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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O	75	years	handbook西雅图青年交响乐团75周年⼿册	

A	note	from	SYSO’s	board	president	西雅图青年交响乐团(SYSO)管理会主席的⼀封信	
亲爱的SYSO⼤家庭：	
在我们即将迎来第七⼗五个⾳乐季之时，我代表管理会想分享⼀些激动⼈⼼的新消息。	
管理会已经请Kathleen	Allen为SYSO新的⾏政主管。⼤家可能知道，在2017-2018季她曾是临时⾏政主管。她
已经在乐团服务了七个⾳乐季并曾是SYSO教育和合作⽅⾯的主管。她作为⼀个在艺术领域的教育者和管理
者已经⼆⼗多年了，她很激动⾃⼰能给SYSO的项⽬带来新的能量。管理会期待与新的⾏政主管Kathleen合
作，继续发挥她的管理与领导能⼒。	

新的⼀年你也会看到SYSO系统的更新使我们的交流更便利与有效率。上个⾳乐季末SYSO收到的调查问卷与
反馈会提供我们从⽹站的功能到售票的改进意见。我们⼀直期待收到反馈，借此来⿎励⽗母与学⽣了解到
⼤众对他们的评论，推荐和喝彩。Kathleen,	和管理会的成员欢迎你的参与，并且我们希望能与你们有⼀个
持续的对话。	

最后，今年我们庆祝SYSO的75周年，所以这⼀⾳乐季会是⼀段⼗分激动⼈⼼的时间。今年我们会强调卓越
的过去，充满活⼒的现在和可期的未来。请关注即将在2018-2019季公布的演出信息，包括特别邀请的表演
者，合作伙伴和校友活动。我们同样希望SYSO的⽗母们协助我们举办这些精彩的75周年庆祝活动，以此来
帮助建⽴我们的团队。	

最好的祝福，	
Alice	Ikeda	
SYSO	管理会主席和校友	

SYSO	Mission&Vision		西雅图青年交响乐团任务和愿景	
任务：	
SYSO	⽤⾳乐的⼒量来帮助年轻⼈通往艺术的卓越，智慧的发展和情感的成长。	

愿景：	
SYSO	会积极的形塑青年⼈的艺术，社会，情感和智慧的发展。在本地和全国，我们被承认是⾳乐教育的领
导者。我们的课程和表演因为学⽣的创新和卓越⽽著名。我们会保证公正的⼊学，保持财政平稳并争取慷
慨的，忠诚的以管理会为基础的社区⽀持。	

SYSO	Programs		SYSO项⽬	
西雅图青年交响乐团	（SYSO）	是美国最⼤的青年交响乐团机构之⼀。乐团在每学年组织五个交响乐团，在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	Marrowstone⾳乐节和SYSO暑期⾳乐节演出，并组织西雅图⾳乐学院的相关
项⽬。作为⼀个创举SYSO同时也运作学校内部的课程，这些包括濒危器乐项⽬(EIP)，⼀个特殊的校内项
⽬，在较少被学习的⼏种交响乐团器乐的范围内提供免费的⾳乐教学。⾳乐通途项⽬(MMP)是⼀个与西雅
图公⽴学校的合作项⽬，旨在加强缺少资源地区的学校提供⾼质量的⾳乐指导（从⼩学到⾼中）的能⼒。
每年1800名以上的学⽣⾄少参加⼀项SYSO的项⽬。	

SYSO	Academic	year	orchestras	学年内的交响乐团	
Prelude	String	Orchestra	(PSO)	是syso	家庭的新成员，在Mika	Armaly	的指导下，这个乐团帮助初学的弦乐⾳
乐家们获得最初的交响乐团经验。	



SymphoneQe	Orchestra	(SO)	提供初学及中级⾳乐家们在包括弦乐，⽊管，铜管，打击乐的完整交响乐团演奏
的宝贵经验。曲⽬丰富，并作为交响乐团经验的⼀个最初引导。	
Debut	Symphony	Orchestra	(DSO)	1946年成⽴，是⼀个西雅图青年交响乐团的训练团体，在1990年以及之前
曾被称作“⼩交响乐团”。	
Junior	Symphony	Orchestra	(JSO)	是系统中的倒数第⼆个交响乐团，曲⽬多样且富有挑战性，主要包括19及20
世纪的作品。	
SeaQle	Youth	Symphony	Orchestra	(YSO)	1942年在Francis	Aranyi	的指导下成⽴，是SYSO的旗舰交响乐团，由最
有天赋和成就的演奏者们组成。曲⽬风格涉猎⼴泛，从早期⾳乐到世界⾸演。YSO	成员经常参加与其他⼤
型艺术机构的合作项⽬，例如与太平洋西北(Pacific	Northwest)芭蕾学校舞者演出，与西雅图交响乐团⾳乐家
们同台演出。	

Rehearsal		排练	
Prelude	String	Orchestra	
指挥:	Mika	Armaly	
Shorecrest	high	school	
周六，8:30am-10:00am	

SymphoneQe	Orchestra	
指挥：Kate	Labiak	
Shorecrest	high	school	
周六，10:15am-12:30pm	

Debut	Symphony	Orchestra	
指挥：Mark	Adamo	
Shorecrest	high	school	
周六，8:30am-10:45am	
所有声部课在周六早晨	

Junior	Symphony	Orchestra	
指挥：Marus	Tsutakawa	
Shorecrest	high	school	
周六，11:00am-1:30pm	
所有声部课在周六早上	

SeaQle	Youth	Symphony	Orchestra	
指挥：Anna	Edwards	博⼠	
华盛顿⼤学⾳乐学院	
周六，9：30am-1:30pm	
所有声部课在周六早上	

SYSO	Rules&Expectaaons				SYSO规则与期望	
General	Guidelines	基本规定	

• 每次排练带好所有乐谱，谱架和铅笔，在⾳乐上要做好准备	
• 排练开始前10分钟需到场，准备好乐器，谱架和乐谱准备开始排练	
• 排练优先，详见考勤规定	
• 成为声部长或⾸席是⼀种荣誉，随之⽽来的是更多的责任。这些⾳乐家必须出席每⼀次排练，指挥
认为他们是“助理指挥”，他们会⽰范优秀的出勤，态度，领导能⼒，纪律和合作	



• 打击乐演奏员在每次排练和演出前应帮忙移动，安装，拆解和整理所有打击乐器。他们必须⾄少提
前15分钟到场并等到所有打击乐器收好后再离开	

• 所有交响乐团成员有责任摆放整齐本声部的椅⼦与谱架，并在结束后归位或收好。	
• 尊重所有成员想要在⽆打扰状态下参与排练的愿望。如果你的⾏为成为⼀种打扰，你将会被要求离
开排练	

• SYSO是排练地点的客⼈，所有成员被期望遵守排练场地的规定。	
• ⾷物和饮料在排练厅是不允许的	
• 每次排练，声部课和演出后拣起所有的垃圾，上交多余的乐谱	
• ⼀位学⽣同时参加⼀个以上的乐团是可能的，但是需要上交第⼆份学费	
• SYSO提供关于排练，演出，特殊活动和变动的信息，学⽣和/或家长有责任获得这些信息并注意其
中的变化，这些信息可以在学⽣排练厅外⾯的桌⼦找到，也可以在乐团办公室或乐团在线交流系统
及⽹站获得，任何有关时间计划的问题应询问你的交响乐团秘书。（详见第7页，与SYSO交流⼀栏
获得更多信息	

AQendance	Policy			考勤政策	
在每场⾳乐会的准备期间，每个成员将会被允许2次缺席，如果第3次缺席发⽣，下⼀场⾳乐会的参与与否
将由指挥谨慎决定并将要求学⽣向指挥⾯试演奏⾃⼰的乐谱。如果第4次缺席发⽣或者第3次缺席发⽣在彩
排期间，指挥将决定学⽣是否能够参与本场⾳乐会演出，可有⾯试，也可没有⾯试。	

Reporang	an	Absence		报告缺席	
如果你不能参加排练或声部课，遵守下列流程：如果学⽣因为任何原因会缺席，他/她必须上交带有缺席原
因的请假单并交给交响乐团秘书，在预计缺席的两周前。	
因⽣病或家庭紧急情况：在预定排练时间前告知交响乐团秘书，发送邮件或电话告知你的交响乐团秘书，
或者在206.660.6616留下语⾳信息	
缺席⾳乐会演出：缺席前⼀个⽉以内才告知将缺席⾳乐会将会危及未来参与乐团的可能性并取决于指挥和
艺术总监的谨慎决定。提前告知交响乐团秘书或乐团管理经理（拨打206.660.6616）是必要的	
迟到：排练迟到是很扰乱排练的，如果学⽣在排练或者声部课中迟到会被记为半缺席，两次迟到会被记⼀
次排练缺席	
长期缺席：我们理解家庭有忙碌的计划，有时学⽣需要缺席3个⽉的时间，在及早的提前通知下这是允许
的，请注意在这种情况下仍要交齐全年的学费	

Inclement	Weather	Policy			极端天⽓政策	
请遵守以下流程来确认是否因极端天⽓周六的排练被取消：	

• 在早上六点后拨打SYSO紧急号码	（206.660.6616）	
• 如果可能，请查看电⼦邮件。交响乐团助理会告知交响乐团秘书排练的进⾏与否，秘书会发送邮件
给所有交响乐团成员告知计划变动	

• 当然，天⽓和道路情况在每个地区都不同，所以如果在你的地区因道路⾏驶不安全⽽缺席，请发邮
件或电告交响乐团秘书知晓	

School	Paracipaaon	Policy	学校参与政策	
SYSO	忠诚于与各个公⽴及私⽴学校的同盟关系	
SYSO⿎励学⽣参与学校的⾳乐课程（如果存在），除了演奏他们在syso	演奏的乐器之外，他们可以⽤其他
多种⽅法满⾜这⼀期待，包括演奏其他他们感兴趣的乐器，在合唱团⾥唱歌，参与学校⾳乐剧的表演或者
指导年幼的学⽣	

Audi&on		⾯试	



What	to	prepare	for	an	audiaon	⾯试应准备什么	
下⾯是SYSO⾯试的基本要求，但是⾯试要求根据交响乐团程度不同⽽不同，请查看syso.org/audiaon	页⾯来
了解⾯试准备指导	
1）⾳阶	
⾃⼰选择1个⼤调和1个⼩调，⽊管&铜管：1-2⼋度，弦乐：2-3⼋度	
2）提前准备好的乐曲	
2分钟以内的⼀个曲⽬或⽚段（不需要背谱），选⼀个能够最⼤程度表现你的演奏能⼒的曲⽬	
3）视奏	
乐谱将会在⾯试当时根据能⼒现场提供	

Open	Audiaons	公开⾯试	
今年的公开⾯试在⼋⽉底，学年内交响乐团的公开⾯试⽇期在前⼀个春季公布。每个乐器有⼀个特定的⽇
期和时间。参加⾯试的学⽣可以在syso.org填写申请和计划⾯试时间。准备这样规模的⾯试是个复杂的团队
⼯作。乐团的关注点不只是600多个年轻的⾳乐家，还有我们的指挥，教练，⼯作⼈员以及租赁场地的时间
安排。所以在线申请和计划⾯试时间的过程通常在晚春时可以登陆进⾏填写。	

Yearly	Orchestra	Advancement	年度交响乐团的升迁	
西雅图青年交响乐团以它的⾳乐性成长与提升的梯队性课程为傲。每个交响乐团提供学⽣新的技术与表现
⼒的挑战。每年SYSO交响课程的升迁取决于学⽣个⼈的进步，体现在⾳乐性和技术的成长，还有出勤和排
练参与表现。⾮第⼀次参加本乐团的学⽣如果不能体现本⼈在相关⽅⾯的进步就可能不会被给予交响乐团
的位置。我们⿎励参与我们项⽬的学⽣在学年中和暑假⾥积极与私⼈乐器课的⽼师上课，⾃⼰勤加练习来
确保在本⼈在交响乐团有可观的进步。	

Movement	between	the	orchestras	交响乐团间的移动	
如果在⼀年中交响乐团有位置空缺，新加⼊的成员有时会被选拔填补相应位置。在补充空位的过程中，下
级乐团的⾸席会被邀请⾯试上级乐团的空缺位置。⼀个学⽣参加秋季⾯试并被选⼊某⼀特定乐团但是决定
不参加原乐团⼀年完整训练与⾳乐会的，他/她就没有进⼊⾼⼀等级的交响乐团的⾯试资格。	

Seaang	Audiaons	座次⾯试	
每个乐团成员在每个⾳乐会周期都要进⾏座次⾯试，这些⾯试旨在提供指挥、教练⼀个机会去评价每个学
⽣的进步，安排训练计划，选择曲⽬，并在必要时候提供相应帮助。声部课训练和教练带领的训练会为学
⽣的⾯试提供基本准备。但是我们强烈推荐学⽣与他们的私⼈乐器教师在个⼈练习和乐器课上对考试⽚段
进⾏准备。	

座次⾯试的时间表可在syso.org找到，也可在交响乐团秘书处和⼋九⽉的⼤型⾯试中了解。	
学⽣如果不能参加已经计划好的座次⾯试，他/她必须在原考试时间的⾄少2周以前通知教练并安排⼀个私
⼈的⾯试时间。20美⾦的提前考试费会被收取，在考试时必须将费⽤交给交响乐团秘书。	

Mid-season	audiaon	季中⾯试	
在每年的⾳乐季开始后，为新学⽣开设的⾯试仅仅在乐团有缺位的时候开放，请发送电⼦邮件⾄
orchestra@syso.org	或打电话到206.686.3150询问⾯试事宜。	

Tui&on,	financial	aid,	work-study			学费，经济补助，勤⼯俭学	
Tuiaon	学费	
学费可以⼀次交齐，也可根据我们的付款计划分期付款。如果⼀个家庭⾥有不⽌⼀个孩⼦，请联系我们询
问家庭折扣的情况。	



前⼀半的学费截⽌⽇期是2018年10⽉13⽇，后⼀半的学费截⽌⽇期是2019年1⽉12⽇。	
不管学⽣排练和演出的出勤情况如何，全额学费的截⽌⽇期如上。	

2018-19	tuiaon	rate	2018-19	学费价格	
Prelude	$880	
SymphoneQe	$1210	
Debut	$1230	
Junior	$1520	
Youth	$1980	

No	refund	policy	不退款政策	
SYSO	针对学费有不退款政策，我们对学⽣的要求和期望是参与整个学年的活动，不管学⽣是否有缺席的排
练或演出，全额的学费收取将会在相应⽇期截⽌。	

Tuiaon	security	deposit	学费安全存款	
学费安全存款需要⼀个可⽤的信⽤卡号码，如果在截⽌⽇期前交齐学费，信⽤卡不会被收取任何费⽤，如
果在2019年3⽉1⽇前学费还没交齐，信⽤卡将会被⾃动扣除学费的⾦额，4%的信⽤卡⼿续费会附加在每⼀
笔付款上。	

Financial	aid	经济补助	
为了让所有学⽣都付得起学费，SYSO为学⽣补助很⼤⼀部分的⽀出。	
SYSO	提供经济补助的⽬的是为了保证经济资源不是参加活动的障碍。要求经济补助的家庭必须在syso.org	
⽹站上找到并提供填好的经济补助表格。这些表格也可以在乐团秘书处获得，或电告SYSO	办公室提供邮寄
地址。我们要求家庭要提交IRS	1040第⼀页的收⼊税收表格（附社会保障号码）与他们的经济补助申请。	

Work-study	勤⼯俭学	
SYSO	提供少量的学⽣勤⼯俭学位置。这些位置包括舞台员⼯，摆放和/或清洁排练教室，或根据需要协助
SYSO的活动。在勤⼯俭学位置上⼯作的学⽣可根据情况获得学费的部分资助。	

这⾥有两种勤⼯俭学的位置提供给⽗母，它们占⽤⼤量的时间。	
1. 交响乐团秘书，每个交响乐团都需要⼀位秘书，要求熟练进⾏志愿者安排，顾客关系，发邮件和安
排时间计划。	

2. ⽗母交流协调者，这是⼀个新的位置，责任包括写作，编辑，修订给⽗母的资料，包括⾳乐周⼀报
纸（在第10页可找到详细信息），请联系Janice	Gah,	交响乐团的管理经理表达意向和了解更多相关
信息，电话206.686.3150，邮件janice.gah@syso.org	

提交经济补助或勤⼯俭学申请的截⽌⽇期是2018年9⽉30⽇。	

Instrument	liability	乐器责任	
所有SYSO学⽣与家长要对⾃⼰的乐器负责，乐器（或其配件）丢失，损坏，被盗不是SYSO	的责
任。	SYSO	强烈推荐你与你的家庭保险机构联系乐器保险的事宜。	

Instrument	loans	乐器租赁	
⼀般来说，学⽣被期望提供⾃⼰的乐器，但是SYSO	有⼀些乐器可以出租，根据先到先得的原则。
可能会有租赁费。请联系SYSO	办公室	206.686.3150	咨询乐器的租赁情况。	

Communica&ng	with	SYSO与SYSO交流	

mailto:%25E9%2582%25AE%25E4%25BB%25B6janice.gatti@syso.org


所有与SYSO相关的最新信息都会通过以下⽅式进⾏发放。我们了解到每个家庭都会收到⼤量邮件，我们会
尽我们所能把沟通变得简洁⽅便。	
Orchestra	secretary	weekly	missives		交响乐团秘书每周通知	
每周交响乐团秘书会发出关于排练计划，未来活动或者其他提⽰的信息。家长或学⽣及时阅读这些邮件是
⾮常重要的。	
SYSO	Website		SYSO	⽹站	
在我们的⽹站上有⾮常多的信息，包括SYSO演出⽇历，新闻，	各种课程项⽬的介绍，⾯试流程，这本家长
⼿册，募款更新，家长协会信息，管理会信息，校友新闻和声部课时间安排。如果有紧急取消排练的情况，
我们也会在⽹站上发出通知。排练地点的位置，职⼯和⽼师的介绍都可以在⽹站上找到。www.syso.org	

Musical	Monday		⾳乐星期⼀	
我们通过在线报纸‘⾳乐星期⼀’与SYSO家长进⾏交流，每隔⼀周的周⼀它会发出给家长。这份报纸⾥包括未
来临近的⾳乐会和活动的⽇期，还有下周的相关通知。请关注这份出版物并将它通读。如果有家庭没有收
到，我们建议⾸先检查邮件的垃圾箱。如果依然找不到，请联系SYSO	办公室：info@syso.org		

All-SYSO	Email	List	SYSO	全体邮件	
这个邮件清单被⽤来给整个SYSO集体发放信息通知，这些会包括⼀些重要消息，包括机构的任务，未来计
划，领导⼒，特殊活动等。这种发送⽅法只针对⾼优先级的信息，并且对家长要群发的信息⽆效。	
REMIND	Text	service		REMIND	短信服务	
今年，	SYSO	开始在Youth	symphony使⽤REMIND群聊软件。在本地区的⾼中，很多学校使⽤REMIND软件。
临时重要通知会通过REMIND	发出，例如突然改变排练地点。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	
SYSO在许多社交媒体上都存在，包括Facebook,	Instagram,	Youtube.	我们使⽤这些⽹址来分享⼀些帮助团队建
设和家长信息通畅的有趣信息。我们⿎励⽗母亲戚，朋友和社区都在这些平台上与我们互动。我们要求家
长不要在社交媒体上发放⾳乐会录像，以此来避免可能造成的拷贝权侵权问题。	

Address	updates	地址更新	
如果家庭住址，电话号码或邮件地址有改动，家长应该告知SYSO以确保我们的记录是正确的。请发送更新
过的信息到交响乐团秘书处,	info@syso.org	和	orchestra@syso.org	标题注明“contact	informaaon	update”。	

Ques&on	and	answer	答疑解惑	
我们⿎励家长来问问题，表达顾虑，表达想法或者称赞。为了确保有效率的交流线，我们推荐家长采⽤以
下顺序表达⾃⼰的问题和顾虑：	

交响乐团秘书：如果问题是关于交响乐团的，您要找的第⼀个⼈是秘书。他（她）可以与SYSO艺术指导和
管理团队保持联络并告诉家长到哪⾥去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信息。秘书可以在排练时或邮件联系到。	

交响乐团经理：如果秘书⽆法解决您的问题，下⼀个要找的⼈是Janice	Gah,	SYSO的乐团经理。Janice周⼆到
周六可以通过电话206.686.3150	联系或者通过邮件janice.gah@syso.org	

指挥：指挥在课程安排，学⽣⾳乐进步，技术评价，⾏为，社会交往或其他相关⽅⾯做决定。指挥⾮常愿
意与家长⼀起讨论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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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总监和⾏政主管：	Edwards	⼤师和⾏政主管Kathleen	Allen	是有空闲时间，容易联系，并且渴望来回答
问题，强调问题或收到对整个机构的想法。如果家长想更进⼀步的讨论学⽣的问题，这⼆位⽼师可以参与
进来。电⼦邮件和预约⾯谈是较好的⽅式。	

管理会：	在极少数情况下，当家长认为他们的顾虑没有被⾳乐总监和⾏政主管解决，他们可以向SYSO	管理
会写信表达顾虑。	
见17页	SYSO	管理团队联系⽅式	

Performance	informa&on	演出信息	
Concerts	⾳乐会	
⾳乐会⽇期很早以前就会决定。从⼋⽉底的⾯试开始，在前台会有⼀个计划表，内有每个乐团的演出⽇期。
同时也可以阅读在线⽇历在	syso.org。	
Absence	from	a	concert	performance缺席⼀场⾳乐会：	
如果告知SYSO缺席⾳乐会的时间在实际缺席时间的⼀个⽉以内会危及你之后的活动参与并由指挥和⾳乐总
监谨慎决定。	

Partnership	Performance	Opportuni&es	与其他团体的演出机会	
每过⼀段时间，SYSO有机会在我们规定计划之外的活动演出。SYSO致⼒于提供给学⽣不同形式的表演机
会，过去的表演包括与西雅图交响乐团合作⾳乐会，与太平洋西北芭蕾的合作伙伴关系，西雅图中⼼
Winterfest,	与西雅图歌剧团和5街剧院的合作等等。特殊的与合作伙伴的演出将会被包括在年度⾳乐会的计
划表中。	

Audience	concert	e&queNe	观众⾳乐会的礼仪	
SYSO是⼀个致⼒于提供所有年龄段的孩⼦参与现场⾳乐会的熏陶的教育机构，但是⾮常⼩的⼩孩可能对⼀
个正式的⾳乐会场合还没准备好。⽗母是孩⼦能否全程安静坐好的最好的评判者。如果⼀个孩⼦在曲⽬中
突然哭闹不⽌，请安静地退场到⼤厅。	
For	all	performance	venues:	所有⾳乐会的规定	
关闭所有寻呼机，⼿机和⼿机闹钟，闪光灯照相是被禁⽌的。	
In	Benaroya	Hall：	在Benaroya	⾳乐厅	
录像是被禁⽌的	
In	Meany	Hall：	在Meany	⾳乐厅	
录像只在特定区域被允许，三脚架是被禁⽌使⽤的。	

Performer	concert	dress	requirements	表演者⾳乐会着装要求	
不按要求着装很可能使学⽣失去⾳乐会的参演机会。	

Prelude,	symphoneQe,	debut	and	junior	
⽩⾊上⾐和⿊⾊下装。⽩⾊上⾐应该是宽松上⾐或是有纽扣的，袖⼦必须到⼿肘及以下。上⾐是掖在裤⼦
⾥⾯的。⿊⾊的下装可以是⿊⾊西裤或者及膝或更长的裙⼦加上⿊⾊袜⼦、紧⾝裤袜、长筒袜。	
⿊⾊领带（不要领结）如果和上⾐配套合宜是可以佩戴的。请保持⾸饰和头发上的装饰物⼲净整洁，不影
响演奏。	
不要穿⽑⾐，⽜仔裤，弹⼒裤和运动裤。不要穿短裙，拖鞋和⽹球鞋。	

SeaQle	Youth	Symphony	Orchestra	
学⽣可以穿礼服或者正式的⿊⾊演出服。	
礼服：⿊⾊西装，⽩⾊长袖衬衫，⿊袜⼦，⿊⽪鞋和⿊领带	



⿊⾊演出服：⿊⾊纽扣或宽松上⾐，袖⼦必须到⼿肘及以下，⿊⾊下装可以是⿊⾊西裤或者⿊⾊长裙加⿊
⾊紧⾝裤袜或长筒袜。⿊⾊⽪鞋应该是旧鞋，露脚趾的鞋需要穿暗⿊⾊袜⼦、紧⾝裤袜、长筒袜。	
请保持⾸饰和头发上的装饰物⼲净整洁，不影响演奏。	
不要穿⽑⾐，⽜仔裤，弹⼒裤和运动裤。不要穿短裙，拖鞋和⽹球鞋。	

Ticket	informaaon	售票信息	
关注syso.org查询票务信息	

• Single	acket	单独买票	
⼀般演出票和预留座位单张票可以在syso.org购买	

• YSO	Season	Subscripaons	YSO	⾳乐季票	
⾳乐季票最⾼可以减免40%，详见syso.org	

• Group	sales	团体出售	
10⼈及以上团体买票每⼈票价低⾄$5。YSO的团体购票事宜请联系Benaroya⾳乐厅团体购票
206.215.4818	

• 每场⾳乐会⼀张免费票	
每个SYSO学⽣每场⾳乐会都会有⼀张赠票⽤来与朋友，⽼师或亲戚分享。四个交响乐团的学⽣我们
强烈推荐去看YSO⾳乐会来获得⾳乐学习的启迪。	

Parent	associaaon	家长协会	
Welcome	欢迎	
欢迎来到SYSO家长协会！所有SYSO乐团学⽣的家长都⾃动成为家长协会的成员。请加⼊我们来为
SYSO成员们创造⼀个热情的⽀持的⼤家庭。我们希望在每⽉的家长协会会议见到您或以家长志愿者
的⾝份参加。有了您的加⼊，我们⼀起努⼒来帮助学⽣加深友谊并让每个家庭都彼此联系起来。	

Meeangs	会议	
家长协会提供所有SYSO家长和家属每⽉⼀次公开的会议，在会议上⼤家可以分享想法。会议举⾏在
Shorecrest	⾼中的表演艺术中⼼⼤厅，周六早上10点。请参见会议时间表和‘⾳乐星期⼀’上家长协会
的公告。请随时加⼊我们的团队并和我们热情的⽗母们和员⼯们⼀起共事。	

Structure	组织结构	
家长协会由协会的领导团队和⼀群专业的志愿者组成。协会的领导⼒团队专注于服务于学⽣们和家
长们的社群建设，社会实践学习机会，并使每个家庭都了解家长协会的活动。协会的领导⼒团队为
加强家长和SYSO员⼯的沟通交流起到了重⼤的作⽤。	

领导⼒团队把控整个协会的运作，欢迎所有家长出席每次会议并参与讨论，提供意见和反馈。同时
在许多的协会活动中，有很多的家长志愿者机会提供给各位家长们。	

Acaviaes	活动	
在2018-2019	年度，家长协会的活动会集中在社群建设并为学⽣创造机会在乐团内建⽴友谊。协会
赞助的特殊活动详情在第18页的⽇历上。今年的特别活动包括万圣节Trunk-or-Treat,	独⽴的乐团社
交和⼀个家长教育的系列活动。	

Meeang	dates会议时间	
周六，2018年9⽉29⽇，	上午10-11点	
周六，2018年10⽉20⽇，上午10-11点	
周六，2018年11⽉10⽇，上午10-11点	



周六，2018年12⽉15⽇，上午10-11点	
周六，2019年1⽉19⽇，上午10-11点	
周六，2019年2⽉9⽇，上午10-11点	
周六，2019年3⽉9	⽇，上午10-11点	
周六，2019年4⽉13⽇，上午10-11点	
周六，2019年5⽉11⽇，上午10-11点	

Contact	Parent	associaaon	联系家长协会	
Ikuko	Hellevik		
家长协会领导团队负责⼈	
SYSO管理会成员	
PA@syso.org	

Kaae	Bell		
家长协会领导团队负责⼈	
社交⽅⾯负责⼈	
PA@syso.org	

Hana	Park	
家长教育负责⼈	
PAedu@syso.org	

Emma	Jonsson	
交响乐团社交负责⼈	
PAsocial@syso.org	

Parent	associaaon	volunteer	job	descripaons:　家长协会志愿者⼯作描述	
家长协会由家长志愿者团队带领，下⾯描述的各个岗位组成了家长协会的领导团队并对组织协会活
动负责。协会领导团队成员应参加每⽉的协会会议和相关活动，为了计划和交流活动可能会需要额
外的时间付出。如果您愿意加⼊某个职位请联系协会的领导团队负责⼈。	

除了这些岗位，还有许多⽅法可以参与并与乐团的家长们⼀起社交。对特殊活动的志愿者需求会通
过SignUpGenius	向家长们发送邮件。提前感谢您帮助建⽴⼀个强壮的SYSO社群！	

Parent	Associaaon	Co-Chair	家长协会负责⼈	
为家长协会设定⽬标并提供指导和⽀持给其他家长协会领导团队。为每⽉的家长协会会议计划和提
供⽇程。作为家长协会和交响乐团管理会员⼯的桥梁，分享家长的担忧和反馈。	

Parent	Communicaaons	coordinator	家长交流协调者	
在constant	contact写邮件来准备每两周⼀发的‘⾳乐星期⼀’的出版。审定，编辑和排版其他协会和
员⼯作者的⽂章。⾳乐星期⼀的邮件保证交响乐团的家⼈们了解家长协会的活动和SYSO的基本最新
情况。熟练使⽤邮件管理⼯具，⽐如constant	contact	,	是必须的。	
*注意这是勤⼯俭学的岗位，付出相应的时间，这个志愿者会和乐团秘书⼀样享受学费打折的补偿。

Social	CommiQee	Chair	社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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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各个家庭的社群建设需求并头脑风暴想出好的活动来创造社交机会。⽀持乐团社交委员会，保
障所有五个乐团的活动创意及执⾏。通过⼈际关系的建⽴，识别出可能的家长志愿者。	

Orchestra	social	commiQee	member	乐团社交委员会成员	（每个乐团⾄少⼀个⼈）	
为相应乐团的学⽣，⽗母或家属组织社交活动，给每家发请柬并回答有关活动⽅⾯的问题。确定乐
团内的志愿者安排，参加并为家长协会的社交活动志愿服务。	

Parent	Educaaon	Chair	家长教育负责⼈	
与家长协会负责⼈⼀起为家长教育系列选择主题。为家长教育系列选择演讲⼈，并告诉⽗母这些活
动的信息。与乐团的⼯作⼈员⼀起，保证活动的基本条件被满⾜。	
（场地预定，⼩吃准备等）	

Yearbook	Coordinator	年度⼿册协调⼈	
年度⼿册在五⽉上旬出版，是为了庆祝所有的SYSO	毕业的⾼三学⽣的结业并为他们在SYSO的时光
庆贺以及了解他们的未来计划。这个岗位需要负责收集和编辑年度⼿册的内容。与乐团经理，SYSO
设计师紧密合作。与毕业的⾼三学⽣沟通来确认信息的正确（⾼中名称，乐器，未来计划，毕业照
等）	
*注意这个岗位在2019年3⽉-5⽉是最忙的时候	

Volunteer	Coordinator	志愿者协调⼈	
确认志愿者需求并通过SignUpGenius	发送志愿者通知。与社交委员会和乐团秘书沟通来保证有⾜够
的志愿者为家长协会的活动帮忙。保留⼀个志愿者和服务时间的名单准备上交来准备年底的志愿者
感谢活动。	

Event	Volunteers	活动志愿者	
每个活动都有多种机会来帮忙，任务可能包括：准备、摆放房间物品，帮忙注册或签到，帮忙发放
纪念品，准备、发放⾷物等。	

Hospitality	and	food	donaaon	热情好客的传统与⾷物捐赠	
我们的活动能够成功，要感谢慷慨⼤⽅的SYSO家长们。从家⾥⾃制的饼⼲和⼩吃到活动场地的提
供，家长们的帮忙让我们的活动更加特别了。	

Suppor&ng	SYSO	⽀持SYSO	
感谢你和你的家庭参加我们的学年交响乐团！在学⽣的进步过程中，您会直接看到学⽣们的教育成果。提
供这样有质量的教育要依赖我们社群⾥的每⼀个成员。我们邀请您在考虑SYSO对您的孩⼦的积极影响的同
时，能够为了所有学⽣有⼀段改变⼈⽣的经历⽽为我们的团队贡献⼒量。为了尊重您的时间同时获得我们
项⽬的款项信息，我们希望您通过以下⽅式⽀持我们：	

SYSO	Annual	Fund		SYSO	年度募款	
年度募款的⽬标是为了提供给您的学⽣尽可能最好的⾳乐教育。募款能帮助我们决定主要的教练⽼师和指
挥，并给我们的学⽣提供有意义的演出机会。2018-19年度是对学⽣特别有益的⼀年，因为我们正在庆祝乐
团75年的纪念。在这个⾥程碑的年份，每个学⽣都会与专业的⾳乐家们同台排练和演出。通过给包括您的
家⼈在内的学⽣捐款，是您让这些机会成真。	

年度募款每年有两次：冬季（11⽉1⽇-12⽉31⽇）和春季（5⽉20⽇-6⽉30⽇）。春季的募款邀请会发送给
没有机会参加前⼀次活动的家庭。	



75th	Anniversary	Gala	&	Auc&on	75周年晚会和拍卖	
2019年5⽉4⽇，周六	
加⼊我们⼀起来和学⽣们，家长，校友和社区庆祝这⼀⾥程碑的年度纪念，我们共同为SYSO奖学⾦提供⽀
持。	
参加活动，通过对竞拍物品投标（现场和在线），和/或捐赠珍贵的拍卖物品，您会帮助所有有天赋的⾳乐
家们都有机会来参加SYSO	的项⽬课程。75周年晚会会在2019年5⽉4⽇举办，地点在HyaQ	at	Olive	8，	西雅图
市区。	

Annual	Benefit	CommiNee	(up	to	10	volunteers)	年度慈善委员会（最多10个志愿者）	
你也可以选择为我们的募款活动进⾏志愿服务。参加⼀个由⽗母，校友，SYSO管理会和社区成员组成的多
样化的委员会，通过此⽅式你会帮助我们组织⼀个成功的活动。委员会成员应参加每⽉的会议，时间从10
⽉到4⽉。成员可以帮忙决定活动主题，信息传递和庆祝活动。你同时也会帮忙招募参与者，安排可能的桌
次，合作赞助商并保护拍卖物品。	

Double	your	impact!	Employer	matching	giqs	and	workplace	giving	加倍你的影响⼒！在职⼈员Matching	giq	项
⽬和提供办公场地	
你的上司有matching	giq	项⽬吗？如果有，你可能有机会加倍你的捐款数额，与你的上司确认此机会。	
你的上司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提供活动吗？如果有，请把SYSO放在潜在客户名单中。SYSO职⼯很乐意与您共
事Matching	giq项⽬和办公地点提供的机会。	

Frequently	Asked	Quesaons	经常被问到的问题	
我的捐款如何被SYSO使⽤？	
您的⽀持提供⼀流的教练和指挥，并为所有学⽣提供在良好场地演出的机会。通过捐款，您激起了我们学
⽣⼼中对⾳乐的热爱并⿎励他们去追逐⾃⼰的梦想。	

我可以把我的捐款指定到⼀个特殊的领域吗？⽐如奖学⾦？	
当然可以！⽆论何时您选择捐赠，您都会有机会来选择指定您的款项去到⼀个特殊的领域。在线的捐款表
和邮寄的捐款表中有选项的清单。我们希望您⽀持我们乐团中您认为最有意义的⽅⾯。	

捐款后我会得到什么好处？	
所有的捐款者会被邀请参加特殊活动，活动为了强调他们对乐团的⽀持，活动包括彩排旁听和⾳乐会招待
会的进⼊权。在冬季的募款活动中，我们会提供⼀个⽐萨聚会给第⼀顺位乐团的全勤学⽣。署名在您的同
意下在五个交响乐团都可以提供。SYSO是注册的501	(C)(3)⾮盈利组织，所有的捐助都可以依法免税。	

Contact	SYSO’s	Development	team	联系SYSO发展团队	
Alex	Kyger	
发展总监	
206.686.7074	
Alex.kyger@syso.org	

BriQany	Gillbertson	
发展经理	
206.686.3146	
briQany.gibertson@syso.org	

mailto:Alex.kyger@syso.org
mailto:brittany.gibertson@syso.org


SeaNle	Conservatory	of	Music-a	program	of	SeaNle	youth	symphony	orchestra							西雅图⾳乐学院-西雅图青年
交响乐团的⼀个课程项⽬	

Performance	Study	演奏学习	
Collegiate	Performance	Preparaaon	Class		⼤学演奏准备课程	
这个课程训练学⽣成为⾃信有能⼒的⾳乐家，他们能够在压⼒下演出并在⾃我表现上有⼀定知识。这个项
⽬帮助学⽣准备⼤学的⾳乐学院与交响乐团⾯试，也包括本地，国内和国际的⽐赛。每周的表演课给学⽣
机会去演出同时由观众进⾏评价。客座艺术家定期开设⼤师课。社区表演全年都有计划。⾼中即将毕业的
学⽣会被给予独奏的演出机会以准备⾯试并在⼤学⾯试的旅⾏管理上给予⽀持。其他⾼中和初中⽣会被分
配⼤学的搜索查询项⽬。	

Chamber	music	program	室内乐项⽬	
参与室内乐团是任何⾳乐学⽣最必须和基本的要求。西雅图⾳乐学院的室内乐项⽬提供公开的表演机会和
由杰出的教练提供的专业指导时段。每⼀个室内乐团都根据学⽣的年龄和技术程度进⾏组合，乐团每周六
早上在Youth	Symphony	排练之前和之后排练，另外周六下午在西雅图太平洋⼤学SeaQle	Pacific	University	见
⾯训练。	
室内乐项⽬的参与是仅由⾯试决定的，希望所有的器乐演奏者都来参加。团队的分配是根据年龄和经验来
进⾏的。所有的室内乐团在公开⾳乐会上表演，⼀场在冬季，⼀场在春季。在学年中，每周有⽼师来指导
每⼀个室内乐组合。指导时间是周六早上在Shorecrest	⾼中以及周六下午在SeaQle	Pacific	University	西雅图太
平洋⼤学。	

For	more	informaaon	获得更多信息	
SeaQleconservatory.org		
206.362.2300			info@seaQleconservatory.org	

Student	Tesamonials	学⽣推荐	
Martha	Sprague，	SCM学⽣，2015年加⼊	
SCM课程让学习⾳乐成为⼀个丰富的经验。⾳乐史使我更了解作曲家的历史背景，⾳乐理论把乐曲结构拆
分成数学题并表现出所有的⾳是如何⼀起“⼯作”的，视唱练⽿帮助我更专注的倾听我⾃⼰的演奏和其他⾳
乐家的演奏。没有⼀个地⽅像SCM⼀样……它让我更喜爱⾳乐，也让我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同样严谨做⾳乐
的朋友们。	

Adrian	Steele	SCM学⽣	
西雅图⾳乐学院的演奏课程为我参加⽐赛和⾳乐学院⾯试提供了珍贵的准备经验。能够定期给同学演奏并
在先⽣的指导下与同学互相倾听和评价拓展了我的⾳乐眼界，并在我即将在今年前往茱莉亚⾳乐学院学习
⼩提琴演奏之际给我很⼤的⾃信⼼。	

Evan	Johanson	SCM	学⽣	
西雅图⾳乐学院的理论，视唱练⽿和⼤学演奏准备课程帮助我准备我的⼤学⾯试并教给我作为⼀个Colburn
⾳乐学校全额奖学⾦学⽣所必须的学术与表演技术。	

Summer	and	in-school	programs	夏季和学校内部项⽬	
SYSO	in	summer					SYSO在夏季	
Marrowstone	music	fesaval	(MMF)							Marrowstone	⾳乐节	（MMF）	

mailto:info@seattleconservatory.org


MMF是太平洋西北地区领先的交响乐团训练项⽬。为年龄在14-25岁的学⽣设计，⾳乐节提供⼀个两周的训
练，地点在West	Washington	University,	Bellingham,	Washington.	这个项⽬为有国际知名的⽼师⽽⾃豪并提供
给所有学⽣⼀段充实的交响和室内乐经验。学⽣有机会参加⼤师课指导，室内乐，室内交响等等。	

SYSO	Summer	Music	(SSM)	SYSO	暑期⾳乐节	
SSM是⼀个为期两周的，西雅图为中⼼的夏季项⽬，提供杰出的⾳乐指导和交响训练给年轻的⾳乐家们，7
岁-14岁，有⾄少两年的演奏经验或者最少⼀年的私⼈课程。这个项⽬有针对所有学⽣的弦乐和管乐团，声
部课以及全交响乐团排练，⾳乐会和⼤师课。SYSO暑期⾳乐节在⼤西雅图地区举⾏。	

SYSO	in	the	Schools						SYSO在学校	
Endangered	Instruments	program	(EIP)	濒危乐器项⽬	
濒危乐器项⽬，由前SYSO指挥Walter	F.	Cole	于1990年建⽴，为公⽴学校提供免费的，校内的学习⼈数较少
或“濒危”的乐器指导以此来⽀持⾳乐教育，例如低⾳提琴，巴松，中提琴，长号，⼤号，打击乐和圆号。	
Musical	Pathway	Program	(MPP)	⾳乐通途项⽬	
这个项⽬提供接受专业训练的专家给学校的器乐⽼师，专家直接在教室⽼师的监督下⼯作来增加课程的⼤
⼩，多样性和质量。课程可能在上学时间或放学后进⾏，作为定期安排的学校器乐课程的⼀部分。	

Pick-up	and	drop-off	policy	接送规则	
家长有责任在SYSO活动结束后准时来接孩⼦。	
没有按时接到孩⼦可能导致孩⼦单独在排练地点等待。SYSO在排练结束后不对孩⼦负责。	

Shorecrest	⾼中：	
请注意在此地点的驾驶和停车规定，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在⼈⾏道或装卸处停车，停车场可能	
会忙碌，孩⼦经常不对交通情况进⾏注意。请⼩⼼慢⾏穿过停车场，确保没有⼈受伤。	

（School	of	Music,	UW	campus）华盛顿⼤学校园，⾳乐学院：	
当您在接孩⼦时，请注意⾳乐学院周边的街道是不允许停车的，您会被贴条罚款。安排您的孩⼦在离⾳乐
学院⽐较近的停车场与您见⾯。	

SYSO	Board	of	Directors						SYSO管理团队成员	
管理团队负责SYSO及其相关项⽬的信托监督和管理。管理会在学年中每个⽉开会⼀次，每个暑期在
Marrowstone⾳乐节过程中⾄少开⼀次会。	成员如下：	

Board	CommiNees		管理委员会	
Execuave	⾏政委员会主要由管理⽂员和委员会负责⼈组成，如果管理会不能开会决定某⼀事件⾏政委员会
可以全权负责。	

Governance管理团队监督管理会的成长和发展。这个委员会负责继承的计划，管理成员的识别，招募，经
营和选择，管理评议和管理教育。	

Finance财务委员会保证团队的长期财政健康运作并复审及通过年度的预算。这个委员会同时制定财务规定，
⽐如投资规定并监督每年的审计查账。	

Development发展委员会为每年的募款设定⽬标，并监督所有的募款活动以保证它们达到⽬标。市场和沟通
也是这个过程的⼀部分，会在发展委员会的旗下⼯作。	

Personnel⼈事委员会监督职⼯薪⽔和福利，并关注关于⼯作情况的法律法规。	



Program项⽬委员会复审团队的各个项⽬确保他们满⾜团队的任务。	

Alumni校友委员会与校友保持联系，使他们继续参与SYSO活动，⿎励校友组织校友活动，为校友沟通⽅⾯
提供主意，并参加演出和活动。	

Parent家长协会委员会的任务是增强家长的参与度以使得SYSO项⽬保持⼀个⾼的质量，并让每个家庭都能够
参加我们的项⽬。	

(if	parents…)	如果家长愿意加⼊管理团队或者对潜在的管理团队成员有推荐，联系board@syso.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