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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寄语 

尊敬的 Lord Byng 家长、学生和社区成员： 

学期教学模式现已被 VSB 正式认可为学区的首选教学模式，正如本周向我们社区发送的一封信中最近更新所述： 

“经过广泛的参与过程，学区决定继续采用学期模式。 与教育计划一致，学生的声音集中在这个决定中。 学生调查结

果表明，67.76%的参与学生更喜欢学期制。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参与摘要报告。 此外，所有 VSB 中学的灵活教学时

间 (FIT) 也将增加到每周 160 分钟（从 100 分钟）。” 

工作人员将努力制定 2023-24 学年的新时间表，并将继续按计划进行课程规划。 有关 FIT 时间的任何更新将在学区正式

确定信息后立即与家长和学生沟通。 

祝大家周末愉快！ 

威尔曼先生 

学校新闻 

感谢大家为 2023 年新年开了一个好头，感谢你们为我们所有的学生带来了你们的专业知识、活力和学习的乐趣！ 

虽然这一周很短，但却非常重要，它将支持我们的学习者完成将于 1 月 31 日结束的第一学期，并未将于 2 月 3 日开始
的第二学期奠定基础 。 

本周的主要学习机会集中在我们的学习支柱上，包括： 

• 通过土著教与学实现和解 

• 学生参与 

• 包容性和多样性 

• 社交和情感学习 

随着我们在未来一年继续在这些重要的学习支柱的支持下支持我们的学习者，我们将作为工作人员开会，总结过去几
年的经验，并根据教育部的要求更新我们的学校计划，按教育部规定的任务是让所有学习者参与进来，培养有教养的
公民的特质，同时符合VSB Ed 2026 年计划。 

我们将于 1 月 12 日星期四举行的员工会议和协作规划会议将为我们的员工提供一个重要的机会，让他们在我们制定未
来三年的学校计划时提供意见和想法。 

与此同时，我们刚刚过去一周的亮点如下。 

1 月 3 日至 6 日这一周的亮点: 

通过土著教与学实现和解：欢迎回来，欢迎来到森林！ 

麦肯先生的高级土著研究社会研究班的学生这一周以在树林里散步开始！！！ 

图 1 土著研究高年级学生以探索当地太平洋精神公园的实地的学习机会开启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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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Mr. McKeen 带领社会学高年级学生就Reconciliation and Reclamation 的主题展开讨论. 

通过很快进入这座城市中一些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的方式，。Mckeen 先生在太平

洋精神公园散步开始了他 2023 学年的第一堂课。 利用学校靠近 Camosun Bog 的优势

，以及居住在这些土地上数千年的玛斯昆族人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历史，McKeen 先
生在课堂上开始讨论两个重要主题，首先是和解，其次是“开垦”。 

所有学生都熟悉 Reconciliation 这个词，但“reclamation”这个词是一个新词，Mckeen 先生在其中强调了最近的“Land 

Back”口号，该口号目前被用来支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整个加拿大的土著土地权利要求 国家。 举例说明了 Tsawwassen 

民族以及附近的三个民族（Musqueam、Squamish 和 Tsleil-Wauthuth 在杰里科土地上的开发项目）。Mckeen 先生解释说

，这些例子是经济发展是一种有形的和解形式，并与 “开垦”的概念，一个让原住民社区实现其经济潜力并支持康复和

重生过程的过程。“开垦”的其他例子包括语言、文化和艺术，代表着原住民丰富多样性的重生 在加拿大。 

通过本土教与学实现和解：FAB 大会与 

理查德范坎普 

学生体验我们集体丰富多彩的另一个机会 

和解之旅于周三在 2023 年第一次 FAB 大会期间进行。 

本次集会的主持人是土著克里艺术家理查德范坎普。 

通过 Teams 从他位于艾伯塔省埃德蒙顿的家中向学校广播， 

范坎普详细描述了他作为一位成功的作家、编剧和制片人的个人生活故事 

和职业生涯，深深吸引了听众。 

在这场与观众生动交流中，范坎普还告诉了 

他的一部小说中令人毛骨悚然的鬼故事！! 

感谢 Byng Arts Head 和 Fine Arts Department Head Mr. Jon Hartley-Folz  

组织这次活动并为我们的学生提供另一个丰富的学习机会来 

体验我们土著社区的丰富多彩。 

 

图 3 Richard Van Camp 在 2023 年 FAB 大会开幕式上通过电话会议

促进了与 Byng 学生的交流 

 

 

通过主动学习让学生参与：Capstone 项目即将完成 

12 年级的学生从 11 年级开始就一直在努力完成他们的 Capstone 12 项目。 一名学生的项目自 9 月初开始成形，现在

正在大楼主层礼堂外的走廊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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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年轻的艺术家利用自我反省和文化认同的概念，在大楼里度过了寒假，创作了这幅鼓舞人心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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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艺术家 Serena Yu 关于这个项目的声明: 

我的壁画描绘了一个半浸在睡莲池中的亚洲女孩。 亚洲女孩是我自己的

参考； 但是，我觉得它也可以代表我们学校的大量亚裔人口。 睡莲让我

想起了我访问中国的传统和回忆。 我在高中成长的很大一部分是对我的

中国传统的接受，这幅壁画向我自己和我的文化致敬。 这幅壁画的目的

是为我们学校的学生创造一个更漂亮、更具视觉吸引力的空间。 有了 
Byng Arts，我们的学校拥有如此多才华横溢的创意人才，但我们并没有

在我们的校舍中看到很多这样的展现。 作为一名 12 年级的学生，我还想

在毕业前在学校留下自己的印记。 画一幅壁画一直是我的目标，我觉得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通过“实践”学习的学生参与：9 年级戏剧制作 

Thiessen 先生 9 年级戏剧班的学生本周又回来了，他们对从开场白开始的今年第一部戏剧作品进行了最后的修改： 

“一个寒冷、晴朗的冬夜，当北极光在满天繁星的天空中盘旋时，缅因州阿姆斯特尔市的居民发现自己以意想不到和滑

稽的方式坠入爱河和失恋。 膝盖擦伤了。 心碎了。 但在这个令人愉快的仲冬夜之梦中，瘀伤愈合了，心灵也几乎愈合

了。” 

伟大的工作，蒂森先生，伟大的表演！！！ 

 

 

 

包容性和多样性：兔年规划 

农历新年将至，我们的 Byng SWIS 工作人员 

Janet Chung 女士正在与她令人难以置信的 Project 3-B 俱乐部、 

家长和社区志愿者合作准备今年的 

庆祝新年的开始。 

对于所有计划在课堂上庆祝和认可这一重要文化活动的人员，这里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重要日期： 

中国农历 2023 年——或者更确切地说，新年 4721——将于 2023 年 1 月 22 日星期日在亚洲举行——开始兔年，结束

虎年。 

谢谢钟老师，感谢您的领导，我们期待 1 月 30 日在我们学校举行的农历新年庆祝活动！！！ 

社交和情感学习：辅导员欢迎学生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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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星期，咨询团队与学生会面，通过课程选择过程为明年提供指导和支持以及

计划。 

Daniel Bagnall 先生是我们令人难以置信的团队的新成员之一，他为 8 年级学生介

绍了课程选择方案。 

感谢我们所有的辅导员为支持我们的学生所做的出色工作！！！ LB 祝你度过愉

快的一周，感谢你为激发、吸引和准备我们的学生为我们复杂的 21 世纪全球社

区所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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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转换日 

学期转换日——2 月 1 日和 2 月 学期周转日是 2 月 1 日和 2 日。 

没有安排课程，学生可以在学校见老师和/或完成作业，应老师的要求进行测验/测试。 课外活动在正规学校期间不进行

。 

协作日期/时间表 

 

 

2022/2023 罗宾日历 

请点击HERE查看 2022-2023 校历的重要日期列表, 包括学校开学日以及假期清单、专业发展日和家长会日期。 

Vancouver Coastal Health——我应该什么时候让生病的孩子留在家里不上学？ 

请点击here查看更多信息。 

学校停车场 

亲爱的家长和学生， 

家长和学生在上课时间不应在停车场。 这适用于车内和车外。 另外，提醒如下： 

由于严重的安全问题，我们要求所有家长： 

•请勿在华莱士街停车 

•请勿驾车穿过员工停车场 

•请勿使用Lord Byng正门的免下车通道 

如果您需要送孩子，请考虑在几个街区外送孩子。 我们感谢您的合作，以确保您孩子的安全对我们至关重要。 

谢谢你，威尔曼先生 

储物柜更新 

请不要将贵重物品存放在您的储物柜中，并确保储物柜上锁。 

如果您不需要储物柜，请不要带一个，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储物柜。 如果您注册了一个储物柜但在 10 月 31 日之前没
有上锁，我们将把那个储物柜重新分配给另一个学生。 

如果您没有在线选择储物柜，而是将锁放在储物柜上，请将其取下，否则将被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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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团和弦乐音乐会——1 月 17 日和 19 日下午 6:30 

Lisa Lan 女士和 Ruth Anderson 女士很高兴能一起参加合唱团和弦乐的冬季音乐庆典。 由于座位有限，欢迎家人和

朋友参加，但需持票。 票务报名请见Lan小姐或Anderson小姐。 谢谢，我们期待在几周后为您表演！ 

2023 弦乐在线捐赠（全年开放）。 

学校在线付款: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Fee/Details/1869/196/false/true/ 

*最重要的是，家长需要注明 Lord Byng Strings 的名字，资金才能直接用于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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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术 10 评估 2023 年 1 月 23 日至 25 日/识字 12 评估 1 月 25 日下午 

所有 11 年级的学生，以及缺少此毕业要求的 12 年级学生都将撰写此评估。 学生将被告知他们将在 3 天中的哪一天以

及时间进行考试。 所有评估都将在图书馆进行。 Literacy 12 评估也将于 1 月 25 日星期三下午为所有 12 年级未在 11 月
参加考试和分数低于 3 分的学生提供。 

PAC 新闻 

PAC 下周会议-请参加我们于 1 月 18 日星期三晚上 7 点在学校图书馆举行的下一次 PAC 会议（远程收听的链接也

将在下周发送）。 

课程之夜: 咨询部门将在 PAC 的协助下为家长提供两个在线课程之夜。 这是家长更好地了解选课过程、毕业要求和提问

的机会。 如果需要，讲中文的 PAC 执行成员将可以翻译问题。 请将您的日历标记为 1 月 19 日晚上 7 点（当前 G10/G11 
学生）和 1 月 26 日晚上 7 点（当前 G8/G9 学生）登录详细信息。 

感谢您的支持! –  非常感谢所有为年度 PAC 筹款活动捐款的人 

活动 - 我们筹集了超过 32,000 加元！ 这些资金确实有所作为，将使我们能够支持一些重要的资金请求。 如果您仍想捐
款，请访问 SchoolCashOnline. 

星期三早上在 PACIFIC SPIRIT PARK 散步. 对于希望在 Byng 社区建立新联系的同时享受大自然的父母，请加入我们周三

的散步。 欢迎大家。 我们将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星期三上午 9 点在学校前面的台阶上见面。 请 RVSP 到 Nora： 
noradyng@hotmail.com 

中国父母信息支持: 

每周学校新闻的中文版和中文播报将更新在PAC 官网上 

PAC 邮箱接受中文邮件，中国家长可以将他们的问题或者疑虑发中文邮件到lordbyngschoolpac@gmail.com
 

PAC 会议上可以用中文在现场提问或者在ZOOM 上发消息提问，我们会有翻译服务。 

感谢您的支持! 

2022/2023 学费 

请于SchoolCash Online上支付学费school fees。 

咨询部门更新 

欢迎 Bagnall 先生 

辅导员们想对我们的新辅导员 Daniel Bagnall 先生表示热烈的欢迎。 Bagnall 先生将负责姓氏 A-Gr 的学生。 他将接替。

后者已经搬家，我们非常想念她。 Bagnall 先生的电子邮箱是dbagnall@vsb.bc.ca 

第 2 学期课程变更 

任何需要在第 2 学期换课的学生都可以在 2 月 1 日（星期三）前来拜访他们的辅导员。 辅导员将从上午 9 点到下午 3 
点提供服务。 我们想让您知道时间表已经排满了，我们将尽最大努力满足学生的任何要求； 但是，请注意，由于课堂

容量有限，某些更改可能无法实现。 可以通过登录 My Education BC 访问和查看学生的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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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和家长选课介绍 

辅导员完成了 8 年级、9 年级、10 年级和 11 年级的课程选择演示。 这些演讲于本周和上周在我们学校礼堂举行。 在学

生展示之后，我们将在 1 月 19 日举办初级课程（8 年级和 9 年级）以及 1 月 26 日，一名高年级学生（10 年级和 11 年
级）通过 Zoom 为我们的家长进行选课介绍。 PAC 将举办这两项活动，我们的顾问将出席。 带有链接的详细信息将在

临近日期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所有关于课程计划的信息都将在我们学校的网站上：课程计划（请注意，我们仍在编

辑此页面。）学生需要通过登录 MyEd 在 MyEd 中输入他们的课程请求，单击 MyInfo（在左上角） ) 然后是请求（左侧

）。 进入 MyEd 的学生课程申请将于 2 月 15 日到期。 

学生在课程请求输入方面需要帮助 

辅导员将可以帮助任何需要帮助的学生在 Fit 期间在图书馆的计算机实验室将他们的课程选择输入 MyEd。 日期

为：1 月 31 日、2 月 2 日、2 月 7 日和 2 月 14 日。 

 

TREK 

TREK Outdoor Education program 是由威尔士亲王中学的温哥华学校董事会为 10 年级学生提供的综合户外教育项目。 

该计划对温哥华所有 10 年级的学生开放，学生需要在 9 年级期间申请。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TREK 网站
http://www.trekoutdoorprogram.ca/procedures-and-timeline 

 

辅导团队 

每个年级辅导员都成立了辅导员小组。 是的，我们意识到这是学生必须检查的另一个地方，但这是我们向学生提供各

种主题信息的最正式、最有效的方式：毕业、高等教育选择、奖学金和心理健康资源，等等一些。 如果您是 Byng 的
新学生，请让您的辅导员知道，以便我们可以将您添加到您各自的辅导团队中，例如。 12 年级（辅导 2022/23），11 
年级（辅导 2022/23）... 

Byng Project 3B 帮助组织 1 月 30 日的 2023 年农历新年庆祝活动！ 

时值告别虎年，迎来兔年，Byng Project 3B 举办农历新年庆祝活动，为学校增添喜庆气氛！ 

除了精彩纷呈的双狮舞和功夫展迎接兔年，学生和家长们也在努力策划节目和练习表演，希望能在给学校带来欢乐

的同时，分享传统和文化！ 

以下是庆典表演的部分预告： 

Byng Project 3B中国舞队的Fiona Deng, Kelly Ma, Anna 
Wang, Ailin Li (前左至右), Sophie Jiang, Elsa Yao, Ella Mo 
and Katie Guo (后左至右)用了数周的时间准备了一场

优雅的中国舞， 庆祝农历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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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漂亮的中国传统舞蹈服装的是来自新成立

的 Byng SWIS 家长舞蹈队！我们才华横溢、尽

职尽责的家长，包括 Manna Liu、Monica Wu、
Na Man、Shirley Wang、Sophie Yang Nancy Fan
（后左至右）Rachael Chen、Ting Liu、Daisy Li
、Belinda Bai（领队兼编舞）、Sarah Feng 和 
Nancy Fan（从前左到右）。 他们将在活动当

天让观众惊叹不已！ 

 

Byng Project 3B国乐队将以琵琶、二胡、古筝、大提琴、长笛为观众演绎两首动听的中国流行曲目。 从左到 

右边是 Bob Zheng、Celine Yang、Mike Qiu、Rebecca Yu、Serena Lu、Steve Ping、Sophie Yang、Melanie Li（组长）、

Karen Quan 和 Nicole Zhang。 

 

下周将有更多更新…… 

Byng Project 3B 策划团队 

 

 

 

 

 

 

 

 

 

罗宾艺术 

该计划的新申请者 

感谢所有按时提交申请的人员。 

确认消息已发送到所有收到的完整的申请。 我们会继续审阅，提交并在月底发送我们的面试或试镜邀请。 请预留以下
日期： 

2月9日-10日 现场面试/试镜 

 

访问我们的网站以获取最新信息:http://byng2.vsb.bc.ca/byng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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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试镜的要求将发布在我们网站的“选择流程”部分——您可以仔细阅读并开始准备。 （点击这里进入Selection 
Process section). 

护照，护照，护照 

罗宾艺术护照:passport.lordbyng.net 

护照将于一月底到期。 

你完成了多少个事件？ 到 1 月，所有学生都需要至少参加 7 场活动——不要拖延，今天就开始吧。 每个完成 7 项活动

的人都将参加抽奖，如果您参加的活动超过 7 项，您的名字将被多次抽取。 抽签将在 3 月中场休息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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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些最新的护照机会 

 

如果您的护照帐户有问题，请务必阅读 Teams 上的详细说明或联系 Hartley-Folz 先生(jhartley@vsb.bc.ca) 在截止日
期前把事情整理好。 

Byng 艺术学生会信息 

学生会每周四在 A223 房间举行面对面会议。 欢迎所有人。 

使用 Teams 上的链接转到学生会频道，阅读我们的会议记录、提问或在 Instagram 上联系委员会

(@byngartstudentcouncil) 

会议详情: 

我爱你拿铁咖啡屋 2 月 13 日  :  1 月 30 日和 31 日的午餐、FIT 和放学后，咖啡馆试镜！ 

报名参加咖啡馆试镜已经开放！ 填写这个表格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SxxkkzqW- Vn2z4UrS8u2--
26czOtlFsG3e2PlnS5-v8mAmQ/viewform申请! 

晚会主题: 

为 2023-2024 年的晚会主题投票！ 晚会将于 2023 年 12 月 2 日在 Roundhouse 举行。 选择以下主题之一，帮助

我们开始规划: 

• 玩具和游戏 

• 冬季仙境 

• 蒸汽朋克/赛博朋克 

• 电影-灯光、相机、动作 

• 童话故事 

点击这里投票:https://forms.gle/bdZry3vB2KcKHRb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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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跳舞吗?: 

我们每年一度的教师舞会将于 2023 年 3 月 10 日举行！ 准备好购票，见证您最喜欢的老师炫耀他们绝妙的动作。 

护照:  别忘了检查你的护照！ 确保你至少有 7 个徽章 :)
 

如果您对 Byng Arts 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Hartley-Folz 先生(jhartley@vsb.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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