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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寄语 
  

亲爱的罗宾家长、学生和社区成员们， 

     

我们又经历了一周非常充实的教学和学习活动。在罗宾中学举行了几个重要的活动。活动包括12年级学生的重要信

息之夜，以及庆祝学校新体育馆落成仪式。这也是学校对我们新开发的FIT Time项目以及我们在学校的健康和安全

演练进行核查的一个机会。 

 

今天是万圣节周末的前一天，我们非常感谢学生们所做的一切努力，穿着合适的服装，以安全和负责任的方式庆祝

这个活动。 

 

祝你有一个安全、宁静、愉快的周末！ 

Mr. Wilmann 

 

学校新闻 

 

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一周啊!!! 

 

我们的超级英雄，音乐老师、摇滚明星Scott MacLennan博士，因为他对我们社区所做的杰出贡献而受到表彰。 

 

 

 

 

Scott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音乐教育家会议上被授予杰出音乐教育家奖

(中学教学奖)。 

 

每年最多有两名音乐教育家被选中(通过同事、家长、学生、地区美术

协调员和UBC音乐学院教师的提名)，成为这个在音乐教育方面享有声望

的奖项的获得者。 

 

这不仅仅是他对学校，社区的服务，而且是他在地区和省为之奉献了30

年对音乐教育的模范服务。 

 

谢谢你，Scott，我们非常感谢你为学生和社区所做的一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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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获得表彰的另一位加拿大英雄是Terry Fox。 

感谢拜伦·杰克先生和整个体育部组织了一年一度的泰瑞·福克斯长跑活动: 

Sandher先生，Redden先生，Pendree女士，Chong Ping女士，Bowen先生 

特别感谢我们拥有优秀领导力的12年级学生为本次活动设计了路线和组织了活动，特别是对那些和学生一起跑步和

走路的工作人员。 

 

今年的课程包括了森林和卡莫森沼泽，还有第一

次，一年一度的Terry Fox在罗宾中学的比赛。 

 

这里有几张活动时的精彩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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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大家记住Terry Fox，并在我们学校建立了如此伟大的文化、氛围和社区!! 

 

上周的其他亮点: 

通过媒体分析的学生参与: 

 
Chen老师的高级人文地理班有机会了解“假新闻”和“真新闻”的区别。在这个我们常常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该相

信什么的时代，陈老师给她的学生提供了一些非常有用的批判性思维技能。 

 

通过各种网络资源，学生们有机会判断一篇新闻报道的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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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这一课的总结: 

 

人文地理12年级的学生刚刚完成了关于物质文化(分配、不平等机会和可持续挑战)的一个单元。周五，学生们学习

了纵向阅读和横向阅读的区别，以便进行研究和事实核查。 

 

 

在这些调查中，有一项任务是调查关于一个海豹安装

了金属帽来监测气候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小报《每日星报》的报道是真的!! 

学生通过参与 M & M 巧克力豆包装袋活动，理解了以下内容: 

 

Gustainis先生这节创新的八年级数学课并没有涉及到吃 M&M 巧克力豆，而是用了一个 M&M 巧克力豆包装袋作为

一个了解比例的机会!! 

使用纵向课堂教学策略，学生们解决了在一个典型的 M&M 包装袋中红色和蓝色、蓝色和绿色 M&M 巧克力豆的比例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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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教学: 

通过西方科学和原住民知识的镜头，艺术家戴夫·罗宾逊在周四访问班与罗宾中学的老师和学生见面。这次访问的

亮点之一是顺道拜访了卡梅伦11年级的物理课，在那里他与学生们分享了雕刻的计划，这是在帮助罗宾中学的老师

和学生进行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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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个了不起的项目提供帮助的是我们非常有才华的副校长休斯女士!! 

休斯女士参加了在学校门前的艺术雕塑活动，而野口淑子则在为一项从今年年初就开始成形的艺术项目做最后的润

色。该设计项目由原住民艺术家Jason Taylor发起，通过对传统设计的独特融合，将日本和加拿大的原住民文化融

合在一起。 

周五，最后的消息是用日语问候: 

 

“同一个地球” 

 

 

我们学校将继续秉承着希望和团结，用包容和欢迎所有民族和所有文

化的态度作为我们的主旨。 

 

感谢Noguchi女士和您的日语学生!!!! 

 

我们学校有如此多的创造力和创新力，这与学习的四大支柱相吻合，

我们的学生将很好地服务并迎接21世纪的挑战!! 

 

谢谢你所坚持做的一切! 

 

 

 

 

 

 



8  

危险情况报警 

 

温哥华教育委员会目前每年花费超过 500,000 加元来修复学校

因故意破坏所遭受的损失。我们需要您的帮助来解决这个严重且

代价高昂的问题。 

 

请帮助我们减少故意破坏的损失，让您的教育资金得到更好的利

用。 

 

你可以帮助！ 

拨打911 

 

如果你在学校周围看到任何行为可疑的人，例如： 

 

• 在学校的屋顶上 

• 向窗户或门投掷东西 

• 任何类型的射击武器 

• 聚会 

• 破坏灌木丛或游乐场设备 

• 点火 

• 在学校外墙画画或做标记 

• 有其他可疑行为 

 

当你拨打911时，你不需要说出你的名字。只需要告诉他学校的名称，地址，并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学校官员将

会协助警方起诉并提出赔偿。帮助我们更好的利用教育资金。 

 
你的帮助会使我们有所不同！ 

• 节省下来的钱将用在为孩子们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 

• 感谢照顾你的属地学校。 

 

请点击这里获得更多信息。 

万圣节服装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Publications/Documents/You%20make%20the%20call_Halloween%2056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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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万圣节期间穿着服装吗？问自己一些关于你的服装的关键问题。我的服装是否基于某个人的种族、民族或文

化？我是否在用我所描绘的形象强化刻板印象？我的服装是否在利用另一种文化？ 

 

如果您看到不适合您的服装，请开始与该人交谈。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开始与该人进行尊重的对话。询问他们的服

装选择。你的谈话应该是让对方思考他们的选择，而不是对与错。 

 

 

每日健康评估 

所有学生和教职员工必须在进校前完成每日健康检查。有COVID症状和/或感到不适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不应到校。  

  

父母和照顾者负责每天在送孩子上学之前对孩子进行评估。  

K to 12 Health Check website 和 app是根据孩子的症状决定是否上学的简单方法。您可以在相应设备上下载应用。  

• iOS devices (iPhone/iPad)  

• Android devices  

每日健康评估表可在此处查看： English, ਪੰਜਾਬੀ ,  ى   Tagalog , فاىر   , 简体中文 , 繁體中文 , Français , عرىب 

  

如果你的孩子在学校生病 

任何出现 COVID-19-类似症状 的儿童将被转移到一个僻静的空间，如急救室或指定的保健室  

在那里他们将得到工作人员的监督和帮助。父母/监护人会得到通知，并建议他们尽快接回孩子。 

请确保学校有您当前的联系信息，包括紧急联系信息，以确保及时接到孩子。 

 

 

佩戴口罩 

根据省指南的要求，所有工作人员、4-12年级的学生和来访者必须在所有室内区域佩戴口罩，包括： 

• 在他们的课桌前 

https://www.k12dailycheck.gov.bc.ca/
https://www.k12dailycheck.gov.bc.ca/
https://apps.apple.com/us/app/bc-k-12-daily-health-checker/id1547334827
https://apps.apple.com/us/app/bc-k-12-daily-health-checker/id1547334827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qp.k12App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qp.k12App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english.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punjabi.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punjabi.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punjabi.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arabic.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arabic.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arabic.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arabic.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arabic.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chinese-simplified.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chinese-simplified.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chinese-simplified.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chinese-traditional.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chinese-traditional.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chinese-traditional.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french.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french.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farsi.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farsi.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farsi.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farsi.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farsi.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tagalog.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tagalog.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tagalo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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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校车上  

 

例外情况包括：  

 

• 此人因健康或行动能力原因无法忍受戴口罩 

• 此人如果没有他人协助无法戴上或摘下口罩  

• 如果是为了识别佩戴口罩的人而暂时取下口罩 

• 如果暂时取下口罩以从事戴口罩无法进行的教育活动 

• 如果此人在吃或喝 

• 如果此人在屏障后面 

• 为有残疾或不同能力的人（例如听力障碍）提供服务，当视觉暗示、面部表情和/或唇语阅读很重要时 

手部卫生和呼吸礼仪 

学校工作人员将继续关注频繁洗手（手部消毒）和适当的呼吸礼仪的重要性，例如咳嗽/打喷嚏到袖子或

纸巾中。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学区已经更换了温哥华所有学校的水龙头，以便以适当的方式洗手。学校

还为公共区域、没有水槽的教室和出入口地点提供了手部消毒点。  

学校清洁和消毒 

与去年一样，学区里的每所学校都将加强清洁和消毒。 这将包括确保所有经常接触的表面至少每24小时

清洁和消毒一次。  

学校访客 

 

温哥华的学校将继续只通过预约接待访客。如果您想预约面见，请在来学校之前与学校联系。所有来访

者都必须戴口罩，完成每日健康检查，并遵守所有 COVID 安全准则。 

保持距离 

学校将继续努力保持学生之间的距离。这将包括管理学生在走廊和楼梯间等公共区域的流动，以防止拥

挤。还将提醒学生尊重他人的个人空间，保持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距离，并尽可能多地分散。我们还将继

续尽可能多地带学生到户外去学习。 

通风 

过去一年，所有学校的通风系统都大为改善。这项工作包括对机械系统进行维修和升级，更换和升级过

滤器，设置控制装置，以最大限度地将外部空气吸入学习空间。此外，我们亦已做出努力，确保学习空

间的窗户可以打开，提供良好的通风。 

 

饮水机和空瓶接水站 

饮水机和空瓶接水站现在开放。请把你的水瓶带到学校来。 

 更多信息 

有关BC省学校保持开放和安全的计划和指导方针的更多信息，请参见HERE。学区继续鼓励所有符合资格的人接

种COVID-19疫苗。有关疫苗接种的详细信息，请点击HERE。 

 

https://www2.gov.bc.ca/gov/content/education-training/k-12/covid-19-safe-schools
http://www.vch.ca/covid-19/covid-19-vac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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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停车场 

亲爱的家长, 

由于严重的安全问题，我们要求所有家长: 

•请不要在 Wallace 街停车 

•请勿驾车通过员工停车场 

•请不要驶入罗宾中学前门的下车通道 

如果你需要送孩子，请考虑在几个街区之外送孩子。我们感谢您的合作。确保你孩子安全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谢谢你！ 

Wilmann 先生 
 

学校费用 

 

请在以下链接支付学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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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餐厅服务和午餐时间 
 

学校餐厅已经开始提供午餐。  

学生可以从餐厅购买午餐，只要空间允许可以坐在餐厅15分钟用餐。餐厅目前根据VSB按照省指南目前的要求只

开放50%的容量。学校其他的用餐空间包括小体育馆和天气允许情况下的室外餐桌。 

 

储物柜-网上预订 

 

注意:重要通知 

 

对于那些没有使用过自己的储物柜的学生，我们将保留将储物柜重新分配给需要的学生的权利。截止日期是11月1

日星期一。如果您的注册锁仍然没有锁上，它将被重新分配。 

 

如果您在没有在线注册的储物柜上放了锁，请将其移除，否则将被办公室移除。登录

https://byng.lockerassignment.com/选择储物柜，并阅读学生在线选择储物柜说明:请点击这里获取如何在线预

订的说明。如果您已经在网上选择了储物柜，请在9月底前将储物柜锁上。否则，我们可以把储物柜重新分配给其

他需要的人。 

 

如果您已经在B楼礼堂/乐队区注册了一个储物柜，请登录https://byng.lockerassignment.com/查找您的新储物柜

编号，以取代您在网上选择的原有储物柜编号。新一批38 - 87柜已由原B97-B136替换成B1227 - 1274。 

 

Artona In-Studio重拍日(11月13日周六) 

如果您错过了您的照片拍摄日，请参阅下面的链接，预订您在Artona拍摄的时间。

https://www.blog.artona.com/post/instudioretakeday。 

毕业生年度寄语和小时候照片 

 

我们已经开始为今年的年册收集寄语。想要在今年的Artona肖像照中附上一份简短的留言的毕业生可以登录这个连

接https://forms.office.com/r/kFmcrLqwBT。 

 

https://www.vsb.bc.ca/Student_Support/General_Resources/school-fees/Pages/OnlinePaymen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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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blog.artona.com/post/instudioretakeday
https://forms.office.com/r/kFmcrLqw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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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们还可以上传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到年册上。 

上传小时候照片的截止日期是11月22日。 

 

秋叶:罗宾乐队秋季音乐会:11月2日星期二下午3:30 

 

乐队将于11月2日星期二放学后举行我们今年的首场音乐会。能再次在我们剧院演出一定很棒。届时将有初学者级

别乐队、初级乐队、初级爵士乐队、中级爵士乐队、高级爵士乐队和管乐合奏。由于VSB只允许员工和学生参加，

家长和朋友将不允许参加。我们很遗憾，他们不能看到我们的现场演出，但音乐会将被录制下来，并将于11月5日

星期五在YouTube上发布。乐队的学生，会将链接发送到他们的Teams账户，所以家长可以向他们要链接。感谢您对

乐队的支持，我们希望不久您能亲自参与。 

 

弦乐与交响音乐会在11月4日 

 

隆重介绍2021-2022学年第一场弦乐和交响乐音乐会!将由初级弦乐，中级弦乐，初级荣誉弦乐，初级交响乐团和高

级荣誉弦乐班带来表演。由于当前的covid限制，演出将是混合形式的表演 

 

学生表演者将于11月4日(星期四)下午3:30在罗宾中学剧院为其他学生和教师表演。演出还将被录制下来，并通过

YouTube链接与罗宾中学的家人分享，当晚7点可以观看。 

 

由于进行直播表演的成本，请考虑向Lord Byng Strings项目捐款。YouTube直播活动和学校在线捐款页面的链接将

在音乐会临近的时候提供。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 

 

请按此 Here浏览网上弦乐及交响音乐会捐款指引，并严格遵照指示。 

 

您是UX设计师吗? 

 

你好罗宾社区, 

你是UX设计师吗?你有兴趣在罗宾平面设计的学生开始一个UX项目之前和他们谈谈吗？如果有，请联系Paula 

Violi，邮件地址是 pvioli@vsb.bc.ca 这将在第二学期开始。谢谢。 

谢谢您考虑在罗宾分享您的专业知识。 

 

BC学生信息确认表 

 

今年，我们将在MEd门户网站上发布9至12年级的BC学生信息表。请仔细查看我们为您的孩子准备的信息。有最新的

联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以防我们需要联系你。其他信息，如医疗和法律，也必须是最新的。 

如果需要更改，请将文件打印出来，并手写清楚，以便我们更新记录。请让你的孩子把表格送到办公室。 

如果一切都是正确的，就没有必要打印出来。 

 

 

评估更新 
 

12年级的读写能力评估已经挪到1月(1月24日那一周)。所有12年级的学生都将自动报名完成这个评估测试，因为这

是毕业要求。 

更多关于日期、时间和学生在学校测试地点的信息将会之后公布。 

10级的数学和读写考试已经挪至4月(4月26日那一周)。所有10年级的学生都将自动报名这两项测试，因为这是毕业

要求。学生必须在毕业前完成学业，所以如果他们不能在4月份完成，未来几年将还会有机会来完成该测试。 

更多关于日期、时间和学生在学校测试地点的信息将会之后公布。 

未完成10年级数学和读写能力评估的11年级和12年级学生已经注册并将在11月1-5日这一周完测试。关于何时何地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Publications/Documents/Online%20Donation%20Instruction%20for%20Strings%20and%20Symphony%20Concert.pdf
mailto:pvioli@vsb.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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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测试的细节将在稍后提供。 

 

Byng服装和Grad服装销售 

 

Byng服装和Grad服装销售-从10月15日到11月1日为期两周的销售。 

毕业生委员会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希望通过Byng服装和Grad服装拍卖会为今年的毕业生活动筹集资金，今年的毕业

生活动包括6月重新回归的毕业生晚宴舞会。带有两个明显的学校标志的样品服装，一个是Byng服装，一个是Grad

服装，现陈列在学校正门的奖杯陈列柜中。出售的各种物品的图片也可以在学校网站上浏览。今年Byng服饰和Grad

服饰有5件商品出售:连帽衫、圆领衫、拉链连帽衫、运动裤和帽子。 

 

Byng服装和Grad服装的区别是什么? Byng服饰是为8 - 11年级的学生设计的，衣服上有Byng和学校的徽章。毕业服

是专门为12年级学生设计的，包括BYNG和SCHOOL CREST以及他们的毕业年(当然今年是2021年)。这两种标志的风格

有些不同，他们各有各的特点，吸引不同的购买者。 

 

从去年开始，学生和家长可以在网上购买Byng服装或Grad服装。学生也可以在学校大门口的奖杯盒外或毕业委员会

赞助商约翰斯顿先生处领取纸质订购表格。约翰斯顿先生在三楼最东端的309室。所有列出的商品价格都是含税价! 

 

如有任何有关尺寸的问题或其他疑问，请到309室找约翰斯顿先生。 

 

2022年的毕业生委员会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 

按此订购表格。Here 

 

Byng俱乐部名单2021-22 

 

点击这里Here 查看俱乐部列表。此列表已更新。 

 

越野跑 

 

祝贺越野跑俱乐部。周二，他们在杰里科海滩公园进行了名为海天区的比赛，场地非常潮湿和泥泞。海天区包括温

哥华、北岸、海湾群岛、阳光海岸，一直到惠斯勒和私立学校。不幸的是，高年级女生队有两名队员受伤，而且还

少了一个人来参加。这个组最少四个人。然而Sophia Bi, Sarah Lam,和 Maiya Gurbin在个人跑项目中发挥出色。

高年级男生也有一个很好的成绩。 Adrian Kan是罗宾的头号选手，其次是Finn Coleman、Beck Brown、Andrew 

Wang和Ethan Fang。少年女生队获得了令人惊讶的第五名。以出色的表现领跑的是Chloe Simon (获得银牌)，其次

是Clara Ho。少年男生队获得了第三名!他们由三个排名前25的男孩领衔。Eli Mullin排名第五，Isaac Dance排名

第16， Jonas Groves排名第21。Marko radic位于罗宾选手的首位。少年女生队和少年男生队以及一名高年级男生

和两名高年级女生都有资格参加11月6日在杰里科举行的省级比赛。每个人都是好样的。加油灰色幽灵队! 

 
Mr. Jack  

 

Terry Fox活动 

 

Terry Fox跑步活动非常成功。我们运气好，天气很好，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感谢所有的学生和工作人员的出色

发挥和参与。特别感谢体育部门的成员，Sandher先生和他的领袖力班团队，还有作为急救人员的Geoff 

Campbell。我们有一百多名选手。有些人跑得很努力，跑得很快。其他人也很高兴的完成了比赛。跑得最好的选手

得到了奖品，还随机分发了许多奖品。大家都表现出良好的体育精神。一千多名徒步参赛者享受着穿越森林的乐

趣，他们站在终点线为跑步参赛者加油助威。我们期待明年再次举办成功的活动。我们继续为Terry Fox基金会筹

款。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筹集了2000多加币。捐款可通过下面链接: 

http://www.terryfox.ca/LordByngSecondary。 
Mr. Jack  

https://www.vsb.bc.ca/repository/SBAttachments/7c1e43f5-021e-4a32-8f91-fd130ee031f6_ByngwearandGradwear2022-OrderForm.pdf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Extracurricular/Clubs/Documents/sbfile/211027/Byng%20Clubs%202021-2022_4.pdf
http://www.terryfox.ca/LordByngSeco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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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先修课程 （AP）考试 

 

你好AP学生!恭喜你报名参加Lord Byng中学的大学先修课程。要注册AP考试，你必须完成以下步骤: 

 

1. 从MyAP 订AP考试： 

o 登录 myap.collegeboard.org 

o 用你的AP老师给的密码进入AP课程 

o 在“Order Exam?” 下面把“Undecided” 改成 “Yes” 

▪ 如果不需要订AP考试，把“Undecided” 改成 “No” 

。AP 微积分，AP计算机科学，AP英语文学与写作，AP法语和文化， AP绘画，AP2D艺术设计的截止

日期： 11月15日，2021  

。AP 统计学的截止日期：3月15日，2022 

2. 用 vsb.schoolcashonline.com 在线付考试费用 (更多相关这个系统的信息参看罗宾网站) 

o AP 微积分，AP计算机科学，AP英语文学与写作，AP法语和文化， AP绘画，AP2D艺术设计的费

用支付： 

▪ 以下期间可付费：10月19日 ～ 11月15日, 2021 

o AP 统计学: 

▪ 以下期间可付费：2月15日 ～ 3月15日, 2022 

o AP考试费用: $140 

 
AP考试的时间表 

 

Exam Date Time 

AP Calculus AB Monday, May 9th 8:00 am 

AP Computer Science A Wednesday, May 
4th 

12:00 pm 

AP English Literature and Composition Wednesday, May 
4th 

8:00 am 

AP French Language and Culture Thursday, May 
12th 

8:00 am 

AP Statistics Thursday, May 5th 12:00 pm 

AP Drawing Portfolio Submission Final Deadline: Fri, May 5h 

(Portfolios need to be completed before this date.) AP 2D Art and Design 

没有在罗宾上AP课的同学请上 VSB website 参阅更多信息。 
 

Lord Byng的LEAF证书项目: 

 

领导力 

环境 

行动 

第一民族的学习原则 
 

在Lord Byng，我们创建了一个证书课程，通过让学生参与一个在领导和社区发展领域有重要学习的指导行动

项目，关注重点环境和地方、并利用第一民族的学习原则来满足Capstone要求。 
 

https://myap.collegeboard.org/login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
https://www.vsb.bc.ca/Student_Learning/Secondary/Advanced_Placement_Exams/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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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将在他们的Capstone项目和第一民族的至少一个元素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学习的原则。一群教育者将促进

经验和探究性的学习项目，旨在通过将学生的学习与当地环境和全球环境联系起来，提高和发展领导技能。 
 

LEAF认证项目通过当地的视角来提供BC课程，让学生能够在他们家里，学校和当地社区实施行动项目。学生

将接受丰富的多模式教育，利用两者室内和室外教室空间，将课程内容与自然环境和全球问题联系起来。 
 

许多LEAF项目始于学生参与的社团、课外活动或个人爱好项目。他们记录他们的过程，并在LEAF框架内展示

他们的项目，以获得综合、以行动为重点的学习的认证证书。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与您的Capstone老师联系，York女士(lyork@vsb.bc.ca)，Calman女士(scalman@vsb.bc.ca)或

McKeen先生(smckeen@vsb.bc.ca) 
 

辅导部门信息更新 

 

A to Gr – Ms. Arielle Boyd aboyd@vsb.bc.ca 

Gs to L – Ms. J. Radicjradic@vsb.bc.ca 

M to Te – Ms. Smith msmith@vsb.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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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挑战考试 

你想参加一个语言挑战考试吗？申请程序现已开放。如有任何问题或提交申请请找你自己的辅导员。 

申请: https://www.deltasd.bc.ca/wp-content/uploads/sites/2/2021/09/challenge-exam-application-package-2022.pdf 

截止11月5日交给你的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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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年级家长会议 –12年级毕业及后续活动家长会 

 

Radic女士和团队的其他成员想要感谢所有参加Zoom会议的家长。请继续鼓励你的孩子来我们这里，这样我们

就可以帮助他们顺利完成高等教育的申请过程。我们在这里为他们服务     

 

谷歌幻灯片将很快公布。 

 

非常感谢LB PAC组织的Zoom会议。 

 

11/12年级高等教育访问 

 

我们已经为一些大学的信息做了宣传。所有这些信息都公布在11年级和12年级(2021/22辅导)的学生Teams中，在高

等教育频道下。如果你对这些感兴趣，请看一看。大学信息 
 
 
 
 
 

12年级信息链接 

 

PAC为12年级的家长们举办了两次盛大的会议，他们希望了解关于12年级高中毕业要求、大学入学要求和选择的相

关信息。以下是记录会话的链接，以防你错过了。同时，我们还将于11月4日再次举办中文版BC教育规划师会议。

细节在下边。 

mailto: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与您的Capstone老师联系，York女士(lyork@vsb.bc.ca)，Calman女士(scalman@vsb.bc.ca)或McKeen先生(smckeen@vsb.bc.ca)
mailto: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与您的Capstone老师联系，York女士(lyork@vsb.bc.ca)，Calman女士(scalman@vsb.bc.ca)或McKeen先生(smckeen@vsb.bc.ca)
https://www.deltasd.bc.ca/wp-content/uploads/sites/2/2021/09/challenge-exam-application-package-2022.pdf
https://www.deltasd.bc.ca/schools/secondary/challenge-exams/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Publications/Documents/University%20Information%202021-2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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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26日-由Byng咨询部门主管radic女士主持的高中毕业及毕业后家长报告会。 

https://1drv.ms/v/s!AurqsrukoQfpgpw7Bj7lEtNqN2rXWg?e=681FNL 

密码:lordbyngpac2021 
https://1drv.ms/v/s!AurqsrukoQfpgpw7Bj7lEtNqN2rXWg?e=681FNL 
password: lordbyngpac2021 

 

10月14日-教育部BC高等教育计划 

https://1drv.ms/v/s!AurqsrukoQfpgpw8QlsLA-7KiXaeUw?e=GoTpNo 

密码:lordbyngpac2021 

 

2021年11月4日- BC教育规划师中文版 

时间:2021年11月4日下午07:00温哥华 

加入Zoom会议 

https://us02web.zoom.us/j/89170829117?pwd=YUo5d0NoZ0Q5QWY3WlBQQWErRUJNdz09 

会议ID:891 7082 9117 

密码:769722 
Lord Byng PAC  

 

PAC的新闻 

 

亲爱的罗宾家人，有很多伟大的事情正在发生，请阅读下面所有信息! 

PAC为12年级的家长们举办了两次盛大的会议，他们希望了解关于12年级高中毕业要求、中学毕业要求和选择的信

息。以下是记录会话的链接，以防你错过了。同时，我们还将于11月4日再次以普通话举办BC教育规划师会议。下

面的细节。 

 

2021年10月26日-由Byng咨询部门主管radic女士主持的高中毕业及毕业后家长报告会。 

https://1drv.ms/v/s!AurqsrukoQfpgpw7Bj7lEtNqN2rXWg?e=681FNL 

密码:lordbyngpac2021 

 

10月14日-教育部BC高等教育计划 

https://1drv.ms/v/s!AurqsrukoQfpgpw8QlsLA-7KiXaeUw?e=GoTpNo 

密码:lordbyngpac2021 

 

2021年11月4日- BC教育规划师中文版 

时间:2021年11月4日下午07:00温哥华 

加入Zoom会议 

https://us02web.zoom.us/j/89170829117?pwd=YUo5d0NoZ0Q5QWY3WlBQQWErRUJNdz09 

会议ID:891 7082 9117 

密码:769722 

 

 

 

请支持Grad绿色植物销售!今年的第一个筹款活动，假日绿色植物拍卖会就在这里!从10月25日(周一)到11月13日

(周六)，我们的冬季植物将可以在网上订购。今年，我们将销售漂亮的一品红、节日花环、季节性热带植物和新增

加的户外绿化装饰。请考虑为自己购买，或给同事、朋友和家人购买。和去年一样，领取绿植将在靠近Lord Byng

的Point Grey的路边/巷道上。详细信息请见下面的订单链接。非常感谢所有的Byng家庭对Lord Byng Grad2022的

支持!要查看产品照片，信息和订购，请访问下面的winter募款页面。任何关于绿植销售的问题，请发邮件给Lisa 

Meyer:Woodruffld@gmail.com 

https://1drv.ms/v/s!AurqsrukoQfpgpw7Bj7lEtNqN2rXWg?e=681FNL
https://1drv.ms/v/s!AurqsrukoQfpgpw8QlsLA-7KiXaeUw?e=GoTpNo
https://us02web.zoom.us/j/89170829117?pwd=YUo5d0NoZ0Q5QWY3WlBQQWErRUJNdz09
https://1drv.ms/v/s!AurqsrukoQfpgpw7Bj7lEtNqN2rXWg?e=681FNL
https://1drv.ms/v/s!AurqsrukoQfpgpw8QlsLA-7KiXaeUw?e=GoTpNo
https://us02web.zoom.us/j/89170829117?pwd=YUo5d0NoZ0Q5QWY3WlBQQWErRUJNdz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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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 Lord Byng Grad 2022 (growingsmilesfundraising.com) 

 

请通过Zoom参加我们下次PAC会议，11月17日，周三晚上7点到8点半 

 

如有任何其他PAC相关的查询，请发邮件给我们 lordbyngschoolpac@gmail.com  

 

期待与您的联系! 
 
Lord Byng PAC 
 

2021/22 PAC会议日期: 

 

2021年11月17日 

 

2022年1月19日 

 

2022年2月16日 

 

2022年4月20日 

 

2022年5月18日 

 

艺术类大学公益讲座 

 

位于 Kerrisdale 的现代艺术学院 (AOMA) 正在为 11/12 年级的学

生组织一场名为“大学信息周”的免费活动。它直接面向艺术学生，我们将展示来自北美和英国24家高

级机构的 30 分钟演讲。这些学校将涵盖动画、设计、时尚、美术和建筑等课程。 

     演示会持续大约 2.5 小时，并且都是放学后进行的。 

     回复：INFO@AOMA.CA 

 

戏剧社 

现在就可以在艺术俱乐部去注册创意青少年剧院成员针对7-12年级的学生，创意青少年剧院计划邀请学生学

习和开发他们的表演和讲故事的技巧，他们会根据自己热衷的主题和故事创作新的作品。学生将学习各种戏

剧技巧和风格，例如表演、角色创作、喜剧、体育戏剧、剧本写作、动作等。今年的课程采用面对面和在线

课程的混合模式：周日课程将在BMO剧院中心进行，而周三晚上的课程将通过Zoom进行。该班级将作为一个整

体来创建和塑造节目的最终展示- -由该团队在BMO剧院中心的纽蒙特舞台上编写和表演原创节目！ 

不需要戏剧经验，但希望学生致力于分享想法并作为为团队成员去合作，以实现他们的愿景。这是一个让学

生对表演和讲故事感到兴奋的地方！ 

请点击 注册 

https://lordbyngsec.growingsmilesfundraising.com/home
mailto:lordbyngschoolpac@gmail.com
mailto:INFO@AOMA.CA
https://artsclub.com/education/creative-teens-theatre?utm_source=ActiveCampaign&utm_medium=email&utm_content=Registration+is+now+open+for+Creative+Teens+Theatre%21&utm_campaign=Creative+Teens+2022+%28Winter%29+%231&vgo_ee=%2BG9uGaKqiP%2B23HL3L1bop7lCnO62%2BtosOSIPFs19F8o%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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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NG Arts 新闻 

 

新申请人 

如果你对加入Byng Arts项目感兴趣，请访问我们的网站获取最新的申请流程信息

http://byng2.vsb.bc.ca/byngarts/ 

点击这里观看我们的视频Byng Arts Info 2021 - YouTube 

 

提交申请的截止日期是12月16日。申请将于11月8日开始在网上进行。 

 

Byng Arts护照: Passport (lordbyng.net) 

 

如果你在Coffee House、音乐表演或戏剧表演等活动中获得了护照票，可以使用该票解锁相关成就。每个护

照票都有一个唯一的代码(比如，fbC4d8gmL)。点击赎回徽章并将其添加到您的收藏中。 

 

我们的一些徽章: 

 

 
如果你的护照有问题，请到画廊来见Mr. Hartley-Folz，或者发邮件到jhartley@vsb.bc.ca 你需要在学期结

束前至少参加五项活动。 

 

Byng Arts学生会新闻 

学生会在每周四举行小组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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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ffee House-祝贺我们的组织者，主持人（Audrey和她的木偶)，以及我们所有的杰出的表演者，观看这些

热情和才华洋溢的表演让这个寒冷的十月充满了欢乐温暖。谢谢Riley组织宾果游戏。祝贺Coffee House 的

获奖者!一定要来画廊从Hartley-Folz先生那里领取奖品.如果你没能来到这次表演，别担心，我们把它贴在

了Teams网站上，未来还会有更多，任何人都可以作为观众的一部分参与进来，或者通过面试成为一名表演

者。 

http://byng2.vsb.bc.ca/byngarts/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5Gi7bfgibeqtAguBYDrs3O4XfXJh63Er
http://passport.lordbyng.net/signin
mailto:或者发邮件到jhartley@vsb.bc.ca
https://teams.microsoft.com/dl/launcher/launcher.html?url=%2F_%23%2Fl%2Fchannel%2F19%3A23116d8f7c5446fd8b43fbca0cdece3a%40thread.tacv2%2FStudent%2520Council%2520Channel%3FgroupId%3D0f991a6a-610f-435e-92af-4cad2f2e7c25%26tenantId%3D0b8a2e58-7b30-4a08-bab7-d75559e0e3a5&type=channel&deeplinkId=9822455b-b8da-4399-bc29-8384ed61d088&directDl=true&msLaunch=true&enableMobilePage=true&suppressPrompt=true
https://teams.microsoft.com/dl/launcher/launcher.html?url=%2F_%23%2Fl%2Fchannel%2F19%3A23116d8f7c5446fd8b43fbca0cdece3a%40thread.tacv2%2FStudent%2520Council%2520Channel%3FgroupId%3D0f991a6a-610f-435e-92af-4cad2f2e7c25%26tenantId%3D0b8a2e58-7b30-4a08-bab7-d75559e0e3a5&type=channel&deeplinkId=9822455b-b8da-4399-bc29-8384ed61d088&directDl=true&msLaunch=true&enableMobilePage=true&suppressPrompt=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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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ffee House反馈:游戏和BINGO都很有趣，长度也很好，正在寻找提高声音质量的方法（Gallery space的音

质比线上的好）。创意，更好的麦克风，更少回音的位置(戏剧工作室?)，可以继续玩Kahoot和Bingo这样的

游戏 

 

GALA——虽然我们不知道它会以什么形式出现，但我们开始了对潜在主题的集思广益。我们很快就会发出一

份调查问卷，以获得学生的反馈。 

 

为Food Bank筹款-下周会讨论这个。 

 

联系团队委员会或Instagram (@byngartstudentcounc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