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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寄语

尊敬的罗宾职员、学生和社区成员：

特别感谢这星期来我们学校提供服务的维修团队以及VSB所有工人，是他们保障我们在本周极端冰雪天气条件下保持开

放和安全。

同时还感谢全体教职工，是他们在如此挑战的一周，保证课程照常开展。

周末好好放松享受一下吧！！

威尔曼先生

学校新闻

再一次感谢我们学生在学校度过了充实的一周！

亮点包括：

•新成立的罗宾户外教育领导力俱乐部进行了令人难忘的户外教育学习之旅

•反欺凌日全校集会

•在UBC和SFU的帮助下，使用青年发展指数来帮助我们建立社会和情感学习支柱

•学校俱乐部继续努力援助叙利亚和土耳其

•我们的土著教育之旅继续，最近参观了温哥华艺术馆的罗伯特·戴维森探险之旅

•高年级和初年级男子篮球队晋级省级比赛

以学生参与为核心，所有学习支柱得到充分考虑，这是一个非常充实和有意义的活动周！！！

下面是具体内容：

图1 星期五，罗宾户外教育领导力俱乐部的第一次探险活动，塞浦路斯山的空气清新

员工和学生们在星期五早上出发，准备在塞浦路斯山顶度过一整天的冒险，学习户外探险和野外领导技能！！！

这次首次登顶塞浦路山的活动是罗宾中学体育部的Nick Boulding先生和安全和关怀学校团队的Adrienne Connor女士的创意。

通过提供学生亲身实践的机会，该俱乐部希望在进一步的实践中，支持学校的使命，并发展学习的核心能力。 感谢所有自愿

担任监护人并支持这次完美的二月团建活动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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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ll Sehmbi女士（副校长）

• Daniel Bagnall先生（顾问）

• KimCurrie女士（校本资源教师）

• AdrienneConnor女士（安全和关怀学校）

• JenDavis女士（（技能教师）

• Mr. Nick Boulding (体育)

罗宾中学户外领导力教育学生在塞浦路斯山的第一次郊游中登顶，感受世界之巅。下一站：乞力马扎罗山！敬请关注

罗宾中学俱乐部的下一个令人兴奋的更新！

青少年领袖带领罗宾中学反欺凌日集会走进生活：

在反欺凌日的星期三，学校为所有年级安排了全天的集会，由同伴辅导学生领导演讲，包括了简短的历史介绍，讲述了

加拿大粉红衬衫日（反欺凌日）的起源，还有一个面向学生和观众的问答环节。

特别感谢Radric女士和罗宾中学咨询团队以及出色的同伴辅导员，组织这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学习机会，支持我们的包容

性和多元化学习支柱。

History and Origin

● Nova Sco a, 2007

● Homophobic remarks were made
against a student named Chuck
for wearing a pink shirt

● David Shepherd and Travis Price
bought 50 shirts for their
classmates

● Pink Shirt Day spread

world.

across

around the

图3：在反欺凌日集会上分享给所有学生的举报欺凌的重要资源

图4：由罗宾中学同伴辅导员领导在礼堂举行的反欺凌日集会

Resources
● Youth Against
Violence: Call

1 - 800 - 680 - 4264 at any me

to talk with a support

worker!

● Kids Help

Phone : h计 ps: / / kidshelpphon

e.ca

● ERASE

图2：罗宾中学同伴辅导学生为反欺凌日集会制作的幻灯

片展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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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青少年心理健康：

周四，11年级学生有机会了解青少年发展指数的目的和价值，该调查由西蒙菲莎大学和UBC健康科学部门进行。以下是他们

发现的一些内容：

在早期生活中建立健康的社交、情感、心理和身体行为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取得学业成功和其他积极的发展成果。我们的团

队创建了青少年发展调查工具（YDI），面向15至18岁的青少年，以确定哪些资源、机会和实践为青少年在青春期和成年期

取得成功提供支持。作为西蒙菲莎大学、UBC人类早期学习伙伴关系（HELP-UBC）和卑诗省疾病控制中心（BCCDC）的研究

人员，我们与学校管理员、教师、医疗保健提供者、政策制定者、社区伙伴和青少年本身合作建立了YDI。

这项调查的结果将被学校用来支持我们的学生，在制定三年校园规划时使用。感谢Sehmbi女士的支持和协调！

来自13个不同学校俱乐部的学生在本周会面，制定了一项筹款计划，

以帮助最近发生地震的叙利亚和土耳其。这场灾难摧毁了数百万人

的家园，导致人道主义危机。

感谢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们创建了这个学校范围内的筹款行动。以下

是下周计划的概述：

谢谢史密斯和钟女士为了协调这个全校倡议

Syria & Turkey
Earthqu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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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通过！原住民教学& 学习:

共同前进是我们建立学校计划的口号，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是我们作为员工的和解之旅。

通过每周的课堂活动，实地考察和其他文化活动，学校，学生和员工正在发展他们对这个重要的民族建设项目

的知识和理解。

最近一次参观温哥华艺术馆的展览的活动，帮助了罗宾艺术学生发展他们的理解力。下面是Byng艺术教师领袖和美术系主任Jon
Hartley Folz先生对这个丰富的学习机会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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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子篮球队晋级省锦标赛：

高年级男子篮球队为学校夺得了周冠军，并以71-67击败阿吉尔获得AAA级省锦标赛的参赛资格。男孩们以二号种子选

手身份参加了Sea to Sky地区锦标赛。周二在主场的四分之一决赛中，以94-50的分数轻松击败第七名格拉德斯通队，

Marco Radic独得31分，主导全程。

周三，男孩们在一场艰苦的比赛中与排名第六的阿吉尔队交手，最终以71-67获胜。Marco Radic再次以19分的成绩带领

球队，Dylan King贡献18分和8个篮板，Eli Mullin在三分线外4投8中，Jeffrey Brown则贡献11分！Sebastian Minns在肩部受

伤的情况下贡献了10个篮板！男孩们现在将与St. Pat's队参加区域决赛，然后开始为3月8日至11日在兰利活动中心举行

的省锦标赛做准备！

低年级组篮球队，以九年级学生为主，上周击败格拉德斯通队，晋级本周末在兰利活动中心举行的初中男子省锦标赛。

Hart Kreter和Alex Dabrowski主导，而Rio Sanchez、Justin Liu和Nolan Hunte也都发挥出色。

干得好，桑德尔教练！！！！！

感谢你们，这又是充实的一周！！！

学校因天气或其他条件而关闭

这适用于学校或工地因天气条件、自然灾害或其他可能危及学生和

工作人员的健康和/或安全的紧急情况而关闭的情况。

家长们请查看VSB网站或收听下面列出的广播/电视台，了解学校关闭的情况。请不要致电媒体机构询问学校是否已

关闭

早上7点，VSB将在其网站上发布关闭的信息。vsb.bc.ca同时将通知当地媒体电台，包括：

CKNW（AM980）

CBC（AM690，FM105.7）

CJVB(AM1470）

CFHG (FM96.1)

CKWX（AM1130）

BCTV/Global

CITY TV电视台

PAC新闻_

下一个 PAC会议 –请参加我们于 4月 19日星期三在 Zoom上举行的下一次 PAC会议

毕业委员会-为了让2023年的毕业晚宴顺利进行，我们急需志愿者！有许多角色需要填补，其中一些是在6月10日星期

六的活动之前为12年级家长量身定制的，但其他传统上是由11年级家长在当天填补，以便12年级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

享受晚宴。强烈鼓励11年级家长自愿帮助准备明年您孩子的毕业活动。请访问此链接以查看可用的角色，如果没有您的

参与，活动就无法进行！https://www.signupgenius.com/go/70a0944a5af28a7fd0-lord#/

我们还有一个Facebook页面“Lord Byng Grad Parents 2023”，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860582331007695/

http://www.vsb.bc.ca/


7

请注意：与毕业班相关的重要信息，都可以通过登录您的电子邮件的信息来及及时收到更新通知。请访问Lord Byng

毕业生委员会网址：: https://www.lordbyngpac.com/grad-2023

或者发送邮件到bynggradcommittee 2023@ gmail.com

周三早晨散步在太平洋精神公园。对于那些想在Byng社区建立新联系的家长们，请加入我们的周三散步，我们周三在学

校靠16街门口的楼梯下见面.

. 学校门前，在2023年3月1日星期三 或发邮件给noradyng@hotmail.com预约

中国家长支持信息：

每周学校新闻的中文版和中文播报将更新在PAC 官网上

PAC邮箱接受中文邮件，中国家长可以将他们的问题或者疑虑发中文邮件到

lordbyngschoolpac@gmail.com谢谢您的支持！

2022/2023罗宾日历

请点击此查看2022-2023年学校日历的重要日期列表，包括开学日、假期、专业发展日和家长会议日期列表

协作日期/时间表

温哥华海岸卫生局——我什么时候应该让我生病的孩子留在家不去上学？

请点击此处获取更多信息。

会见教师/顾问/员工的程序

提醒家长们，请不要没有预约就来学校。

请不要直接去老师的教室，因为这就打断了课堂。

请通过电子邮件预约。

所有的参观者都必须在办公室签到。

mailto:bynggradcommittee2023@gmail.com
mailto:bynggradcommittee2023@gmail.com
mailto:bynggradcommittee2023@gmail.com
mailto:或发邮件给noradyng@hotmail.com
https://www.vsb.bc.ca/lord-byng/_ci/p/60892
https://sbvsbstorage.blob.core.windows.net/media/Default/medialib/when-to-keep-sick-kids-home-from-school-2.7954316109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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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停车场

亲爱的家长和学生们，

家长和学生不应该在上学时间里进入停车场，这包括到停车场上下车。 另外，请看下面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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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an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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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您需要送您的孩子，请考虑停靠在几个街区外，我们感谢您的合作，以确保您的孩子的安全对我们是最重要的。

. -谢谢配合！威尔曼先生

储物柜更新

请不要将贵重物品存放在储物柜里，并确保储物柜已锁好。

如果你不需要储物柜，请不要注册，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储物柜。如果你注册了一个储物柜，在10月31日之前没有放锁 ,我们将

把那个储物柜重新分配给另一个学生。

如果您没有申请一个在线的储物柜，而是把您的锁放在一个储物柜上，请取走它，否则它将被切断。

2022/2023学校费用

支付学校费用请使用School Cash在线支付系统付费

失物招领

请检查二楼失领台：衣物、水瓶、午餐饭盒和杂项。对于体积较小的物品，请到学校办公室来查找。请注意，所有无人认

领的物品都将在春假期间捐赠给慈善机构。

如果您的孩子不打算在2023年9月返回Byng，请填写表格并交还给学校办公室的Tichelman女士。学生不返回Byng表格。学校办

公室尽早知道这一点非常重要。

"Read A Rainbow"是一个活动，为学校的员工和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图书选择。随着春假的到来，现在正是放松阅读我们“彩虹”
中的书籍的最佳时机。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Rezler女士和女士_摩尔多瓦人

无国界医生土叙救援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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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家长们，

学校范围内的俱乐部倡议是帮助那些在土耳其和叙利亚遭受地震灾害的人们。 我们很高兴地宣布，我们已经成功接近达到

6000元的目标了。 我们在2023年2月28日星期二的直接募款筹款活动非常成功。我们为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土耳其-叙利亚救

援基金筹集了近1000元。 除了我们的直接募款活动之外，罗宾3B俱乐部的学生也做出贡献，决定举行一次抽奖活动，作为

筹集土耳其-叙利亚地震受灾者资金的另一种方式。 一等奖是价值200元的苹果礼品卡，二等奖是价值150元的亚马逊礼品

卡，三等奖是价值50元的蒂姆霍顿礼品卡。每张门票售价5元，3张门票售价10元。门票可以通过School Cash Online购买，

截止日期为3月9日星期四。 我们真诚地希望您购买门票，以帮助这次抽奖筹款活动取得成功。获奖者将于3月10日星期五

公布。 提前感谢您对这个有价值的事业的支持！

此致 敬礼！

Ms. Smith - Helping Hands Club

Ms. Chung - Byng Project 3B

罗宾体育

田径运动

这是下周一、二和四的田径训练的提醒。我们将在Camosun公园下午3:30集合。如果您需要田径表格，请联系Jack老师。今年，

注册将仅在线上进行。请参见下面的链接进行注册。只有在学生注册后才能进行付款。付款将在收到所有注册后进行。如果

无法操作，请与Jack老师安排其他付款方式。请单击链接以获取表格：LB田径同意书和费用表格。如需更多信息，请发送电

子邮件至bjack@vsb.bc.ca与Jack老师联系，或到体育办公室找他。

Erase-期望尊重和安全教育

在我们的社区建立尊重的关系和同意：学生和家长会议

教育部已经将“同意和基于性别的暴力”专题加入了Erase战略。作为Erase持续工作的一部分，他们很高兴宣布将在2月和3月举行

新的学生和家长/看护人会议。这些会议将探讨同意的话题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的动态。这些会议将于2月2日，2月7日，2月27日和3

月8日举行。

所有培训可通过以下链接找到（学生和家长/看护人会议从第2页开始）：http://www.bced.gov.bc.ca/erase/documents/erase-

training-schedule.pdf

英文文学10评估

对于目前的10年级，我们将在即将在4月和6月提供英文文学10课程，更具体的信息将在更近的时候发送。

职业教育10

尊敬的家长/监护人：

职业教育10，教师计划在4月12日星期三对他们的10年级学生进行模拟工作面试，上午8：30-下午12点。我们正在寻找

愿意对我们的10年级学生进行模拟工作面试的志愿者，作为他们职业就业能力技能发展的一部分。除了我们的家长社区，

我们也在接触当地社区的企业主。

如果你有一家企业和/或有面试经验，并且你愿意自愿奉献你的时间，请发邮件给mmoldowan@vsb。bc.ca

mailto:bjack@vsb.bc.ca
http://www.bced.gov.bc.ca/erase/documents/erase-training-schedule.pdf
http://www.bced.gov.bc.ca/erase/documents/erase-training-schedule.pdf
mailto:mmoldowan@vsb.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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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尽快通知我们，因为我们希望在3月1日前确认我们的志愿者面试官.

热烈的问候，

Kim Chong-Ping 和Michelle Moldowan

职业教育10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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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捐赠请求

你好，Byng家庭社区！

如果你的家人有一辆自行车积满了灰尘或需要一个新家，罗宾很愿意拥有它的！

在过去的两年里，Byng自行车机械俱乐部不知疲倦地恢复和调试了超过25台自行车作为日常上课使用。这使得今年的8年级（

和其他几个年级的学生）进一步进入太平洋精神公园探索，加强我们的户外学习和感受罗宾学校周围的大自然。

现在我们想回馈给温哥华吧！第二次呼吁是希望获得更多的自行车来修复，然后将与我们的社区自行车站：//我们的社区自

行车合作捐赠。. 一个非营利组织，为有经济困难的人提供自行车，学生将学习到的维修自行车的技能来帮助我们学校社区

以外的人，并促进环境可持续的交通。

如果你的自行车需要修理，没问题，我们的自行车技工俱乐部有能力修理和维护所有捐赠给我们的自行车！然而，

我们需要的自行车是：

a)成人自行车（小型、中型或大型）

b)直车把（不需要那种赛车弯车把）

请联系Alain Raoul老师araoul@vsb.bc.ca。如果你有一辆自行车要捐赠，我们可以安排去取，最好是在我们学校停

车场，或者你家里，如果你住在学校附近。

感谢您考虑到这对Byng学生社区和温哥华各地那些面临交通障碍的人的有价值的贡献。

https://ourcommunitybikes.org/pedals-for-the-people/
https://ourcommunitybikes.org/pedals-for-the-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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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级的声乐团体从瑞典返回温哥华！

世界级的声乐团体从瑞典返回温哥华！

3月3日星期五，罗宾室内合唱团自豪地开始了他们的演出在

枫树街6360号的Magee剧院下午7点

3月2日星期四，出来享受一个世界级的爵士声乐之夜或者3月3日星期五!

对于票务信息

请访问活动门票网站：https://www.evenbrite.c a / e / t h e - r e a l - g r o u p - m a r c h - 2 - 3 - t i c k e t s -

5 1 6 9 0 4 5 6 4 4 6 7

输入优惠代码：MAGEEFEST 将获得门票8元折扣！

关于Real乐团

一个总部设在瑞典的开创性的声乐团体。以声音作为他们唯一的乐器，他们创造了一种在爵士乐、流行音乐和北欧声乐音乐之间独特的

音乐表达方式，这个乐队从1984年就开始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 从那以后，他们就开始为瑞典女王的生日表演，并在韩国和日本世界

杯的开幕式上演唱。

他们广泛的演奏曲目使该乐队有可能与交响乐团、爵士乐队、流行乐队和艺术家合作，如歌剧明星芭芭拉·亨德里克斯、

爵士口琴手图茨·蒂勒曼斯和披头士乐队的制作人乔治·马丁爵士。REAL乐队以自己的名字制作了24张专辑，他们制作

了自己的巡回演唱会，全球2800多场。他们主持了自己的电视节目，并担任美国和韩国声乐音乐节的艺术总监

在瑞典和芬兰制作了他们自己的节日，在那里的教育分支，REAL乐团学院为教育内容做出了贡献。

作为艾滋病预防项目的一部分，该组织作为慈善项目在瑞典和南非的“生命明星”的大使。

https://www.eventbrite.ca/e/the-real-group-march-2-3-tickets-516904564467
https://www.eventbrite.ca/e/the-real-group-march-2-3-tickets-516904564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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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部门更新

A-Gr Bagnall先生

Gs-L Ms.Radic

M-Te Ms.Smith

Tf-Z Ms.Vanderklipp

dbagnall@vsb.bc.ca

jradic@vsb.bc.ca

msmith@vsb.bc.ca

mvanderklippe@vsb.bc.ca

提供给学生和家长的课程选择介绍

. 在MyEd里，学生课程选课现在已经结束，如果有任何变化，请尽快见您的顾问，所有关于课程计划的信息在我们的学

校网站：课程计划中。（课程选择表，课程描述，幻灯片演示，说明如何介绍你的要求，等）。

请花点时间仔细选择你真正想参加的课程，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9月/2月的排队，并以免感到失望。

性教育集合

Saleema Noon团队在2月7号向我们所有11年级和12年级的学生做了一个性教育演示/演讲。学校顾问组织了一个3（可能是5）

部分的系列演讲。下一次是定于3月6日举行。我们期待着我们所有的11年级和12年级参与，问问题，并学习这个话题。

咨询团队

有刚到罗宾的新生吗？请让你的顾问知道，并让他们把你加入到我们的咨询团队小组中，这是我们发布的很多信息：

大学，奖学金，课外机会，心理健康资源，等等。

艺术信息

艺术作品征集通知-时间不多了！

成为名人！让你的艺术作品刊登在今年的学生年鉴中。

让我们一起打造最棒的艺术板块。使用以下链接将您的图片提交给年鉴团队进行考虑。时间不多了。

点击此处访问提交表单。

本月艺术家 -女性的 艺术家

提交截止日期：3月6日，星期一.

想了解一些新的艺术家吗？ 看看我们散布在学校周围的海报，有六个不同的艺术家，从2

月份开始，我们一直关注女性艺术家，找到更多关于这些经常被忽视的艺术家，每张海报

都有一个简短的描述和一些她们的工作的例子。

输入你的名字进入抽奖提交这个形式罗宾艺术学生也将获得护照标志，做两次解锁更多。

点击这里访问表单：本月艺术家

mailto:dbagnall@vsb.bc.ca
mailto:jradic@vsb.bc.ca
mailto:msmith@vsb.bc.ca
mailto:mvanderklippe@vsb.bc.ca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_4PjTUoMVxo9_WjD_koK74D_m6iSrXiJeRkwBaWr1_sW9jw/viewform?vc=0&c=0&w=1&flr=0&usp=mail_form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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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提交作品将在最后申请日之后同意评审，之后盖章，如果你已经提交，我们已收到你的作品，将在下一站加盖徽章。

享受

加拿大艺术启发学生挑战赛

这个机会面向7年级至12年级的学生，邀请他们提交受加拿大艺术历史领袖和重要的加拿大艺术作品启发或回应的艺术作品。

入围作品将在网上展览中展示，并将根据不同年龄组颁发奖项，一等奖为500美元，荣誉奖为250美元。

比赛规则和提交指南可通过访问我们的学生挑战网站进行访问：https://www.aciiac.ca/education/art-challenge/

您还可以在在线展览中探索去年获奖的作品：https://www.aci-iac.ca/online-exhibitions/the-2022-canadian-art-inspiration-
student-challenge/

加拿大青年视觉艺术大赛

主题：我们生活的世界

注册： www。aoma.ca/cyvac

注册费：30元

截止日期：4月10日

CYVAC是一个包容性的平台，致力于在具有挑战性的日常环境中促进创造性表达、全球连接和社会意识。去年，我们收到了来

自20多个国家的1200多篇参赛作品，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筹集了超过14000加元。今年，CYVAC将为BC儿童医院筹款。

比赛分为四个年龄组，从5岁到23岁，有两个主要的艺术主题：表达爱和关怀，以及可视化的气候变化。提交的作品将

由国际知名艺术家，装饰艺术教授，和高级比赛裁判评选。进一步庆祝艺术天赋和装饰，我们将提供奖项所有类别得主

大奖获奖者将获得500 CAD奖学金，金奖得主将获得100 CAD奖学金，银奖得主将获得50 CAD奖学金。

宾 艺术

该项目的新申请人

恭喜所有收到录取通知书的申请人员。我们正在审查答复和我们的剩余席位，随着座位的空余，我们将发出更多的录取通知

书。感谢您的耐心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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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银行的筹款活动-在两周内产生影响

罗宾艺术学生会正在为我们当地的食品银行筹集资金。

我们收集钱而不是罐装食物，因为它最大限度地提高每一元的影响（一元花在捐赠的杂货上不如实际食品银行手中

的一元有效）。

我们想让你看一下电影《亚当毁掉罐头食品的一切》 . 然后完成表格，向我们显示您看过它(问卷：

https://forms.office.com/r/PSR9FN8vXn)

通过网上学校现金捐赠（你支付学费的方式）每一笔捐款都用于帮助在这个困难时期有需要帮助的当地家庭。

每一元捐赠可以提供两顿完整的饭菜，如果每个人只给10元，我们将筹集超过4000元并提供.

https://www.aci-iac.ca/online-exhibitions/the-2022-canadian-art-inspiration-student-challenge/
https://www.aci-iac.ca/online-exhibitions/the-2022-canadian-art-inspiration-student-challenge/
http://www.aoma.ca/cyvac
http://byng2.vsb.bc.ca/byngarts/
https://youtu.be/XbYInILDj6Q
https://forms.office.com/r/PSR9FN8vX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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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餐！!!筹款活动从现在到春假前一周。

感谢您的捐赠。使用此链接转到： SchoolCashOnline

你会跳舞吗？教师舞蹈活动食品银行筹款活动：：

你会跳舞吗的活动将在3月10日举行吗！!

所有参与者都要佩戴腕带，请在画廊挑选腕带，仅需花费2元。

所有的收益都将捐给食品银行！我们还可以选择在学校现金网上捐赠给食物银行。过来看看你最喜欢的老师跟着你想

要的歌曲跳舞吧！

罗宾艺术护照：passport.lordbyng.net

感谢所有按时提交的人。我们已经发送了您的计数，以及发送了信件给未完成最低 7个事件的学生。祝贺上周五的抽奖

获奖者。感谢 Pitchford-Yeung 女士制作如此精美的礼品袋！！！ 如果您在护照账户上遇到问题，请务必联系

Hartley-Folz 先生（jhartley@vsb.bc.ca）以解决问题。在 6月底之前，您将需要再收集七项成就。 以下是一些最新

的：

宾艺术学生理事会信息

学生会每周四在A223房间面对面地开会。欢迎大家都来参与。

使用TEAMS上的链接到学生会频道阅读我们的会议记录，提问，或通过Instagram联系委员会（@byngartstudentcouncil）

本周会议的要点：

你会跳舞吗？教师舞蹈活动食品银行筹款活动：：

你会跳舞吗的活动将在3月10日举行吗！!门票将出售2元，如果需要，歌曲请求将与购买您的腕带。

多少：2元

地点：画廊亭，3月5日星期一至3月8日星期三午餐时间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Fee/Details/93633/196/False/True
mailto:jhartley@vsb.bc.ca
https://www.instagram.com/byngartstudentcouncil/?h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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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收益都将捐给食品银行！我们还可以选择在学校现金网上捐赠给食物银行。过来看看你最喜欢的老师跟着你想

要的歌曲跳舞吧！

游戏之夜：

我们的游戏之夜将在5月初举行，有斯克里伯里，车库手机和代号！请继续关注进一步的更新。

.如果你有任何Byng艺术相关问题，请联系Hartley-Folz先生（jhartley@vsb.bc.ca）

mailto:jhartley@vsb.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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