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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寄语  
亲爱的罗宾家长，学生和社区成员们， 

温哥华学校委员会正在对当前的学校教学模式进行修改，并已经在1月20日（星期三）发送给家长的文件中
，对要进行的更改进行了大概的描述。 

   修订后的时间表将包括以下修改，这些修改将从2021年2月4日开始的第三学期开始:  

    •所有8年级的学生，需要每周两次在Flex时间段，本人回校上原本的网课。  

    •所有学校将采用以周为单位，轮流上网课和回校上课的形式。 

    • 所有学生每周将有三次远程课互动学习的机会，以增加社交互动。  

     有关更改的更多信息，请访问：Vancouver School Board (vsb.bc.ca) GoVSB.ca/secondary-schedule.  

作为一个学校和学习的社区，当前的变化将与Byng的现有教学实践保持一致，这将需要调整我们一些员工和学
生的上课时间表。这些调整目前正在与工作人员协商下进行，我们将在下周向所有父母提供经过修订的时间

表。 

我要再次感谢我们的员工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所做的一切努力，并感谢我们所有的父母一直以来的支持。 

祝您度过一个安心，安全，愉快的周末， 

Mr. Wilmann  

学校新闻  
上周的学校生活再次充满了学生的参与和活动，以及一些非常重要的员工主导的倡议。本周的亮点包括由我们出

色的Capstone团队为12年级的家长所做的演讲，该团队由Schnieder女士，Barski先生，Booker先生和Gustainis先生
领导。 Schnieder女士和Barski先生在星期三晚上的PAC会议上为家长们做了展示。 

 
Capstone计划已成为BC省所有学生的毕业条件，并且与OECD关于学生参与的准则非常吻合，其中包括三项重
要的指导原则： 
 

        • 严谨 

• 学生机构 

• 技能可转移性  

这些指导原则是OECD 经合组织的50名代表在2018年5月受VSB和北温学区邀请对温哥华进行访问期间，所概述
的 希望看到的学习的关键属性。 

除了在国际 PISA PISA | (cultureofyes.ca)测试 中表现出色外，在BC省着重于重新设计的K-12学校课程中，BC省和
加拿大还被公认为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的世界领导者。西温哥华学区校长Chris Kennedy 的最新摘要为我们提供
了重要的见解： 

https://www.vsb.bc.ca/News/Pages/Q3Q4secondary.aspx
https://cultureofyes.ca/tag/pisa/


 
“整个卑诗省的课程都经过了重新设计。课程的规定性有所减少，更多地着眼于大创意，并允许教师和学生在

学习中具有灵活性和选择余地。跨学科学习已被接受，这使教师有更大的机会在设计学习经历时发挥创造力和

创新性。核心能力是课程的基础，重点是沟通，思维以及个人和社会能力。现在，我们一直说的这些领域很重

要，但通常在后台已被推到前台。最后，该课程已被简化，并在全省着重强调了“原住民原则的学习”。” 
  

 经合组织OECD是包容性教育的主要倡导者，并将教育视为变革性的可持续世界社区的引擎 
 

 
Capstone为学生提供了一个 
满足这些要求的机会， 
同时满足雇主的要求。这在 
星期三对家长所作的简报中 
作为亮点介绍（见右）。 
 

         本周另一个亮点包括Capstone老
师和学生  一对一的面试，协助和帮助
学生规划和组织他们的项目(见左)。 

 

 Capstone  整个过程的重要日子是在星期三
晚上的展示中与家长分享，为学生在整个

学年提供清晰的路径和一路走来重要的里

程碑(见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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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中的另一个重要亮点是让父母有机会看到我们的学生正在全身心投入的一些令人惊叹的项目，例如12年
级学生Paloma在春季疫情大爆发期间走上街头，为当地社区加油打气。并一直继续使其成为她的capstone项
目的一部分:  

 
在此特别感谢Schnieder, Mr. Barski, Mr. Booker  和 Mr. Gustainis 引导我们经历了这令人惊叹的计划的第一年 
 

通过学生的声音开展学生活动:  

 
本周的另一个主要亮点是再次重申的学生“机构”的概念，这是由学生论坛领导者通过Microsoft Teams领导和

推动的第一个学生论坛。以下是学生论坛赞助者 Mr. Vulgaris 介绍的论坛重点： 

    学生论坛 @ Byng  
2021年1月13日罗宾学生论坛举办了第一次在线团队会议。目前有97位成员/学生已加入Byng的学生论坛。大约

30名成员能够参加 1月13日的冬季论坛。学生论坛的计划，组织和协调由以下核心学生组成: Michael Li, Victoria 

Deng, Linnea Brodin, Elise Wong, Sophia Bi, Sophie Piret 和 Aaron Ping. 他们的任务是提供一个可提供以下需求的

平台：  

• 听取学生的需求，兴趣和疑虑。 

• 在学生，老师和更大的学校社区之间建立联系。 



• 可以在学校社区内提出并实施以学生为主导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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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学生的声音可以激发并赋与学生权力掌握自己的教育。它涉及所有学生的价值观，见解，信念，

观点和文化背景。而且，它从较高的角度承认，学生群体的声音对他们的学习至关重要。 
 

这个冬季论坛的重点是四个关键领域： 

• 精神健康和精神健康资源 
• 学习资源 
• 学校内部社区 
• 保持 COVID 安全  

学生论坛负责人将整理和分析冬季论坛期间收集的“街道水平”数据，并准备做出摘要以与Lord Byng教职员工
和家长社区共享。他们还应邀在本月底与地区总监Ms. Suzanne Hoffman 会面。这是我们学生所做的出色工
作，旨在帮助Byng创建一个安全，包容和文化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并为所有社区成员带来福祉。 

领导团队正计划推动更多的每两周举行一次的定期学生论坛会议，讨论各个感兴趣的话题，并更深入地

挖掘学生的关切以及将对学校气候，文化和社区产生影响的策略和举措。 

真是令人兴奋的工作!  

  

  

每个学生领导（以上）负责Microsoft团队的分组讨论，并组织与其他同学的对话。 
 
 
通过主动学习开展学生互动:  
 
在学生论坛如火如荼的时候，整个学校的学生们

都全力以赴积极充实头脑和身体。 
 
为您展示一些亮点： 
 
Mr. Sandher 将体育课带到了后操场 
举行一次触球比赛（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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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Jack 与共同发起人Ms.  Rezler在学年开始与 ByngGo Athletics squad为赛季做热身准备 (下图):  

 
 
当体育部在室外和走廊开展大量活动时，艺术部在Ms. McLean的课堂上尝试将体育融入剧院(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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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个来自Ms. Anderson班级的年轻音乐家团队用音乐为学校带来生机，他们在画廊演奏莫扎特的费加罗的
婚礼。 

 
当学生为交响乐团的下一次表演排练时，另一位年轻艺术家努力完成她在Ms. York陶瓷课的作业。 

 
12年级的Karina Shuen正在利用flex time努力完成她美丽的陶瓷项目！她现在有陶瓷线上课，但她在flex time 
利用面对面学习的机会继续学习。Karina的花瓶展示了的是真菌，花瓶和有机材料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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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期课程安排 

 

1月22号开始的一周，D2(P1)  班级是面授课 ，D2(P2) 班级是网课. 请参见: Student F2F Rotation Calendar 
8e11130a-23bc-4157-9294-1c252018cc4d_STUDENTF2FandRemoteBlockCalendar2020-2021RevisedJan212021.
pdf (vsb.bc.ca)(2021年1月 21修改).  

弦乐信息更新 
就像在第一季度 中级弦乐队所做的那样，第二次VSB音乐庆典正在筹备！本季度以年轻的罗宾初级弦乐队和经验
丰富的罗宾初级弦乐队为特色。为了适应大量的音频/视频设备和日程安排需求，这些乐队的录音工作将在本周
（初级弦乐队）和下周（高级弦乐队）的flex time时间进行。 

VSB庆祝活动和视频创建的目的是让父母/监护人实际上“看到”他们的孩子在本季度的弦乐班中学到了什么。此外
，温哥华附近还将有其他学校介绍他们的弦乐课程。这个节日让我们作为老师，学生和家庭在艰难的Covid隔离
中继续保持联系。由于艺术是Byng社区的核心，我们希望家人们能够欣然接受这一虚拟庆典，该庆典将通过

YouTube直播进行展示。 
第二季度VSB音乐节庆典将于2月5日（星期五）的下午6:00进行。作为弦乐协调员，Ruth Anderson女士与VSB艺
术协调员Celia Jong女士将协助指导晚会。此外，UBC音乐学院的Jonathan Girard博士将担任我们的客座临床医
生。他将在那里欢迎各团体，并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反馈意见以求改进。届时将有一个链接提供给所有人 
通过Teams观看节日活动。我们希望您能加入我们的音乐之夜和学生庆祝活动！ 

加拿大中级/高级数学竞赛  
由滑铁卢大学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加拿大中级 (9年级和10年级) 和高级 (11年级12年级)数学竞赛，目的是培养高中   

https://www.vsb.bc.ca/repository/SBAttachments/8e11130a-23bc-4157-9294-1c252018cc4d_STUDENTF2FandRemoteBlockCalendar2020-2021RevisedJan212021.pdf
https://www.vsb.bc.ca/repository/SBAttachments/8e11130a-23bc-4157-9294-1c252018cc4d_STUDENTF2FandRemoteBlockCalendar2020-2021RevisedJan212021.pdf


生的数学解决问题的能力。今年，罗宾中学有18位热心参与者参加了CIMC / CSMC。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Leo (Yile) Hu, Brian Zhang 和 Iris Zhao (CSMC得分最高的前三名), 以及Pengjin Yang, Andy Yu and 
Barry Yu (CIMC得分最高的前三名). 恭喜我们所有的Byng数学家！ 

非常感谢PAC提供的资金支持，使学生能够参与这些比赛。 
 
 
   10年级计算考试 

  10年级计算考试将于2021年1月25日至29日这一周为所有10年级学生以及部分12年级尚未参加的学生进行。  

• 单击此处 here 查找1月25日至29日的10年级计算考试时间表，安排由2-1面授课进行。 

 

o 请注意开始时间。我们要求学生在考试开始前10分钟到达(上午课程为上午8:20,下午课程为上午11:50). 
o 如果学生比预定时间晚30分钟到达，则不允许参考。 
o 学生必须携带以下物品参加考试： 
▪ 口罩 
▪ 一张带照片的身份证 
▪ 用于书写的黑色或深色铅笔（不是原珠笔） 
 基本计算器是允许的，但不是必需的。数字评估中内置了一个计算器程序。禁止使用智能手机等设备。 

• 我们建议所有学生尝试sample assessment 以熟悉考试格式，说明和指引。 

 o 学生还可以使用工作簿和协作学习视频与同龄人进行协作。  
 o学生可以访问 计分指南和学生示例 以便他们学习如何评估学生选择的问题并查看学生回答的真
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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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期间将遵循所有COVID-19政策和程序。必须戴上口罩并保持距离。参加之前必须完成Daily health 

checks。如果有人生病，必须待在家里。任何需要留在家中的人将有机会参加六月期间的考试。 

•Numeracy 10考试是毕业要求。 11/12年级的学生将有机会在6月14日至23日的最后一场考试中注册参加或
重试Numeracy 10考试。 

艺术展消息  
请为艺术展的下一场展出提供新作品。 

准备好您的绘图，绘画，照片和雕塑。邀请所有学生将作品提交到画廊办公室或二楼的艺术室。请在您的作品背

面写上您的名字，以便我们在归还作品时知道您是谁。当前正在展出作品的艺术家也应该在那一周从画廊里取走

他们的作品。 
请记住，没有ART就无法获得smART！保持创意。 

 
 
 “女孩留下” 俱乐部 
我们从Byng社区收到捐款，使我们可以为乌干达的女孩们购买90套卫生用品。知道我们正在帮助年轻女孩上学，
保持健康和快乐，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再次感谢所有为这个事业捐款的人，因为如果没有Byng社区，这是不
可能实现的。 

Ms. Rezler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Publications/Documents/Exam%20Schedule%201%20for%20Students%20-%20Jan%202021%20-%20Numeracy.pdf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Publications/Documents/Exam%20Schedule%201%20for%20Students%20-%20Jan%202021%20-%20Numeracy.pdf
https://curriculum.gov.bc.ca/provincial/grade-10-numeracy-assessment


 
 
Lord Byng图书馆  
即使在这个困难时期，图书馆在向学生提供书籍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请鼓励您孩子在整个学年借阅书籍，因
为读写能力在学习中不可或缺。并且，学生们在上网课的同时也能抽出时间来读一本好书。请阅读！！！！ 
我们鼓励学生访问lordbynglibrary.weebly.com来浏览目录。有一个BOOK REQUEST FORM按钮，学生可以输入自
己的课堂时间和地点信息，以便Ms. Rezler能够找到他们、在课堂上将书交付给他们。此外，图书馆门上有借书申请
表，学生可以填写后放在红色文件夹内。 

Ms.Rezler很乐意为学生推荐书籍并提供查询作业资料方面的帮助。如果您的学生有任何疑问或希望图书馆在学
业上提供支持，请给她发送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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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自习位置申请表 
第二学期需要自习位置的学生必须填写这个表格form预定位置。请注意位置数量有限，只有经过注册的学生才能使
用指定位置，并且始终遵守以下健康安全要求： 

1. 始终保持2米距离。 
2. 入座前必须洗手。 
3. 始终戴着口罩。 
4. 不准在此处饮食。 
5. 学生不准共享设备。 
6. 座位使用后必须清理。 
7. 学生只能坐在指定位置。 

用于此项用途的地点包括: 
1. 楼上夹层 (图书馆外面) 
2. 画廊 
3. 画廊门厅 (Crown街入口处) 

 
 
学校费用 

点击 here 支付2020-2021学校费用和补充费用。 
如果你还没有注册School Cash Online, 请按照如下的步骤完成： 

  亲爱的“女孩留下“俱乐部的学生们， 

感谢从您们的俱乐部收到的捐款！ 

衷心感谢您为我们的“改善女孩生活”运动筹集资金的倡议。看到加拿大的女孩帮助乌干达的女孩真是太好了，
我们无法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 

我们很高兴得到您的支持。您的的确确在社区中有所作为！ 

改变世界意味着一起改变世界！在这些不确定的时刻保持安全。 

真诚的 

Cecile Klerks  
项目经理  
Good Neighbors is in General Consultative Status  
with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UNECOSOC). 

http://lordbynglibrary.weebly.com/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WC6KCzB7CEq6t9dVWeDjpcU6_SJBxJFAvnYu4EP3zdBUOE1DMDQwUkREWVY5NDZHTTI4Nk4wMzM5VC4u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


第1步: 点击此处 here 
第2步: 选择“Get Started Now” 并完成接下来的步骤。 
 第3步: 收到确认邮件后，选择“click here” , 登陆并增加每一个孩子到你的家庭账户 
 
学校访客 

学校大楼对公众保持关闭。家长的进入只能通过预约，由校长或副校长直接批准，并且仅用于紧急学校业务
或在紧急情况下。所有其他通信和业务将通过电话，虚拟会议或电子邮件进行。 

 
 
 
 
COVID-19 健康与安全程序 

 
 
感谢所有学生和工作人员每天进入学
校前完成 Daily Health Assessment 
。也感谢你们象一个家庭一样讨论最
大化身体距离，最小化身体接触，戴
口罩，正确洗手和执行呼吸礼仪的重
要性。温哥华学区的所有学校都有详
细的程序和方案应对。再次感谢所有
学生、家庭和工作人员为学校安全所
做出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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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部门 
辅导员们按照学生姓氏分配 （所有年级）： 
A to Gr Mr. R. Greenshields rgreenshields@vsb.bc.ca  
Gs to L Ms. J. Radic jradic@vsb.bc.ca 
M to Te Mr. R. Rymer rrymer@vsb.bc.ca (Ms. Smith 暂时不在)  
Tf to Z Ms. Birsan ibirsan@vsb.bc.ca 
 

课程选修  

我们将于2月17日在Flex A和Flex B期间为所有学生举行选择课程。所有学生将有机会听取演示并提出问题。 

Rymer先生将对8年级发言，Greenshields先生将与9年级学生讲话，Birsan女士将与10年级学生会面，Radic女士将

与11年级对话。对于即将进入高中最后一年的11年级学生，Radic女士将介绍大学的申请过程。除此之外，我们

还将在2月3日（星期三）（新日期）下午7点通过Zoom平台为家长进行介绍（PAC将组织Zoom链接-谢谢PAC）。

我们希望那时能看到你们中的许多人。我们将继续对学校网站上的“课程计划”页面进行工作，因此，请随时检查

以下内容：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 
byng/Guidance-and-Support/Course-Planning/Pages/Default.aspx.。所有这些演示以及与课程选择相关的其他
材料将在此页面上。感谢你的支持。一如既往地与我们联系，我们在这里提供帮助和共同努力。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
https://www.vsb.bc.ca/repository/SBAttachments/8e11130a-23bc-4157-9294-1c252018cc4d_DailyHealthAssessment-Student_Sept15003.pdf
https://www.vsb.bc.ca/repository/SBAttachments/8e11130a-23bc-4157-9294-1c252018cc4d_DailyHealthAssessment-Student_Sept15003.pdf
mailto:rgreenshields@vsb.bc.ca
mailto:jradic@vsb.bc.ca
mailto:rrymer@vsb.bc.ca
mailto:rrymer@vsb.bc.ca
mailto:ibirsan@vsb.bc.ca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Guidance-and-Support/Course-Planning/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Guidance-and-Support/Course-Planning/Pages/Default.aspx


  12年级辅导演展示 
12年级辅导的后续演示已于过去的周三在Flex B期间进行。最重要的观点的摘要已发布在General channel 我们的

Gr. 12 Counselling Microsoft Teams page 中。辅导员将继续为所有12年级的学生申请流程提供支持，并鼓励他们在

需要时来找我们。我们计划在3月/ 4月为他们进行另一次跟进会议。我们也鼓励您查看我们的12年级页面，因为

它包含许多有价值的信息 (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Guidance-and 
Support/Grade%2012/Pages/default.aspx )  

 
  罗宾艺校新闻 

 
罗宾艺校新申请人 
感谢每一位提交罗宾艺校申请的人。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以获取最新信息: http://byng2.vsb.bc.ca/byngarts/ 
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邮件联系 byngarts@vsb.bc.ca. 
 
罗宾艺校护照 
护照网址 (http://passport.lordbyng.net/) 
设计Byng Arts护照网站的目的是鼓励参与Byng Art课程, 记录你在学校之外进行的艺术互动， 并将我们带到一起
形成一个艺术家，演员，音乐家，电影制作人，歌唱家和作家组成的社区。 
护照会每年审查两次，第一次审查被推迟到2月情人节之后的那个星期，我们希望能够至少解锁五项成就。所以，
请不要拖延，马上开始行动。 
 
Byng Arts House Cup  

The House Cup 本月正式开始。也许您参加了上个月的Kahoot挑战赛，并为自己的House赢得了一些积分。本周

，您将收到一个图片难题，可以作为“黑客挑战赛”的一部分来解决-您是否有能力破解今年的Cypher？ 

 
 罗宾艺校在 TEAMS上信息 
请随时关注，并使用Teams网站随时了解Byng Arts的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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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艺校学生会最新动态 
 
会议摘要： 
 
•密码已经出来！聚集您的同House伙伴，一起解决！ 
          •有一个IG帖子，详细介绍了Cypher的工作方式（转发和传播单词） 
          •解决了密码问题后，请帮助您的House赢得第二个徽章（Byng Arts公告栏包含所有名称） 
•本周投票给您的House座右铭 
           •投票于本星期五晚上关闭 
•W.A.T. （What Art Thou?–学生广播）将在本周继续其计划 
           •脚本必须在1月29日完成 
•House杯开幕式 
           •下周三@午餐时间 
           •需要代表每个House的主办人 
           •需要摄像师 
•标志竞赛更新： 
          •荣誉提名将发布到我们的IG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Guidance-and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Guidance-and
http://byng2.vsb.bc.ca/byngarts/
mailto:byngarts@vsb.bc.ca
http://passport.lordbyng.net/


           •如果允许，所有徽标的提交将在年度中有所贡献 
•新House杯赛（虚拟建议是2月的重点） 
           • Among us 

               • Jeopardy Tournament 

感谢所有贡献自己的想法和精力的人。 
 
诚挚的, 学生会行政委员：Theo, Megan, Sarah, and Camille。 

 
ChARTing Change 艺术比赛  
如果您是14至18岁之间的BC省居民，我们将邀请您提交你的原创艺术作品，主题是社会和环境的不公正，
激发变化并设想美好未来。 

• 观看例作激发灵感： https://chartingchange.accesstomedia.org/contest/  

• 在这里找到报名表: Contest Entry  

• 报名前请阅读 Terms and Conditions before entering  

• 请下载 ChARTing Change 艺术比赛海: chARTing Change Youth Art Contest Poster  

 
 
 家委会新闻 
 

PAC会议-感谢每一位能够在星期三晚上加入我们的人-我们有90多个父母和照顾者加入！对于那些无法加入我们
的人，下面有会议录像的链接。衷心感谢Aaron Ping，Sophie Piret和Elise Wong提供了有关学生论坛所做的出色
工作的最新信息，以确保所有Byng学生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了解影响他们的问题。 

我们还要非常感谢Chang女士和Rai女士作为SACY（支持和联系青年）的一部分，向父母们介绍了他们的重要工
作，该活动吸引了温哥华的父母，老师，学生，管理人员和更大的社区加强校内酒精和毒品的预防以及早期干

预计划和政策。 SACY提供了一系列支持，包括针对转介青年的三步青少年计划，以及在需要时进行的一对一辅
导。对于希望与青少年建立联系的父母或那些担心吸毒的人，他们的网站提供了一系列有用的资源。或直接通

过jaclyn.chang@vch.ca与Chang女士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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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0日PAC会议，会议Zoom Link。密码：LBPAC2021！录像将持续7天。 

任何与PAC相关的问题或意见，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 lordbyngschoolpac@gmail.com.  

 

感谢您的支持!  

Lord Byng PAC 
 
 
 
 
 
罗宾毕业生家委会 
 
 珍惜时间！我们已经乐观地预定了Westin Bayshore，用于在2021年6月21号（周一）举行毕业庆典。我们
热切地期盼在新的一年中与你分享更多详情。 
 
 
 

mailto:jaclyn.chang@vch.ca
mailto:jaclyn.chang@vch.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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