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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寄语
亲爱的罗宾家长、学生和社区成员们，
感谢所有在周三晚上参加 10 月家委会会议的家长们。很高兴再次联系并提供学校活动的最新信息以及讨论预
定的学校活动并庆祝我们的成就。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展示了学校的新校徽，该校徽刚刚由土著艺术家 Jason Taylor 和 Cyler Point 完成。
Jason 通过与教练员、老师和学生的广泛咨询交流，解释了灵感来自何处。
在会议上，我们也与家长们分享了两个即将举行的重要学校活动----— 即将在 10 月 26 日星期二举行。
在 FIT 课上，学生将被留在课堂上去了解我们全校范围内的健康和安全实践的相关规定，以及保障我们定期
安排的 FIT 期间学生参与度的执行。我们将向学生强调，他们必须每天在上学前完成的每日身体健康检查。
感谢所有家长支持我们，为了确保学校安全，如果学生出现每日身体健康检查清单中列出的任何症状，请让他
们呆在家里。
祝大家周末愉快、安全。
Mr. Wilmann
学校新闻
随着第一学期课程的进行，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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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ng 学生通过“动手”和“思想”学习参与：
过去一周的旅程再次以多种方式鼓舞人心，我们学校举办了毕业生专科指导， 九年级的就业指导，并为我
们的学生提供了一些令人惊叹的“动手”、“思考”学习机会。
8年级应用技能课程（轮换制）是我们于高中开始时吸引学生的一个完美例子。8 年级的课堂经验将对他们
的高中生涯的成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我们学校再次全面开课，学生们可以体验到一些非常丰富和创造性
的学习机会。
学生通过 8年级应用技能课程（轮换制）可以遇到一些学习探索的捷径：职业教育 8 中的学生与吴老师一
起学习工作场所安全、WCB 以及如何在周五的课程期间学到怎样找到第一份工作。在第一次轮换期间，学生们刚
刚学会了在木工车间安全使用机械，他们有机会反思他们的学习并了解工人权利和雇主对工作场所安全的责任。

木工8: 学生在Catherall老师的木工课上学会了如何安全的使用工具去设计和完成他们的手工作品：扭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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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艺术 8: 在Booker老师的班里，学生轮流使用摄像设备去制作短片。
食品 8: 在Mah老师视频课上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

缝纫 8: Shaw老师教学生如何用布料制作毛绒玩具，他们的第一个作品是毛绒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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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艺8: 第一节课，学生在Barski老师的课堂上学会如何制作珠宝。

Byng 8 年级 ADST 轮换是 VSB 独有的，为我们的 8 年级学生开始他们的职业探索之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学年结束时，学生
将体验：金属制品、木制品、食品、纺织品、媒体艺术和职业教育。
这是开始高中旅程的好方法，当他们了解自己的兴趣并开始探索未来职业旅程的课程选择时，需要学习和探索的一系列技
能！！！！
感谢 Barski 、Catherall 、Shaw 、Booker 、Wu 、Erickson 、Mah 老师们为我们的学生提供这些技能以及使他们保持在高中后期
继续学习的热情。你们为8 年级所做课程与教育部对于学生的职业技能培训要求非常一致。点击这里查询详情：公民教育
虽然之前已经阅读过这份声明，但值得定期复习，以提高我们对实践的学习和认识：
“正如教育政策令声明中所规定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学校系统的目的是让学习者能够发展他们的个人潜力，并获得所需的知
识、技能和态度，为一个健康的社会以及繁荣和可持续的社会做出贡献。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肩负着共同培养“受教育的公民”的使命。其定义为：
• 智力发展——培养学生批判性分析、推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并获得基本的学习技能和知识体系；培养学生对学习的终生兴
趣，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以及创造性思维和表达的能力。
• 人类和社会发展——培养学生的自我价值感和个人主动性；培养对美术的欣赏和对文化遗产的理解；了解身体健康的重要
性；培养社会责任感，接受和尊重他人的想法和信仰。
• 职业发展——为学生实现职业和职业目标做好准备；帮助培养有效的工作习惯和应对工作场所变化的灵活性。”

伊斯兰历史月 十月是加拿大的伊斯兰历史月，有非常多的机会在各个学科领域探索伊斯兰历史，我很高
兴听到尽可能多的工作人员在下一次更新中加入。
上面的链接来自安大略省，可能对计划课程有用。谢谢，还有一个很棒的教学学习周，你们所做的一切真的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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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情况报警：你可以呼救：

温哥华教育委员会目前每年花费超过 500,000 加元来修复因故意破坏而对学校造
成的损坏。我们需要您的帮助来解决这个严重且代价高昂的问题。
通过降低故意破坏的成本，帮助我们更好地利用您的教育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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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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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点击这里获得更多信息。
万圣节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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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عرىبى, 简体中文 , 繁體中文 , Français ,

 فاىر, Tag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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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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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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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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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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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停车场
学校停车场 只供教职员工使用。学生停车或学生上下车均不允许。
学校餐厅服务和午餐时间
学校餐厅已经开始提供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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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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学生证明表格
今年我们将在 MyEd 门户上发布您孩子的 BC 学生验证表。请仔细查看我们为您的孩子提供的信
息。如果我们需要联系您，拥有最新的联系信息非常重要。其他信息，如医疗和法律，也必须是
最新的。
如果需要更改，请将文档打印出来并手写清楚，以便我们更新记录。请让您的孩子将表格交到办
公室。
如果一切正确，则无需打印。

评估更新
12 年级识字评估已移至 1 月会议（1 月 24 日那一周）。所有 12 年级学生都将自动注册写这篇
文章，因为这是毕业要求。
更多关于日期、时间和学生将在学校写作的信息里。
10 年级的算术和识字考试已移至 4 月课程（4 月 26 日那一周）。所有 10 年级的学生都将自动
注册写作，因为这是毕业要求。学生要到毕业才能完成，所以如果他们不能在四月份完成，那么
在以后的几年里会有更多的机会。
更多关于日期、时间和学生将在学校写作的信息里。
尚未完成计算 10 和读写 10 评估的 11 年级和 12 年级已注册在 11 月 1 日至 5 日这一周写
作。稍后将提供有关写作地点和时间的更多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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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两周的毕业生委员会的服装销售会现在正在进行，
希望为今年的毕业生活动筹集资金，包括重返6月的毕业生晚宴舞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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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无边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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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们有一个鲜明的特点，这是吸引级别购买者。
从去年开始，学生和家长现在可以在网上购买Byng服装或Grad服装。学生也可以在学校大门口的奖杯陈
列柜外或毕业委员会赞助商Johnston先生处领取纸质订购表格。Johnston先生在三楼最东端的309室。
所有列出的服装项目的价格含税!如有任何有关尺寸的问题或其他疑问，请到309室找Johnston先生。2022
年的毕业生委员会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
点 HERE 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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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乐和交响乐音乐会11月4日
介绍 2021-2022 学年的第一场弦乐和交响音乐会！精选来自初级弦乐、中级弦乐、初级荣
誉弦乐、初级交响乐团和高级荣誉弦乐课程的音乐。由于当前的 Covid 限制，该格式将
包含混合性能：
学生表演者将于 11 月 4 日星期四下午 3:30 在 Lord Byng 剧院为其他学生和教职员工
表演。表演也将被记录下来，并通过 YouTube 链接与 Lord Byng 的家人分享，该链接将
在当晚 7:00 可供观看。
由于进行直播表演的成本，请考虑向 Lord Byng Strings 计划捐款。 YouTube 直播活动
和 School Cash Online 捐赠页面的链接将在临近音乐会日期时提供。感谢您对 Byng 中
学的弦乐和交响乐课程的持续支持！
请单击此处获取弦乐和交响乐音乐会的在线捐赠指南，并严格按照说明进行操作。
Byng俱乐部列表2021-2022
点击这里去看俱乐部列表
越野
祝贺越野队。他们在周三在杰里科海滩公园举行的第 4 届联赛第 4 场比赛中表现出色，
表现出色。
少年女子队获得第二名。 Chloe Symon 一路领先，总成绩第一！紧随其后的是 Clara Ho
排在第 13 位。少年队排名第一！ Eli Mullin 带领小组，获得第二名。紧随其后的是第
4 名的 Isaac Dance 和第 18 名的 Marko Radic。
我们唯一的高年级女生 Sophia Bi 和 Sarah Lam 分别获得第 10 名和第 20 名。
我们的顶级高中男孩排在第 6 位，Finn Coleman 排在第 17 位，Beck Brown 排在第 26
位，Andrew Wang 排在第 34 位，Ethan Fang 排在第 45 位。
球队的下一场比赛是下周二在杰里科海滩公园举行的区域决赛。优秀的个人和团队将于
11 月 6 日星期六再次在杰里科晋级 BC 锦标赛。让我们祝福他们吧！请参阅下面的区域决
赛时间表：
1:30 pm – 初中女生
2:00 pm – 初中男生
2:30 pm – 高中女生
3:15 pm – 高中男生
Terry Fox Run 跑步和筹款活动
Terry Fox Run and Walk 非常成功。我们很幸运，天气很好，一切都很顺利。感谢所有
学生和工作人员的出色参与。特别感谢体育部的成员 Sandher 先生和他的团队，以及
Geoff Campbell 作为急救员。我们有一百多个跑步者。有些人努力奔跑并取得了很好的
成绩。其他人也很高兴的完成了比赛。排名靠前的选手获得了奖品，还随机发放了许多奖
品。所有人都展示了良好的体育精神。一千多名步行者在森林中漫步，并在终点线为跑步
者加油助威。我们期待明年的另一场成功活动。我们继续为特里福克斯基金会筹集资金。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筹集了超过 2000 美元。可以通过以下链接进行捐款
https://www.terryfox.ca/lordbyngsecondary
Mr. 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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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实习同意书
亲爱的实习学生家长们：
鉴于我们工作实习场所的性质不断变化，以及学生在工作实习安置期间可能面临
Covid-19 暴露的潜在风险，我们被要求确保得到学生安置的父母/监护人许可。请填写以
下表格，并让您的孩子将其交还给 Chong-Ping 女士。请点击此处找到表格。

。

大学先修课程 （AP）考试
AP学生们大家好！恭喜您加入了 罗宾中学的大学先修课程。要注册 AP 考试，您必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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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 Calculus AB
AP Computer Science A
AP English Literature and Composition
AP French Language and Culture
AP Statistics
AP Drawing
AP 2D Art and Design

Date
Time
th
Monday, May 9
8:00 am
Wednesday, May
12:00 pm
th
4
Wednesday, May
8:00 am
4th
Thursday, May
8:00 am
12th
Thursday, May 5th
12:00 pm
Portfolio Submission Final Deadline: Fri, May 5h
(Portfolios need to be completed before this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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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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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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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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程序现已可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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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e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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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毕业即后续活动家长会
10月26日星期二晚7：00 (Zoom) （会议链接后续发出）
Ms. Radic女士将为12年级学生的家长和监护人提供这个演讲。她将涵盖的主题包括：高中毕业要求、大
学申请过程、中学后选择、奖学金、学生成绩单网站和其他12年级的主题。我们强烈推荐所有12年级的
家长使用。欢迎11年级的学生家长踊跃参加。
班级参观和辅导老师讲座
辅导老师正在组织教室参观。Ms. Radic 将于10月7日给12年级学生演讲，Ms. Smith负责11年级， Ms.
Birsan 10月5日来10年级， Ms. Boyd 负责8年级和9年级。
11/12年级高等教育访问
我们已经发布了一系列的高中毕业信息会。所有相关信息在Teams上，比如Post-secondary 这个组下面
的12年级（Counselling 2021/2011）。如果感兴趣请查阅。

12年级大学信息
请点击这里了解更多关于开放日、学校参观、虚拟校园参观和信息会议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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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物柜—在线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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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注册锁仍然没有锁上，它将被重新分配。
如果你在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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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获取如何
在线预订的说明。如果你已经在网上选择了储物柜，请在9月底前将储物柜锁上领取。否则，我们可以
把储物柜重新分配给其他需要的人。
如果你已注册了 B 楼礼堂/乐队区的储物柜，请登录https://byng.lockerassignment.com/ 查找替换您在线
选择的原始储物柜号码的新储物柜号码。编号为B97-B136： B1227-1274的原储物柜已经被新一批编号
38至87所代替。
家委会新闻
亲爱的 Byng 家人， 感谢昨晚参加 PAC 会议的所有人 - 我们有 80 多位家长和监护人参加！感谢
Wilmann 先生提供学校一般更新，感谢 Vulgaris 先生和 Hughes 女士提供有关健康与安全以及 F.I.T
调查的最新信息。特别感谢 Jason Taylor 关于在健身房地板上创建新 Byng 标志的最新信息，并感谢
Anderson 女士关于新科学空间需求的最新信息。我们还选举了我们的 2021/2022 执行官，非常感谢今
年自愿加入 PAC 的所有人。
对于那些无法加入我们的人，下面是录制会议的链接。
会议录音：
https://us02web.zoom.us/rec/share/Ujj2EDjjF6OUjnUjhIveL8_RYlPPp6cvUCLpQFcoilGncCwFkJ
7ZbZ8flHOG0Vzu.H_khl1lj QFK0QE-y
访问密码：#LBPAC2021 请注意视频只提供 7 天有效期
PAC 将于下周二（10 月 26 日）晚上 7 点（在 Zoom 上）举办第二次信息会议 - 12 年级高中毕业及
以后的家长演示。在本次会议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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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强烈建议所有 12 年级家长使用此方
法。如有兴趣，欢迎其他年级的家长加入。放大链接如下：
主题：高中毕业及以后家长演讲时间：2021 年 10 月 26 日下午 07:00 温哥华加入 Zoom 会议
https://us02web.zoom.us/j/88994037484?pwd=d0hVUjQ3T0VIYmtvUVBVV3FMcUZ2QT09
会议号：889 9403 7484 密码：959057
请加入我们的下一次 PAC 会议，11 月 17 日星期三晚上 7 点至晚上 8 点 30 分通过 Zoom
对于任何其他与 PAC 相关的查询，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lordbyngschoolpac@gmail.com。
期待尽快与您联系！
Lord Byng 家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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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 家委会会议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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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ffeine-O-Ween咖啡馆

10 月 25 日星期一放学后请加入我们的在线团队，参加我们的第一个开放式麦克风咖啡馆。一小群学生
音乐家和表演者将在线分享他们的创作才能。我们也会有游戏。周一下午 4 点在 Byng 频道收听所有
学生的团队节目。

视觉艺术
Lord Byng画廊新闻-征集艺术品
我们现在的展览将于下周下架。感谢所有贡献作品的艺术家。从下周一到下周四，我们邀请所有学生们
带着他们想与学校分享的艺术作品到画廊。请在每件作品的背面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目前的作品
也可以用于那个时候收集。

从画廊看到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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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艺术大学介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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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
BYNG ARTS 新闻
Byng Arts新申请者
如果你有兴趣加入Byng Arts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获取申请程序的最新信息:
http://byng2.vsb.bc.ca/byngarts/
10月27日开始可以看到一系列网上申请的信息视频。
具体问题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项目协调员Jon Hartley-Folz。你也可以向以下表格提交一般性问题，
我们将使用你的提交来制作一个问答视频，我们将在我们的网站上分享，提问链接:LINK TO SUBMIT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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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护照: passport.lordbyn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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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徽章: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和想法，请上午到画廊来找 Mr. Hartley-Folz, 或发email：jhartley@vsb.bc.ca.
在学期结束前你需要集齐至少五个活动徽章。
学生会新闻

学生会每星期四在Teams上举行团队会议。欢迎所有人参加。欢迎大家使用下面的链接进入学生会频道并
开始参与: STUDENT COUNCIL ON TEAMS

咖啡馆——想找机会表演?我们邀请了所有的音乐家，魔术师，诗人等等参加我们十月咖啡馆的试镜，"
咖啡因万圣节"我们暂定日期是10月25日星期一。
今年我们咖啡馆的形式将由现场表演者组成，他们将在放学后一个环境友好的时尚场景集合。观众将通
过Teams的虚拟广播观看比赛。如有任何问题或担忧请通过Teams或Instagram通知委员会!
通过Teams或者Instagram联系学生会 (@byngartstudent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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