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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寄语

这周给了我们所有人一个重新联系的机会，并有希望进入一个更典型的学年结束时刻，与员工、家长和学生
计划在5月和6月的活动。从4月4日星期一开始，所有VSB学校的新指导方针将为学生、工作人员及参观学校
的游客开放。
新的更新将于4月8日从公共卫生官员那里发布，我们期待着计划我们定期的学年结束活动，包括毕业和其他
庆祝活动。祈祷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Mr. Wilmann
请查看更新后的地区传染病预防计划，请点击链接：Vancouver School Board(vsb.bc.ca)
请点击链接看这里的说明。

亲爱的家长们，
由于一个严重的安全问题，我们要求所有的家长
请不要把车停在Wallace街
请不要开车穿过员工的停车场
请不要使用罗宾前门的车道
如果你需要送你的孩子，请考虑停在几个街区之外。我们感谢您的合作，确保您孩子的安
全对我们至关重要。
谢谢你，
Mr. Wilmann

l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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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不打算在2022年9月返回罗宾就读，请点击这里，并尽快将填写好的表格送回学校办公室！

这是对收到免疫接种同意书的9年级和10年级学生的一个提醒，请于4月4日星期一前将表格交回学校办公室。

12年级Literacy 评估--4月26日-29日
1月份12年级Literacy 评估被重新安排在4月25日那一周。
所有12年级的学生从2022年4月26日开始被分配一个上午课程。
由于这是一个毕业要求，我们要求学生在他们指定的一天/时间内尽一切努力完成评估，我们只在早上提供考
试 ，我们无法提供日程上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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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评估将在图书馆进行，请于上午8：20到达报名，该评估将在学校的电脑上完成。
学生们按姓氏安排，请看下面的时间表来找到您的考试时间。

加拿大物理学家协会的考试将于4月6日从9：00到12：00举行，这是一个基于AP物理和微积分课程的具有挑
战性的物理考试。如果您对本次考试感兴趣，请咨询 Mr. Lo ，4月5日以前午餐时间他在317房间，以前的考
试可以在这里查看。

罗宾奖学金颁发的流程今年将会有一个新的面貌！
l
l
l

这个新团队仅为分发和提交所有奖学金申请
这个新团队只针对12年级有兴趣申请罗宾奖学金的学生，所以不想申请罗宾奖学金的学生可以直接忽略
那些的确要申请的学生，
必须要用 The new Grade 12 Scholarship TEAM申请

一般可分为两类奖项：
#1：外部赞助商：由学校社区以外的人（年长的前毕业生、当地社区成员、Artona工作室等企业）提供的
奖项。
#2：内部赞助商：由学校管理部门和学校各部门(如罗宾艺术、体育系、英语、数学、社会研究、应用技能
等)赞助的奖项。
对于第一项，很难向学生提供关于外部奖项的信息，因为我们不知道外部奖项赞助商是否在5月初到五月中旬
之前仍然提供他们的奖项，所以我们不能列出这些奖项，因为他们可能没有提供。
对于第二项，基于学校的奖项通常属于以下具有优秀成就的标准领域：
1.学术成就（在一个或多个学科领域）
2.学术成就结合学校/社区服务
3.艺术成就（在音乐、戏剧等各个领域）
4.艺术成就与良好的学术成就和学校/社区服务相结合
5.运动成就
6.运动成就与良好的学术成就和学校/社区服务相结合
7.职业/贸易利益
8.职业/贸易兴趣与良好的学术能力或公民身份相结合
9.基于服务类型和志愿者工作时间的学校/社区服务
10.公民身份（性格、决心、态度努力）
申请程序：申请和说明将在the new Grade 12 Scholarship TEAM启动和运行时发布。
请点击这里为毕业生筹款呼吁信。
请点击这里为中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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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师的停车场里，从上午10点到下午2点12年级的学生将于4月24日星期天举行第二场收瓶游行。我们将在
2022年2月1日之前接受最好的塑料瓶、玻璃瓶、果汁盒、铝罐和牛奶容器。请在春假和复活节期间保存您所有
的容器，我们将于4月24日见。
非常感谢所有罗宾家庭对2022届毕业生的慷慨支持！

亲爱的罗宾家庭，

Grad Committee
每年，罗宾Grad Committee都会筹集资金来帮助支持庆祝我们学校当之无愧的毕业生，这些庆祝活动包括毕业
生晚宴、舞蹈和毕业生毕业舞会，以及确保一个难忘的12年级毕业典礼的成本支出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自己为学
生会筹款，学生们仍然需要购买门票，每年的目标是尽可能保持这些门票成本的尽可能的低，这就是每个罗宾家
长可以帮助的！
Purdy
我们很高兴今年能把这次筹款活动带回我们的学校。如果你打算为家人、朋友、办公室同事等购买复活节巧克力
，请考虑通过学校做，因为我们的所有订单都赚25%。所筹集到的资金将有助于支持我校优秀毕业生的庆祝活动
。 这需要在网上订购，请点击链接：Order Easter Purdys Here
系统将询问您的电子邮件地址，输入它并单击“加入市场活动” 。然后请完成所需的信息，并再次单击“
加入市场活动”。
l
l 订单完成后继续付款。
所以请不要拖延。这些订单将在4月1日左右开始提货，但一旦我们收到 订
单，就会得到确认。
提前感谢您的支持。
如有任何其他PAC相关查询，请发送电子邮件至lordbyngschoolpac@gmail.com。

祝贺大约50名运动员参加了周三在UBC的Rashpaul Dhillon Track 举行的计时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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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以下几点：
1)每周一午餐时间在主健身房召开规定出席会议（“星期一集合”）。
2)从下周开始，我们将在周二早上7点45分在主体育馆进行跳高和跨栏的训练。
3)从下周开始，我们将在下午的Fit时间进行速度训练和接力赛训练。
4)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下周一下午4点到8点之间，在UBC的Rashpaul Dhillon Track举行，而会议应该在 下午6
点到7点之间进行。时间表如下：
径赛项目
下午4点：男孩跟着女孩，全程1500米
下午5点：男孩跟着女孩，全程400米
田径项目均于下午4点开始
女孩：跳高，三级跳远和铁饼扔
男孩：跳远、铅球和标枪
5)询问你的孩子关于罗宾径赛和田径现金彩票事宜：我们正在做一场筹款活动，所有的团队成员都被要求卖一
册票 ，第一名500加元，第二名250加元，第三名100加元。任何人都可以买票，卖票的奖励是第一名200加元
，第二 名100加元，第三名50加元。门票是1张5加元或10张30加元。购票的截止日期是4月22日，抽奖的日期是
4 月29日。
如需更多相关信息可联系Mr. Jack bjack@vsb.bc.ca
Mr. Jack

万岁，春天来了！乐队部门欢迎您回到我们的社区音乐会。罗宾乐队的春季音乐会将于4月6日星期三下午六点
半在学校剧院举行。由于新冠状病毒病的限制，公众被允许参加我们的音乐会已经两年多了，我们欢迎有机会
再次见到你。你、观众、我们是任何表演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很高兴能再次与你分享我们的音乐。初级
和中级爵士乐队以及中级乐队和管乐乐团将以他们在整个大流行病中继续做的出色工作来欢迎你。音乐会将以
罗宾唯一的Saxmeisters Saxophone Quartet开始，由四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组成：Chauncey Li, Ingrid Li,
Rebecca McCracken, and Steven Kokan. 你不会想错过他们的！
要求获得门票的乐队学生将在课堂上收到门票。如果你想来参加音乐会，请联系乐队的学生索取门票。

在春假期间，超过25名有工作经验的学生在不同的工作地点完成了工作实习。一些学生在STEAM夏令营、足球
夏令营、艺术和文学夏令营、建筑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编码学校、餐厅、动物医院和药房完成了实习。学
生们学习了解决问题、沟通、与团队合作、忍受长时间工作等方面的宝贵技能。所有的雇主都给出 了非常积
极的反馈，并赞扬了我们的罗宾学生。我们的学生在社区里很受尊敬。对一些学生来说，可以继续进行带薪就
业或暑期实习。这些学生将他们在课堂上学习的宝贵技能应用到现实生活的经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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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假期间，我很幸运地有机会在GBL建筑事务所做了一个8天、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工作安排，感谢来自
工作经验项目的Chong-Ping 先生 和来自GBL建筑事务所的Amela Brudar。这家拥有70名成员的事务所已经在温
哥华附近建造了大量的建筑。在我实习期间，我的工作是跟踪了20到30个员工，看着他们完成他们的项目。我
了解到，成为一名注册建筑师比我之前想象的要困难得多，这份工作并不像看起来那么迷人，但也不全是糟糕
；他们可以在轻松的办公环境中度过一天，或者在家里做他们喜欢的东西。我参加了他们的会议，也对设计方
案提出了我的意见。 他们带我到两个不同阶段的建筑工地，组织参观一个专业的造型场所。总的来说，这次
经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得到了一些我在其他地方从未学到的东西。他们都很好，我觉得很幸运有这个机会，
我甚至被邀请回来做暑期实习。 ”
Rahim Rahemtulla Dunbar SDM 药店业主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有幸和荣幸地接待了罗宾中学有工作经验的学生。我想赞扬与我和我的团队在一起工
作过的所有学生。我们很少让学生承担新的角色和超出我们所有期望的任务，这绝对是值得一 提的，因为我
之前与其他来自不同中学以及本科和研究生项目的学生合作过，并没有像与罗宾学生那样产生强烈 的共鸣。
我觉得这些学生的表现与其他人不同，有些甚至比我们的大专学生还要好。我期待着继续接待这些不可思议的
学生，并成为他们教育旅程的一部分。 ”
家长们，我一直在为罗宾的学生寻找合适的实行机会。如果你在一家公司工作，并有兴趣举办一个有工作经验
学生的罗宾志愿者工作安排，请联系女士。
YMCA

这个 项目通过大多伦多的YMCA运行，为学生提供工作、生活及用法语技能工作并建立长
期关系的机会。在六周的交换期间，参加交换的学生可以被安排在一个寄宿家庭。此外，我们还在交换期安排
一份全职有偿工作。整个行程是125加元，这是一个很棒的体验，我们希望能丰富全国各地年轻人的生活。
最后期限是4月17日，但你们应越快申请越好。申请程序是免费的，注册费只有在6月份才会最终收取。如需
更多信息和申请，请查看我们的网站 https://swse.ymcagta.org/
感兴趣？有两个在线分享会的时间：
太平洋标准时间，4月1日，星期五，下午7点
link-https://zoom/us/meeting/register/tJMsdeitrj8jE9VszDwlqkFyJEdDBlITb_Se
太平洋标准时间，4月13日，星期三，晚上7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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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https://zoom.us/meeting/register/tJAsdeyhpzIoE9AjW4825LU4GBDZIKYxL_QD

A to Gr – Ms. Boyd
aboyd@vsb.bc.caGs to L – Ms.
Radic jradic@vsb.bc.ca
M to Te – Ms. Smith
msmith@vsb.bc.caTf to Z – Ms.
Birsan ibirsan@vsb.bc.ca
Blush
咨询部门已邀请VCH的Blush来给我们8、9和10年级的学生演讲，演讲主要在Fit时间进行。主题是：健康的人
际关系，更安全的性知识和媒体素养。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许多学生参与、学习和发展这些重要的概念。我
们很高兴能支持他 们，并成为他们学习的一部分。

我们已经完成了七年级进入八年级的新生入学课程。如果9年级到12年级有额外的名额，我们将联系候补名单
上的学生。我们将继续审查每个年级的人数，如果有额外的名额，我们将提供后续的录取通知。
明年的招生将从秋季开始。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以了解最新的情况：http://byng2.vsb.bc.ca/byngarts/
祝所有的申请者好运。
passport.lordbyng.net
罗宾艺术护照网站目前正遇到问题，无法访问。我们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我们正在努力纠正这个问题。我们将
发布团队的更新，所以继续跟踪你的事件，并在我们备份网站时上传资料。请继续关注。
GALA – 需要的行动

每年，罗宾艺术项目都会在 Round House 社区中心举行一场艺术庆祝活动。在过去的两年里，这一直是一件
线上活动。然而，随着新冠状病毒疫情限制的变化，我们很高兴能在5月12日再次回到 Round House 。该活动
将是一个坐下来参加的活动，有表演和游戏以及一个服装比赛和小吃。这不会是一种舞会，因为我们觉得继续
在我们的活动中尽可能地保持安全是很重要的。
请到Teams里完成RSVP表格，并让我们知道你参加计划。在4月7日星期四之前完成这项工作是很重要的这
样我们就可以开始计划这次活动了。
我们还将在本月晚些时候联系家长们做志愿者——请继续关注、家长们！

Teams Link: Jon Hartley-Folz: RSVP for GALA by Thursday, April 7th
发布在 Byng Arts Academy Info Site / General ，2022 年 4 月 1 日下午 2：41：41

学生会每周四面对面开会，在A223房间。欢迎大家参加，使用下面的链接到学生会频道并开始参与进来：
STUDENT COUNCIL ON T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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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艺术 在四月初，我们将开始一场大型的寻宝游戏！在这里，你将寻找被偷珠宝的
罪犯。我们希望你能兴奋地寻找线索并使用你的天才侦探技巧，请注意寻找更多的信息。
GALA 庆典：今年的庆典活动马上就要来了！它定于 5 月举行，我们正看到疫情限制开始放松。提醒一
下，我们的主题是一个春季主题的茶话会（想想看：爱丽丝梦游仙境）。如果你想自愿参与更多的幕后
晚会计划，一定要给我们发邮件、在 instagram 上告诉我们或者亲自与其中一个高管交谈。
在 Teams or Instagram 上联系(@byngartstudentcouncil)

艺术俱乐部、戏剧、音乐剧
2022 年夏天的申请现在已开放！4 月 20 日截止。
针对热爱唱歌、跳舞和表演的年轻艺术家（12-19 岁），强调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通过声音、舞蹈和表演技
巧指导学生，这些技巧可以在我们的项目之外持续应用，我们给学生在他们演奏的任何舞台上保持真实和表
现力的技能。
“我们的目标是超越教孩子们如何唱歌和跳舞，因为我们要求他们放下恐惧、相信自己及以激情和正直（在舞
台上和场外）表演。 ”
项目地点和日期
BMO 剧院中心（温哥华）
12-16 岁儿童的初级课程
2022 年 7 月 19 日至 30 日
星期二至星期六，上午 10 时至下午 4 时 595 加元（加税）

BMO 剧院中心（温哥华）
15-19 岁儿童的高级课程
2022 年 8 月 2 日至 20 日
星期二至星期六，上午 10 时至下午 5 时
865 加元（加税）

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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