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2011/2012 年度活動第(6G)號                                     弦樂訓練班第三期通告  敬啟者：本年度弦樂訓練班及樂團第三期上課日期、交費事宜及有關事項詳列如下，請家長細閱後，填妥回條並 附支票繳付費用，支票抬頭請寫「「「「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長沙灣長沙灣長沙灣))))法團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法團校董會    」」」」， 支票背面寫上學生姓名及班別， 於 3333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日日日((((一一一一))))前前前前交禮堂台前收集箱。若學員繳付現金，請務必親自交鄧巧琛主任或交班主任轉交。 (一) 學費(包括行政費及導師費) 及上課日期詳情如下表，請各學員保留此表依期上課，校方將不另行通知。  

(二) 上表有*的日期全校下午 12:45 提早放學，留校活動的學生可帶備午膳於一樓 1A、1B 課室進食或在家長陪同之     下出外午膳並準時回校上課(有關查詢可聯絡黃雪鄉主任)。以下為提早放學後變更的弦樂上課時間：  弦樂活動上課時間弦樂活動上課時間弦樂活動上課時間弦樂活動上課時間----    13/613/613/613/6 前前前前        弦樂活動上課時間弦樂活動上課時間弦樂活動上課時間弦樂活動上課時間    ----    13/613/613/613/6 後後後後    1  下午 1:20 – 2:05 改為下午 1:30 – 2:15 2  下午 2:15 – 3:15 改為下午 1:30 – 2:30 3  下午 2:45 – 3:30 改為下午 2:15 – 3:00 4  下午 3:15 – 4:45 改為下午 2:30 – 4:00 5  下午 3:30 – 4:15 改為下午 3:00 – 3:45 6  下午 4:15 – 5:00 改為下午 3:30 – 4:15 (三) 請各學員保留此表依期上課，校方將不另行通知。 (四) 如教育局於上課日期宣佈學校停課，或天文台發出八號強風、黑色或紅色暴雨警告訊號，活動將取消。 (五) 每年將對訓練班學員進行兩次弦樂評估測試，表現優異的將獲導師推薦加入本校弦樂團或報考琴試。 (六) 學生如須請假，家長必須致電通知鄧巧琛主任或校務處職員請假(21119099)。 此致                                                              校長：  弦樂學員家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蔡世鴻) ※此活動由鄧巧琛主任(21119099)統辦                                                                                
�--------------------------------------------回    條--------------------------------------------------------- 逕覆者：頃閱  貴校 2011/2012 活動第(06F)號通告，知悉一切。      本人  �同意   �不同意  敝子弟參加本校弦樂訓練班，並繳付 2011/2012 第三期學費$$$$                                    。。。。          本人  �同意   �不同意  敝子弟參加本校弦樂團，並繳付 2011/2012 第三期學費$$$$                                    。。。。       

� 敝子弟於全校提早放學期間留校學習弦樂活動後，須乘搭校車(第二輪校車時間約為下午 3:15)。                                本人合共繳付費用$             ，現付上支票乙張，編號：              (支票抬頭請寫「「「「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長沙灣長沙灣長沙灣))))法團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法團校董會    」」」」)  此覆 協和小學(長沙灣)蔡校長                                                                                                                                                                                                                     班學生                                                                                                                                         家長簽署：                                                                                                                                                                                                   聯絡電話：                    ＊此活動由鄧巧琛主任統辦                                                                                                                                                                                二零一二年     月    日 -------------------------------------------------------------------------------------------------------------- 
                                                                                                             

                  上課日期 項   目 學費 逢星期一 26/3    16/4    23/4    30/4   7/5 14/5    21/5    28/5   ****18/6 18/6 18/6 18/6     ****25/625/625/625/6                                                    小提琴、大提琴訓練班 時間： □1:20 - 2:05      地點： □一樓禮堂後台        □2:45 - 3:30             □二樓活動室 □3:30 - 4:15             □四樓電腦 2 室                             $1100 (共 10 堂) 逢星期二 24/4     8/5     15/5   22/5   29/5 ****19/6  19/6  19/6  19/6      ****26/6  26/6  26/6  26/6      ****3/7      3/7      3/7      3/7                                  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訓練班 時間： □1:20 - 2:05      地點： □一樓禮堂後台 □2:45 - 3:30             □二樓活動室 □2:45 - 3:45             □四樓玻璃房 □3:30 - 4:15             □四樓 4E 課室        □4:15 - 5:00             □五樓音樂室                             $880 (共 8 堂) 
逢星期三 2/5      9/5     16/5   23/5   30/5 ****13/6 13/6 13/6 13/6         ****20/6 20/6 20/6 20/6         ****27/6  27/6  27/6  27/6      ****4/7   4/7   4/7   4/7       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大提琴訓練班 時間： □1:20 - 2:05      地點： □一樓禮堂後台        □2:45 - 3:30             □二樓活動室        □3:30 - 4:15             □六樓視藝室 □六樓陶藝室  $990 (共 9 堂) 
逢星期五 4/5     11/5    18/5    25/5     ****15/615/615/615/6      ****22/6 22/6 22/6 22/6         ****6/7     6/7     6/7     6/7         樂團訓練 時間： □2:15 - 3:15      地點： □二樓活動室 時間： □3:15 - 4:45       $210 (共 7 堂) 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大提琴訓練班 時間： □2:15 - 3:00      地點： □二樓 2A課室        □3:00 - 3:45             □二樓 2B課室 □二樓 2C課室  $770 (共 7 堂) 

                                                                   2011/2012 活動(6G)號                                                                                               收      據   茲收到_____班學生 _______________交來弦樂訓練班 (第三期)費用$___________。 協和小學(長沙灣)弦樂部                                                                              負責老師 : 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二年 ____月____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