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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寄语 

尊敬的 Byng 勋爵家长、学生和社区成员， 

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老师为完成第一学期末和年中成绩所做的努力。 

随着第二学期课程的进行，学生们目前正在与辅导员一起计划明年的课程。非常感谢我们的咨询团队在我们出

色的 PAC 主持人的帮助下，通过举办的课程规划虚拟集会以及本周举行的家长信息会，与学生沟通课程选择过

程。 

度过一个安全、宁静、当之无愧的周末！ 

威尔曼先生 

宾勋爵校长 

 

学校新闻 

第二学期已经开始一周了，我们又开始了！  

非常感谢大家完成第一学期的报告，并在这些动荡的时期为我们的学习者提供持续的支持。  

特别感谢办公室的妮可在如此紧迫的时间内完成了出版工作！  

以下是上周的一些亮点，它们再次反映了我们的四大学习支柱：  

包容与多元化  

 

黑人历史月：  

上周是加拿大黑人历史月的开始，它以艺术家和表演者  Krystle Dos Santos 的精彩演讲开始。  

在 Krystle 的全校“虚拟”演示之后，学生和教职员工有机会提问。演讲介绍了摩城的历史，并解释了音乐与民权运

动之间的联系，并将我们带回到了  1950 年代后期至 1980 年代摩城音乐的巅峰时期。  

表演者包括和代表的艺术家包括：  

• 至高无上  

• 史提夫汪达  

• 诱惑 

• 杰克逊 5 

Krystle 让学校一起唱歌跳舞，并教我们关于这些主要艺术家的有趣事实，以及摩城音乐对当今当代灵魂音乐产生的

历史和重大影响。  

开始第二学期和开始黑人历史月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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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Krystle Dos Santos 在 Lord 的“虚拟演示” 

 

 

 

 

 

            图 2 Krystle Dos Santos 在演讲结束后的问答讨论中为学生答疑解惑 

 

                                               图 3 Jon Hartley Folz 促进全校虚拟集会 2 月 1 日 

                                              非常感谢 Byng 艺术部门负责人 Jon 

Hartley Folz 组织和促进了这次演示，

让大家学习和享受！！！ 

                                             还要特别感谢我们的社会研究部门负责

人安迪约翰斯顿先生，他在黑人历史

月期间再次提供关于我们国家历史的

每周更新。 

 

                                     图 4 安迪约翰斯顿在黑人历史月的第一周向学校广播 

                                                   

                        周三，特色人物是： 

“Lincoln Alexander, 一位律师，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三度创造历史，是第一位黑人国会

议员、内阁部长和省副省长（安大略省）。 

亚历山大在就读法学院之前曾在加拿大皇家空军服役，在他漫长而多变的职业生涯中

四次连任，并担任安大略工人赔偿委员会主席和圭尔夫大学校长。”

http://www.thecanadianencyclopedia.ca/en/article/lincoln-maccauley-alex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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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渥太华加拿大议会中的林肯·亚历山大 

周五，特色人物是加拿大足球明星阿蒂巴·哈钦森（Atiba Hutchinson）： 

“一位加拿大专业足球运动员，担任Süper Lig 俱乐部、Beşiktaş俱乐部和加拿大国家队的中场和队长。 

在丹麦踢球的时候 

他获得了丹麦超级联赛年度最佳球员，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北美球员。同一个赛季，哈钦森职业生涯第一次赢得

了加拿大年度最佳球员。2010 年至 2013 年间，他效力于荷兰荷甲联赛的埃因霍温。 

他目前是加拿大男子国家队的队长，本周在对阵萨尔瓦多的比赛中打入制胜一球，因为加拿大越来越接近卡塔尔世

界杯的资格。如果他们这样做了，39岁的哈钦森可能是世界杯上最年长的球员。阿蒂巴·哈钦森（Atiba Hutchinson）

是一位了不起的运动员，也是我们加拿大国家足球队真正的领袖。” 

 

                                                                    图 6 Atiba Hutchinson 打进制胜一球！ 

通过土著教与学实现和解： 

在提米斯卡明魁北克阿冈昆艺术家 Dave Robinson 的领导下，Lord Byng 中学正在创造历史！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ssociation_footbal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C3%BCper_Li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C3%BCper_Li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nada_men%27s_national_soccer_tea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idfielde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nmark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utch_Eredivisi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SV_Eindho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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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通过行动实现和解”的礼物以令人惊叹的 100 英尺雕塑为代表，该雕塑由 Lord Byng 中学的学生与 Dave 

Robinson 合作创作，以反映西方科学和土著生活方式的融合。通过在国家和人民之间建立相互理解并相互补充，

这种协作艺术品旨在支持我们与加拿大土著人民建立桥梁、联系和建设的加拿大国家使命。 

通过这些行动，旨在学校发挥我们的作用，结束标志着我们集体民族叙事的征服、统治和种族灭绝的遗

产。 

Lord Byng 的学生有幸参与了构成这件艺术品的五个雕塑中的第一个。在 LB 雕刻的雕塑部分将是一个 5 件 100 英

尺的雪松雕塑的基础，它将土著的认识方式和

西方科学结合在一起，最初将通过 UBC 正在创

建的最先进的工程示范模型来展示由 Tony 

Yang 博士和他的土木工程师团队领导的土木工

程系。 

图 7 土著艺术家戴夫罗宾逊和博士。 

Jocelyn Robinson 迎接雕刻的到来 

2021 年 4 月在 Byng 勋爵 

原木于 2021 年 4 月抵达 Byng，此后在工作人

员、学生和校友的帮助下雕刻完成，他们都参

与完成了这件令人难以置信且具有纪念意义的

遗产艺术品的第一阶段。 

 

 

图 8 Dave Robinson 和 LB 校友 Mathew James 组成 

Musqueam Nation 准备在 2021 年 12 月在 LB 中学从事

雕塑工作 

 

这个令人惊叹的项目的下一步将在 2 月 11 日星期五举

行，届时 Dave Robinson 将在学校举行仪式，因为艺术

品从其当前位于 Byng 的位置过渡到 UBC 土著花园，以

进行最后的步骤，包括由土木工程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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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和情感学习： 

学生论坛成员本月开会讨论学年的下一步。学生论坛成员本月开

会讨论学年的下一步。 

亮点包括： 

                                                                              • 在全校范围内设立意见箱，邀请学生提供反馈意见，并就如何促进学生发声提出意见。 

                                                                              • 为 2 月 24 日的反欺凌日（粉红衬衫日）策划活动 

                                                                              • 邀请演讲者支持学生解决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 

    图 9 学生论坛领袖支持学生社交和情感，福利计划活动并邀请学生团体提出建议和想法 

伟大的工作学生论坛和你所有的辛勤工作，让我们的学生发声！！ 

 

学生参与： 

随着今年田径运动的全面展开，学生们已经能够参

加完整的秋季运动，包括本周结束的篮球和为我们

的运动员开始的橄榄球！！！ 

非常感谢所有的教练、志愿者、记分员、经理、赞助

商，当然还有我们出色的田径总监 Kevin Sandher 先

生，感谢他们让这个重要的项目在我们学校继续存在！

！！ 

                                                                                                      图 10 少年男子篮球队与教练 Kevin Sandher、Mike 和 Brent。 

在高中和青年篮球队结束他们的赛季之际，橄榄球

教练 Scott Mckeen 先生来到 Camosun 球场进行了本

赛季的第一次橄榄球训练！！！ 

大家辛苦了！！！ 

感谢您为支持 Byng 的学生所做的一切！！！ 

 

每日健康评估  

请点击 HERE 得到更多信息。  

请看链接：COVID -19 返校 

 BC 疾病控制中心 COVID-19测试阳性 

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新冠病毒测试阳性，请点击 HERE 得到更多信息。  

Microsoft Teams 使用及密码  

请点击链接 HERE 得到指引提示。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news/_layouts/15/ci/post.aspx?oaid=83358e43-c83d-4c0a-9e7a-27234982de44&oact=20001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news/_layouts/15/ci/post.aspx?oaid=83358e43-c83d-4c0a-9e7a-27234982de44&oact=20001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news/_layouts/15/ci/post.aspx?oaid=83358e43-c83d-4c0a-9e7a-27234982de44&oact=20001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news/_layouts/15/ci/post.aspx?oaid=83358e43-c83d-4c0a-9e7a-27234982de44&oact=20001
https://www.vsb.bc.ca/repository/SBAttachments/83358e43-c83d-4c0a-9e7a-27234982de44_CovidUpdate-ReturntoSchoolJanuary242022.pdf
https://www.vsb.bc.ca/repository/SBAttachments/83358e43-c83d-4c0a-9e7a-27234982de44_CovidUpdate-ReturntoSchoolJanuary242022.pdf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Publications/Documents/sbfile/220114/BCCDC%20Tested-positive-COVID19.pdf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Publications/Documents/sbfile/220114/BCCDC%20Tested-positive-COVID19.pdf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Publications/Documents/sbfile/220114/BCCDC%20Tested-positive-COVID19.pdf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Publications/Documents/sbfile/220114/BCCDC%20Tested-positive-COVID19.pdf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Publications/Documents/Getting%20Started%20with%20Microsoft%20Teams%20Jan%207%202022.pdf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Publications/Documents/Getting%20Started%20with%20Microsoft%20Teams%20Jan%207%202022.pdf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Publications/Documents/Getting%20Started%20with%20Microsoft%20Teams%20Jan%207%202022.pdf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Publications/Documents/Getting%20Started%20with%20Microsoft%20Teams%20Jan%207%202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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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停车场  

亲爱的学生家长,  出于安全原因考虑，我们请求所有家长:   

• 不要停车在 Wallace Street   

• 不要开车进入 staff parking lot   

• 不要开车进入 Lord Byng 学校前门   

如果您需要接送孩子，请考虑在几个街区外下车。 我们感谢您的合作，以确保您孩子的安全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谢谢。 

Wilmann 先生 

学校杂费 

付费链接及说明链接  

$ Pay a school fee now  

https://www.vsb.bc.ca/Student_Support/General_Resources/school-fees/Pages/OnlinePayment.aspx 

https://www.vsb.bc.ca/_layouts/vsbwww/arch/default/files/KEV-Translations/Chinese.pdf  

2022 年毕业生募捐呼吁信  

请点击 HERE 了解毕业生募捐呼吁信。  

请点击 HERE 看中文翻译版本。  

PAC 新闻 

亲爱的 Byng 家长们， 

非常感谢我们出色的 Lord Byng 咨询团队，他们在本周周三和周四晚上的课程中为我们在学校的 Byng 学生以及

家长提供课程规划课程。如果您错过了会议或有其他问题，可以找到更多信息在Lord Byng Course Planning 

webpage上. 

温哥华 DPAC 正在寻找 VSB 家长关于他们的学生更喜欢新学期模型还是以前的线性模型的反馈。请花一分钟时

间完成这个调查two question survey. 截止日期, 2月15日, 2022年 

新日期 2 月 24 日晚上 7 点 – 12 年级家长（以及任何有兴趣的 11 年级家长）的顶尖信息之夜。注意：这原定于 

2 月 16 日。本次内容丰富的会议由 Lord Byng Capstone 顾问介绍。  

由于本月 PAC 举办了大量学校活动，2 月 16 日的 PAC 会议已被取消。我们的下一次 PAC 会议是 4 月 20 日晚上 

7 点。 

3 月  8  日，晚上  7  点——特别演讲者  Brook Parkin 将发表关于“沟通和理解你的青少年”的演讲  

包括如何与青少年建立联系、管理青少年常见问题的策略、了解青少年发展和对行为的影响、管理屏幕时间以及如何

避免权力斗争等主题。  Brook 是注册护士、调解员和冲突解决专家，我们非常高兴她将在晚上加入我们！  

 

请支持毕业生筹款： 

每年，Byng 家长毕业生委员会都会筹集资金，以帮助支持我们学校当之无愧的毕业生的庆祝活动。这些庆祝活

动包括毕业舞会和毕业舞会，以及确保难忘的 12 年级毕业的成本是巨大的。除了自己的学生委员会筹款外，学

生仍然需要购买门票，并且每年的目标是尽可能降低门票成本。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
http://www.vsb.bc.ca/Student_Support/General_Resources/school-fees/Pages/OnlinePayment.aspx
http://www.vsb.bc.ca/Student_Support/General_Resources/school-fees/Pages/OnlinePayment.aspx
http://www.vsb.bc.ca/Student_Support/General_Resources/school-fees/Pages/OnlinePayment.aspx
http://www.vsb.bc.ca/Student_Support/General_Resources/school-fees/Pages/OnlinePayment.aspx
http://www.vsb.bc.ca/Student_Support/General_Resources/school-fees/Pages/OnlinePayment.aspx
http://www.vsb.bc.ca/_layouts/vsbwww/arch/default/files/KEV-Translations/Chinese.pdf
http://www.vsb.bc.ca/_layouts/vsbwww/arch/default/files/KEV-Translations/Chinese.pdf
http://www.vsb.bc.ca/_layouts/vsbwww/arch/default/files/KEV-Translations/Chinese.pdf
http://www.vsb.bc.ca/_layouts/vsbwww/arch/default/files/KEV-Translations/Chinese.pdf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Families/Grad%20Parent%20Page/Documents/sbfile/220120/Grad%20Fundraising%20Appeal.pdf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Families/Grad%20Parent%20Page/Documents/sbfile/220120/Grad%20Fundraising%20Appeal.pdf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Families/Grad%20Parent%20Page/Documents/sbfile/220120/Grad%20Fundraising%20Appeal.pdf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Families/Grad%20Parent%20Page/Documents/sbfile/220120/Grad%20Fundraising%20Appeal.pdf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Families/Grad%20Parent%20Page/Documents/sbfile/220121/Chinese%20Grad%20Fundraising%20Appeal%202022_2.pdf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Families/Grad%20Parent%20Page/Documents/sbfile/220121/Chinese%20Grad%20Fundraising%20Appeal%202022_2.pdf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Families/Grad%20Parent%20Page/Documents/sbfile/220121/Chinese%20Grad%20Fundraising%20Appeal%202022_2.pdf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Families/Grad%20Parent%20Page/Documents/sbfile/220121/Chinese%20Grad%20Fundraising%20Appeal%202022_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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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gxkUaFzPvCPSJjr-pXNsJFEIrdrUns4uNO6nvwmE2ulUQjA/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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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发起了他们的年度筹款活动，筹集  $50,000 元以抵消晚宴舞会的费用。所有超过  $20 元的捐款均应纳税。更

多细节，请访问PAC网站的Grad Fundraising page。 

捐款，请到这里School Cash Online. 

选择“Fund Destination（资金目的地）”。然后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S-LORD BYNG。请在“Message to 

School Board（致学校董事会的信息）”中包括 Grad Donation 2022 – Grad Dinner/Dance Sponsorship（

2022 年毕业生捐赠 - 毕业生晚宴/舞蹈赞助）。 

 

非常感谢周六支持 Grad Bottle Drive 的每个人——我们收集了 17,596 个瓶子、果汁盒和罐头，这令人难

以置信——并筹集了创纪录的 $1,847.58 元！ 

 

及时了解 12 年级的活动，请访问学校网站的Grad Parent page。 

 

提前感谢您的支持。 
 

对于任何其他 PAC 相关查询，请发送电子邮件至lordbyngschoolpac@gmail.com. 

 

期待尽快与您联系！ 

田径 

田径赛季开始了！我们目前在每周三的午餐时间在主健身房进行练习。田径包括跑步、跳跃、投掷、竞走、跨栏和接力。学

生可以选择他们想要训练的事件。该团队是学校最大的团队，包括所有年级。这是保持健康或为其他运动塑形的好方法。您

可以获得运动积分，这是添加到您的大学申请和工作简历中的好方法。在 COVID 时期，田径运动非常适合，因为它主要在户

外进行，而且是一项非接触式运动。如果您的孩子本学期没有体育课，这是锻炼身体的好方法。除此之外，这是结交新朋友

和玩得开心的好方法！更不用说（胜利不是一切），但我们已经连续赢得了 10 次城市冠军！而且，田径队没有任何削减（

没有人会被排除在球队之外）。今年我们将与其他学校竞争，为符合条件的人举办联赛、区域会议和 BC 锦标赛！ 

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系 PE 办公室的 Jack 先生或电邮bjack@vsb.bc.ca 

乐队新闻 

恭喜 Sacha Charity、Francis Sadleir 和 Mischa Gerbrecht 通过今年加拿大国家青年乐队的试镜赢得一席之地。来自全国各地

的 16 至 22 岁的音乐家在他们的乐器专业中试镜几个名额。他们延续了在国家一级代表我们学校的 Byng Band 学生的优良

传统。为这项伟大的成就喝彩Sasha、Francis和Mischa！ 

 

辅导咨询部门信息更新 

A to Gr – Ms. Boyd  aboyd@vsb.bc.ca 

Gs to L – Ms. Radic jradic@vsb.bc.ca 

M to Te – Ms. Smith msmith@vsb.bc.ca 

Tf to Z – Ms. Birsanibirsan@vsb.bc.ca 

 

下一学年 2022/2023 的课程选择 

所有与课程选择相关的信息现在都在我们的 LB 网站上：Course-Planning。 Boyd 女士负责 8 年级，Smith 女士负责9 年级，

Birsan 女士负责 10 年级，Radic 女士负责11 年级。学生将所选择的课程输入 MyEd 的截止日期是 2022 年 3 月 1 日。学生还需

要在3 月1日之前将课程选择表交给他们的辅导员。 

https://www.lordbyngpac.com/grad-fundraising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Fee/Details/1869/196/false/true/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Families/Grad%20Parent%20Page/Pages/default.aspx
mailto:lordbyngschoolpac@gmail.com
mailto:bjack@vsb.bc.ca
mailto:aboyd@vsb.bc.ca
mailto:jradic@vsb.bc.ca
mailto:msmith@vsb.bc.ca
mailto:ibirsan@vsb.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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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学年 2022/2023 学年课程选择 -致学生家长 

亲爱的学生家长， 

我们与 PAC 密切合作，为即将到来的课程选择过程组织了两次晚间演讲。低年级演讲（8 年级和 9 年级）于 2 月 9 

日星期三晚上 7 点举行。Boyd女士介绍了这一信息。在此之后，我们在 2 月 10 日星期四晚上 7 点举办了高年级演

讲（针对 10 年级和 11 年级）。这个是Smith女士介绍的。我们希望你们都有机会登录并听到我们的辅导员的讲演。

如有任何问题，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咖啡屋：你是否体会过“爱”？ 

2 月 14 日情人节 4:15，在线加入我们的下一次咖啡屋活动。通过表演或在家中舒适的在线观众中展示您对艺术

的热爱。宾果游戏回归，我们将为完成 Byng Arts 护照获得抽奖。 2 月 14 日星期一午餐时在售货亭领取您的咖啡

屋门票、宾果卡和零食袋。 

艺术信息 

Lord Byng 画廊 – 最终征集作品 

画廊的墙壁是空的，我们希望您用您的绘画、雕塑、素描和照片来帮助照亮这个空间。本周和下周把你的作品带到画廊

里（在房间后面的办公室门口）。确保在作品的背面标上您的姓名和联系信息。工作必须在星期一之前带入。  

我们期待看到你的作品！！！ 

音乐信息 

MEIPC 在线钢琴比赛   

MEIPC在线钢琴比赛将于2022年2月和8月举行！  

我们比赛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寻找才华横溢的钢琴家，也是为了在这个困难的一年里鼓励音乐家。由于大流行，我们

仅通过我们的网站接受录音。  

截止日期：  

春季 : 2 月 28 日，2022 

怎样申请：通过我们的网站申请提交您的视频链接 www.themeipc.com  

BYNG ARTS 信息 

该计划的新申请人  

恭喜本周受邀参加试镜或面试的所有人。我们将继续审查您提交的作品，并将在两周后提供我们的第一轮录取通知

书。  

在我们知道明年每个年级的人数以及哪个部门有空位之前，我们可能无法向进入  9 至 12 年级的申请者提供录取通

知。感谢您在我们完成对人数的审核时的耐心等待。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获得更多信息:http://byng2.vsb.bc.ca/byngarts/ 

祝所有申请者好运。 

http://www.themeipc.com/
http://www.themeipc.com/
http://www.themeipc.com/
http://byng2.vsb.bc.ca/byng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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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NG ARTS 课程规划信息 

这个月，每个年级的课程计划都将开始。我们去年发布了一段视频，以帮助学生

了解 Byng 艺术学生在计划明年的选拔时需要考虑哪些具体步骤。它仍然达到了所

有正确的提示和期望，因此我们在下面提供了指向视频的链接。使用此链接和学

校网站上的信息来计划您的课程选择。如果您有任何其他问题，请联系 Hartley-

Folz 先生 (jhartley@vsb.bc.ca)。 

LINK TO BYNG ARTS COURSE PLANNING VIDEO 

学校网站上的课程规划信息:COURSE PLANNING 

Byng Arts 护照:passport.lordbyng.net 

恭喜所有成功完成 5 个或更多条目的人。我们已经对结果进行了统计，并对莎士比亚目前成为领先的房子表示祝贺。  

 

完成最低要求的每个人都将获得抽奖，参加更多活动的人将获得更多的名字。抽奖活动在二月咖啡馆举行。  

我们将在六月再次审查护照。届时，您将需要解锁 5 个新事件。 

如果您在使用护照时遇到问题，请务必立即处理。早上来画廊看看 Hartley-Folz 先生，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jhartley@vsb.bc.ca。 

可获得的新成就： 

 

本月早些时候，我们受到了一场强有力的声乐表演的招待，以启动黑人历史月。两次荣获加拿大西部音乐奖的蓝调、爵士乐
和灵魂乐歌手 Krystle Dos Santos 和她的三人灵魂乐队一起带我们参观了摩城的历史之旅。以 The Supremes、Stevie Wonder、
The Temptations 和 Jackson 5 中的年轻迈克尔·杰克逊的音乐为特色，她的表演让这个学期有了一个摇摆不定的开始。 

Byng Arts 学生可以通过访问 Byng Arts 时事通讯找到解锁护照徽章的代码。 

祝好运  – you can’ t get smART withoutART! 

 

学生会新闻 

学生会每周四在Teames上开会，并在 A223 房间面对面开会。欢迎大家使用下面的链接进入学生会频道开始参

与:STUDENT COUNCIL ON TEAMS 

会议详情：2022 年 2 月 11 日 

你是否体会过“爱”？我们的下一次咖啡馆活动定于情人节（2 月 14 日星期一）下午放学后 4:15PM！物

资已到——宾果卡和零食。下周我们将需要志愿者帮助制作礼品袋。护照票和礼品袋将在活动当天分发。

 

 

 

https://youtu.be/MVIYpNNx00w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Guidance-and-Support/Course-Planning/Pages/default.aspx
http://passport.lordbyng.net/
https://teams.microsoft.com/l/channel/19%3a23116d8f7c5446fd8b43fbca0cdece3a%40thread.tacv2/Student%2520Council%2520Channel?groupId=0f991a6a-610f-435e-92af-4cad2f2e7c25&tenantId=0b8a2e58-7b30-4a08-bab7-d75559e0e3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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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参加情人节宾果游戏，请务必在 2 月 14 日（咖啡馆活动当天）午餐时间到门厅领取宾果卡。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在 Teams 或 Instagram 上联系理事会 (@byngartstudentcounc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