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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致词 

亲爱的Lord Byng家长、学生和社区成员。 

本周学校的主要焦点是向我们的加拿大退伍军人致敬，并承认他们为我们国家做出的牺牲和贡献。 

所有年级的学生都参加了我们周四全天的集会，我想感谢所有参与支持和策划这一活动的工作人员。加拿大皇家军团的

成员也参加了仪式，并讲述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战友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冲突中为加拿大战斗的经历。 

当我们承认和思考这个日子时，作为一个充满爱心的社区，向战争受害者提供支持尤为重要，包括最近形成的乌克兰

难民和那些在过去冲突中成为目标和受害者的少数民族。我们的心向所有战争受害者，特别是生活在我们社区的犹太

家庭表示慰问，对他们来说，11月9日是一个悲伤的日子，标志着他们在一个被称为水晶之夜的日子里受到攻击，在这

个夜晚，犹太人和企业成为目标并被摧毁，成为大屠杀的开始。 

 

祝愿大家有一个和平的纪念日，并有时间分享和平与自由的遗产，由于许多人的牺牲，我们今天都享有和平与自由。 

威尔曼先生 

学校新闻 

感谢大家在一年中这个繁忙的时刻为支持我们的学生所做的所有努力，并确保我们能够为所有学习者带来一个成功的学

年，这与我们的四大学习支柱和我们的集体学校使命相一致，即培养受过教育的公民，他们也知道如何获得乐趣，正如

我们在本周的万圣节活动中所发现的那样！ 
 

万圣节的乐趣在本周开始，学生会的时装秀在午餐时在体育馆举行，音乐舞蹈《颤栗》的制作，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和

学生都穿上了服装，在这个秋季的活动中创造了一天的庆祝和乐趣! 

以下是当天的一些视觉记忆。 
 

 
图1 学生和工作人员参加万圣节时装表演 

图2 迈克尔-杰克逊的《颤栗》开始了学校的万圣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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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房 
图3 本周我们的学生服务团队发生了什么？ 

 
 

图4 一位来自过去的访客来到了食堂!!!! 

  

感谢Sandher先生和学生会的学生们支持Byng的另一季万圣节欢乐活动!本周的其他主要活动包括： 

 英语12考试

 带孩子上班日（九年级）

 艺术信息之夜（七年级）

 二年级和三年级的JQ学生与八年级的戏剧班一起观看木偶剧，并从中获得乐趣。

 为英语学习者家长和学生举办的新人欢迎活动

 体验式学习。合唱团到惠斯勒实地考察

 体验式学习。越野队赴维多利亚的实地考察

 体验式学习。和解之旅继续

 通过项目学习让学生参与进来

 
以下是过去一周的一些活动的简要介绍。 

英语12考试。支持我们的学生参加期末考试和向高中以后过渡。 

在完成教育部规定的最后一次英语12考试时，学生们整周都在图书馆工作，完成这一重要的毕业要求。 

特别感谢组织这些考试的以下工作人员。 
技术支持和计算机协助。Ricky Sidhu先生 

考试协调和设置。Nicole Tichelman女士, Darlene Hughes女士 图书馆和学

习支持。摩尔多瓦女士和雷兹勒女士 
 

图5 12年级学生在图书馆计算机实验室写识字12考试。 

 
 
 

也感谢所有调整教学时间以支持学生能够参加这些必修考试的工

作人员，特别是英语系的灵活性和支持。 
 

带孩子上班日（九年级）。 

周三，学校非常安静，尤其是九年级的班级和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

包括Rezler女士带来的她的女儿来了解作为学校图书馆员的生活是

怎样的一个非常完整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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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堆放书架和整理陈列品的过程中，学校的两名九年级访客从我们了不起的图书管理员团队那里了解到一个非常有潜

力的有趣的职业机会！！。 

感谢Moldowan女士和Rezler女士的指导! 

 
图6 Rezler女士和Moldowan女士在九年级的 "带孩子来工作 "日指导学生。 

 

Byng艺术信息之夜（七年级）。 

周三晚上，学校向家长和学生开放了艺术项目的申请。 

晚会为来自全区的七年级学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最新信息，让他们了解这个独特的8-12年级美术课程所提供的难得的学

习机会。 

 

感谢乔恩和艺术团队提供有关这一非常令人振奋的地区迷你学校计划的信息! 
 

二年级和三年级的JQ学生与八年级的戏剧班一起观看木偶剧，并从中获得乐趣。 

我们的戏剧老师Mclean女士在下面的介绍中，为八年级学生和他们的低年级学生提供了一个快速的学习机会。 

孩子们为来自JQ的2/3年级的客人创作了纯真、合适的木偶故事和表演。木偶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可以在团队合作的同

时，利用木偶的声音和参与度讲故事。这是一种没有自我的艺术形式，没有 "主角与次要角色"，但8年级学生对年轻观

众的反应感到非常高兴。这证明了故事是我们目标的中心，而不是表演者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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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英语学习者家长举办的欢迎新成员活动。 

新来的英语学习者家长和学生与辅导员、英语学习者部门的成员、教育领导小组、PAC联合主席、SWIS家长支持小组

和其他工作人员会面。领导小组、PAC联合主席、SWIS家长支持小组以及其他教职员工参加了旨在欢迎和介绍学校的

新人欢迎活动。 

这次活动由我们的SWIS工作者（定居）Janet Chung女士组织，并得到了来自Byng项目3B的学生领袖的支持，以及由

Chloe Mok和Wendy Zheng领导的Tech.由Chloe Mok、Wendy Zheng和Athena Wang领导的学生支持小组提供支持。多元文

化工作者Robert Li先生也出席了会议，并协助家长将演讲内容翻译成普通话。 

在这些活动中，我们有机会听取了辅导和英语学习小组的意见，并了解了学校的一些活动，包括新的SIOP项目以及通

过Byng Project 3B（Bridge, Bond, Build）提供的社区发展机会，这是一个由Byng SWIS项目组织的校本项目。Byng Project 

3B在学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切入点，让他们通过志愿服务认识朋友并学习重要技能。 
 

图8 Byng校长、辅导部和英语学习部的工作人员、Byng PAC和SWIS家长支持小组的家长以及 "迎新 "活动的学生负责人一起合影。 

 

 

图9 学生干部，Mike Qiu, Kelvin Xi, Eric Luo, Anna Fan 和 Eleanor Liu 来自 Byng Project 3B，为新生家长和学生主持迎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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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乌克兰紧急救援筹款活动是Byng项目3B学生在去年组织的领导机会之一。 

 

图71 在周五晚上举行的ELL新人活动中，家长和学生了解的文化活动之一。 
 

感谢所有参加这次活动的工作人员，他们可以回答问题并支持新来的学生和他们的家庭过渡到我们的学校社区。 

也感谢负责组织和参与此次活动的家长社区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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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曼娜女士 (SIWS) 刘婷女士 林丽芳女士 
马玛丽女士（SWIS） 甘伟平女士 王晓敏女士 
Sarah Sun女士 (SWIS) 沈飞先生  

克里斯汀-麦卡利斯特女士
（PAC）。 

顾颖琳女士  

Tammy Baltz女士(PAC) Vicky Lin女士  

Jacky Wang女士 (PAC) 郑荣正先生  

 

通过实地研究进行体验式学习。 

兰女士的合唱班的学生们周四上路参加了在惠斯勒举行的合唱比赛，而杰克先生和

施奈德女士则在周五早上出发去支持在维多利亚举行的越野比赛。 

 
图82 越野队前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市参加周末的越野赛。 

 

 

图93 越野运动员在出发前往维多利亚州前在LB集合 

图104 带着对胜利的憧憬和对夺冠的渴望，团队向维多利亚州的胜利出发了！！。 

 

体验式学习。和解之旅继续进行 

为支持我们学校的和解之旅，三张非常熟悉的面孔于周三来到学校，继续我们的集体旅程。 

我们的原住民教育工作者Chad Carpenter会见了Ray McKeown长老，作为我们新开发的长老驻校计划的一部分，他每

周四都在学校。雷已经进入了许多班级，并可在星期四到你们的教室进行访问。 

请继续关注我们如何在未来几周内纪念这一非常重要的学习支柱的更多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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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基于项目的学习让学生参与进来。 

12年级的学生再次参与制定他们本年度的顶点项目。 

 

以下是最近以社区为重点的项目的一个例子，它体现了受过教育的公民的特性。 
 

你好，我叫查理，是罗宾中学12年级的学生。我心中一直对所有响应国家号召并为保卫国家尽职尽责的勇敢的加拿大人

怀有极大的钦佩和尊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决定围绕支持加拿大退伍军人开展我的毕业设计。我对加拿大退伍军人

团体进行了研究，并联系了加拿大皇家军团，他们欣然同意支持和指导我的项目。在与皇家军团第179分部的管理人员

协商后，我们提出了在学校为罂粟花基金进行比萨饼销售的想法；对罂粟花基金的所有捐款将用于为加拿大退伍军人及

其家属提供财政援助和支持。披萨销售将于11月7日午餐时在门厅开始。根据11月7日的成功情况，我们有可能选择在11

月8日和9日继续销售。除了组织比萨饼销售，我还计划在11月10日，即纪念日集会当天，举办一个以纪念日为主题的艺

术展览。展出的艺术作品将直接来自于我们非常有才华的罗宾学生。这两项活动将通过海报、晨间公告、社交媒体和个

人演讲进行宣传。军团和我本人真诚地希望罗宾的工作人员和学生能够本着纪念的精神积极参加这些活动。 

  
 

特别感谢Charlie Jiang为这个特殊的活动周所做的规划工作，以及与加拿大皇家军团179分部联系，安排嘉宾演讲和为

2022年的罂粟花基金筹款--伟大的工作，并感谢所有支持Charlie学习之旅和他作为受教育公民的领导的工作人员 

本周教职员工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下周的学校纪念日集会规划我们的年级集会。 

特别感谢策划这些非常重要的年级集会的人。 

 安迪-约翰斯顿先生（主持人和视频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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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丝-安德森女士（音乐剧制作-弦乐器）

 哈特利-福尔茨先生(规划)

 尼克-布克先生（技术支持部）

 兰丽莎女士（音乐剧制作-合唱团）

 马特-蒂森先生（技术支持部）

 达琳-休斯女士(活动策划与协调)

集会将于11月10日星期四在礼堂举行。 
第一节课（8年级）。上午8:45 - 9:30，第1-1节 

第二节课（九年级）。上午9:40 - 10:10，第1-1节 

第三节（10年级的）。上午10:30 - 11:15，第1 - 2节 午

餐 11:30 - 12:15 

弦乐演奏（Ruth Anderson的学生）。 

第四节（11年级的学生）。下午12:30 - 1:15，第1-3节 

第五场（12年级的）。下午1:30 - 2:15，第1-4节 
 

期中课程调整日11月14日星期一 

11月14日（星期一） ，是学期中课程调整日。 

请注意在第一学期结束前（2月2日）将实行新的轮换制度。2, 1, 4, 3 
 

因天气或其他条件而关闭的学校  
 

这适用于因天气状况、自然灾害或其他可能危及学生和工作人员健康和/或安全的紧急情况而导致学校或工作场所关闭

的情况。 
 

家长们请查看VSB网站或收听下面列出的电台/电视台以了解学校关闭的情况。请不要给媒体机构打电话询问学校是否

关闭。 

在上午7:00之前，上萨尔达冶金生产协会将在其网站www.vsb.bc.ca，并将通知当地媒体站，包括。 

 CKNW (980 AM) 

 加拿大广播公司（690 AM, 105.7 FM）。 

 CJVB (1470 AM) 

 CFHG (96.1 FM) 
 CKWX (1130 AM) 

 BCTV/全球 

 城市电视台 

学校停车场 

亲爱的家长和学生。 

上学期间，家长和学生不应出现在停车场。这涉及到车内和车外的情况。另外，下面提醒大家。 

由于存在严重的安全问题，我们要求所有家长。 
 请不要在华莱士街停车

 请不要开车通过工作人员的停车场

 请不要使用Lord Byng前门的汽车通道。

如果你需要送你的孩子，请考虑在几个街区外送。我们感谢您的合作，确保您孩子的安全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谢谢你， 

威尔曼先生 

http://www.vsb.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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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排期日期。 

2022年11月18日（晚上7:00）至2022年11月23日（下午3:30）。 

树木地段 

11月24日树地开放 - 我们的年度传统又回来了!11月24日，Lord Byng假日树地开放。开放时间是 

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至晚上8点 

周六和周日上午10点至下午6半 

 

家长教师会议  
 

11月24日星期四th , 2022年 - 下午3:00-7:00，在TEAMS上。 

家长/监护人如果想与孩子的老师见面，可以在网上预约家长-教师会议，网址是：http://byng.schoolappointments.com。

在预约之前，家长/监护人必须注册。 

我们建议在预定窗口开放前尽早注册。 

关于家长会的更多详细信息和预订说明将在早期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家庭。 
下周。 

 
 
 
 
 
 
 
 
 

 

合作日期/时间表 

 
PAC新闻 

请参加我们下周三（11月16日） ，晚上7点在学校图书馆举行的PAC会议。 

通过周三上午在太平洋精神公园的散步活动建立新的联系。对于那些想享受 ，同时在社区建立新的联系的家长，请加

入我们的周三散步活动。欢迎所有人参加。我们将于11月16日星期三上午9:00在学校前面的台阶上集合。请将RVSP发

送至Nora邮箱：noradyng@hotmail.com 

Byng毕业典礼筹款活动即将结束!在这里获取你的节日绿色植物和巧克力! 

 

节日绿植销售截止到11月13日TH 今年我们正在销售美丽的一品红、节日花环、季节性热带花盆和新增加的户外绿植安

排。请考虑为你们自己购买，并出售给同事、朋友和家人。11月29日 ，30日 ，在Lord Byng领取。详情请见订货单 

.如果想帮助这次筹款活动，请发邮件给帕特，patricia.tewfik@gmail.com。 
 

查看绿植产品照片、信息和订购，请访问我们的冬季筹款活动 

学校预约登记--家长须知 

1. 请访问我们的学校预约网站：http://byng.schoolappointments.com 

2. 通过点击 "REGISTER "菜单标签并填写在线表格来注册一个账户。为自己选择一个用户ID和密码，

然后点击 "立即注册 "按钮。 

3. 点击 "添加学生 "按钮，将您的孩子添加到系统中。点击 "插入新的 "按钮来添加更多的孩子。 

http://byng.schoolappointments.com/
http://byng.schoolappointments.com/
mailto:noradyng@hotmail.com
mailto:patricia.tewfik@gmail.com
http://byng.schoolappointmen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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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https://lordbyngsec.growingsmilesfundraising.com/home 
 

普尔迪节日巧克力销售最后一天11月26日 

我们很高兴今年能再次举办这一筹款活动！我们的目标是让更多的人受益。订购就像吃巧克力一样简单。 

 只要点击这个链接：https://fundraising.purdys.com/1579540-98664

 填写您的信息（包括电子邮件地址）

 点击 "加入活动"。

 您将被带到Lord Byng Grad 2023活动现场，并可以下单了!

 12月9日将在学校领取，具体时间待定。

志愿提供帮助，请发电子邮件给Kristie：kristietrainor@gmail.com 

感谢所有支持星期六的酒瓶回收活动的人。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12年级的家长请尽快登记加入毕业委员会的电子邮件分发名单。这将确保你收到毕业委员会关于家长支持的毕业活动

和事件的最新信息。请在此注册。 

12年级高中毕业及以后的家长介绍--提醒大家，在Byng网站的家庭和指导标签--12年级下有很多精彩的信息，包括学

校辅导员的介绍。另外，去年PAC举办了两场BC省教育规划师会议，我们将其录制下来。链接如下：一个是英文，另

一个是普通话。 

卑诗省教育规划师--英文  

卑诗省教育规划师--中文 
 

即将举行的2022/23年度委员会会议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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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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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期待着与您联系！家委会 
 

瓷器取货 

选修过陶艺的学生必须在12月放假前到B105领取作品，以免他们的作品在新的一年里被扔掉或捐出。 
 

运动竞技 

12年级男子足球队 

高年级男子足球队在离开温哥华联赛两年后再次回到赛场。考虑到首发的11名球员中有3名是10年级的学生，球队的表现

非常出色。在季后赛的半决赛中，他们最终以2比0的比分输给了Point Grey。约翰斯顿先生和小伙子们要感谢许多前来为

球队加油的球迷，包括学生和家长。我们得到了惊人的支持，特别是在上周二的雨天，我们在半决赛中失利。约翰斯顿

先生还想感谢队员们，他们是一群伟大的家伙，很多笑声和美好的回忆将留在球场上，是一个成功的赛季！ 

篮球会议和选拔赛 

选拔 

11月21日星期一下午3:20在主体育馆  

11月23日星期三下午3:20在主体育馆 

如果你需要更多的信息，请发邮件到：ksandher@vsb.bc.ca 

八年级女子排球 

    八年级女子排球队昨天在丘吉尔进行了常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该队以6-0完胜对手，结束本赛季。 

https://lordbyngsec.growingsmilesfundraising.com/home
https://fundraising.purdys.com/1579540-98664
mailto:kristietrainor@gmail.co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TJ889BwUhUBc3A4MRdNRw9QWdTuKApKb7mu6wOKREblJ__w/viewform?usp=sf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TJ889BwUhUBc3A4MRdNRw9QWdTuKApKb7mu6wOKREblJ__w/viewform?usp=sf_link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Guidance-and-Support/Grade%2012/Pages/default.aspx
https://1drv.ms/v/s!AurqsrukoQfpgpw8faPx_n0Duw8L7w?e=b7rOYd
https://1drv.ms/v/s!AurqsrukoQfpgpxN-pwzBhP7ovCn2g?e=pPdIfJ
https://1drv.ms/v/s!AurqsrukoQfpgpxN-pwzBhP7ovCn2g?e=pPdIfJ
mailto:lordbyngschoolpac@gmail.com
mailto:ksandher@vsb.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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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两个月里，该队参加了四次比赛，分别获得了第三名、第二名、第一名和第三名。到目前为止，八年级的学

生已经打了25场比赛，取得了20胜5负的优异成绩。 
 

干得好，艾比、艾迪-H、艾迪-M、阿黛尔、爱丽丝、乔勒、克洛伊、哈珀、珍妮、乔安娜、凯拉、凯蒂、梅西、米娜

和尼卡。女孩们将于周二下午4点在Point Grey进行她们的第一场季后赛，紧接着在下午5点15分进行另一场比赛。祝

你们好运，干得漂亮! 
 

Byng弦乐秋季音乐会 Lord 

Byng弦乐秋季音乐会 11月

16日（星期三）晚上7点在

Lord Byng礼堂举行 门票于

下午6点半开放 

从皇冠街礼堂入口进入 
中场休息时有优惠活动 

 
 
 

 
2023年弦乐慈善音乐会在线捐赠（全年开放）。 
学校在线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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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资金直接用于该项目。 

捐款说明：2023年弦乐慈善音乐会在线捐款 
 

储物柜更新 

储物柜的选择将在网上进行。请点击这里了解如何在线预订。 

如果你不需要储物柜，请不要拿，因为我们的储物柜不够用。如果你注册了储物柜，但在10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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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把锁放在了储物柜上，请把锁拿开，否则会被切断。 
 

2022/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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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 

 

2022/2023年学校费用 

通过SchoolCash Online支付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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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Fee/Details/1869/196/false/true/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Publications/Documents/2023%20Strings%20Benefit%20Concert%20Online%20Donation.pdf
http://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Publications/Documents/Student%20Instructions%20to%20select%20locker%20online.pdf
http://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Publications/Documents/sbfile/220826/2022-2023%20Byng%20Calendar.pdf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
http://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Publications/Documents/sbfile/220818/2022-2023%20School%20Fe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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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部最新情况 
TREK @威尔士亲王 

 

亲爱的九年级家长和学生。 

TREK户外教育项目是由温哥华教育局在威尔士王子中学为10年级学生提供的综合户外教育项目。 
 

该项目向温哥华所有10年级学生开放，学生需要在9年级时申请。11月15日晚7点，在威尔士王子中学举

行信息发布会。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TREK网站http://www.trekoutdoorprogram.ca/procedures-and-timeline。 
 

大学来访 

麦吉尔大学，皇后大学，现在加入 

 
我们已经公布了一些专科学校的信息会议。所有这些信息都在学生团队、11年级和12年级（辅导2022/23）的中学后

渠道下。UBC今年不做任何高中访问。 

 

日期 大学 时间 地点 

10月4日 旧金山大学 午餐 礼堂 

10月11日 紫外光 午餐 礼堂 

10月17日 UoT 下午3点 图书馆 

10月25日 艾米丽-卡尔 FIT时间 A226室 

10月26日 西方大学 下午3点 图书馆 

11月9日 达尔豪斯 午餐 图书馆 

11月14日 滑铁卢 下午3点 图书馆 

11月15日 皇后区 适合 (9:40-10:30) TBA 

11月17日 麦吉尔 适合 (1:30-2:06) TBA 

11月22日 阿尔伯塔大学 下午3点 礼堂 

11月23日 兰加拉学院 午餐 礼堂 

12年级的集会。12年级及以上 
我们为家长和监护人举办的12年级信息会议于10月25日星期二晚上7-8:15举行。我们的介绍现在已经通过辅导小组的专

用渠道与所有12年级的学生分享，也已经上传到学校网站。就在这里。12年级毕业及其他 
 

12年级毕业信 

以下是给所有12年级学生家长/监护人的最新毕业信。毕业信。12年级毕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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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的地方，但这是我们向学生提供各

种信息的最正式和有效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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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告诉你的

辅导员，以便我们将你加入到各自的辅导小组，例如：2022/23年度辅导小组（12年级）。 

 
艺术学校的衔接 – 艺术令你更聪慧! 

 
CapU的IDEA项目 
你对平面设计师或插画师的职业感兴趣吗？ 

http://www.trekoutdoorprogram.ca/procedures-and-timeline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Guidance-and-Support/Grade%2012/Documents/sbfile/221026/Grade%2012%20Assembly.pdf
http://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Publications/Documents/Graduation%20Requirements%20Lett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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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皮拉诺大学美术与应用艺术学院IDEA设计学院的视觉传达设计学士课程是一个四年制的学位课程，为新一代的创意专

业人士提供令人兴奋的职业成果。该课程严谨，以行业为重点；学生毕业时具备高度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11月19日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校园巡展 

活动报名：https://capilanou.ca/programs--courses/get-started/visit-capu/explore-capu-open- 
house/?utm_source=explore&utm_medium=web&utm_campaign=Redirect 

 

网站：https://www.capilanou.ca/programs--courses/search--select/explore-our-areas-of-study/fine--applied-arts/idea- 
school-of-design/ 

 

罗宾艺术 
该计划的新申请者--现在可以获得申请书，在线门户已经开放 

 

如果你有兴趣加入罗宾艺术项目，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了解有关申请程序的最新信息：http://byng2.vsb.bc.ca/byngarts/ 
 

如果你想申请，我们将有两个部分需要完成。 
 

1. 纸质申请信袋 

2. 在线申请表格 
 

从我们的学校办公室领取一个申请信封，开始这个过程。在线门户已经

开放，我们的网站上有表格链接。 

提交申请的截止日期是12月15日。 
 

每个重点领域的要求都张贴在我们网站的选拔过程部分--你可以仔细阅读并在今天开始。(点击这里，进入选拔过程部

分）。 
 

Byng Arts Passport: passport.lordbyng.net 

你已经完成了多少项活动？所有学生都需要在1月前完成至少7项活动，所以不要拖延，今天就开始吧。你查看了我们

最新的徽章吗？ 
 

 
如果你的护照账户有问题，请确保阅读关于联系哈特利-福尔茨先生（jhartley@vsb.bc.ca）的团队的详细说明，以

使事情得到解决。 
 

Byng艺术晚会--11月30日 ，在Roundhouse社区中心举行。 
 

你需要立即报名预约，不要拖延（报名截止日期为11月14日星期一）。 

https://www.capilanou.ca/idea/
https://www.capilanou.ca/idea/
https://www.capilanou.ca/idea/
https://www.capilanou.ca/idea/
https://capilanou.ca/programs--courses/get-started/visit-capu/explore-capu-open-house/?utm_source=explore&utm_medium=web&utm_campaign=Redirect
https://capilanou.ca/programs--courses/get-started/visit-capu/explore-capu-open-house/?utm_source=explore&utm_medium=web&utm_campaign=Redirect
https://capilanou.ca/programs--courses/get-started/visit-capu/explore-capu-open-house/?utm_source=explore&utm_medium=web&utm_campaign=Redirect
https://www.capilanou.ca/programs--courses/search--select/explore-our-areas-of-study/fine--applied-arts/idea-school-of-design/
https://www.capilanou.ca/programs--courses/search--select/explore-our-areas-of-study/fine--applied-arts/idea-school-of-design/
https://www.capilanou.ca/programs--courses/search--select/explore-our-areas-of-study/fine--applied-arts/idea-school-of-design/
http://byng2.vsb.bc.ca/byngarts/
http://byng2.vsb.bc.ca/byngarts/sProcess.html
http://byng2.vsb.bc.ca/byngarts/sProcess.html
http://passport.lordbyng.net/
mailto:jhartley@vsb.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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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wL8ShfBaC4YKUWRvqidJiECeaZXdAlRW1xtn_7BjAmQKCWw/viewform 
 

如果你要来，请告诉我们，帮助我们计划食物和座位。 

你有乳糖不耐受吗？无麸质食品？素食主义者？也许甚至是素食主义者？或者是......你是一个狂热的肉食者？不管是

什么情况，现在是时候让我们知道了!我们将提供所有基本的食物种类--薯片和比萨饼，其中我们将提供奶酪、蔬菜和

肉类等配料。如果你现在不告诉我们，你可能只能沉浸在痛苦中，看着你所有回复了这个RSVP的朋友快乐地吃着他

们的食物....。 
 

晚会是一个坐下来庆祝的艺术活动，有表演、游戏、服装比赛和舞蹈。将提供青少年友好的晚餐，包括薯片、披萨和

小吃。门在4:30打开，活动在5:00正式开始。 

 

我们的主题是时间旅行，所以开始计划你的服装。把你自己变成一台时间机器，一个时钟，一个日晷--可能性是无穷

的。或者，选择一个时代，扮演那个时期的人或地点，自己动手或与你的朋友商量，让你的服装符合一个主题。 
 

如果你宁愿玩游戏也不愿意跳舞，那就带着你自己的游戏来吧!如果你有喜欢的游戏，就带着它来参加晚会。晚会在晚

上9点结束，因为这是个学校之夜。 
 

父母，我们需要帮助驾驶、布置和清理。我们将很快发出家长志愿者的请求。 
 

征集GALA表演者--报名参加试演 

每年的晚会都会展示学生的表演，作为庆祝活动的一部分。邀请团体和个人于下周在音乐室进行试演--11月14日和15日

的午餐或放学后。 

报名截止日期为11月13日（星期日） : 链接

https://forms.gle/wMfNuyGv2WasjLQH7 

Byng Arts学生会信息 

学生会每周四在A223教室面对面开会。欢迎所有人参加。 

使用团队上的链接进入学生会频道，阅读我们的会议记录，提出问题，或通过Instagram（@byngartstudentcouncil）联

系理事会。 
 

会议细节， 
11月14日和15日将举行晚会试演!如果你想参加演出，请在周日前报名。 

 

晚会的申请应在14日星期一结束前提交!请务必填写表格，以确保你在活动中得到一份珍珠奶茶: 

服装比赛类别： 

最佳团体 

最好的过去  

最好的未来  

最有趣的/搞笑的  

最精心的 
 

壁画 

壁画小组每天放学后都会聚在一起画壁画--欢迎大家来帮忙!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像往常一样，欢迎参加每周四午餐时在Hartley-Folz先生的房间举行的理事会会议!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罗宾艺术的问题，请联系Hartley-Folz先生（jhartley@vsb.bc.ca）。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wL8ShfBaC4YKUWRvqidJiECeaZXdAlRW1xtn_7BjAmQKCWw/viewform
https://forms.gle/wMfNuyGv2WasjLQH7
https://www.instagram.com/byngartstudentcouncil/?hl=en
mailto:jhartley@vsb.bc.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