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協和小學（長沙灣）                 2011-2012 活動第(07A)號 

管樂訓練班及管樂團通告  
敬啟者：本年度管樂訓練班第一期上課日期、交費事宜及有關事項詳列如下，請家長詳細閱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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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票背面寫上學生姓名、班別及聯

絡電話，交周亦莊老師或放禮堂台前收集箱。管樂訓練班將於 10 月份開始上課，敬請留意！   (一)上課日期及學費：每 10 堂收費一次，2011-2012 年度第一期上課日期及學費如下： 項    目 上課時間 上 課 日 期 學    費 樂器訓練 1  長笛/單簧管/ 薩克管/圓號/長號/ 次中音號/大號 下午 1:20-2:05/ 下午 2:45-3:30/ 下午 3:30-4:15/ 下午 4:15-5:00 03/10、10/10、17/10、24/10、31/10、07/11、14/11、21/11、28/11、05/12 （逢星期一） $1100 樂器訓練 2 長笛/圓號/小號/長號/次中音號/大號 下午 1:20-2:05/ 下午 2:45-3:30/ 下午 3:30-4:15/ 下午 4:15-5:00 04/10、11/10、18/10、25/10、01/11、08/11、15/11、22/11、29/11、06/12 （逢星期二） $1100 樂器訓練 3 長笛/單簧管/薩克管/小號 下午 1:20-2:05/ 下午 2:45-3:30/ 下午 3:30-4:15/ 下午 4:15-5:00 12/10、19/10、26/10、02/11、09/11、16/11、23/11、30/11、07/12、14/12 （逢星期三） $1100 樂團訓練 高團 下午 2:15-4:15 (有需要時則加時至 4:45) 16/09、23/09、30/09、07/10、14/10、21/10、04/11、11/11、18/11、25/11、09/12、16/12、13/01            （第一期共十三堂）               （逢星期五） $400 (二)樂器租用及分期供款購買費用： 租用費用：＄200（9、10、11 及 12 月份）/分期供款購買費用：$400（9、10、11 及 12 月份）  (三)本年度有部份組別之上課時間需作更改，請細閱付附註，並安排學生接送事宜‧  (四)有關惡劣天氣下的應變安排，請參閱本校派發的家長手冊 P.2。並請注意因惡劣天氣而取消的課堂不作補課。  (五)學員請假：各學員若因事或因病不能參加訓練活動，請家長利用家課冊通知周亦莊老師，或於訓練時間致電回校請假。 (六)所有樂器班於一至五年級第一次考試期間停課，及於一至五年級第二次考試期間及前一週停課；六年級報分試期間，如學校安排上課，學生家長可自行決定是否出席，如決定不出席，學校亦不會補堂。 (七)請注意以下事項： 1. 請各同學保留此表，依期上課，校方將不另行通告。 2. 集合地點：樂團學員放學後先到可自行到一樓平台等候，等候老師帶領前往望覺協和堂擺放樂器及練習。 3. 請學員於上課前 5分鐘隨老師帶領前往上課地點準備。 
   此致                                                      校長：  

管樂學員家長                                                              ____________________ 

                                                                           (蔡世鴻)  �此活動由周亦莊老師統辦                                                                       二零一一年九月十四日 
---�------------------------------------回     條-------------------------------------- 逕覆者：頃閱  貴校第 2011-2012 活動（07A）號通告，知悉一切。現付上$       支票乙張，編號：           。  □ 本人同意  敝子弟繼續參加管樂訓練班，並繳付 2011/2012 年度第一期學費$1100。 □ 本人同意  敝子弟繼續參加管樂團，並繳付 2011/2012 年度第一期學費$400。 □ 本人擬租用由學校提供之樂器，並繳付 9、10、11 及 12 月份租用費用$200。 □ 本人分期供款購買樂器，現付上 9、10、11 及 12 月份供款費用共$400。  □ 本人付上最後一期分期供款費用：港幣 ________________。 此覆 協和小學（長沙灣）蔡校長                            樂器名稱：___________ 使用類別：*（自購、租用、分期購買）                                                                      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刪去不適用者及在適當方格內加�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電話：________  （回條及費用交周亦莊老師或放回條收集箱）                        二零一一年九月_____________________日                     # 先請家長自行在適當位置上填寫該生之姓名及班別  2011-2012 活動第(07A)號 

收   據  
茲收到______班管樂學生_____________交來管樂團學費及樂器費(第一期)$_________。 協和小學（長沙灣）管樂部 負責老師: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



付註 I：本年度管樂訓練班上課地點及時間表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五 樂器： 木管 長笛 木管 單簧管 /  薩克管 木管 單簧管 /  薩克管 高銅 圓號  低銅 長號/大號 /次中音號  木管 長笛 低銅 長號/大號 /次中音號  高銅 圓號 高銅 小號 木管 單簧管 /  薩克管 高銅 小號 木管 長笛 管樂團 導師： 陳國超先生 潘若基先生 彭詠賢小姐 鄭康業先生 翁  越先生 謝寶芬小姐 翁  越先生 鄭康業先生 盧永昌先生 （待定） （待定） 謝寶芬小姐 鄭康業先生 地點：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望覺協和堂 7:30pm - 8:15pm (P1-P2 only) / 新學員 / 新學員 / / / 新學員 / 新學員 / / / 1:20pm - 2:05pm (P1-P2 only) 新學員 新學員 / 新學員 新學員 新學員 新學員 新學員 新學員 新學員 2E鄔卓健 2C李卓翰  新學員 / 新學員 / 2:45pm – 3:30pm 4D 鄺頌文 4B 周以德 4B譚沚盈 5E江心月 5E盧家聲 6B關汶鈺 6D田子諾 4D麥思銘 5D蕭嘉樂 3D梁博禮 3B何江濤 3D李沛恆 4C賴晉朗 新學員 新學員 4B陳柏熹 4D蘇天穎 5B俞裕修 5D許昕祈 4D陳胤延 4A陳永熙 4B顏道生 4D陳量賢 4D彭家鈴 5A黎靜琳 5C盧溢禧 6E林  睿 3B 劉譽鋒 3B盧萬祈 4A袁阡廷 4B曾栢朗 新學員 新學員 3E葉倩華 3D吳睿晴 3A梁日謙 3B陳婉琛 初團 (由 2012年 3月下旬第三期開始) 3:30pm - 4:15pm 5D 陳庭朗 5B 趙雪盈 5E張頌祺 6D鄧子瑩  / 4A 施雅懿 4D 陳嘉烯 4B陳浩然 4A陳進一 / 新學員 6D葉慧施 6B關朗謙 6E楊浩霖 6B何詠琳 5A李潔俞 6C譚濠明 6A張家灝 / 4B 李鎧潼 4B吳家明 4B吳晉熙 5B陳卓羽 新學員 新學員 新學員 高團 2:15-4:15  4:15pm - 5:00pm 6B 許竣然 6B 李曉穎 6B鄧子瑜 6B陳洛夷 / 5D 陳敏婷 5A 吳家詠 5C陳浚略 6C譚翠瑩 5A李旼駱 / / / / / 5B 陳傑峰 6E 仇俊禧 6B李子聰 6C鄭瀚林 新學員 新學員 /  
 

付註 II：本年度管樂團名單及排練日期  
初團 樂團訓練對於學習樂器的學員是非常重要，學員在樂團排練過程中不但能學習演奏技巧，更希望藉此提升他們的專注力和合作精神。本校「管樂團初團」之訓練更讓初習樂器的學員也有機會接受樂團訓練，詳情如下： 

排練時間﹕逢星期五 2:15-3:15      ((((暫行由暫行由暫行由暫行由 2012201220122012 年年年年 3333 月下旬第三期開始月下旬第三期開始月下旬第三期開始月下旬第三期開始))))                 地點﹕望覺協和堂 

高團 

排練時間﹕逢星期五 2:15-4:15                                                   地點﹕望覺協和堂

排練日期：請參考本通告第一頁 

管樂團（高團）名單 木管 長笛 木管 長笛 木管 單簧管  木管 薩克管 高銅 小號 高銅 圓號 低銅 長號  低銅 次中音號 低銅 大號 敲擊樂 4D 鄺頌文 4B 周以德 4B 譚沚盈 5E 江心月 5D 陳庭朗 5B 趙雪盈 5E 張頌祺 6D 鄧子瑩 6B 許竣然 6B 鄧子瑜 6B 陳洛夷 4B 陳柏熹 
4D 蘇天穎 5B 俞裕修 5D 許昕祈 6D 葉慧施 6B 關朗謙 6E 楊浩霖 6B 何詠琳 6E 陳綠舒 6B 羅雋彥 

5E 盧家聲 6B 關汶鈺 4C 賴晉朗 4A 施雅懿 4D 陳嘉烯 4B 陳浩然 4A 陳進一 5D 陳敏婷 5A吳家詠 5C 陳浚略 6C 譚翠瑩 5E顏銘心  

6D田子諾 4D麥思銘 5D蕭嘉樂 5A李旼駱 4A袁阡廷 4B曾栢朗 4B李鎧潼 4B吳家明 4B吳晉熙 5B 陳卓羽 5B 陳傑峰 6E仇俊禧 6B李子聰 6C鄭瀚林 
4D彭家鈴 5A黎靜琳 5C 盧溢禧 6E林  睿 5E袁浩霖 5B程樂怡 6B李澧盈  

4D 陳胤延 4A 陳永熙 5A李潔俞 6C 譚濠明  4B顏道生 4D 陳量賢 6A 張家灝  4D黃仲琳 4D顏凱晴 6B余善恒 6B 江衍蔚 6D林志賢 6E鄭卓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