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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致词 

 
亲爱的Lord Byng家长、学生和社区成员。 

 

感谢所有教职员工在周四晚上与我们的家长见面，参加第二学期的家长会。这次活动再次在微软团队上进行，为我们的老

师和家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合作机会，以支持我们的学生。 

 

随着学期中分数的公布，会议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得到关于他们迄今为止的进展的重要反馈。特

别感谢我们的副校长Sorochan女士和了不起的Byng办公室团队Lambrinoudis女士、Chan女士、Tichelman女士和Chow女士

，以及Ricky Sidhu先生提供的重要IT支持。 

 

祝您有一个当之无愧的休息周末，并祝我们社区的所有母亲们母亲节快乐!威尔曼先生 

学校新闻 
 

本周非常感谢我们的社会研究系和英语系在4月25日的th 专业日上一起工作，为2023-24学年毕业的学生制定了全校性的学

习计划要求。 

 

今年的计划将是努力支持明年的11年级学生从2022年9月开始获得所需的学分。下一步将致力于在2023-24年之前培训我

们所有的社会学和英语教师，以便为今后几年支持10、11和12年级的所有学生奠定坚实的基础。进一步的信息将在本周

三的员工大会上提供。 

 

另外，5月3日星期二rd ，在FIT班开始时，将为所有10年级学生举行一次简短的集会。 

10年级的老师将被要求直接把学生带到礼堂，协助安排座位，并能回到自己的房间，为其他学生的FIT提供便利。 

集会的目的是直接向10年级学生介绍目前的新要求，并为那些希望在12年级之前完成毕业要求的学生提供一个机会。 

感谢你们所有人继续保持 "教学四大支柱"，继续指导我们作为一个教学社区的实践。 

• 包容性和多样性 

• 通过土著教学实现和解 

• 社会和情感学习 

• 学生参与 

以下是一些反映四大支柱的重要学习机会，随着5月的开始，这些学习机会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来表彰我们的犹太和亚

洲社区及学生群体，以及这些社区对我们国家做出的丰富贡献。 

 

庆祝我们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亚洲历史月/犹太传统月 

随着我们进入5月，我们再次获得一个重要的机会，通过承认和庆祝亚洲传统月和犹太传统月来支持我们的包容性和多

样性学习支柱，这两个月都被承认在5月。 

"2021年亚洲遗产月 "的主题是 "认可、坚韧和决心"，体现了加拿大亚裔所经历的无数情感，并对他们的贡献和他们植根

于坚韧和毅力的不同故事表示敬意。这也是对所有加拿大人发出的行动呼吁，呼吁他们团结起来，打击一切形式的反亚

裔种族主义和歧视。让我们庆祝难以置信的多样性，这是我们的力量，并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反亚裔种族主义和歧视"

。 

https://www.canada.ca/en/canadian-heritage/campaigns/asian-heritage-mont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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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展示的只是我们如何庆祝我们学校丰富的文化的一个例子。 

在SWIS工作人员Janet Chung的帮助下，我们的一群学生获得了演奏中国传统乐器的机会，作为支持乌克兰战争受害者的

筹款活动的一部分。志愿者老师是一位前Byng学生的家长。 

 

图1 用传统的中国乐器和音乐来庆祝我们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学生们为支持乌克兰战争的受害者进行了募捐。演奏琵琶的学生Rebecca Yu，演

奏古筝的是Melanie，Karen Quan和中国笛子的Alice。杨师傅是音乐老师! 

 

五月也是加拿大的犹太传统月，也是庆祝我们社区丰富的文化多样性的另一个机会。 

 
我们期待着看到5月份的活动将如何展开!在你的教室和整个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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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通过艺术参与活动。LBSO春季音乐会 

建筑物再次向公众开放，并能够邀请家长和社区成员进入建筑物，总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在COVID诱导了两年多之

后，安静地在星期四举办另一场令人惊叹的音乐会，是一个真正快乐的经历。 

特别感谢露丝-安德森女士和麦克伦南博士，感谢你们为支持我们宾夕法尼亚大学令人难以置信的天才学生所做的出

色工作。 

今年对麦克伦南博士来说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这是他在学校工作的最后一年，而且自从LBSO作为学校的一个俱乐部开

始以来，已经有23年了，每周五下午1:45开会，时间被记为 "X "区！！。 

俱乐部23年来的第一场演出以单簧管独奏开始，最后由单簧管独奏家弗朗西斯-萨德勒尔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单簧

管独奏表演结束！！。 

 

图2 周四晚上在Lord Byng举行的LBSO春季音乐会上，Francis Sadleir进行了精彩的单簧管独奏

表演！！。 

 

其他亮点包括洪健和LBSO全体成员的小提琴独奏，以及爱德华-格里格、沃

尔夫冈-阿玛迪斯-莫扎特、莫里斯-拉威尔、约翰-施特劳斯二世和谢尔盖-

普罗科菲夫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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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安徒生女士指挥LBSO演奏爱德华-格里格的《皮尔-金特第一组曲》，作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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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安德森女士和麦克伦南博士为另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夜晚和纯粹的才能的展示！！。 

学生的参与。通过社区服务 

学习的核心能力再次展现在面前，由学生主导的领导力和学生的机构和声音! 

 
 
 
 

这里只是一些例子，说明学生如何利用所有的核心能力来支持一系

列的工作。 

在学校的倡议。 

学生论坛小组与咨询部门的博伊德女士一起，正在为心理周计

划和制定为期一周的研讨会，这些研讨会将关注一系列的主题

。 

 

另一个由学生领导的非常活跃的团队是地球爱好者俱乐部

，他们通过社区清洁活动和其他环保活动，全力以赴地照

顾我们的社区。 

 

以下是俱乐部成员Timothy Lin的快速更新。 

"地球爱好者俱乐部 "是一个坚持开展社区活动的俱乐部。 

每周二和周四放学后的清洁活动，并采取了许多其他环保措施。作为市府的一部分 

在温哥华的志愿者清理（Adopt-A-Block）计划中，我们的俱乐部在过去一年中已经收集了67袋垃圾。如果你想加入我们

，或对其他志愿者时间和会议细节有任何疑问，请随时联系我们。@earthloversclub 或 timothylinziqi@gmail.com" 

地球爱好者俱乐部由维奥里女士赞助。 

 

图4 地球爱好者俱乐部参加了Lord Byng的社区清洁活动! 

 

领导力12班的学生在本周发挥了他们的作用，欢迎

宾格勋爵1970年的毕业班！！！。 

毕业生们在领导力12班学生的带领下参观了学校，并看到了

自他们毕业以来学校发生的所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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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桑德尔先生和领导力12班的学生在他们带领1970年毕业班的学生参观

后，在Lord Byng体育馆。 

 
 
 
 
 

 

感谢Sandher先生和领导力12班的学生，感谢你们令人难

以置信的款待！！。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学生的支持，并特别感谢大家为编写

中二班的期中报告所付出的努力。 

 
 
 
 
 
 

临时停车变更 

新的停车限制。从4月25日开始，市政府将在朱尔斯-奎尼尔和Lord Byng中学的校区内实行新的停车限制。详

情请见以下地图。 

图6 1970年宾格勋爵毕业班在领导力12班学生的帮助下返回学

校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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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 19更新 

请看最新的区传染病预防计划，请点击链接。 

温哥华教育局 (vsb.bc.ca) 

微软团队与密码入门 

请点击这里的链接查看说明。 
 

学校停车场 

亲爱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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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费用 

$ 现在支付学费 

https://www.vsb.bc.ca/COVID-19/updates/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vsb.bc.ca/COVID-19/updates/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Publications/Documents/Getting%20Started%20with%20Microsoft%20Teams%20Jan%207%202022.pdf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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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b.schoolcashon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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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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课期间使用手机 

这是一个提醒，在课堂教学时间不允许使用手机。请尊重老师课堂上的政策。 

http://www.vsb.bc.ca/_layouts/vsbwww/arch/default/files/KEV-Translations/Chinese.pdf
http://www.vsb.bc.ca/_layouts/vsbwww/arch/default/files/KEV-Translations/Chinese.pdf
http://www.vsb.bc.ca/_layouts/vsbwww/arch/default/files/KEV-Translations/Ch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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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新闻 

毕业委员会为12年级家长提供的重要信息。如果您是12年级学生的家长或监护人，请尽快加入我们的电子邮件分发

名单。这将确保你收到毕业委员会的最新信息。请在此注册。 
 

宾格家长毕业委员会一直在努力工作，以帮助支持我们当之无愧的2022班的庆祝活动。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筹款活动

的人。有几项活动即将举行，其中一些有重要的截止日期。请访问Lord Byng PAC网站上的毕业委员会页面，了解更

多信息。https://www.lordbyngpac.com/grad-fundraising 。有关毕业委员会的任何其他问题，请发电子邮件给主席

Kathy Findlay：kfindlay4@gmail.com。 
 

如有任何其他与PAC有关的问题，请发电子邮件给我们：

lordbyngpac@gmail.com。谢谢您的支持! 

 

失物招领 

请查看位于二楼（学校办公室外）和主体育馆的失物招领箱，寻找丢失的衣物和杂物。如果是小件物品，请到学

校办公室来。 

 

2022年9月不返回宾格的学生 

如果您不打算在2022年9月返回Lord Byng，请点击这里，并尽快将填好的表格交回学校办公室! 

 

VSB暑期班 

关于VSB暑期班的更多信息，请点击这里。课程信息将于4月22日（

星期五）开放供查阅。 

 

2022年毕业典礼门票销售信息 
请点击这里了解更多信息。 

 

2022年毕业证书--12年级的学生 

提醒您请尽快提交您的毕业论文! 

请在此表格中填写您的毕业引文信息，信息应简短，但包括感谢以及对兴趣和未来计划的评论。请注意，所有

引文将由行政部门进行校对。如果你没有及时提交，或者你的引文信息没有被批准，我们会以你的名义附上一

个通用的信息。 
 

毕业典礼和晚餐舞会信息 

毕业典礼和晚宴信息（见下文） 2022届毕业班活动日程表.pdf 

 

2022年毕业生筹款呼吁书 

请点击这里查看毕业班筹款呼吁信。请点击这里查看

中文翻译。 

 

法语8级学生家长--征集陪护者 

为温哥华国际儿童节寻找联系人 

我们将于2022年6月1日（星期三）st ，带领法语8班的学生参加温哥华国际儿童节（上午11:45 - 下午3点）。我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9wnxr2AYB3MY0JEAkIvRNU9LVFZocwvAAiQCWcEVSU_OxcQ/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9wnxr2AYB3MY0JEAkIvRNU9LVFZocwvAAiQCWcEVSU_OxcQ/viewform
https://www.lordbyngpac.com/grad-fundraising
mailto:kfindlay4@gmail.com
mailto:lordbyngpac@gmail.com
mailto:lordbyngpac@gmail.com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Publications/Documents/Not%20Returning%20To%20Byng%202022-2023.pdf
https://www.vsb.bc.ca/Student_Learning/Summer_Sessions/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Families/Grad%20Parent%20Page/Documents/sbfile/220506/2022%20Graduation%20Ticket%20Sales%20Information.pdf
https://forms.office.com/r/R9bed1EYcq
https://forms.office.com/r/R9bed1EYcq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Families/Grad%20Parent%20Page/Documents/sbfile/220414/Calendar%20of%20events%20for%20the%20Graduating%20Class%20of%202022.pdf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Families/Grad%20Parent%20Page/Documents/sbfile/220414/Calendar%20of%20events%20for%20the%20Graduating%20Class%20of%202022.pdf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Families/Grad%20Parent%20Page/Documents/sbfile/220120/Grad%20Fundraising%20Appeal.pdf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Families/Grad%20Parent%20Page/Documents/sbfile/220121/Chinese%20Grad%20Fundraising%20Appeal%202022_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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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正在寻找家长陪护人员陪同我们。如果你有灵活的工作时间，并愿意加入我们，请与我联系，

pvioli@vsb.bc.ca。快来玩吧! 

在您的电子邮件中，请注明您孩子的姓名和他们的法语八级教师。谢谢您! 

mailto:pvioli@vsb.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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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部最新情况 

A至Gr - Boyd女士 aboyd@vsb.bc.ca 

Gs至L - Radic女士 jradic@vsb.bc.ca 

M到Te - Smith女士 msmith@vsb.bc.ca 

Tf到Z - Birsan女士 ibirsan@vsb.bc.ca 
 

腮红 

辅导员们已经邀请Blush与VCH来为我们的8年级、9年级和10年级学生做报告。演讲主要是在健身时间进行。主题

是。健康的关系、更安全的性感和媒体素养。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学生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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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SB SWIS Byng项目3B为乌克兰筹集资金。青年人帮助危机中的儿童!更新。 

 

随着乌克兰冲突的升级，没有一个地区是安全的；房屋被摧毁；医院被轰炸，学校被关闭，城市被夷为平地。破坏没有

结束的迹象。我们能做什么来帮助？ 

 

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加拿大办事处的支持下，宾格项目3B与大卫-汤普森E.C.俱乐部联手组织了一次 "乌克兰的和平与希望 

"筹款活动，包括7项倡议，以捐赠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乌克兰紧急救援基金，支持那些因危机而变得脆弱的人。 

 

以下是拜恩的7项筹款活动的最新情况。 

 

1) 直接捐款呼吁领导小组。完成并筹得1100美元（主要负责人：

Jennifer Nguyen, Xuan Zhou, Eleanor Liu, and Rainbow Nie）。 

 

2) 为和平与希望而走的马拉松：完成并筹得245美元。 

(首席领导。聂虹、毛俊杰、雷爱玲和家长志愿者顾晓玲） 

 

3) 1st "和平与希望 "国际象棋比赛：完成并筹得330美元（首席领导：

Mike Qiu , Kevin Weng, Tiger Lyu, Kingston So & Edward Liu）。 

Alex Yu（David Thompson中学）、Bella Wang（本拿比在线）、Kevin Weng（Lord Byng中学）和Tao Xie（West Van

中学）将晋级5月27日的锦标赛。 

 

2nd 虚拟国际象棋比赛于5月15日（星期日）下午6:30至8:00举行。报

名现已开始!请点击链接进行注册。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0l5lZsBZxpUEHWfnrx4KE_QgPMyf0L1BFUGWjZ5-uhE 
 

4) 1st 为和平与希望而回收瓶子：已完成，筹款金额待定(首席负责人：Helena Qi, 

Michael Zhang, Alina Huang & Sophia Song) 
 

看到这么多教师、家庭、朋友和社区一起支持由宾格九年级青年领袖发起的瓶子回收项目，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温

暖和鼓舞。 

尽管星期六下着小雨，但这并没有影响到17位九年级项目负责人和15位热情的家长的高昂情绪，他们与孩子们一起不

知疲倦地工作，为这一有意义的事业做出贡献 

mailto:aboyd@vsb.bc.ca
mailto:jradic@vsb.bc.ca
mailto:msmith@vsb.bc.ca
mailto:ibirsan@vsb.bc.ca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0l5lZsBZxpUEHWfnrx4KE_QgPMyf0L1BFUGWjZ5-u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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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拜恩员工停车场举行的1st 瓶回收和平与希望活动中，团队总共收集了超过8000个空瓶、手杖、果汁盒和牛奶壶，

以支持为乌克兰的筹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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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和平与希望回收瓶子 "的第二次收集日期是5月28日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1点，地点是Lord Byng中学教师的停车

场。 

 

我们期待着5月28日在宾格老师的停车场看到你带着很多很多的 "空瓶子"! 

 

"尽管瓶子是空的，但它们充满了你对乌克兰人的爱、善意和希望！"。无论雨天还是晴天，我们都会等待！"。 

 

5) 为和平与希望而创作：在海报中登记 

(带队。安吉拉-孙，劳拉-陈，埃莉诺-刘，辛迪-翁，霍华德-朱，菲奥娜-傅，克里斯蒂娜-王和埃莉斯-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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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星期五，下午3:10-6:00，Lord Byng Secondary Gallery & Foyer。 
 
 
 
 
 
 
 
 
 
 
 
 
 

 

6) 和平与希望拉力赛（羽毛球友谊赛）：开始报名（督导老师。Ted Fung先生 

首席领导。Anna Liu, Anna Fan & Kelvin Xi）5月20日，星期五，3:30 - 5:30pm

。 

拜恩勋爵中学大体育馆 

 
7) 艺术照亮和平与希望：表演者登记进行中 

(庆祝综艺节目和抽奖活动）5月29日，

星期日，晚上7点，在YouTube上。 

 

我们想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倡议，使我们在支持乌克兰儿童和家庭方面的影响最大化有关信息，请联系咨询办公室的Smith

女士或Janet Chung女士（电话：778 772 2084），或登录jlchung@vsb.bc.ca，加入这一伟大的事业! 

我们期待着与你们合作，帮助乌克兰人民。 

 
 

汤加艺术晚会 - 5月12日，下午5-8点，在圆明园社区中心举行。 

主题。春季茶会 

我们很高兴能在5月12日回到圆明园th 。 

 

 

晚会将是一个坐下来的活动，有表演和游戏，以及服装比赛。将提供茶、点心、比萨饼和马卡龙。 

mailto:jlchung@vsb.bc.ca
mailto:jlchung@vsb.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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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OG: (Bring Your Own Game) 你是否有一个最喜欢的游戏--把它带到晚会上，并教你的朋友

如何玩。桌子可以容纳10至12名与会者，开始计划你的桌子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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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在4:30打开，活动在5:00正式开始，有表演，然后是披萨。使用桌子上的纸牌，看谁能建起最高的纸牌屋，用宝贝贝尔

的蜡建造最酷的雕塑，为服装比赛打扮或被打扮，与你的朋友一起玩棋盘游戏，参加房间前面的Just Dance游戏，拍照亭

，等等。 
 

下周将向报名的人发出邀请。抵达时请携带你的去向卡和门票签到。 

 
Byng Arts Passport are almost DUE: passport.lordbyng.net 

距离护照到期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继续努力记录你的艺术活动，帮助建立你的宿舍团队的总分--每一次活动都会给你的宿舍增加25分。请记住，在本学期结

束前，你还需要5次活动。走出去，庆祝艺术，并送上你的证据。我们会有最后一系列的活动，包括新的艺术展，晚会，

以及我们最后的宿舍挑战寻宝活动。谁偷了火海之谜！！！"。 

 

学生会新闻 

学生会每周四在A223教室举行团队和面对面的会议。我们欢迎每个人，使用下面的链接进入学生会频道，开始参与。

学生会的团队 

 

会议细节。 

 

晚会。在本周的会议上，我们签下了志愿者的工作时间，签下了帮助晚会布置的人员，并最终确定了晚会

的日程。 

讨论了更多的晚会活动计划，并开始敲定食品订单。我们 

 

晚会的日期定在5月12日，请穿上服装来参加主题：茶会/仙境中的艾丽丝! 

 

寻宝游戏--谁偷了火焰之海？- 你能解开这个谜团吗。这将是我们房屋挑战赛的最后一场比赛。谜底在联欢会后

的一周开始。敬请关注。 

 

在团队或Instagram上联系理事会（@byngartstudentcouncil）。 

http://passport.lordbyng.net/
https://teams.microsoft.com/l/channel/19%3a23116d8f7c5446fd8b43fbca0cdece3a%40thread.tacv2/Student%2520Council%2520Channel?groupId=0f991a6a-610f-435e-92af-4cad2f2e7c25&tenantId=0b8a2e58-7b30-4a08-bab7-d75559e0e3a5
https://www.instagram.com/byngartstudentcouncil/?h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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