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宾新闻

2022年9月16日

内容

目录

校长致词 2

学校新闻. 2

协作规划时间 4

PAC 5

COVID-19信息 6

学校表格 -更新 6

在MyEd上公布的核查表 6

医疗护理计划表格 7

图书馆 7

八年级夏令营家长说明会 7

八年级夏令营表格 7

越野赛 7

储物柜 7

辅导部最新情况 7

照片重拍日 8

12年级毕业照拍摄时间 8

2022/2023年罗宾日历 8

2022/2023年学校费用 8

2022/2023年作息时间表 8

MyEdBC登录 8

Fine Art 信息 8

温哥华电影学院 8

Byng Art 信息照 9

Byng Art学生会信息 10



校长致词

亲爱的Lord Byng家长、学生和社区,

感谢我们所有的家长和社区成员对 2022-23学年开始的所有支持。教育是一个旅程，需要工作人员、家长和学生
之间 的不断合作。感谢家长，感谢你们对我们旅程的持续支持，这样我们才能确保所有学生在我们学校有一个成
功的学 习经历。

下周，为了与全国各地的学校保持一致，我们学校将关闭，以纪念加拿大国家元首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于 9月19日
星期一 举行的国葬。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威尔曼先生

学校新闻

与新员工见面，并有机会"亲自 "欢迎新老员工回校，是今年9月开学的一大亮点。 以下是今年九月加入我们社
区的工作人员名单。

第一周的其他亮点包括八年级的迎新会和欢迎会。

特别感谢我们的辅导部组织了8年级的迎新会和欢迎 2027年的毕业班。

• Radic 女士
• Smith 女士
• Vanderklippe女士

• Chittenden 女士

辅导员和行政人员也做了介绍。八年级学生受到了体育部主任和体育总监 Kevin Sandher先生的热烈欢迎。

Sandher先生 向学生们介绍了计划于10月12日至13日举行的八年级夏令营的最新情况，所有八年级学生都会参

加这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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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年级新生会上，12名学生带领八年级学生做了几个游戏，为了让学生们相互了解，在向导的带领下参观 了校

园。

欢迎八年级新生来到科学实验室:

从8年级开始，Koscal 先生的科学8班的学生第一次体验到真实的高中实验室。

利用在线平台 "僵尸学院"，学生们共同完成了一份在实验室5做5不做的安全注意事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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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Koscal先生，欢迎来到Byng，谢谢你对Zombie学院的介绍，我的实验室安全证书已经贴在我办公室的墙上！！ 。

职业教育 8:

为了支持我们作为终身学习者和全球公民的目标，Raoul先生的职业教育 8班的学生在今年开始制定了班级章程。 在

整个课程中，学生将有机会了解他们作为全球公民的权利和责任，以及如何使他们的学习与他们作为受教育公民的

未来相一致，这是教育部对BC省所有学生的明确任务。

https://curriculum.gov.bc.ca/curriculum/cahttps://curriculum.gov.bc.ca/curriculum/career-education/8/corere
er-education/8/core

谢谢Raoul先生，我们期待着了解更多关于这个激动人心的计划，其中包括的内容有:

社会和气候, 正义，以及自行车机械和维修。

该课程是所有八年级学生的 ADST8轮换课程的六个组成部分之一。

协调规划时间

9月20日星期二是本学年的第一次合作计划会议。学生们将参加第一节课，时间和日期如下所示, 9月20日星期二

的第一节课上午10:00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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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

Lord Byng PAC希望欢迎所有新老家庭来到学校，并鼓励大家参与和支持 PAC。

我们本学年的第一次PAC会议将于下周三9月21日，晚上7点在学校图书馆举行--请参加我们两年来的第一次面对面

会 议！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从我们的校长Wilmann先生和其他Byng工作人员那里获得最新信息，希望 所有家

长都能到场参加。

今后的PAC会议时间在下面和PAC网站上公布，网址是www.lordbyngpac.com。今年我们将根据家长的反馈和任何对于

COVID的限制 ，举办面对面参加的和在线 PAC的会议。

PAC管理层 -每年PAC都会在我们的年度大会上选出新的管理层，该会议将在10月12日的PAC会议上举行。我们幕墙

有几 个职位空缺，几个关键的执行职位将在今年和明年过渡，我们希望能招募一些8-10年级的新家长加入执行团队

。以下是职位描述，如果您有兴趣，请联系我们了解更多信息。

竞选PAC 2022/2023年度执行委员。

主席：Kristin McAllister（最后一年，明年转为前任主席）

前主席: Tammy Baltz

副主席:  空缺，将由副主席转为主席 2023/2024

财务主管:  空缺，

秘书: Christiane Collin

中文秘书 : Jackie Wang

DPAC代表:  空缺

主席的职责: 代表家长与学校行政部门联系，组织并主持PAC会议和其他家长信息会议，授权以下责任，负责年度筹款

活动，管理资金申请，招募新的执行成员，回复PAC的电子邮件，起草每周更新的学校周报内容，并根据需要支持毕业

委 员会。

财务主管的职责: 授权以下责任，负责PAC的财务工作，并与学校行政部门协调资金的支付。提交年度博彩拨款申请和

支 付报告书。

DPAC代表的职责: DPAC是区域PAC的缩写，代表温哥华地区所有学校PAC在温哥华教育局的集体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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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DPAC代 表，您将出席DPAC月度会议，并在Byng PAC会议上就Byng社区感兴趣的事项提供最新信息。

2022/23年度委员会会议期:
2022年9月21日

2022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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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毕业典礼家长委员会需要志愿者 -每年，罗宾家长毕业典礼委员会通过筹集资金和支持各种活动的 组织来支

持 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庆祝活动。如果您能加入志愿者委员会，请发邮件给我们， lordbyngschoolpac@gmail.com。

如有任何与PAC相关的问题或担忧，请发电子邮件给我们：lordbyngschoolpac@gmail.com

我们期待着与您联系 !

罗宾 PAC

COVID-19信息

温哥华学区和Lord Byng继续遵循教育和儿童保育部、BC 省疾病控制中心和温哥华海岸卫生局的指导，采取措施防

止COVID-19的传播。BC省疾病控制中心对K-12部门的最新指导表明，"在K-12学校中的传播占COVID-19病例的少数，

即使在学生和工作人员中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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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病了就留在家

里。有关COVID-19症状的信息可以在BCCDC网站上找到。在学校期间生病的学生将被要求戴上口罩，并在远离其他学

生的监管区等待家长或监护人接走他们。

工作人员将继续提醒学生定期洗手 /手部消毒的重要性，以及将咳嗽/打喷嚏放到手肘或纸巾上。我们将继续确保

学 校的水槽里有充足的肥皂，并提供洗手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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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公共卫生推荐的以外，戴口罩是学生和家庭的一个重要的个人健康选择。一些工作人员和学生会选择全天佩

戴 口罩或在某些活动中佩戴口罩。其他人会选择不戴口罩。在Lord Byng，个人佩戴口罩的决定将得到支持和尊重 。

清洁的空气和适当的通风是所有温哥华学校预防措施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学区工作人员对所有学

校 的通风设备进行了整修和改造，并将继续在可移动房屋中安装新的通风和加热设备。学校的空气过滤器也已升级

，每 年更换三次。

关于温哥华学校的COVID-19预防措施的更多信息可以在这里找到。

学校表格 - 更新

以下学校的表格现在应交到学校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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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和媒体同意

• CASL同意书

•紧急学生团聚授权书

•家长/监护人 邻里社区考察

•学生核查表（8-12年级）

在MyEd上公布的核查表

9-12年级学生的核查表已在MyEd BC发布。
准确和最新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请仔细核实。

这写是 每个学生档案的内容。如果有任何变更，请打印表格并修改清楚，在最后一页签名。 让孩子可以交回学校

办公室。

医疗护理计划表格

如果您的儿子/女儿有健康状况：糖尿病、癫痫、过敏性休克、哮喘或其他健康问题，请到办公室领取医疗护理计划

表。学校有最新的医疗信息存档是很重要的。

图书馆

学生需要学生的GOCARD来图书馆借出图书。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在使用学生号时发生一些问题 ，因此现在请使用

你的GOCARD借书。谢谢，祝你阅读愉快！!

八年级夏令营家长会

八年级夏令营 家长会

2022年9月27日星期二，晚 上7点，Lord Byng礼堂

八年级夏令营表格

9月20日星期二之前，请将夏令营表格交到学校办公室 。如果您的孩子不参加，请您在9月23日星期五之前给Kevin

Sandher ksandher@vsb.bc.ca和Svetlana Lambrinoudis slambrinoudis@vsb.bc.ca发邮件告知 。

越野赛

下周的越野赛日程安排如下:

周二会议：午餐时在主体育馆举行
周二放学后在Camosun公园练习：下午3:30 - 4:45

更多信息请见Jack先生或Schnieder女士，或见TEAMS上的越野赛公告。

储物柜

储物柜的选择将在网上进行。请注意，10年级的学生需要与另一人共享储物柜。请点击这里了解如何 在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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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订。

储物柜已经启动并运行。请向下滚动查找12年级的信息。如果你不需要储物柜，请不要拿，因为我们的储物柜不

够用。如果你报名需要储物柜，但在9月16日之前没有上锁,，我们将把该储物柜重新分配给其他学生。 如果你没有
在网上选择储物柜，但你的锁放在了储物柜上，请将其取下，否则锁将被移除。

辅导部的最新

课程变化

辅导员感谢所有学生和家庭的耐心, 我们目前收到大量的调课请求. 这里想提醒所有的学生，我们尽最大努力仔细做
好计划是很关键的, 这样开学时的压力才会减少，给大家一个更有趣和愉快的开始。更改课程的最后一天将是9月20日

星期 二。

辅导团队

辅导员已经为每个年级设立了辅导小组。是的，我们意识到这是另一个学生必须经常来看看的地方，是我们向学

生提供各种信息的最正式和有效的方式, 如：毕业、中学后的选择、奖学金和心理健康资源等等。如果你是罗宾的

新生，请联系你的辅导员，以便将你加入到相应的辅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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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咨询网站:

LB咨询页面
提醒大家我们现在有一个可以随时让我们知道你想在看到什么，知道什么的网站. 我们希望，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些

主题/信息 ，如语言挑战考试或其他校外学分科目，你能够在这里找到。

MADD集会

辅导员已经组织了9月26日的MADD "消除风险 "集会。并将向我们所有10年级、11年级和12年级的学生展示。我们很高
兴能主办这个了不起的组织，并告知大家这个重要的信息。

12年级辅导大会

辅导员将于9月28日第1-4节在我们的礼堂举办12年级辅导集会 "中学后的信息和其他"。我们将回顾并讨论12年级的

所 有重要话题：成绩单、申请、奖学金和其他。随后，我们将在10月中旬举行家长报告会。更多的细节将陆续公布。

照片重拍日

如果你错过了照相，补照日将在9月29日星期四。

12年级毕业照拍摄环节

12年级提醒所有毕业生于 2022年9月24日至28日在Artona工作室拍摄毕业照。工作室已经为Lord Byng的学生预

订 了。学生需要进行预约。

请参阅链接以了解更多信息并预约 ：https://artona.com/schools/BYNG/programs/grad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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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年罗宾年历

请点击这里查看2022-2023年校历的重要日期清单，包括开学日以及假期、专业发展日和家长会议日期明细。

2022/2023年学校费用

通过SchoolCash Online支付学费已于9月7日开始。

有关课程费用和其他补充费用的信息将在未来几周内公布。

2022/2023年学校时间表

2022/2023 作息时间表

周一、周三、周五 星期二 星期四

第一节课 8:40 – 10:01 第一节课 8:40 – 9:36 第一节课 8:40 – 10:01

休息 10:01 – 10:11 FIT 9:41 – 10:31 休息 10:01 – 10:11

第二节课 10:11 – 11:32 第二节课 10:36 – 11:32 第二节课 10:11 – 11:32

午餐 11:32 - 12:17 午餐 11:32 – 12:17 午餐 11:32 – 12:17

第三节课 12:17 – 1:38 第三节课 12:17 – 1:38 第三节课 12:17 – 1:13

第四节课 1:45 – 3:06 第四节课 1:45 – 3:06 F.I.T 1:16 – 2:06

第四节课 2:10 – 3:06

MyEdBC登录

2022-2023学年Lord Byng学校的所有新生都要用他们的学生号登录。所有新账户的默认密码为Dist$2023（区分大小

写 ）。登录后，您将被要求创建一个新的密码。你还需要提供一个电子邮件地址。强烈建议使用区政府提供的VSB电

子 邮件 - student#@learn.vsb.bc.ca（例如：12345@learnvsb.bc.ca）。

Fine Art 信息

温哥华电影学 院
VFS将于10月1日举办开放日活动，专门为您的学生了解我们的学校以及我们如何开启他们的创意生涯。该活动将在网

13
上和现场进行，但我们鼓励学生参加现场活动，以获得开放日的最大收益。他们将能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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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发现信息会议、校园参观、创意作品集审查（需要注册），以及个别项目展台的演示和项目预览
•了解我们所有的12个月计划
•了解VFS Connect -我们的兼职、在线课程和研讨会
•询问有关如何申请的问题

艺术俱乐部 戏剧节目

LEAP2022-2023年度学员的申请现已开始。请在10月18日前申请。

LEAP-早期学习剧作--是一个免费的互动项目，面向BC省低陆平原地区对剧作感兴趣的年轻人（16-25岁）。 自2006年该

项目启动以来，已有180多名学生接受了指导，创作了原创戏剧作品。

学员们学习剧本创作的基本原则，与同学们分享他们的作品，并在一个安全和支持的环境中相互提供反馈。学生们

还 会收到戏剧专业人士的反馈意见，并对他们的剧本进行研讨，在舞台上向公众展示。

LEAP是一个全额奖学金项目，其资金100%由捐赠者和赞助者提供。学生不需要任何费用。教学内容分

为3级:

第1级学生接受指导，创作一个短剧（10分钟）

第2级学生写独幕剧（20-40分钟）

第3级一个学生通过创作一部长剧得到支持
申请截止日期是10月18日（星期一）。点击这里

Byng Art信息

毕加索艺术学院欢迎会和八年级运动会

很高兴再次作为一个团体聚集在一起，展望未来的一年。感谢学生会的演讲让我们大家都陷入了思索。

记住，没有计划的目标只是一个愿望，没有飞机的山羊只是一条鱼(原于英文拼写的原因,翻译成中文比较难以理解)。

当事情不顺利时，要寻求帮助，要知道你有一个 由志同道合的学习者、艺术家、音乐家、演员、电影制作人和作家组

成的社区随时向你伸出援手。

用发给你的门票上的代码来解锁 "欢迎会 "成就展示。见下面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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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八年级的学生，我们希望大家喜欢你们课后的活动，希望大家多多参与除了学校必修课以外的各项活动。我们将在

下周发出一封特殊的电子邮件，其中有一张编码票，你可以用它来解锁这次活动的徽章。

Byng Arts Passport: passport.lordbyng.net

学生们应在网上记录他们参与的学校和社区的艺术活动的情况。

护照。参观艺术馆、音乐表演、电影节活动或戏剧表演都能促进我们的艺术发展。参与演出也是一个艺术家成长的 好方
法。

这是一个有趣的，也是Byng Art的必修课。Byng Arts Passports每年1月和5月进行审查，学生应在每个提 交日期记录五

个或更多的活动。

这里有一些关于注册护照网站的帮助。请登录

http://passport.lordbyng.net/进行注册。

按要求填入你的详细资料。(我们注意到，@icloud.com的电子邮件地址不好用 --如果你有问题，请使用你的学校电子邮

件@learn.vsb.bc.ca代替)

你将被要求通过点击护照网站在注册后发给你的电子邮件来激活你的账户。你的许多电子邮件程序会把这封邮件转

到 你的垃圾邮件文件夹。寻找来自service@loadsof.space，或搜索 "护照 "一词（它应该在一分钟内到达）。见下文。

一旦你激活了你的账户，请登录并上传个人资料图片（请使用小尺寸文件）

通过上传你的活动证据（如欢迎会）来解锁一个徽章。

Byng Arts学生会信息

学生会每周四在团队中开会，并在A223教室面对面交流。我们欢迎每个人，使用团队上的链接进入学生会频道并开始参

与，或在Instagram上联系学生会（@byngartstudentcouncil）。

会议细节:

9月16日，星期四

HI，Bing Arts!如果你错过了本周的活动，请在下周四的午餐时间来参加:

11

http://passport.lordbyng.net/
http://passport.lordbyng.net/
http://service@loadsof.space
https://www.instagram.com/byngartstudentcouncil/?hl=en


十月的咖啡馆

我们正计划在10月的第三个星期举办万圣节主题咖啡馆活动。敬请关注更多细节。

年级代表

年级代表申请表 --如果你有兴趣，请填写！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cAO7476APL5iR4jFjJpW-xTq2BJ5JOau_rJIa-5YpzSmFIg/viewform
GALA - 11月30日星期三

我们正在 开动脑筋开发可能的主题, 敬请期待!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Byng Art的问题，请联系Hartley-Folz先生（jhartley@vsb.bc.ca）。

没有艺术，你就无法获得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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