBA 学员 

（包含GST） 

月租（每月10小时以上） 

（包含GST） 

小 $25 $40 $30 

中 $30 $50 $40 

大 $40 $65 $50 

国际学生的租金为非 RPBA 学员费用的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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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装要求 
 

级别 着装要求 

芭蕾舞鞋： 所有RAD芭蕾课程需穿全底皮革芭蕾舞鞋，其他课程可以穿帆布质地的芭蕾舞鞋 

学龄前(Preschool) | 1、2级 涤棉莱卡材质短袖圆领紧身练功服 - 女生粉色 - 搭配粉色舞裙（松紧腰），粉色紧身裤 

启蒙级 (Pre-Primary) 涤棉莱卡短袖圆领紧身练功服–女生粉色–搭配粉色舞裙（裹裙，非松紧腰），粉色紧身裤 

初级 (Primary) 
涤棉莱卡短袖圆领紧身练功服–女生淡紫色–搭配淡紫色舞裙（裹裙，非松紧腰），粉色紧身

裤 

性格舞裙 

性格舞裙仅限 1-8 级学员穿着（如果您需要下单，请联系皇家首席芭蕾舞学院管理

员） 

Ø 6/7/8 级可自行选择丝带颜色，与紧身练功服颜色匹配 

Ø 1-5 级性格舞裙为黑色，花边顶行为淡粉色，中间行为淡蓝色，底

行为深蓝色 

性格舞鞋 1、2 级–低跟，3 级及以上–古巴跟（较高）。专业等级无需性格鞋 

1 级 女生为粉色无袖 RAD 紧身练功服，男生与初级 (Primary) 相同  

2 级 女生为淡蓝色无袖 RAD 紧身练功服，男生与初级 (Primary) 相同   

3 级 女生为深蓝色无袖 RAD 紧身练功服 

4 级 女生为深蓝色无袖 RAD 紧身练功服 

5 级 女生为深蓝色无袖 RAD 紧身练功服 

6-8 级 上课穿 Mirella 黑色紧身练功服，考试穿细肩带紧身练功服，颜色由老师确认 

中级/基础至独舞奖励级 黑色 5 缝 Mirella 紧身练功服–中级需穿软半足尖鞋/软足尖鞋 

男生|启蒙级(Pre-Primary)–2 级 白色短袖紧身练功服，深蓝色紧身短裤，白色及踝袜，白色芭蕾舞鞋 

男生|3 级及以上 白色短袖紧身练功服，黑色紧身裤，白色短袜，白色芭蕾舞鞋 

爵士 紧身练功服和爵士裤，黑色牛津舞鞋，马尾辫 

爵士|抒情 紧身练功服和爵士裤，米色牛津舞鞋，马尾辫 

音乐剧 紧身练功服和紧身裤，黑色牛津鞋，发髻 

踢踏舞|学龄前(Preschool) 紧身练功服和紧身裤，漆皮踢踏舞鞋，发髻 

踢踏舞|启蒙级(Pre-Primary) & 

初级(Primary) 
紧身练功服和紧身裤，Bloch 米色 Mary Jane 系带踢踏舞鞋，发髻 

踢踏舞| 1-4 级（6-12岁） 紧身练功服和紧身裤，Bloch 米色 Mary Jane 系带踢踏舞鞋，发髻 

踢踏舞| 5 级以上（13岁+） 
紧身练功服和紧身裤，Bloch 黑色牛津鞋，发髻 

Ø 如编舞和服装需要，请准备第二双带跟性格舞踢踏舞鞋 

请不要从 Payless 购买踢踏舞鞋，以免损坏地板。请从 Dance Box 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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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日期与闭校时间 
 
 

2022年9月6日 周二 课程开始 

2022年10月10日 周一（感恩节） 无课 

2022年10月31日 周一（万圣节） 无课 

2022年12月17-18日 周六 & 周日 《胡桃夹子》晚会 

2022年 12月 14日 周三 2022年最后上课日 

12月19日-1月2日 假期 闭校 

2023年1月2日 周一 返校 

2023年1月22日 周日（春节） 无课 

2023年2月20日 周一（BC 家庭日） 无课 

2023年3月12日 周六 春假前最后上课日 

3月 春假 闭校 

2023年4月7-10日 复活节长周末 无课 

2023年5月22日 周一（维多利亚日） 无课 

2023年5月22日 周一 彩排 

2023年5月26日 周五 汇演 

2023年6月16日 周五 最后上课日 

 

其他需注意的日期： 

比赛和服装费：2022 年 10 月 15 日截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