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芳國小 105上直笛團學生練習時間-601導師通知單               1050829 

親愛的導師，您好： 

     今年 11月直笛團孩子將代表學校參加新北市直笛合奏比賽，比賽週為第 11週(當

週星期一或星期二)，以下為團練時間，希望這些時候，您能准許孩子盡量參與練習並給

予鼓勵 

團練時間如下: 

＊每週一、二、三、五上午 7:50-8:30 

＊每週二、四、五中午 12:40~1:20(練分部) 

＊因本 105學年度期中考（11/8.9）(第 11週)與直笛合奏比賽同週，原則上不停練。 

 

※若學生因故不能團練請務必要學生打分機 342(音樂教室)或親至到教室請假。請假次 

  數過多本次音樂比賽將不准許他上台參賽。 

※若學生常因作業未寫或在教室有不配合老師之事宜，請來電 342與我溝通，原則上 

  會先柔性勸告，必要時會硬性要他離團，並不得再加入。 

※謝謝您的支持與配合，您的鼓勵是孩子們進步原動力!! 

                                        瑞小直笛團指導老師 鍾潔如 感恩您~ 

6年 1班 蕭震東 王貞云 郭慈芸 廖宇琦 林昕妤 

 

 

 

 

瑞芳國小 105上直笛團學生練習-603導師通知單               1050829 

親愛的導師，您好： 

     今年 11月直笛團孩子將代表學校參加新北市直笛合奏比賽，比賽週為第 11週(當

週星期一或星期二)，以下為團練時間，希望這些時候，您能准許孩子盡量參與練習並給

予鼓勵 

團練時間如下: 

＊每週一、二、三、五上午 7:50-8:30 

＊每週二、四、五中午 12:40~1:20(練分部) 

＊因本 105學年度期中考（11/8.9）(第 11週)與直笛合奏比賽同週，原則上不停練。 

※若學生因故不能團練請務必要學生打分機 342(音樂教室)或親至到教室請假。請假次 

  數過多本次音樂比賽將不准許他上台參賽。 

※若學生常因作業未寫或在教室有不配合老師之事宜，請來電 342與我溝通，原則上 

  會先柔性勸告，必要時會硬性要他離團，並不得再加入。 

※謝謝您的支持與配合，您的鼓勵是孩子們進步原動力!! 

                                        瑞小直笛團指導老師 鍾潔如 感恩您~ 

6年 3班 賴雨蝶 陳宜蓁 郭禹韓 

 

 



瑞芳國小 105上直笛團學生練習時間-604導師通知單               1050829 

親愛的導師，您好： 

     今年 11月直笛團孩子將代表學校參加新北市直笛合奏比賽，比賽週為第 11週(當

週星期一或星期二)，以下為團練時間，希望這些時候，您能准許孩子盡量參與練習並給

予鼓勵 

團練時間如下: 

＊每週一、二、三、五上午 7:50-8:30 

＊每週二、四、五中午 12:40~1:20(練分部) 

＊因本 105學年度期中考（11/8.9）(第 11週)與直笛合奏比賽同週，原則上不停練。 

 

※若學生因故不能團練請務必要學生打分機 342(音樂教室)或親至到教室請假。請假次 

  數過多本次音樂比賽將不准許他上台參賽。 

※若學生常因作業未寫或在教室有不配合老師之事宜，請來電 342與我溝通，原則上 

  會先柔性勸告，必要時會硬性要他離團，並不得再加入。 

※謝謝您的支持與配合，您的鼓勵是孩子們進步原動力!! 

                                        瑞小直笛團指導老師 鍾潔如 感恩您~ 

6年 4班 呂順心 賴冠霓 

 

 

 

 

瑞芳國小 105上直笛團學生練習-607導師通知單               1050829 

親愛的導師，您好： 

     今年 11月直笛團孩子將代表學校參加新北市直笛合奏比賽，比賽週為第 11週(當

週星期一或星期二)，以下為團練時間，希望這些時候，您能准許孩子盡量參與練習並給

予鼓勵 

團練時間如下: 

＊每週一、二、三、五上午 7:50-8:30 

＊每週二、四、五中午 12:40~1:20(練分部) 

＊因本 105學年度期中考（11/8.9）(第 11週)與直笛合奏比賽同週，原則上不停練。 

※若學生因故不能團練請務必要學生打分機 342(音樂教室)或親至到教室請假。請假次 

  數過多本次音樂比賽將不准許他上台參賽。 

※若學生常因作業未寫或在教室有不配合老師之事宜，請來電 342與我溝通，原則上 

  會先柔性勸告，必要時會硬性要他離團，並不得再加入。 

※謝謝您的支持與配合，您的鼓勵是孩子們進步原動力!! 

                                        瑞小直笛團指導老師 鍾潔如 感恩您~ 

6年 7班 黃天承 莊媁涵 蔡孟岑 楊雅文 辜靖潔 

 

 



瑞芳國小 105上直笛團學生練習時間-501導師通知單               1050829 

親愛的導師，您好： 

     今年 11月直笛團孩子將代表學校參加新北市直笛合奏比賽，比賽週為第 11週(當

週星期一或星期二)，以下為團練時間，希望這些時候，您能准許孩子盡量參與練習並給

予鼓勵 

團練時間如下: 

＊每週一、二、三、五上午 7:50-8:30 

＊每週二、四、五中午 12:40~1:20(練分部) 

＊因本 105學年度期中考（11/8.9）(第 11週)與直笛合奏比賽同週，原則上不停練。 

 

※若學生因故不能團練請務必要學生打分機 342(音樂教室)或親至到教室請假。請假次 

  數過多本次音樂比賽將不准許他上台參賽。 

※若學生常因作業未寫或在教室有不配合老師之事宜，請來電 342與我溝通，原則上 

  會先柔性勸告，必要時會硬性要他離團，並不得再加入。 

※謝謝您的支持與配合，您的鼓勵是孩子們進步原動力!! 

                                        瑞小直笛團指導老師 鍾潔如 感恩您~ 

5年 1班 林沅騰 謝沄蓁 

 

 

 

 

瑞芳國小 105上直笛團學生練習-502導師通知單               1050829 

親愛的導師，您好： 

     今年 11月直笛團孩子將代表學校參加新北市直笛合奏比賽，比賽週為第 11週(當

週星期一或星期二)，以下為團練時間，希望這些時候，您能准許孩子盡量參與練習並給

予鼓勵 

團練時間如下: 

＊每週一、二、三、五上午 7:50-8:30 

＊每週二、四、五中午 12:40~1:20(練分部) 

＊因本 105學年度期中考（11/8.9）(第 11週)與直笛合奏比賽同週，原則上不停練。 

※若學生因故不能團練請務必要學生打分機 342(音樂教室)或親至到教室請假。請假次 

  數過多本次音樂比賽將不准許他上台參賽。 

※若學生常因作業未寫或在教室有不配合老師之事宜，請來電 342與我溝通，原則上 

  會先柔性勸告，必要時會硬性要他離團，並不得再加入。 

※謝謝您的支持與配合，您的鼓勵是孩子們進步原動力!! 

                                        瑞小直笛團指導老師 鍾潔如 感恩您~ 

5年 2班 蔡和曄 廖紘毅 陳姵芯 

 

 



瑞芳國小 105上直笛團學生練習時間-503導師通知單               1050829 

親愛的導師，您好： 

     今年 11月直笛團孩子將代表學校參加新北市直笛合奏比賽，比賽週為第 11週(當

週星期一或星期二)，以下為團練時間，希望這些時候，您能准許孩子盡量參與練習並給

予鼓勵 

團練時間如下: 

＊每週一、二、三、五上午 7:50-8:30 

＊每週二、四、五中午 12:40~1:20(練分部) 

＊因本 105學年度期中考（11/8.9）(第 11週)與直笛合奏比賽同週，原則上不停練。 

 

※若學生因故不能團練請務必要學生打分機 342(音樂教室)或親至到教室請假。請假次 

  數過多本次音樂比賽將不准許他上台參賽。 

※若學生常因作業未寫或在教室有不配合老師之事宜，請來電 342與我溝通，原則上 

  會先柔性勸告，必要時會硬性要他離團，並不得再加入。 

※謝謝您的支持與配合，您的鼓勵是孩子們進步原動力!! 

                                        瑞小直笛團指導老師 鍾潔如 感恩您~ 

5年 3班 江宜庭 

 

 

 

 

瑞芳國小 105上直笛團學生練習-504導師通知單               1050829 

親愛的導師，您好： 

     今年 11月直笛團孩子將代表學校參加新北市直笛合奏比賽，比賽週為第 11週(當

週星期一或星期二)，以下為團練時間，希望這些時候，您能准許孩子盡量參與練習並給

予鼓勵 

團練時間如下: 

＊每週一、二、三、五上午 7:50-8:30 

＊每週二、四、五中午 12:40~1:20(練分部) 

＊因本 105學年度期中考（11/8.9）(第 11週)與直笛合奏比賽同週，原則上不停練。 

※若學生因故不能團練請務必要學生打分機 342(音樂教室)或親至到教室請假。請假次 

  數過多本次音樂比賽將不准許他上台參賽。 

※若學生常因作業未寫或在教室有不配合老師之事宜，請來電 342與我溝通，原則上 

  會先柔性勸告，必要時會硬性要他離團，並不得再加入。 

※謝謝您的支持與配合，您的鼓勵是孩子們進步原動力!! 

                                        瑞小直笛團指導老師 鍾潔如 感恩您~ 

5年 4班 李承恩 

 

 



瑞芳國小 105上直笛團學生練習時間-505導師通知單               1050829 

親愛的導師，您好： 

     今年 11月直笛團孩子將代表學校參加新北市直笛合奏比賽，比賽週為第 11週(當

週星期一或星期二)，以下為團練時間，希望這些時候，您能准許孩子盡量參與練習並給

予鼓勵 

團練時間如下: 

＊每週一、二、三、五上午 7:50-8:30 

＊每週二、四、五中午 12:40~1:20(練分部) 

＊因本 105學年度期中考（11/8.9）(第 11週)與直笛合奏比賽同週，原則上不停練。 

 

※若學生因故不能團練請務必要學生打分機 342(音樂教室)或親至到教室請假。請假次 

  數過多本次音樂比賽將不准許他上台參賽。 

※若學生常因作業未寫或在教室有不配合老師之事宜，請來電 342與我溝通，原則上 

  會先柔性勸告，必要時會硬性要他離團，並不得再加入。 

※謝謝您的支持與配合，您的鼓勵是孩子們進步原動力!! 

                                        瑞小直笛團指導老師 鍾潔如 感恩您~ 

5年 5班 胡庭睿 王右岷 

 

 

 

 

瑞芳國小 105上直笛團學生練習-506導師通知單               1050829 

親愛的導師，您好： 

     今年 11月直笛團孩子將代表學校參加新北市直笛合奏比賽，比賽週為第 11週(當

週星期一或星期二)，以下為團練時間，希望這些時候，您能准許孩子盡量參與練習並給

予鼓勵 

團練時間如下: 

＊每週一、二、三、五上午 7:50-8:30 

＊每週二、四、五中午 12:40~1:20(練分部) 

＊因本 105學年度期中考（11/8.9）(第 11週)與直笛合奏比賽同週，原則上不停練。 

※若學生因故不能團練請務必要學生打分機 342(音樂教室)或親至到教室請假。請假次 

  數過多本次音樂比賽將不准許他上台參賽。 

※若學生常因作業未寫或在教室有不配合老師之事宜，請來電 342與我溝通，原則上 

  會先柔性勸告，必要時會硬性要他離團，並不得再加入。 

※謝謝您的支持與配合，您的鼓勵是孩子們進步原動力!! 

                                        瑞小直笛團指導老師 鍾潔如 感恩您~ 

5年 6班 李子昕 丁姳伃 廖為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