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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寄语 

 

敬爱的罗宾家长、同学及社区成员： 

 

在离春假只有⼀周之际，我要向家长群体表达我们深深的谢意，感谢你们在这⼀前所未有且充满挑战的时期给

予学校的⽀持。 

你们⼀直以来的耐⼼和⽀持对我们来说异常宝贵, 在这⾥要特别感谢由Kristin McAllister⼥⼠和Tammy Baltz⼥

⼠领导的家长委员会，和由Erin Bartlett⼥⼠,Erin Davis⼥⼠和Anne Marie Corrigan⼥⼠领导的毕业⽣家长委员

会。今年我们需要在ZOOM上频繁会⾯，不断沟通，因为我们的⽇程已经做出了调整和改变，并计划在6⽉份

举办我们的毕业⽣表彰活动。 

⾮常感谢你们的时间和投⼊，在我们进⼊春季学期之际，我们将继续依靠你们的引领和⽀持。 

 

多保重，望渡过⼀个平安、宁静的周末! 

 

Mr. Wilmann 

 

学校新闻 

上周是我们⿊⼈历史⽉的最后⼀周，作为我们学校认知这⼀重要⽉份的⼀部分，约翰斯顿先⽣向学校⼴播。本

周的认知包括奥斯卡·彼得森和维奥拉·德斯蒙德。以下是约翰斯顿先⽣对这些简短更新的简短总结: 

 

Oscar Peterson 奥斯卡·彼得森是⼀位才华横溢的加拿⼤⿊⼈爵⼠钢琴家和作曲家。在众多成就中，奥斯

卡·彼得森于1972年被授予加拿⼤勋章，并于1997年获得终⾝格莱美奖的成就。他那⾸颇受欢迎的《⾃由赞美

诗》(出⾃1962年的《夜⽕车》)成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圣歌。美国爵⼠偶像艾灵顿公爵称彼得森为

“键盘王公”!彼得森被公认为有史以来最伟⼤的爵⼠钢琴家之⼀。奥斯卡·彼得森于2007年去世，但他的⾳乐遗

产将永存。” 

Viola Davis Desmond 1946年，维奥拉·德斯蒙德拒绝坐在新斯科舍省新格拉斯哥的罗斯兰剧院的阳台上，⽽是

坐在⽩⼈专⽤的楼层上。她被捕并被判没有为⼀张落座票全额缴税。她被关进监狱并处以罚款。2010年，新斯

科舍省政府在戴斯蒙德死后赦免了她，并向她的家⼈道歉。维奥拉·德斯蒙德(Viola Desmond)有时被称为加拿

⼤的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她的故事⿎舞了其他为争取加拿⼤种族平等⽽⽃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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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庆祝活动的⼀部分，Byng艺术⾳乐节⽬在2⽉的整个⽉⾥合作演绎了彼得森的《⾃由之歌》。  
 

以下是麦克伦南博⼠Dr. MacLennan对罗宾学校如何通过艺术来庆祝⿊⼈历史⽉的简短总结。 

“我们经常在课堂上讨论这为加拿⼤有史以来最伟⼤的爵⼠乐⼤师。⾼年级的爵⼠乐学⽣们⼀直在做关于他的

⾳乐、⽣活和其他励志话题的各种展⽰。  

下图为黄薇薇Vivian Huang的关于奥斯卡三重奏的艺术作品。“ 

 
 

正如麦克伦南博⼠所说，合作制作⼀件艺术作品并⾮易事: 

 



5  

“我们最⼤也是最耗时的⼯作是与合唱部合作录制并混⾳奥斯卡·彼得森(Oscar Peterson)的《⾃由赞美诗》(Hymn 

to Freedom)。管乐合奏有两个独⽴的⾼级室内合唱团参加在录⾳环节，两组的录⾳被拼接在⼀起，听起来像⼀个

完整的表演。” 

以下是这幅作品的歌词: 

 

When every heart joins every heart and together yearns for l iberty ,   

That 's  when we will  be free.  

When every hand joins every hand and together molds our destiny,  

That 's  when we will  be free.  

Any hour any day,  the t ime soon will  come when we l ive in dignity ,   

That is  when we will  be free.  

When everyone joins in our song and together singing harmony,  

That 's  when we will  be free.  

 

如果你在周三没有机会听到歌词或⾳乐，这⾥是数字⽂件和⾮常有才华的LB合唱队和爵⼠乐队。 

 

                  HTF-final-mixDSM. mp3 
 
其他亮点之⼀还有2⽉24⽇周三的反霸凌⽇： 

每年的反霸凌⽇是⼀个让员⼯、学⽣和区成员站起来、⼤声反对霸凌的机会。今年，约翰斯顿先⽣为学

校作了⼀个特别的PA公告，员⼯和学⽣们都各⾃穿上粉红⾊的衬衫，以⽰团结⼀致，反对各种形式的霸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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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教职员⼯反对霸凌时，学⽣们轮流在红杉⽊⼼雕塑上签名，这是原住民艺术家戴夫·罗宾逊送给学校的⼀

件艺术品。 

 

通过在这些作品上签字

，学⽣们是在公开承诺

要站起来反对霸凌。 

 

 

 

 

感谢我们所有的员⼯反对霸凌，感谢我们的学⽣论坛志愿者帮助学⽣在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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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杉⽊⼼雕塑上签名。 
 

本周其他亮点包括： 

学⽣通过艺术参与： 

本周，⾊彩缤纷的⼋年级学⽣的艺术作品展给学校的门厅带来了勃勃⽣机。 

 

以下是鲍恩先⽣Mr. Bowen对艺术作品和展览的描述： 

“我很⾼兴这个艺术装置，鞋⼦——⼤于⽣活!？”，能够完成和安装，让学校社区欣赏，并希望获得深思。这是⼀

段漫长的旅程，从2019-20学年的⼋年级视觉艺术学⽣的合作开始，到2020年春假后由于学校变成远程教育⽽中断，

最终在2020-21学年的⼋年级视觉艺术学⽣的⽀持下结出硕果。 

 

今年，合作的学⽣完成了最后的细节和装饰(设计，油漆，标记，拼贴，鞋带等)，⽽去年的学⽣参与了⼀个更深

⼊的学习之旅。 

 

在整个艺术项⽬中，去年8年级的视觉艺术学⽣参与了各种各样的学习机会，包括：合作艺术制作，将物品改造

成艺术材料，学习更多关于绘画媒介，以及其他艺术媒介；学习设计中的蓝图，艺术中的⽐例，以及数学在艺术

中的重要性；观看和讨论⼀个有趣的纪录⽚，描述(快速)时尚产业——其中最引⼈重视的是时尚产业对个⼈、集

体、地⽅和全球层⾯导致的⼈类和环境退化的影响；通过分析媒体，⼴告，品牌，流⾏⽂化，⾃我反省，和⾳乐

视频深思马克莫尔的歌曲，翅膀；艺术作为⼀种教学形式。 
 

希望你能喜欢！请不要把这些挂着的艺术品当做piñatas—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些鞋⼦⾥⾯并没有藏着什么甜蜜的

东西!” 
 

  
 
 

学⽣通过社区联系参与: 



8  

在整个疫情期间，尽管⾯临着连接和建⽴社区的挑战，学⽣们⼀直在寻找创造性的⽅法。⼀组活跃的学⽣⼀直

在与Dunbar社区中⼼合作。以下是11年级LB学⽣Andrew Wang对他们活动的总结: 

 

“我们的青年组织由来⾃Dunbar社区的⾼中⽣组成。我们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从组织和推⼴活动到协助完成

社区中⼼内的任务，例如协助其他活动。我们由我们的青年⼯作者Gogo带领，他是我们团队的领导⼒量，组织

我们朝着我们的⽬标努⼒。我们去年参与的⼀些主要活动包括在Dunbar社区中⼼组织⼀场娱乐活动，⼀些游戏

和活动供所有年龄层的⼈参与。我们还帮助了⼀些在Dunbar举办的⼤型活动，⽐如圣诞节和万圣节庆祝活动。

今年，我们的活动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限制，但我们⼀直在开展青年休息室计划，并且收到了资助。我们未

来的⼀些计划包括为青年团体推⼴新的社交媒体，虽然其他计划还没有敲定，但我们会有更多的计划。总的来

说，这是⼀个年轻⼈可以体验领导⼒和规划的地⽅，其规模可以影响周围的环境，这也是⼀个为我们的社区做

贡献的好机会。 

 

我很⾃豪能成为Dunbar青年组织的⼀员，我们都希望能为我们周围的整个社区提供更多。由于LB离Dunbar很

近，我们⼩组的许多成员都是LB的学⽣，所以学校是⼀个促进我们活动的好地⽅，可能与学校的合作将⾮常有

帮助。” 
  

 

 

学⽣通过项⽬学习参与: 

本周，Byng装饰俱乐部的成员们积极参与校园精神建设，并借此机会认知反欺凌⽇和世界思考⽇!! 

LB装饰俱乐部是由Whelan⼥⼠赞助的，我们从不错过⼀个建⽴社区精神和为学校提供正能量的机会。 

谢谢Whelan⼥⼠，感谢您对我们学校包容和多元化⽬标的⽀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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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通过项⽬学习参与: 

义⼯学⽣及社区成员出席由LB移民安顿员钟⼥⼠Janet Chung主持的重要宣讲会。 

钟太⽀持我们所有的新移民家庭，并通过“动⼿”学习为学⽣提供⽆数的参与机会，并为学⽣提供联系的机会。 

例如本周五，Byng学⽣和圣约之家的⼯作⼈员举⾏了⼀个重要的初步会议，以启动⼀个⽀持我们城市⽆家可归

的青少年的项⽬。Wilmann先⽣通过⽹络视频出席了会议，并以对原住民的致谢作为会议的开场⽩。 

   
钟太，谢谢你为⽀持连接我们的社区和欢迎我们的新移民家庭所做的所有⼯作。 

 

技术设备 

在COVID-19疫情期间，许多活动都转移到了⽹上，许多⼈难以获得各种电⼦设备，这⼀问题变得更加普遍。

通过捐赠技术设备，你将直接帮助个⼈。所有的捐赠将捐给BC技术学习社会，⼀个由加拿⼤政府资助的组织。 

请于3⽉10⽇前每天下午12:30-1:15间将捐款投到图书馆指定的捐款箱。请⽤你的设备联系Rezler⼥⼠。我们接受

捐赠的⼿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键盘和⿏标(没有台式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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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感谢您的⽀持。 

GIRLS WILL STAY CLUB 

 

学期时间表 

从3⽉8⽇这周开始D1(P4) 班级将⾯对⾯授课。详见时间表： Student F2F Rotation Calendar （1⽉21⽇

修订）。 

在TEAMS上，学⽣有可填写的第3学期课程表，请点开链接here 。 

 

2021-2022学年不返回Lord Byng 

不打算于2021年9⽉返回Lord Byng的学⽣，请点这⾥并将填妥的表格交给学校办公室的Tichelman先⽣。 

 

夏校信息 

 

1、4⽉19⽇周⼀，夏校⽹站上将上线提供可选的课程。 

2、4⽉30⽇周五，宣传册页将被送到学校。 

3、5⽉4⽇周⼆上午8点学⽣在线注册课程开通。 

4、今年没有预习课程。 

5、中学所在地-Churchill, John Oliver, Vancouver Technical. 

6、8-9年级复习课程和10-11年级补救课程：7⽉8⽇-8⽉5⽇上午8:00-10:00；10:15-12:15.（学⽣将参加⾯对⾯课程） 

7、10-12年级完成课程：7⽉6⽇-8⽉10⽇上午8:00-11:35， 下午12:20-3:55.（除⾮公共卫⽣令要求改为第1天/第2

天 混合远程/⾯对⾯模式，否则学⽣将参加⾯对⾯课程） 

   

   更多信息将会尽快发布。 

 

初级荣誉和⾼级荣誉弦乐队学⽣ 

“初级荣誉和⾼级荣誉弦乐的学⽣⼀直在为⼀个线上⾳乐节录⾳⽽努⼒。在4⽉的第⼀周和第⼆周，每个⼈都将

把他们的作品录下来，供裁判使⽤。该视频将于4⽉晚些时候提交给ConBrio CloudFest，届时学⽣们将有机会

与⼀位专家⼀起⼯作，并就他们的表现给予反馈。 
 

此外，弦乐理事会的成员已经计划在6⽉的第⼆周举办⼀场线上弦乐义演⾳乐会。更多信息将在未来⼏周/⽉提

供给⼤家。 
 

少年交响乐团正在策划⼀些激动⼈⼼的⾳乐：莫扎特的《费加罗序曲》和圣桑的《联姻》。他们将在春假后录

制他们的⾳频/视频作品。视频将在Team上分享供家⼈在家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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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考试信息 – 更新 

AP 学⽣们好! 

以下是罗宾AP考试的最新时间表。更多相关考试形式的信息将在临近考试⽇期时公布： 
Exam Date Time 
AP Calculus AB/BC Wednesday, June 9th 

Digital At-Home 
9:00 am 

AP Computer Science A Tuesday, May 18th 
Digital At-Home 

1:00 pm 

AP English Literature and Composition Tuesday, May 18th 
Digital At-Home 

9:00 am 

AP French Language and Culture Monday, May 10th 
In-School 

8:00 am 

AP Statistics Thursday, June 10th 
Digital At-Home 

1:00 pm 

AP Drawing Portfolio Submission Final Deadline: Thurs, May 20th 
(Portfolios need to be completed before this date.) 

没有在罗宾上AP课的同学请上 VSB website 参阅更多信息。 
 

AP 统计学 – 考试登记和费⽤ 

考AP统计学的同学请按以下步骤登记AP考试： 

1. 从MyAP 订AP考试： 

o 登录 myap.collegeboard.org 

o ⽤你的AP⽼师给的密码进⼊AP课程 

o 在“Order Exam?” 下⾯把“Undecided” 改成 “Yes” 

! 如果不需要订AP考试，把“Undecided” 改成 “No” 

2. AP 统计学的截⽌⽇期： 3⽉5⽇，2021  

3. ⽤ vsb.schoolcashonline.com 在线付考试费⽤ (更多相关这个系统的信息参看罗宾⽹站) 

o For AP Statistics: 
! 以下期间可付费：2⽉15⽇ ～ 3⽉5⽇, 2021 

o AP考试费⽤: $140 
 

 

学⽣学习调查 

邀请所有学⽣，⽗母/监护⼈/看护⼈和教职员⼯参加年度省学⽣学习调查。 

省学⽣学习调查在范围，规模和对学校的实⽤性⽅⾯具有独特性。它从⽗母/监护⼈/照顾者，⽼师和学⽣那⾥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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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学校环境，安全和成就的信息。该信息⽤于各个学校的规划，并提供地区和省的视⾓观点。我们⿎励所有学⽣，

家长/监护⼈/看护⼈和教职员⼯参与此调查，因为调查结果对于确定和庆祝当前的优势以及确定学校需要重点改进

的地⽅⾮常重要。调查包含针对该省的标准问题，此外还包括学校和学区针对当地条件或问题的问题。 

 

以学⽣⾝份完成调查： 

1. 使⽤具有最新⽹络浏览器访问权限的计算机。 

2. 进⼊ www.bced.gov.bc.ca/sat_survey/access.htm 

3. 在 “Student” 部分: 

• 学区 District: 39 Vancouver 

• 登陆号码 Login #: ⽤你9位的PEN （Personal Education Number） 

• 语⾔ Language: 选择你要⽤的语⾔ 

4. 通过单击相应的圆圈回答每个问题来完成调查。单击屏幕右下⾓的右箭头，移⾄下⼀组问题。单击左箭头回到前⾯。 

5. 完成调查后，您将收到⼀条消息 “Thank you for sharing your views.” 
 

以⽗母/监护⼈/照顾者⾝份完成调查： 

1. 使⽤具有最新⽹络浏览器访问权限的计算机。 

2. 进⼊ www.bced.gov.bc.ca/sat_survey/access.htm 

3. 找到 “Direct Access – no logon number required” 部分填写以下信息: 

a. 学区 District: 39 Vancouver 

b. 学校 School: Lord Byng Secondary 

c. 语⾔ Language: 选择你要⽤的语⾔ 

4. 通过单击相应的圆圈回答每个问题来完成调查。单击屏幕右下⾓的右箭头，移⾄下⼀组问题。单击左箭头回到前⾯。 

5. 完成调查后，您将收到⼀条消息 “Thank you for sharing your views.” 

省学⽣学习调查站点将开放到4⽉30⽇。感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完成“省学⽣学习调查” 

 

10年级读写能⼒测试 

我们的10年级读写能⼒评估将于4⽉12⽇⾄16⽇这⼀周针对所有10年级学⽣以及⼀些尚未参加或者尚未通过考试

的11年级学⽣进⾏。 

 

点击这⾥ 可以找到4⽉12⽇⾄16⽇10年级读写⽔平评估的时间表，该时间表和⾯对⾯1-3课表相对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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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开始时间。我们要求学⽣在考试开始前 10 分钟到达（上午考试8:20am开始，下午考试

11:50am开始）。  

• 如果学⽣到达的时间超过预定时间 30 分钟，将不被允许参加考试。 

• 学⽣必须携带以下物品参加考试： 

§ ⼀个⼜罩/⾯罩 

§ ⼀张带照⽚的ID 

§ ⼿机之类的设备不允许带⼊考场 

 

• 建议学⽣做考试样题 sample assessment 以便熟悉考试的格式， 要求和顺序 
o 学⽣还可以使⽤ workbooks an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videos. 
o 学⽣可以进⼊ scoring guide and student examples 看看其他同学是如何回答的. 

• 评估期间将遵循所有COVID-19政策和程序。 必须戴上⼜罩并保持距离。 参加之前必须完成

⽇常健康检查。 如果有⼈⽣病，他们必须待在家⾥。 在今年六⽉的的时候，还会为在这次

评估时有任何需要留在家中的⼈提供评估的机会。 

• 10年级读写评估是毕业的要求。 在6⽉14⽇⾄23⽇的最后⼀场评估中，11年级的学⽣将有机会

注册参加或者重新参加“10年级读写能⼒评估”。 

 

核⼼能⼒⾃我评估 

这学期教职员⼯和学⽣花了很多时间来联系和交流核⼼能⼒的发展。学⽣通过⾃我评估的过程进

⾏⼯作，并对⾃⼰在整个学年的学习进度进⾏反思。对这些能⼒的最终反映和评估将在第4学期进

⾏。 

有关卑诗省课程中核⼼能⼒的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s://curriculum.gov.bc.ca/competencies 

 

乐队部门新闻 

在“⿊⼈历史⽉”（⼆⽉）中，不同的乐队⼀直在庆祝加拿⼤最伟⼤的爵⼠⾳乐家Oscar Peterson，

（1925-2007年）。在⼆⽉份中，学⽣们进⾏了演讲，创作艺术作品，表演⾳乐，并观看了关于这

位了不起的⾳乐家的纪录⽚。我们最⼤的⼩组项⽬是让Wind合奏组录制Peterson的《Hymn to 

Freedom》的伴奏，然后分别录制室内合唱团的演唱。由于COVID的限制和社交距离，合唱团⽆法

⼀起录制。因此，在我们才华横溢的声⾳⼯程师Felix Li的帮助下，将这两个录⾳混合在⼀起。最

终结果可以在Band⽹站上听到。 

 

BYN-GO ⽥径 

BYN-GO是⼀个健⾝课程，每周三上午11: 35在主体育馆进⾏。这是⼀个⾮常好的⽥径训练，适合所有

的个⼈和团体参与的运动，孩⼦们运动的同时也能收获很多乐趣！我们致⼒于短跑速度和技术、敏捷性、

跳跃能⼒、整体⼒量、核⼼⼒量和⼼⾎管健康的训练。上午11:35在主体育馆开始，持续约45分钟。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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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的话，学⽣应该提前10-15分钟到达。带上⼜罩和⽔瓶（如果可以的话，带上朋友）。想参与的学

⽣们请先去见Jack先⽣或去体育办公室拿⼀份COVID许可证。更多细节，请联系Jack先⽣邮箱： 

bjack@vsb.bc.ca  
 

⽥径 

罗宾Track and Field 训练将于下周正式开始！下周时间表如下： 
周⼀: 3:15 to 4: 45 pm at Camosun Park (仅Grades 8 and 9) 

周⼆: 3:15 to 4:45 pm at Camosun Park (仅Grades 10, 11 and 12)  

周三: 11:30 am to 12:30 pm, BYNGO training, Main Gym  

周四: 7:45 to 8:30 am to High Jump and Hurdles, Main Gym 

如果他们错过了周四的会议，则学⽣必须在体育办公室见Mr.Jack，或在主体育馆西侧的公告板上拿取必

要的表格。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系Mr. Jack：bjack@vsb.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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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完成每⽇健康评估 

 

 Daily Health Assessment ，也感谢你

们像⼀个家庭⼀样讨论最⼤化⾝体距离，

最⼩化⾝体接触，戴⼜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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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学⽣使⽤正确的门⼜出⼊，并遵循⽅向箭头⾏进。楼梯是单向的。 

 

第3学期学⽣⾃习位置申请表 

第3学期需要⾃习位置的学⽣必须填写这个表格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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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前必须清洁⼿。 

 3. 始终戴着⼜罩。 



15  

 4. 不准在此处饮⾷。 

 5. 学⽣不准共享设备。 

 6. 课桌使⽤后必须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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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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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计划 – 3⽉1⽇截⽌ 

   主要事项： 

1. 有关课程计划的所有信息，请参看我们学校⽹站上的“课程计划”页⾯。 

2. 学⽣要求应在3⽉1⽇之前提交到MyEd中，即要求必须输⼊MyEd中。单击此处了解有关操作⽅法的说明。如果

您需要有关MyEdBC登录名和密码的帮助，请发送电⼦邮件给Mr. Vulgaris: mvulagaris@vsb.bc.ca 

3. 除了在MyEdBC中输⼊申请外，学⽣还必须在Microsoft表单上填写“课程申请”表单。此操作只能执⾏⼀次，因

此请花⼀些时间。请注意，对于MS Forms，您必须使⽤您的VSB帐户登录。 

Grade 11  

Grade 10 

 Grade 9 

Grade 8 
 

感谢您的⽀持。我们⿎励所有学⽣明智和谨慎地选择，因为我们希望他们在9⽉能有⼀个良好的开端。如果需要任何

⽀持请邮件联系您的辅导员。 

 

Microsoft Teams 

这只是⼀个友好的提醒，请学⽣不断查看他们的咨询团队页⾯。我们已经建⽴了不同的渠道，并张

贴各种信息，学⽣可能会发现对⾃⼰有⽤的相关信息。对于11年级和12年级，有很多关于各种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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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以及中学后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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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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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登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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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仅⽤于重要学校

业务或在紧急情况下。所有其他交流和业务将通过电话、虚拟会议或电⼦邮件进⾏。 

 

Byng Arts 新闻 

Byng Arts 新申请⼈ 

请访问我们的⽹站获取最新信息：http://byng2.vsb.bc.ca/byngarts/ 

第⼀批和第⼆批录取通知已经发给7年级申请8年级的同学。我们也已向申请9⾄12年级的学⽣提供了少

量录取。我们会持续检查9⾄12年级的可⽤位置，并且只有在我们确定有⾜够的空位时才能提供更多录

取。请持续关注相关更新。 

 

如有更多问题，请联系Mr.Hartley-Folz：byngarts@vsb.bc.ca 

 
Byng Arts课程规划 

感谢你完成了课程计划程序。辅导员将根据⽼师的建议增加只有⽼师批准才能选的课，例如Theatre 9和

Symphony。我们还将检查每个学⽣都已注册了正确的Fine Art专业课程，如果发现问题，我们将与学⽣联系。 

作为检查的⼀部分，⼀份表格将会通过电⼦邮件发送给10、11年级的学⽣，以确保他们获得认证。有关认证的

资料，可参阅课程规划指导Course Planning Guide 并仔细阅读 Byng Arts部分（14-17页）以及学校⽹页Byng Arts 

简介。 

 
1. 学校⽹站上的PowerPoint (Course Planning PowerPoint)  
2. Byng Arts 课程规划录像 (https://youtu.be/MVIYpNNx00w) 

 

Byng Arts 护照 

护照⽹站(http://passport.lordbyn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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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照在2⽉16⽇星期⼆已经审查。我们需要你⾄少解锁5项成就。我们将向没有达到这个要求的学⽣

发出通知。 

 

所有达到5项成就的最低要求的同学可以参加咖啡厅抽奖。获奖者可以得到Indigo礼品卡， 

Kisses巧克⼒等礼物，奖品在A223房间领取。我们仍在等待⼀些获奖者。 

 

我们将在5⽉再次审查护照。希望你完成另外5项成就，所以请继续努⼒。发给我们⼀张咖啡厅演出

的截屏照⽚，利⽤我们这个⽉发给你的演出票观看学校的演出(Things My Fore Sisters Saw)，在艺术

馆拍个⾃拍照，等等。 

 

Byng Arts学⽣会最新动态 

会议总结： 

2021年2⽉25⽇： 

• 在我们中间 (三⽉四⽇) – 请在Team学⽣会渠道提供活动反馈 

• WAT在线视频于3⽉10⽇发布—已确认 

  感谢所有⼈的贡献 

• 确认四⽉咖啡馆⽇期： 诗歌主题 

o 4⽉14⽇ 4:30 PM 

o 请继续关注线上试镜的⽇期 

 

家委会新闻 

罗宾家委会希望⿎励所有⽗母和学⽣完成以上时事通讯中提到的《 2020-2021年省学⽣学习调查》，以确保他

们的观点得到共享。请参加调查！ 

 

社区垒球-如果你的⼥⼉正在寻找⼀个COVID -友好运动，温哥华Minor Softball对所有现在和未来的垒球选⼿

开放2021年春季登记。从4⽉到6⽉,VMSA对所有年龄，能⼒和经验选⼿提供⼀个有趣和安全的垒球经历。

VMSA的场地拥有强⼤的安全系统。垒球提供了⼀个很好的体育活动和团队机会。如果你登记 

早⼀点，你就可以和你的朋友们组队。更多信息和注册请访问:www.VMSA.ca 

 

毕业⽣家长委员会 

Purdy 巧克⼒–谁会不喜欢Purdy 巧克⼒呢！现在储备复活节礼物吧，并帮助罗宾毕业⽣家委会实现其筹款⽬标。

请在3⽉20⽇之前通过下⾯的链接在线订购。 3⽉28⽇（星期⽇）上午10点⾄下午1点可以到其中⼀位罗宾家长

的家中(drive through)取货：Order Purd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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