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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JMA 高級课程註冊及承諾
2016 - 17 年度
聖詹姆斯音樂學院致力於通過多年高品質，富有創意和歡樂的音樂教育支持兒童。
我們為他們提供一個安全，有趣，具有挑戰性和有抱負的地方，以達到他們的最大
潛能。我們強調激情胜过精炼， 以使大家表達喜悅和追求卓越的音樂教育。
我們的樂團及合唱團是鼓勵朝著和諧的共同目標奮鬥，共享合作學習的地方。團體
成就與個人成就是平衡的。
每個小孩要通過您的支持有所成就，必須作出堅定的承諾，這需要經常出席和辛勤
工作。
要建立一個成功的樂團和合唱，需要多年的音樂發展。我們的小學課程是從 1-7 年
級，需要高達每週出勤 2-3 天。我們的高中課程是從 8-12 年級，要求每週至少參加
兩天。
我們的課程從 9 月到 6 月，在 8 月現有學生可選項一個星期的音樂夏令營。
如果您和您的小孩準備做這個承諾，請完成以下獎學金申請。一旦我們確認您的小
孩符合我們的標準，我們會打電話給你安排一個面試。
如果被選擇了，你的小孩將獲得獎學金，這將彌補他們全年免费使用樂器，上課，
交通及膳食費用， 价值 3000 美元。
真誠的,

凱瑟琳·沃克
執行董事
303 East Cordova Street, Vancouver, BC V6A 1L4
Tel: (604) 258-1172 • Email: info@sjma.ca • Web: www.sjm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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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nt James 音樂學院
為低收入家庭子女而設的音樂課程

2016-2017 年 4-7 年级现有学生報名表
敬请注意：提交申请并不意味着注册得到确认。音乐学院会联络成功的申请者。

***要求承诺每周一和三下午 6:00 参加课程 （周四可另选择）***

孩子姓名(名、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男 或 女
出生日(日/月/年): 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月所在年級 ______
去年学校老师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監護人全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號數/街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_______________ 郵政編碼: ________
家庭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供養人數: 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家中使用的語言: ________________
是否说流利的英文?

❐是

❐不是

是否單親家庭 ?

❐是

❐不是

该课程专为低收入家庭而设。是低收入家庭

❐是 ❐不是 (可能需证明)

是否就業?

❐是

❐不是

是否低收入家庭?

❐是

❐不是

孩子是否參加其他課外活動?

❐是

❐不是 哪些日子? _______(不能与该校课程冲突)

孩子是否能自己閱讀

❐是

❐不是

孩子是否有其他兄弟姐妹參加 SJMA?

❐是

❐不是

交通协助: 将孩子带去音乐学院:

❐开车

他們的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走路 ❐需要协助

将孩子从音乐学院接走:
❐开车 ❐走路 ❐需要协助
如需协助, 请解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對一周五日的课程有兴趣?
❐ 是 ❐ 不是
過敏/飲食限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關注事項/狀況(多動症，胎兒酒精綜合征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现学乐器 Current Instrument:
你的孩子现在学习的乐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何学习 (私人教学，公校课程，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已学习几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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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長志願服務/支援 - 我們致力於在志同道合的社會環境中為您的孩子提供高質量的音樂教育。我們需要
每個父母盡自己的一部分，使之得以成功。請選擇以下一個或多個的義工機會。圈一個或多個以下（A
- H）
a.步行校車 - 走/護送 Strathcona 小學的孩子們去聖詹姆斯教堂學院
b.合夥用車 - 除自己的孩子，我會定期接送父母沒有車輛的 Seymour/MacDonald/Britannia 學校的其他孩子
c.定期在學院志願服務 - 在學院每週工作一天（佈置，清理，準備小吃，考勤監控，駕駛麵包車（需要
第 4 級牌照）等）
d.電話通知 - 選擇父母名單通知或提醒他們即將舉行的音樂學院事件的重要資訊（廣東話/普通話）
e. 演奏會 - 我志願在主要演奏（耶誕節 - 12 月/春季 - 6 月）期間做義工
f. 社區晚餐 - 我會協助一個社區晚餐活動（10 月，2 月，4 月）
g.學校通訊翻譯- 書面翻譯, 或工作人員和家長之間的口頭（普通話或粵語）構通
h. 陪護 /監督公共活動- 歌劇或交響樂等，及場外的學生表演
如果你不能做義工, 請解釋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承諾
雖然我們為低收入的家庭提供免費音樂課程，作為回報，我們期待一個堅定的承諾，你的孩子必须
整年定期出席。我們规定，三次無故缺席（24 小時內收不到任何通知），我們會安排與您會面，討論你
的孩子能否继续留在该校。本人同意當知道自己的孩子將會缺課時, 至少要預早 24 小時通知 Saint James
音樂學院。我也同意我的孩子將按期出席聖誕節和春季演奏會，以及其他特別活動並演出。
3.媒體發佈授權
為與支持者分享我們所做的事情，我們需要得到家長的許可，使用您孩子的照片、錄像和/或訪問記
錄等。請閱讀下文及簽名。
我本人現授權 Saint James 音樂學院及其合作的機構，可以為我和我的孩子拍照、錄像和錄音，以及
可以使用和重複使用我和我孩子的全部或部分的照片、錄像、錄音及訪問記錄。上述這些材料，也可用
於任何視頻、音頻、文字材料及任何媒介(包括新聞稿及網頁)等。我本人在此免除雙方的任何及所有索賠
及訴訟等。
4.免責條款
我本人同意免除 Saint James 音樂學院和音樂學院的職員/代理人及義工，因我子女參與音樂學院各種
形式活動，或接送到音樂學院途中時，可能會讓他/她受到傷害、損失或損害等的責任；並免除向 Saint
James 音樂學院和音樂學院的職員/代理人及義工進行任何相關的索賠和訴訟。
5. 查询 VSB 學生檔案
為了讓我們更好地支持您的孩子的需求，我們需得到查询 VSB 學生檔案的许可。我，特此授权給聖
詹姆斯音樂學院查询我孩子的 VSB 學生檔案。

我本人同意上述的家長和監護人協議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請用正楷書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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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人：
請你的介绍人（和你的孩子有关的一個老師或導師等）簡短说明為什麼他相信你的孩子適合我们
的课程：
介绍人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於你的孩子的关系：___________________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JMA 登記 - 其他聯繫方式：
備用緊急聯絡人（請用正楷填寫）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它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和孩子关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授權接送人：（其他可接送孩子的人）
姓名

电话

1
2
3
4
303 East Cordova Street, Vancouver, BC V6A 1L4
Tel: (604) 258-1172 • Email: info@sjma.ca • Web: www.sjma.ca

和孩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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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承諾:

家長简签

我明白，SJMA 會給我的孩子在一個安全的課後環境下提供一個多年的音樂教
育。我的孩子也將被提供一個樂器，健康食品以及積極的，豐富的學習經驗。

_________

我會支持我的孩子按时參加。如果我的孩子身體不適，不能出席，會尽早通
知學院。(info@sjma.ca / 778-709-7731)

_________

我明白，SJMA 不是提供一個临时短期課程，我不會讓我的孩子這樣看待它。

_________

我會承諾支持我的孩子練習他們的樂器和持積極態度參與其課程。

_________

我會確保我的孩子參加額外的排練和特殊演出，以利於提高支持 SJMA 和
獲得更多資金。

_________

我不會讓我的孩子中途輟學, 並將鼓勵長期致力於該課程, 藉以幫助樂團
和合唱隊在社區發展。

_________

我不會為我的孩子簽署其他課程，以免干擾到 SJMA 的承諾。

_________

我會參加我的孩子的公開表演和特別活動，除非我不能出席。

_________

如果我的孩子有時有衝突活動，會干擾他們出席課程，我會告知給 SJMA
員工。

_________

我會用我的時間和能力經常义务支持 SJMA 的工作，我會尽可能與工作人員
交流 (見需要幫助名單)

_________

我明白，SJMA 提供免费的課程給需要幫助的家庭，但如果他們有能力，也
鼓勵他們捐贈資金，和以非經濟方式支持 SJMA，藉以充分承諾上述協議。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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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承诺

学生简签

我是一名圣詹姆斯音乐学院的学生，并承诺定期参加。除非我生病了，
不得不待在家里

_________

我会尽量在学习时寻找乐趣

_________

我会尊重其他学生，教师和工作人员

_________
_________

我会吃我的水果和蔬菜，除非我过敏他们

_________
_________

我会尽我所能去学习我的乐器，参加合唱团和管弦乐团

_________
_________

我会在家里练习我的乐器

_________
_________

我将照顾我的乐器，上课时记得把它带来音乐学校

_________
_________

即使我感到沮丧，学习困难时，我将有一个积极的态度

_________

我知道是可以犯错的

_________

我不会让错误阻止我再次尝试

_________

我会尽力做一个好榜样，帮助新同学。我也将尝试从彼我懂得更多
地同学那里学习音乐

_________

我先报道再进入学院，我不会没有签到就离开学院（见门口管理员）

_________

我会参加所有额外的排练和演出特别分享我所学到的，并帮助支持
SJMA 的工作，除非我的照顾者证实，我不能

________

在 SJMA 我会参加毫无怨言参加我所有的音乐课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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