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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的话

尊敬的 Lord Byng 家长、学生和社区成员，

本周，Lord Byng 社区和整个学校、学生们和员工都参加了年度学校赞助的Terry Fox Run以此来认可一位非常重要的加拿
大英雄 Terry Fox 。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组织和支持是由非常勤奋的工作人员 Byron Jack 先生承担。

感谢您在学校所做的一切，Jack 先生，感谢您始终记住我们社区中给予如此多的人！

祝大家度过一个当之无愧的周末，

Wilmann 先生

学校新闻

这是多么精彩的一周，我们所有的 8 年级学生都前往 Cultus 湖进行为期两天的体验式学习，这些学习触及了所有的核心学
习能力！！！

以下是对体验式周学习的快速回顾：

2022 年 8 年级营：

从周二午餐时间的迎新会开始，与木屋小组和他们的同伴顾问会面，学生们在周三早上开
始了一个非常、 非常完整的议程，其中充满了一系列充满动感的活动。

其中的亮点包括：
‧ 由Radic女士和 Sheppet女士带领的自然漫步
‧ 由 Booker 先生、Hartley Folz 先生、Laurel Anderson女士和 Liao 女士领导的T恤扎染

制作工坊
‧ 由 Gustainis 先生领导的 Lazer Tag
‧ 由l露营 Stilwood团队组织的攀岩墙
‧ 由Ruth Anderson女士和 Sawka女士领导的戏剧比赛
‧ 由 Huron女士带领的泡泡足球
‧ 由Barski先生和 Jack先生l领导的体育运动会

‧通过原住民教与学实现和解：由 Mckeen 先生和 Raoul 先生领导的 BC 毯子活动
除此之外，其他关键角色还包括：

协调与组织：：Kevin Sandher 先生
团体促进和支持：：Pendree 女士、Tarnowsky 女士、Chan 先生、Chittenden 女士、Hamtaee 女士、Noguchi 女

士、Schnieder女士
行李搬运和运输支持:：Erickson 先生和 Barski 先生

另外，非常感谢 Boulding 先生在这两天的行程中的急救支持和其他重要报道！
为8 年级学生提供与同龄人建立联系并在实践中学习的机会，这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方式，让学生能够相互
了解并深入了解他们作为学习者的能力。

BC 核心学习能力在每个方面都得到了证明，学生需要运用所有技能与同龄人合作，以实现个人和集体目标。

应该祝贺教工制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学习机会，这些机会经过精心设计，旨在营造归属感、联系感，并使用所有核
心能力来完成学习任务为期两天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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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8年级迎新：：8年级学生在周二的迎新会上有机会与他们指定的同伴辅导员和木屋伙伴会面。

图 2从巴士的到来开始 欢迎来到Stillwood Camp
Stillwood

图 3学生通过这种体验式学习了解加拿大的历史以及殖民主义对加拿大原住民的影响的
机会,由McKeen先生和Raoul 先生领导。

图 4 Ruth Andersen 女士和 Sawka 女士带领学生进行一系列戏剧游戏和舞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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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8 年级在攀登攀岩中心的墙壁攀爬时学习信任和克服恐惧

图6：Jack先生和 Barski先生带领的体育站团队建设

图 7：在 Tye dying站一起工作

图 8 Sheppet 女士和 Radic 女士在超棒的徒步旅行中带路！

图 9在非常充实的第一天日程之后，同伴辅导员在篝火活动中领唱

职业教育9和10年级：

当 8 年级学生在营地时，，9 年级和 10 年级的学生参加了为期两天的职业教育会议，涵盖了这个重要的8‑12年级计划的课程
和核心能力，最终在 12 年级的顶点计划中达到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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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会议的主要演讲摘要：

职业区/社区志愿服务/VSB 职业计划
Career Zone 是一个帮助年轻人写求职信、简历和找工作的组织。Dunbatr社区中心的青年协调员将前来讨论通过志愿
服务参与社区的方式。 VSB 提供了几个不同的地区职业计划，我们的学生可以参加。

Jack.org（Fiona Mak 和 Olivia Lipton）

Jack.org 是一个慈善机构，旨在培训和赋能正在彻底改变心理健康的青年。他们正在努力让加拿大成为这样一个地方，让所
有年轻人都知道如何照顾自己的心理健康并互相照顾，让所有需要支持的人都不用感到羞耻，能得到他们应得的帮助。凭借
由数千名年轻领导人组成的全国网络，他们才刚刚起步。其中两位领导人今天加入我们：
Fiona Mak：Fiona Mak 在 Capilano 大学就读第一年，并计划学习幼儿教育和儿童发展并通过工作成为一名儿童生活专家。
Fiona 很高兴能将她的两个爱好结合起来：谈论和倡导关于心理健康的自由讨论，希望能激励其他年轻人也这样做。
你会发现 Fiona 和她的狗一起出去玩，喝着碳酸水，向任何愿意听的人谈论宇航员 Chris Hadfield。

Olivia Lipton：Olivia Lipton 是不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三年级学生。她很高兴能成为 Jack Talks 的演讲
者，因为她对心理健康、幸福、青春和回馈社区充满热情。在她的业余时间，她常常作为“Sending Sunshine”的志愿
者，作为 YWCA 的 Think Now，Lead Big 的领导峰会动画团队的一员，参加 Jack.org 峰会、远足、旅行或与家人和朋
友共度时光。

Kevin Brooks
励志演讲者，谈论关于做出健康的决定，以及他关于选择带着“这从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侥幸态度去酒驾，分心和超速驾驶观
点的影响。

一起让学校更安全
社交媒体意识、数字足迹和网络欺凌
本演示文稿将涵盖所有数字事物，从数字公民身份以及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数字公民到网络欺凌的刑事后果。将讨论当前围
绕学生使用社交网站和智能手机的一些最突出的问题。涵盖的主题将包括：如何练习网络礼仪（在线礼仪）、如何识别和应
对网络欺凌、网络欺凌行为的犯罪和社会后果以及私密图像的拥有和分发（色情短信）、自我/同伴剥削、数字媒体习惯以及
过度分享、数字成瘾、盗版和剽窃。在他们学校生涯的这个阶段，他们希望他们应该非常熟悉他们的在线数字足迹，以及这
如何代表他们的真实和在线自我。他们在网上发布的所有内容都是公开的、永久的和可搜索的。现在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更
加重要，我们知道大学和学院的招生人员以及未来的雇主现在甚至在考虑简历或成绩单之前就已经在研究申请人的在线生
活。社交媒体应该是学生展示他们的兴趣、技能和成就的平台。现实世界的例子将展示社交媒体和在线行为对年轻人生活的
不利影响。在线匿名的错觉将被用来警告学生不要在网上歪曲自己并创建虚假的个人资料。将涵盖地理位置设置，以及社交
媒体和手机滥用的危险。最后，关于个人媒体习惯的讨论将吸引观众并促使他们反思自己的数字生活以及它如何影响他们。
感谢Moldowan 女士、Chong Ping 女士为支持我们学校的这些重要职业计划而努力工作！！！也感谢学校的所有工作人员帮
助组织了这两天，特别是感谢办公室团队以及当参加8年级营的老师不在校园时，所有代课的老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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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周‑谢谢大家！！！

PAC新闻

通过周三早上在太平洋精神公园散步建立新的联系。对于希望在 Byng社区建立新联系，同时享受大自然的家长们，请加入

我们的周三散步，欢迎大家。我们将于10月26日星期三上午 9 点在学校门前的台阶处见面。请联络Nora ，邮件地址

noradyng@hotmail.com

12 年级高中毕业及其他家长介绍会。Byng 辅导部门在 Lord Byng家委会的支持下，将于10月25日星期二晚上7点在

Zoom 上举办重要的家长信息之夜（链接如下）。在本次会议中，Radic女士将涵盖以下主题：高中毕业要求、大学申请

流程、高等教育选择、奖学金、学生成绩单网站和其他 12 年级主题。我们强烈推荐给所有 12 年级的家长。如果愿意，

欢迎 11 年级的家长加入。本次会议将不会被录音。

主题：Lord Byng 12 年级家长信息之夜
时间：2022 年 10 月 25 日 07:00 PM 温哥华
加入 Zoom 会议
https://us02web.zoom.us/j/81443961210?pwd=RzdzRCtGNkVJTmtGbnlrUVVXYV
VMUT09
会议ID：814 4396 1210
密码：253583

毕业生家委员会筹款‑ 每年，由Byng 毕业生家长委员会负责筹集大量资金来帮助支持我校当之无愧的毕业生庆祝活动。如果
可以，我们鼓励所有父母参与，支持他们的努力！

瓶子收集‑ 毕业生家委员会将于11 月 5 日星期六10am-2pm在学校停车场举行瓶子收集。请带上你所有的瓶子、罐头和果汁
盒！如果您想成为志愿者，请联系 Christine MacDougall , cmacdougall@expediacruises.com

PURDYS 假日巧克力特卖‑ 我们很高兴今年能将这个筹款活动带回来！从即日起至11月26日，您可以通过网上购物订购
Purdy 的零食。下单就像吃巧克力一样简单：

‧只需点击此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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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款活动，并且可以订购！

‧12月9日在学校提货，地点待定。

12 年级的家长请尽快注册到毕业委员会的电子邮件分发列表。这将确保您从毕业生家委会收到有关家长支持的毕业活动和事
件的最新信息。在这里注册。
请加入我们的下一次 PAC 会议，11 月16 日星期三晚上 7:00 在学校图书馆举行。
即将举行的 2022/23 P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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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noradyng@hotmail.com
https://us02web.zoom.us/j/81443961210?pwd=RzdzRCtGNkVJTmtGbnlrUVVXYVVMUT09
https://us02web.zoom.us/j/81443961210?pwd=RzdzRCtGNkVJTmtGbnlrUVVXYVVMUT09
mailto:cmacdougall@expediacruises.com
https://fundraising.purdys.com/1579540-98664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TJ889BwUhUBc3A4MRdNRw9QWdTuKApKb7mu6wOKREblJ__w/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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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年 5 月 17 日
如有任何 PAC 相关问题或疑虑，请发送电子邮件至lordbyngschoolpac@gmail.com

我们期待与您联系！Lord Byng PAC

Terry Fox Run Fund – 链接更新

10 月18日星期二的 Terry Fox Fun取得了巨大成功！
仍然鼓励家庭直接在线向 Lord Byng Terry Fox 基金捐款：

https://schools.terryfox.ca/LordByngSecondary

高级荣誉乐团

高级荣誉乐团受邀于 10 月21日星期五下午 5:30 为不列颠哥伦比亚省音乐教师协会演出。演出将在 UBC Chan 表演艺
术中心举行。这场 BCMEA 荣誉团体音乐会由来自全省各地的优秀高中音乐家组成。将有一个音乐会合唱团、声乐爵
士乐队、器乐爵士乐、管乐团和我们自己的高级荣誉弦乐团！

因为 UBC Chan 中心是一个美妙而昂贵的表演场地，所以有此活动的门票。表演者有补助的门票观看活动。我们希望
家人和朋友能够与我们一起参加这场重要的音乐会！

门票：
https://tickets.ubc.ca/Online/seatSelect.asp?createBO::WSmap=1&BOparam::WSmap::loadBestAvailable::performance_id
s=F0628D78‑87F9‑4B7A‑B207‑26B26A6EE6A5

重要的家长信息有毒植物
请点击这里了解更多信息。

Byng Wear 和 Grad Wear ‑ 2022/23 ‑ 12天特卖：10月22日至11月3日

10月22日至11月3日， Lord Byng Grad 委员会将举行为期12天的 Byng Wear 和 Grad Wear学校标志和徽章服装销售活
动。

与往年一样，有两种风格的服装可供选择：
A）样式一被称为BYNG WEAR。这件衣服有一个风格化的 Lord Byng 标志和学校徽章，适合8 到 11 年级购买。
B）样式二被称为GRAD WEAR。这件衣服有一个不同风格的 Byng 标志和学校徽章，还有一个 2023 年毕业生的标志，供
2023 届毕业生购买（如果他们愿意，毕业生也可以选择购买 Byng Wear！）。

两种款式提供相同的服装类型、尺码和颜色选择，主要区别在于12年级有毕业的徽标和额外的 Grad 区别。
BYNGWEAR 和 GRADWEAR款式的颜色和尺码相同，但请注意，在查看服装样品时，每种服装（例如连帽衫或运动裤）
都有尺码和颜色选项差异。
‧$$$ 价格： BYNGWEAR 和 GRADWEAR 服装选项的所有商品价格相同，并且所有税费都包含在总价中！

请参阅 Lord Byng 学 校 网站和附件。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news/_layouts/15/ci/post.aspx?oaid=cc87da80‑548b‑41b7‑bbfc

2fa7b25e4aa8&oact=20001

https://www.vsb.bc.ca/repository/SBAttachments/cc87da80‑548b‑41b7‑bbfc2fa7b25e4aa8_ByngWearandGradWearSaleA

nnouncement‑2022‑23.pdf

https://www.vsb.bc.ca/repository/SBAttachments/cc87da80‑548b‑41b7‑bbfc2fa7b25e4aa8_LordByngApparelGradCommitt

mailto:lordbyngschoolpac@gmail.com
https://schools.terryfox.ca/LordByngSecondary
https://tickets.ubc.ca/Online/seatSelect.asp?createBO%3A%3AWSmap=1&amp;BOparam%3A%3AWSmap%3A%3AloadBestAvailable%3A%3Aperformance_ids=F0628D78-87F9-4B7A-B207-26B26A6EE6A5
https://tickets.ubc.ca/Online/seatSelect.asp?createBO%3A%3AWSmap=1&amp;BOparam%3A%3AWSmap%3A%3AloadBestAvailable%3A%3Aperformance_ids=F0628D78-87F9-4B7A-B207-26B26A6EE6A5
https://tickets.ubc.ca/Online/seatSelect.asp?createBO%3A%3AWSmap=1&amp;BOparam%3A%3AWSmap%3A%3AloadBestAvailable%3A%3Aperformance_ids=F0628D78-87F9-4B7A-B207-26B26A6EE6A5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Publications/Documents/2022%20Memo%20Poisonous%20Plants%20-%20Parent%20%20Information.pdf
http://www.vsb.bc.ca/schools/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news/_layouts/15/ci/post.aspx?oaid=cc87da80-548b-41b7-bbfc-2fa7b25e4aa8&amp;oact=20001
http://www.vsb.bc.ca/repository/SBAttachments/cc87da80
https://www.vsb.bc.ca/repository/SBAttachments/cc87da80-548b-41b7-bbfc-2fa7b25e4aa8_ByngWearandGradWearSaleAnnouncement-2022-23.pdf
https://www.vsb.bc.ca/repository/SBAttachments/cc87da80-548b-41b7-bbfc-2fa7b25e4aa8_ByngWearandGradWearSaleAnnouncement-2022-23.pdf
http://www.vsb.bc.ca/repository/SBAttachments/cc87da80
https://www.vsb.bc.ca/repository/SBAttachments/cc87da80-548b-41b7-bbfc-2fa7b25e4aa8_LordByngApparelGradCommitteeFundraiserSalenewAdvertisement2022-20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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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FundraiserSalenewAdvertisement2022‑2023.pdf

https://www.vsb.bc.ca/repository/SBAttachments/cc87da80-548b-41b7-bbfc-2fa7b25e4aa8_LordByngApparelGradCommitteeFundraiserSalenewAdvertisement2022-20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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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日期/时间表

12年级英文评估-10月31日至11月4日

12年级的学生将在本周指定一个时间来完成毕业要求的12年级英文评估。评估将在上午或下午进行，因此学生将错过2段课程。任何

缺少10年级数学或英文评估成绩的12年级学生都将在以后安排的时间段接受测试。

医疗保健计划表

如果您的儿子/女儿患有以下疾病：糖尿病、癫痫发作、过敏反应、哮喘或其他医疗问题，请到办公室领取医疗保健计

划表。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更新档案中的医疗信息。

免疫接种同意书交到办公室

收到免疫接种表的学生，请尽快将签署的表格交回学校办公室！

免疫接种将在10月26日周三上午进行。

储物柜更新

储物柜选择将在线完成。请点击这里有关如何在线预订的说明。

如果您不需要储物柜，请不要拿一个，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如果您注册了储物柜，但在 10 月31日之前没有上锁，我

们会将该储物柜重新分配给其他学生。

如果您没有在线选择储物柜，而是将锁放在储物柜上，请移除它，否则它将被处理。

12年级毕业照

如果您错过了与Artona的毕业照，请联系Artona进行预约：

https://artona.com/schools/BYNG/programs/graduation

辅导部门更新
8 年级扎染衬衫日
嘿，8年级，10月25日星期二，穿上你的扎染 T 恤。到艺术画廊前的门厅去吃点东西。您的PCs将在那里，我们将为年鉴拍
摄合影。希望看到你们都在那里。

语言挑战考试

您是否正在考虑参加语言挑战考试？现在可以开始申请。请向您自己的辅导员咨询任何问题，并交上你的申请。

申请：https://www.deltasd.bc.ca/wp-content/uploads/sites/2/2022/09/Challenge-Exam-Application-Package- 2023.pdf

http://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Publications/Documents/Student%20Instructions%20to%20select%20locker%20online.pdf
https://artona.com/schools/BYNG/programs/graduation
https://www.deltasd.bc.ca/wp-content/uploads/sites/2/2022/09/Challenge-Exam-Application-Package-
https://www.deltasd.bc.ca/wp-content/uploads/sites/2/2022/09/Challenge-Exam-Application-Package-20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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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11月4日 交给您的辅导员。

网站：https://www.deltasd.bc.ca/schools/secondary/challenge-exams/

12年级毕业信

以下是给所有12年级学生的家长/看护人的最新毕业信：

毕业信： 12年级毕业信

罗宾网站上的12年级网页和&辅导部门网页：

我们想分享两个很棒的资源：

罗宾网站上的辅导部门页面：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Teaching-and-Learning/Classes-and-

Departments/Counselling/Pages/default.aspx

罗宾网站上的12年级页面：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Guidance-and- Support/Grade%2012/Pages/default.aspx

以上两项都有大量不同的资源。请随意浏览它们并根据需要使用它们。与往常一样，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11/12年级中学后访问

我们已经宣传了一些中学后信息会议。所有这些信息都可以在Teams上找到：在“Post-secondary”下面的11年级和12年级（Counselling

2022/23)中。

下面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预订了的大学访问。我们已经举办了SFU， Uvic，和UOT专场。我们还将联系Queens 和 McGill大学。今年

UBC将不进行任何高中访问。

12年级集会：12 年级及以上

我们的12年级家长和监护人信息会议将于10月25日星期二晚上7点至8点15分举行。请标记在您的日历上。日期临近时我们会

发送此会议的链接。

辅导团队

辅导员为每个年级在Teams上建立了辅导小组。确实，我们意识到这是学生必须查看的另一个地方，这是我们向学生提供有

关各种主题信息的最官方和最有效的方式：毕业、高等教育选择、奖学金和心理健康资源等等。如果您是Byng的新生，请告

知你的辅导员，以便我们添加到相应的辅导团队中。

2022/2023 罗宾日历

请点击这里查看2022-2023学年日历的重要日期列表，包括开学日以及假期、专业发展日和家长会日期列表。

2022/2023 学年学费

请通过SchoolCash在线支付学费，。

https://www.deltasd.bc.ca/schools/secondary/challenge-exams/
http://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Publications/Documents/Graduation%20Requirements%20Letter.pdf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Teaching-and-Learning/Classes-and-Departments/Counselling/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Teaching-and-Learning/Classes-and-Departments/Counselling/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Guidance-and-Support/Grade%2012/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Guidance-and-Support/Grade%2012/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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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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课程费用和其他附加费用的信息将在未来几周内发布。

星期二 FIT 期间的艺术学校介绍 – A226 室

Emily Carr 演 讲 – 10 月 25 日https://www.ecuad.ca/

OCAD 大学（安大略艺术与设计学院）‑11月1 日https:// www.ocadu.ca/

您是否有兴趣了解更多有关如何申请准备您的作品集和申请艺术学校的信息？
在10月25日和11月1日的FIT 期间，与其他感兴趣的学生一起前往 A226 室，了解这两所学校的更多信息。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联系 Hartley‑Folz 先生(jhartley@vsb.bc.ca)

Byng Arts
该计划的新申请人‑现已提供申请信封
信息之夜 ‑ 11月2日

罗宾艺术迷你学校在罗宾有着悠久的历史。成立于1999年，旨在发挥我们高级弦乐和戏剧部门的创造力和强大的课程，它已

经发展到涵盖所有年级，不仅提供弦乐和戏剧的机会，还提供视觉艺术、乐队、合唱团和媒体艺术的机会，以及更多的机会

可在11年级和12年级的文学艺术课程中学习。

作为一所校中校，Byng Arts拥有大型高中的所有优势，同时也保持着强烈的社区意识。除了以艺术为重点的丰富课程外，

Byng Arts的所有学生都参加了以社区艺术家、音乐家和表演者为特色的活动，从而加强了Byng与专业艺术社区之间的合作。

如果您有兴趣加入Byng Arts计划，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以获取有关申请流程的最新信息：http://byng2.vsb.bc.ca/byngarts/

如果您想申请，我们将需要完成两个部分。

1. 纸质申请信封

2. 网上申请表格

从到我们学校办公室领取申请信封，开始申请。11月2日在礼堂加入家长信息之夜（单击此处查看我们去年的信息视频）。在

线门户网站于11月7日开放，届时将在我们的网站上添加表格链接。

提交申请的截止日期是12月15日。

每个艺术部门领域的要求都发布在我们网站的选择过程部分——您可以阅读它们并立即开始。（点击这里进入选择过程部

分）

Byng 艺术护照： passport.lordbyng.net

你完成了多少活动？到1月，所有学生至少需要参加7场活动，所以不要拖延，今天就开始吧。这些成就你解锁了多少？

https://www.ecuad.ca/
https://www.ocadu.ca/
mailto:jhartley@vsb.bc.ca
http://byng2.vsb.bc.ca/byngarts/
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5Gi7bfgibeqtAguBYDrs3O4XfXJh63Er
http://byng2.vsb.bc.ca/byngarts/sProcess.html
http://byng2.vsb.bc.ca/byngarts/sProcess.html
http://passport.lordbyn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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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护照账户有问题，请务必阅读有关联系Mr. Hartley-Folz的团队(jhartley@vsb.bc.ca)的详细说明，以便解决问题。

棺材屋10月24日（是的，你没看错标题太可怕了！）

对所有学生开放，今年的第一次咖啡屋活动是10月24日星期一，放学后。这是一个开放麦之夜，向所有希望表演的学生开放。钢琴、
吉他、唱歌、诗歌朗诵比赛，随心所欲！

我们设置了画廊门厅区域，下午 4 点开始。这就像一家咖啡馆，我们经常有零食要买，所以带上一两美元。我们将有一些有趣

的游戏来配合表演，所以请记住日期（10月24日，下午3:30至5:30）。

Byng Arts FAB 大会（Fine Arts @Byng）– 10月28，星期五，第二期
我们很高兴能在 10 月28 日星期五在我们的剧院接待鼓手和故事讲述者 Fana Soro。 Fana 将表演“Yamo, Yamo 来
自非洲的问候”。所有Byng Arts的学生都被邀请参加这个必要的表演。请到第二段课班报到，然后下到礼堂，享受
Fana 与我们分享的正能量。演出将占用整个课时。

Byng Arts学生会信息

学生会每周四在A223房间开会。欢迎所有人参加。

使用Teams上的链接前往学生会频道阅读我们的会议记录、提问或在Instagram ( @byngartstudentcouncil )上联系理事会

会议详情：

咖啡屋

我们今年的第一家咖啡馆将于10月24日星期一下午 3:30 开始！小吃包括热巧克力和万圣节糖果。带上一两美元购买零食，
所有收益都将捐给食品银行！

节日

任何想加入装饰（壁画）、食品或娱乐委员会的人，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byngartstudentcouncil@gmail.com。

壁画团队将于本周五（Pro‑D）在 Hartley‑Folz 先生房间的学校开会，开始壁画工作。

BYNG ARTS 资讯之夜

Byng ARTS信息之夜将于11月2日星期三下午5:30至9:00举行！如果您想成为志愿者，请参加下次会议以了解更多信息。

和往常一样，请随时前往 Hartley‑Folz 先生的房间参加每周四午餐时间的理事会会议！

https://www.instagram.com/byngartstudentcouncil/?hl=en
mailto:byngartstudentcounci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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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任何 Byng Arts 问题，请联系 Hartley‑Folz 先生(jhartley@vsb.bc.ca)

mailto:jhartley@vsb.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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