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次難得寶貴的音樂旅程… 

arts-X-press 是由 Pacific Symphony所舉辦的夏季藝術活動。此活動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每年只

有 150 名學生被邀請參加。恭喜你，你被你的音樂老師推薦來申請參加今年的活動。  

 
在這五天的活動當中，學生們都會在 Concordia University in Irvine 校園裡起居吃住。我們專派的工作

人員會帶領學生們一起參加各種音樂研習會和表演活動。 在這個優質的環境下，所有學生都能有良

好的機會來參與各種不同的音樂、跳舞、和藝術活動。 

 

學費: 我們將提供經濟資助的獎學金給需要的學生，我們的希望是所有被選中的學生都能有機會來參

與這個難得寶貴的音樂活動。arts-X-press 全額獎學金是$725，學費包含每天吃住、表演門票以及活

動所需。申請獎學金者會在 3 月初收到通知信件。我們會盡力讓所有被選中的學生來參加這次的活動。  

 

如何申請： 當年 6 年級或是 7年級生經音樂老師推薦後可以申請。無相關音樂經驗者也可以申請。

請在截止日前上 www.PacificSymphony.org/Artsxpress 網址申請, 或將申請表交还你的推薦老師, 或寄

回 Pacific Symphony 的辦公室。 

 

如需要更多的資訊請閱覽我們的網址： www.pacificsymphony.org/arts-x-press，網上有我們的活動影

片、活動內容以及 Q&A。 
 

別錯過了這次 arts-X-press 活動！  即刻申請！ 
 

 

 

In Celebration of Cole Carsan St.Clair 

arts-X-press 

https://www.pacificsymphony.org/education/arts_x_press


申請步驟 
 

 

 

 

 

1. 請完整填寫申請書。我們不接受不完整的申請書。 

 

2. 請提供家長或是監護人的通訊方式。在必要時可聯絡家長或是監護人。 

 

3. 請提供電郵地址。 這是我們最快的聯絡方式。我們絕不髮送雜件! 

 

4. 請圈選三個你最有興趣的藝術活動。在活動期間，每個人都可以參加全部五種藝術活

動，但我們會盡量多安排您圈選的 3 個最有興趣的活動。 

 

5. 請讓我們知道您可參與 arts-X-press 的時間。給我們的選擇越多，我們越能為您安排一個

滿意的時間。如在這之後您必須要更換時間，我們也會更盡量安排。 

 

6. 請自行保留第一頁的資訊 

 

7. 有疑問? 請查詢 www.arts-x-press.blogspot.com.  

 

助學獎學金 
 

所有的學生都可以申請。助學獎學金申請書會跟入取通知一起寄出。 

 

任何學校以“Title 1”的地位，學費自動調降為$425 

 

這幾個學校的學生調降學費不需額外的書面申請，但是還是可以申請更進一步的助學獎學金來減

低學費。 

 

我們會盡全力讓所有的學生不為金錢煩惱而都能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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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s-X-press 
In Celebration of Cole Carsan St.Clair 

2016 申請書 
 

請完整填寫倆頁申請表及作文, 並在 2017 年 2 月 20 日前交給你的老師， 

在截止日 2017 年 3 月 1 日前寄到樂團。 

 

 

 

學生姓名：     _ ____      性別：  男   女 

現在學生年級:  6     7 (一定要是當年 6 年級或是 7 年級生)   

學校姓名：          學區:       

推薦老師 （必填）：        推薦老師電郵地址：      

(申請者一定要有音樂老師的推薦。例如：學校音樂老師或是個人音樂指導老師。) 

非老師推薦者請提供一位可以做為你推薦人的老師的聯絡方式。  

家長/監護人聯絡方式：(緊急聯絡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姓名(s):            

地址:           Apt. #:    

City:         Zip:        

住家電話:         公司電話:       

手機電話:        Email:        

白天最佳聯絡方式: 住家電話    公司電話   手機電話    E-mail  

書面信件還有電話連絡的語言選擇：   English   Spanish Vietnamese  中文   

非家長/監護人緊急聯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與學員關係:__________________電話號:＿＿＿＿＿＿＿＿＿＿＿＿＿＿＿＿ 

 

 

 

我可以在以下的時間參加 arts-X-press 2017 (可以全選)： 

  我可以參加 arts-X-press：Session #1, (July 8-12, 2017)  

  我可以參加 arts-X-press： Session #2, (July 15-29, 2017)  

  我可以參加 arts-X-press ：Session #3, (July 22-26, 2017)  

請圈選三個你在 arts-X-press 活動中最感興趣的藝術項目  

visual art                theater                dance                vocal music               instrumental music 

請選擇你之前有參加過的 Pacific Symphony 活動： 

聯絡方式 (請工整填寫) 

時間選擇和興趣選項 

 

RANK 

 



arts-X-press:        yes   no Class Act:            yes   no    

School:      

Santiago Strings: yes   no Santa Ana Strings: yes   no 

你有任何兄弟姊妹參加過嗎?      yes   no   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資料 

文化背景 (請適當選擇) 

白人                   黑人                                         拉丁裔 

中國人                                     韓國人                                     越南人 

印度人                                     其他亞裔                                 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人 

土著人                                     夏威夷/太平洋群島人            混血 

其他 (慶注明)_________ 

 

藝術資料 

您的孩子是否拉樂器?           是   否           那種樂器? __________________年數:________ 

您的孩子是否識五線譜?       是   否 

您的孩子是否可自帶樂器?   是   否 

您的孩子是否參加合唱團?   是   否     哪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年數:________ 

您的孩子是否學習舞蹈?       是   否     哪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年數:________ 

您的孩子是否參與舞台表演? 是   否    哪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年數:________ 

您的孩子是否上過美術課?   是   否      哪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年數:________ 

  

***下一頁*** 



 

學生與家長參加 arts-X-press 同意書  
學生與家長一定要同時在活動前簽署這份同意書 

 

我了解我被幸運選中參加 arts-X-press。如果我決定參加，我一定會盡全力全程參與活動，並在規定

時間內完成各項書面文件以及參與所有必要的會議。我明白我對這個活動做出的承諾，還有在活動

中該盡的義務。如果因為任何原因我無法實踐我的義務和參加這次的活動，我會即刻告知 Pacific 

Symphony，並讓出名額讓他人有機會參加。  

 

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再次選擇獲取經濟資助信息 

 

        Check this box to receiv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financial aid 

 

 

 

 

請在以下的空間用自己的文字寫出：（請用英文寫作）  

 為何藝術對你這麼重要？  

 為何你會想參加 arts-X-press？ 

 

                

                

                

                

               

               

   

 

               

              

                

Student Essay 
 

學生作文 Student Ess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