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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寄语

尊敬的家长、学生和社区成员，

这个星期学校里充满了活力和兴奋，我们整个8年级的学生都前往了 Cultus Lake 的斯蒂尔伍德营地。今年的学习营是自 2019 年以

来首次举办的学习营，为学生提供与同龄人会面、向教职员工学习的机会，让他们对中学有个积极的初步认识。

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教职员工为这个活动的顺利开展花费了数百小时做规划和组织工作。

8年级学生们开心出游时，我们的9年级和10年级学生们在学校积极参加了为期两天的会议，这是作为9、10年级必修的职业教育课

程的一部分。

谢谢罗宾教职员工们为了支持我们的学生们所做的一切！

祝大家周末愉快！

Mr.Wilmann

学校消息

又是一个非常忙碌的星期，为了教学以及为八年级学习营和九、十年级职业教育会议作准备。为了支持这个与我们的学校教育

支柱很好地吻合的为期两天的体验式学习，我们所有员工都要做额外努力来确保所有必需的计划和组织都到位。

这是自2019年以来第一次能够举办这些活动，因此对于我们所有刚到学校或在2020年春季疫情开始时到达学校的人来说，

是个看到我们的学校社区最好的时刻的一个机会。

在所有需要细致准备的任务中包括一些看不见的幕后工作：

• 为不去露营但代替去露营的教师上课的人员做下周的日程安排

• 为会议和反思活动组织演讲者

• 组织营地活动和志愿者PC和领导力学生

• 处理本周体验活动的所有许可表格和文书工作

图1 Mr.Yee, Ms.Moldowan, Ms.

Anderson和 Ms. Chong Ping 在为本周

学习活动做最后的计划！

感谢大家每一个人 - 很棒的工作！我们期待在下周冒险和深度学习之后听到所有的故事。

这里是下周会议的主题：

• 职业区域 / 社区志愿服务/ V S B 职业项目

• 心理健康意识： Jack.org (Fiona Mak and Olivia Lipton)

• 在路上如何安全地做决定： Kevin Brooks

• 在网上如何安全的做决定： 一起让学校更安全

以下是过去一周的其他一些亮点

• 穹顶下的艺术：8 年级参观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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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LS 班级在科学课堂上发展他们的假设

• 数学学生学习如何跳舞：鼓舞人心的数学教学和运动

• 通过原住民教与学实现和解：长者居住计划

本周，Hartley-Folz 先生的艺术课上的学生们在用塑料花进行了课堂练习后，在伊丽莎白女王公园顶部的布洛德尔温室玻璃穹顶

下度过了一个下午，周围环绕着五颜六色的植物和鹦鹉。 200多只自由翱翔的外来鸟类、500种外来植物和花卉在这个温控的

环境中茁壮成长。温室于1969年开放时致力于“更好地欣赏和了解植物世界。”学生们以小组的形式聚集在热带花园周围，运用

他们的观察技巧和艺术能力，捕捉到许多迷人的主题。学生们使用从水彩和粉彩到石墨和彩色铅笔的各种材料，尽最大努力勾勒

出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并捕捉现场将塑料花换成真花所产生的能量（在适当的位置绘画并回应在自然环境中的对象）。

当8年级的学生在植物园中观察大自然时，LALS 班的学生对大自然有了更好的理解 - 他们通过实验发展出关于秋天树叶为什么

会变色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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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LALS 科学实验 观察树叶的颜色色素如何在秋季发生变化

图3 Mr. Reaney和LALS学生调查秋季树叶变色的原因

图4 一大早与Mr. Reaney做了科学实验室实验后，学生给了个大拇指

以上两个教学环境中的教师都再次使用我们的城市天然馈赠的超棒的大自然作为教室，采取了“基于地点”的学习方法，通过丰富

的基于地点的“动手实践” 和“注意学习机会”来引导学生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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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志数学教学与运动：

谁说数学不好玩？？？

难道不是霍尔曼女士，我们这位专注于运动的数学老师在周三的上午通过舞蹈向她的学生教授三角函数！！！

随着Village People 的标志性 YMCA 音乐的播放，由 Holman 女士带领的学生们在写在板上的一系列数学表达式中跳舞，学习

二次函数的关键概念，同时获得一些积极的生活！！！

图5 舞动的数学老师Ms. Holman带领着全班起舞！

图6 唱着 Village People的经典曲目YMCA 学生们跟随领导者Ms. Holman 上有氧数学课！

通过原住民教与学实现和解：长者居住计划

本周继续我们的和解之旅，学校推出了一项新计划，旨在支持我们在 10-12 年级原住民课程中实施规定的毕业要求。

今年学校目前正在为本学年开设 9 门课程，并为这些课程和其他课程提供资源和教学。如果学校要真正实施符合学生从原住民长

者那里听到的真理与和解的语言和精神并有机会听到他们的生活经历的新计划，这一点至关重要。

“我们旅行的道路与我们寻求的目的地同等重要。没有捷径可走。当谈到真相与和解时，我们不得不走得更远。”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默里·辛克莱大法官

原住民长者居住计划是罗宾的一项新举措，旨在支持我们新的原住民课程实施，今年由罗宾员工在当地开发。

星期四，Ray Mckeown 开始了他在学校的第一天访问，并在四个教室中提供教学：

• Ms. Amie Gislason的艺术课

• Mr. Mckeen 的BC原住民课

• Mr. Sundvick的英语课

• Mr. Sandher的体育课

图7 Metis-Lakota文化知识守护者在体育课带领学生做传统游戏。

感谢每个人，为这个星期极棒的学习以及为下周做好准备！

PAC 消息

感谢周三晚上参加我们 PAC 会议的所有人，我们有 100 多位参与者！感谢副校长 Ms.Sehmbi和 Ms. Hughes 提供的学校事务

更新，并感谢 Byng安全和关爱负责人 Adriann Conner，和 SACY学区家长和家庭参与协调员 Carmen Kaufman 提供了一些关

于为学生和学生家庭提供的服务的见解。

对于那些无法参加会议的人，下面是录制会议的链接。

会议录音：https://us02web.zoom.us/rec/share/UDlx4prtia7RzkEnvP7yJTmdVK8ujAUY5uffNbX5SwpFSRoc-

https://us02web.zoom.us/rec/share/UDlx4prtia7RzkEnvP7yJTmdVK8ujAUY5uffNbX5SwpFS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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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QBKPQnmSpp5xg.uInjeMmayXb_2Nh-

密码： #LBPAC22 链接七日内有效

2022/2023 PAC 当选者：

主席：Kristin McAllister（最后一年，明年将转为前任主席）

前任主席： Tammy Baltz

副主席：May Lee, Kim McCurley and Michelle Tseng

财务主管：Jerry Zhang

秘书：Christiane Collin

中文秘书：Jackie Wang

DPAC 代表：Nora Ng and Kuljit Sajjan

普通会员：Zineb Kobi

通过周三早上在Pacific Spirit Park 步行建立新的联系：对于希望在社区中建立新联系的同时享受大自然的父母，请加入我们的

周三散步！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将于10月19日星期三上午9点在学校正门见面。请通过noradyng@hotmail.com向Nora发送

RVSP。

来自12年级毕业班委员会的重要信息：如果您是12年级学生的家长或监护人，请尽快注册到我们的电子邮件分发列表。这将确保您从

毕业班委员会收到有关家长支持的毕业活动和事件的最新信息。在这里注册，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bynggradcommittee2023@gmail.com。 10 月 25 日星期二，Byng 咨询部门还将通过 Zoom 举办一个重要的 12 年级家长信息之夜

- 毕业及以后。链接将在临近日期时分发。

接下来的 2022/23 PAC 会议日期：

2022年11月16日

2023年1月18日

2023年2月15日

2023年4月19日

2023年5月17日

对于任何与PAC相关的问题或疑虑，请发送电子邮件至lordbyngschoolpac@gmail.com。我们期待与您联系！

罗宾PAC

Terry Fox纪念跑 – 周二，10月18日

一年一度的 Byng Terry Fox Run/Walk 快到了！这将在 10 月 18 日下周二早上举行，风雨无阻！请穿上红色，展现您的校风和

对 Terry Fox 运动（以及 Terry Fox 这位伟大的加拿大英雄）的支持。红色是学校的颜色，当然也是加拿大的颜色。我们鼓励学

生购买我们新的学校健身装，今年包括一件红色干式 T 恤（与灰色棉衬衫相比有了很大改进）和黑色短裤。

健身装的收益将捐给 Byng Terry Fox 基金！该健身装可在 School Cash Online 上购买。多年来，罗宾已为 Terry Fox 基金和

癌症研究筹集了超过 30,000 美元。做好事！请捐助！

我们也鼓励学生家庭直接在线向 Lord Byng Terry Fox基金捐款：http://www.terryfox.ca/LordByngSecondary

https://us02web.zoom.us/rec/share/UDlx4prtia7RzkEnvP7yJTmdVK8ujAUY5uffNbX5SwpFSRoc-6sQBKPQnmSpp5xg.uInjeMmayXb_2Nh-
mailto:noradyng@hotmail.com
mailto:noradyng@shaw.ca
mailto:noradyng@shaw.ca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TJ889BwUhUBc3A4MRdNRw9QWdTuKApKb7mu6wOKREblJ__w/viewform?usp=sf_link
mailto:bynggradcommittee2023@gmail.com
mailto:lordbyngschoolpac@gmail.com
http://www.terryfox.ca/LordByngSeco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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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join me
in supporting
the Terry Fox
School Run!
I am proudly
committed to raising
much-needed funds
for cancer research.
#tryliketerry
www.terryfox.ca

越野跑

越野赛季如火如荼。球队一直做得很好。我们将于 10 月 19 日下周三下午 4:00 在 Quilchena 公园举行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比赛。

现在加入还为时不晚；但是，您必须至少参加一场联赛才能获得区锦标赛的资格，从而获得省锦标赛的资格。详情请见Mr.Jack。

会议在午餐时间在主健身房举行。所有团队成员都应参加这些会议。练习时间为周一和周二下午 3:30 在 Camosun 公园。运动员应

该尽最大努力来练习，最好的练习就是比赛！让我们在最后一场联赛中获得出色的出场率，联赛第 4 次比赛。

2022俱乐部日

2022 年俱乐部日将于 10 月 19 日星期三午餐时间在大型健身房举行。

如果学生需要提前下课来设置，健身房将在上午 11:15 开放。学生必须从老师那里获得提前下课单。最后，请记得在活动结束时清理

桌子和任何装饰品。_

合作日期/时间表

12年级英文评估-10月31日至11月4日

12年级的学生将在本周指定一个时间来完成毕业要求的12年级英文评估。评估将在上午或下午进行，因此学生将错过2段课程。任何

缺少10年级数学或英文评估成绩的12年级学生都将在以后安排的时间段接受测试。

学校表格更新

以下学校表格应提交给学校办公室：

• 个人信息和媒体知情同意书

• CASL知情同意

http://www.terryfox.ca/LordByngSecondary
http://www.terryfox.ca/LordByngSecondary
http://www.terryfox.ca/LordByngSecondary
http://www.terryfox.ca/LordByngSecondary
http://www.terryfox.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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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急情况学生团聚授权

• 家长/监护人当地社区远足同意书

• 学生信息更正表（8年级-12年级)

在MyEd上发布的更正表

9-12年级学生的学生更正表已在MyEd BC上发布。

我们拥有准确和最新的信息非常重要，因此请仔细查看。

这是我们目前的档案。如果有任何内容不是最新的，请打印表格并清楚地进行更改，并在最后一页签名。你的孩子可以把它交到办

公室。

COVID-19消息

温哥华学区和Lord Byng继续遵循教育和儿童保育部的指导，

卑诗省疾病控制中心和温哥华海岸卫生局采取措施帮助防止COVID-19的传播。卑诗省疾病控制中心更新指南 对于 K-

12部门来说，“即使在学生和教职员工中，K-12学校环境中的传播也只占COVID-19 病例的一小部分。”

下一学年将继续采取的措施包括提醒所有教职员工、学生及其家人每天监测自己的健康状况，并在生病时留在家中。

有关 COVID-19 症状的信息可在BCCDC 网站上找到。在上学期间生病的学生将被要求戴上口罩并在有人看管的区域

等候，远离其他学生，直到他们可以被家长或监护人接走。

工作人员将继续提醒学生定期洗手/手部消毒以及咳嗽/打喷嚏时用肘部或纸巾擦拭的重要性。我们将继续确保学校水

槽里有充足的肥皂和洗手液。工作人员还将继续提醒学生在进行日常学校活动时要尊重他人的个人空间。

除了公共卫生建议外，戴口罩是学生和家庭重要的个人健康选择。一些教职员工和学生会选择全天戴口罩或参加某些

活动。其他人会选择不戴口罩。 Lord Byng将支持和尊重有关佩戴口罩的个人决定。

清洁空气和适当通风是温哥华所有学校预防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学区工作人员对所有学校的通

风设备进行了翻新和修复，并将继续在便携式设备中安装新的通风和供暖设备。学校的空气过滤器已经升级，每年更

换3次。

有关温哥华学校COVID-19预防措施的更多信息，请点击此处。

医疗保健计划表

如果您的儿子/女儿患有以下疾病：糖尿病、癫痫发作、过敏反应、哮喘或其他医疗问题，请到办公室领取医疗保健计

划表。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更新档案中的医疗信息。

免疫接种同意书交到办公室

收到免疫接种表的学生，请尽快将签署的表格交回学校办公室！

免疫接种将在10月26日周三上午进行。

储物柜更新

储物柜选择将在线完成。请点击这里有关如何在线预订的说明。

如果您不需要储物柜，请不要拿一个，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如果您注册了储物柜，但在 10 月31日之前没有上锁，我

们会将该储物柜重新分配给其他学生。

如果您没有在线选择储物柜，而是将锁放在储物柜上，请移除它，否则它将被切断。

http://www.bccdc.ca/Health-Info-Site/Documents/COVID_public_guidance/Guidance-k-12-schools.pdf
http://www.bccdc.ca/Health-Info-Site/Documents/COVID_public_guidance/Guidance-k-12-schools.pdf
http://www.bccdc.ca/health-info/diseases-conditions/covid-19/about-covid-19/symptoms
http://www.bccdc.ca/health-info/diseases-conditions/covid-19/about-covid-19/symptoms
https://www.vsb.bc.ca/COVID-19/updates/Pages/default.aspx
http://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Publications/Documents/Student%20Instructions%20to%20select%20locker%20onlin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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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级毕业照

如果您错过了与Artona的毕业照，请联系Artona进行预约：

https://artona.com/schools/BYNG/programs/graduation

辅导部门更新

语言挑战考试

您是否正在考虑参加语言挑战考试？现在可以开始申请。请向您自己的辅导员咨询任何问题，并交上你的申请。

申请：https://www.deltasd.bc.ca/wp-content/uploads/sites/2/2022/09/Challenge-Exam-Application-Package- 2023.pdf

截止日期：11月4日 交给您的辅导员。

网站：https://www.deltasd.bc.ca/schools/secondary/challenge-exams/

12年级毕业信

以下是给所有12年级学生的家长/看护人的最新毕业信：

毕业信： 12年级毕业信

罗宾网站上的12年级网页和&辅导部门网页：

我们想分享两个很棒的资源：

罗宾网站上的辅导部门页面：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Teaching-and-Learning/Classes-and-

Departments/Counselling/Pages/default.aspx

罗宾网站上的12年级页面：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Guidance-and-

Support/Grade%2012/Pages/default.aspx

以上两项都有大量不同的资源。请随意浏览它们并根据需要使用它们。与往常一样，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11/12年级中学后访问

我们已经宣传了一些中学后信息会议。所有这些信息都可以在Teams上找到：在“Post-secondary”下面的11年级和12年级

（Counselling 2022/23)中。

下面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预订了的大学访问。我们已经举办了SFU和Uvic的专场。UOT专场是刚刚添加的，就在下周一，10月7日

下午3点，在我们的图书馆。我们还将联系Queens 和 McGill。UBC没有在进行任何高中访问。

12年级集会：12 年级及以上

我们的12年级家长和监护人信息会议将于10月25日星期二晚上7点至8点15分举行。请标记您的日历。一切确定后，我

们将尽快发送有关此活动的更多详细信息。

辅导团队

辅导员为每个年级在Teams上建立了辅导小组。确实，我们意识到这是学生必须查看的另一个地方，这是我们向学生提

https://artona.com/schools/BYNG/programs/graduation
https://www.deltasd.bc.ca/wp-content/uploads/sites/2/2022/09/Challenge-Exam-Application-Package-
https://www.deltasd.bc.ca/wp-content/uploads/sites/2/2022/09/Challenge-Exam-Application-Package-2023.pdf
https://www.deltasd.bc.ca/schools/secondary/challenge-exams/
http://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Publications/Documents/Graduation%20Requirements%20Letter.pdf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Teaching-and-Learning/Classes-and-Departments/Counselling/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Teaching-and-Learning/Classes-and-Departments/Counselling/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Guidance-and-Support/Grade%2012/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Guidance-and-Support/Grade%2012/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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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有关各种主题信息的最官方和最有效的方式：毕业、高等教育选择、奖学金和心理健康资源等等。如果您是Byng的

新生，请告知你的辅导员，以便我们添加到相应的辅导团队中。

2022/2023 罗宾日历

请点击这里查看2022-2023学年日历的重要日期列表，包括开学日以及假期、专业发展日和家长会日期列表。

2022/2023 学年学费

请通过SchoolCash在线支付学费，。

有关课程费用和其他附加费用的信息将在未来几周内发布。

MyEdBC访问

Lord Byng学校2022-2023学年的所有新生都必须使用他们的学号登录。所有新帐户的默认密码为Dist$2023（区分大

小写）。登录后，系统会要求您创建一个新密码。您还需要提供一个电子邮件地址。强烈建议使用学区提供的 VSB 电

子邮件 – student#@learn.vsb.bc.ca （例如： 12345@learnvsb.bc.ca ）

艺术新闻

召集所有表演者

你会弹吉他、弹钢琴，还是有其他想要分享的个人天赋？今年的第一家咖啡馆计划于10月24日星期一。这个开放麦活

动在下午放学后4点到5点30分在Gallery Foyer举行，包括所有类型的表演。

表演的试镜将在此前一周进行，因此请开始练习，并预留好10月17日星期一和10月18日星期二放学后的时间。

报名的截止日期： 星期日，10月16日中午（已从原定的截止日10月14日延展)

试镜日期： 10月17日和18日放学后， 在弦乐房。

咖啡屋的日期：10月24日放学后，在画廊外面的门厅

点击这里报名：试镜报名表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ocNEGSS04TlxFjTfhCjQEBdpGa_qhwVT5aiwFfnwUV8AxWw/viewform

Emily Carr介绍 –10月25日

您是否有兴趣了解有关如何申请Emily Carr艺术与设计大学的更多信息。加入其他感兴趣的学生,10月25日FIT课间在A226房间了

解更多信息。

https://www.ecuad.ca/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联系 Mr. Hartley-Folz ( jhartley@vsb.bc.ca )

艺术俱乐部戏剧项目

2022-2023年LEAP的申请现已开放！10月18日前申请。

LEAP（早期学习剧本创作）是一个免费的互动项目，面向BC低陆平原地区对剧本创作感兴趣的年轻人（16-25岁）。

自该计划于2006年启动以来，已有180多名学生接受了创作原创戏剧作品的指导。

参与者学习剧本创作的基本原则，与同学分享他们的作品，并在安全和支持的环境中相互提供反馈。学生还可以从戏剧

专业人士那里获得反馈，并将他们的戏剧进行研讨，并在分阶段朗读中向公众展示。

LEAP是一项全额奖学金计划，100%由捐助者和赞助商资助。学生无需支付任何费用。教学分为三个层次：

1 级学生通过制作短剧（10分钟）进行指导

2 级学生写单幕剧（20-40分钟）

3 级一名学生通过创建完整的游戏获得支持

申请截止日期为10月18日星期一！点击这里

Byng Arts

http://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Publications/Documents/sbfile/220826/2022-2023%20Byng%20Calendar.pdf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
http://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Publications/Documents/sbfile/220818/2022-2023%20School%20Fees.pdf
mailto:student%23@learn.vsb.bc.ca
mailto:student%23@learn.vsb.bc.ca
mailto:12345@learnvsb.bc.ca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ocNEGSS04TlxFjTfhCjQEBdpGa_qhwVT5aiwFfnwUV8AxWw/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ocNEGSS04TlxFjTfhCjQEBdpGa_qhwVT5aiwFfnwUV8AxWw/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ocNEGSS04TlxFjTfhCjQEBdpGa_qhwVT5aiwFfnwUV8AxWw/viewform
https://www.ecuad.ca/
mailto:jhartley@vsb.bc.ca
https://artsclub.lt.emlnk1.com/Prod/link-tracker?redirectUrl=aHR0cHMlM0ElMkYlMkZhcnRzY2x1Yi5jb20lMkZlZHVjYXRpb24lMkZsZWFwJTIzYWJvdXQ%3D&amp;sig=EgH7c9o8uWWvhm7pquowFq3aLAdo3VigGuzxEQNKWi5D&amp;iat=1662596333&amp;a=%7C%7C66140712%7C%7C&amp;account=artsclub%2Eactivehosted%2Ecom&amp;email=%2BG9uGaKqiP%2B23HL3L1bop7lCnO62%2BtosOSIPFs19F8o%3D&amp;s=bf53236b9436a933771a226cebfd6f30&amp;i=4633A5112A16A43781
https://artsclub.com/education/leap?vgo_ee=%2BG9uGaKqiP%2B23HL3L1bop7lCnO62%2BtosOSIPFs19F8o%3D&amp;how-to-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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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申请人

罗宾艺术迷你学校在罗宾有着悠久的历史。成立于1999年，旨在发挥我们高级弦乐和戏剧部门的创造力和强大的课

程，它已经发展到涵盖所有年级，不仅提供弦乐和戏剧的机会，还提供视觉艺术、乐队、合唱团和媒体艺术的机会，以

及更多的机会可在11年级和12年级的文学艺术课程中学习。

作为一所校中校，Byng Arts拥有大型高中的所有优势，同时也保持着强烈的社区意识。除了以美术为重点的丰富课程

外，Byng Arts的所有学生都参加了以社区艺术家、音乐家和表演者为特色的活动，从而加强了Byng与专业艺术社区之

间的合作。

如果您有兴趣加入Byng Arts计划，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以获取有关申请流程的最新信息：

http://byng2.vsb.bc.ca/byngarts/

如果您想申请，我们将需要完成两个部分。

1. 纸质申请信封

2. 网上申请表格

从下周三开始到我们学校办公室领取申请信封，开始申请。11月2日在礼堂加入家长信息之夜（单击此处查看我们去年

的信息视频）。在线门户网站于11月7日开放，届时将在我们的网站上添加表格链接。

提交申请的截止日期是12月15日。

每个重点领域的要求都发布在我们网站的选择过程部分——您可以阅读它们并立即开始。（点击这里进入选择过程部

分）

Byng 艺术护照： passport.lordbyng.net

你完成了多少活动？到1月，所有学生至少需要参加7场活动，所以不要拖延，今天就开始吧。这些成就你解锁了多少？

如果您的护照账户有问题，请务必阅读有关联系Mr. Hartley-Folz的团队(jhartley@vsb.bc.ca)的详细说明，以便解决问

题。

咖啡屋–10月24日

这是一种添加到您的护照并度过一个有趣的下午的方法。今年的第一次咖啡屋活动是10月24日星期一，放学后。这是

一个开放麦之夜，向所有希望表演的学生开放。钢琴、吉他、唱歌、诗歌朗诵比赛，随心所欲！

表演者的试镜将在10月17日星期一和10月18日17星期二进行，因此请考虑一下您想做什么并开始练习。

当然你也可以不参加表演，我们将画廊门厅区域设置为咖啡馆，你作为观众的角色非常重要！我们将有一些有趣的游戏

来配合表演，所以请记住日期（10月24日，下午4点至下午5:30）。

Byng Arts学生会信息

学生会每周四在A223房间开会。欢迎所有人参加。

使用Teams上的链接前往学生会频道阅读我们的会议记录、提问或在Instagram ( @byngartstudentcouncil )上联系理

http://byng2.vsb.bc.ca/byngarts/
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5Gi7bfgibeqtAguBYDrs3O4XfXJh63Er
http://byng2.vsb.bc.ca/byngarts/sProcess.html
http://byng2.vsb.bc.ca/byngarts/sProcess.html
http://passport.lordbyng.net/
https://www.instagram.com/byngartstudentcouncil/?h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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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

会议详情如下：

节日：

今年我们的晚会主题是时间旅行！

庆祝日期是11月30日！！

成立委员会：娱乐、装饰、食品。

咖啡屋

提醒一下，报名参加试镜的截止日期已延长至周日中午！尽快报名参加10月17日或10月18日的试镜。 （我们将于报名截止后发送

试镜的时间安排。）

年鉴

年鉴团队将于下个周四的会议（10月20日）上为大家拍摄团队照片， 一定要参加哦…

和往常一样，欢迎大家每周四午餐时间在 Hartley-Folz 先生的房间参加理事会会议！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Byng Arts 的问题， 请联系 Mr. Hartley-Folz ( jhartley@vsb.bc.ca )

离开了ART，你无法变得smART！

mailto:jhartley@vsb.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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