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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寄语 

尊敬的罗宾家长、学生和社区成员， 
 
感谢我们所有的家长和社区成员在非常忙碌和卓有成效的学期中给予的所有支持。 

 
当然要特别感谢我们出色的罗宾教职员工，感谢他们出色的工作以及为我们所有学生提供丰富学习体验的决心。 

 
在此预祝大家节日快乐，新年快乐，并期待 2023 年 1 月 3 日开学！ 

 
威尔曼先生 
 

学校新闻 

感谢所有在一年中这个非常忙碌的时候继续支持我们的学生的教职员工，特别感谢大家在本周四加入我们的员工午餐

会！ 
当我们进入 2022 年的最后阶段时，快速回顾一下刚刚过去一周的一些主要重点： 

 
核心能力反思日：学生花时间反思 
通过原住民文化教学实现和解： 

 与 Martin 和 Shona 一起编织雪松 
 梅蒂斯·拉科塔 (Metis Lakota) 知识守护者和长者与高级原著学者一起庆祝这个季节。 

俱乐部积极投入将学习融入生活： 
 3B俱乐部的志愿者培训 
 Baraka Club 珠宝筹款活动帮助支持非洲青年 
 癌症俱乐部加入抗癌斗争并筹款支持癌症研究 
 装饰俱乐部为罗宾带来节日装饰 

现代语言课的学生通过食物了解文化和语言 
合唱团和爵士乐队冬季音乐会：用音乐之声让社区充满活力！ 

 
核心能力反思 
本周学生有机会反思他们的核心学习能力。为学生提供探索思维活动的机会是修订课程的核心属性之一。 
这只是学校如何使用灵活教学时间的一个例子，它允许学生和教职员工在直接教学时间之外见面以完成教学任务。 

 
特别感谢 Scott Mckeen 先生和 Nick Booker 先生指导我们完成这一过程。 

 
图 1 学生在周四的 FIT 时间内完成了他们的核心学习能力反思。 

 
 

利用周四的 FIT 时间，学习核心能力反思课程的学生们探讨学习
对他们来说是什么样子。 

 
 
 

 

支持我们所有的学习者不断反思他们作为学习者的优势，并与彼此、教师和其他主要工作人员互动，支持与这些活动直接

相关的所有四大学习支柱，并继续支持我们的学校学习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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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原住民文化教学实现和解：与 Martin 和 Shona Sparrow 一起编织雪松 

本周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学习机会，我们与两位玛斯昆族族长老和知识守护者 Martin Sparrow 先生和 
Shona Sparrow 女士一起开启一场和解之旅。 

所有学科领域的学生都与他们的班级老师一起工作，并学习了雪松编织的艺术。 

工作坊以教学和唱歌开始，随后学生们开始用雪松树皮设计和制作自己的手镯。 

雪松树皮已被沿海土著社区使用了数千年，并为人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商品，例如帽子、篮子、珠宝、日常用品和礼仪

用品。 

研讨会由 VSB 土著教育部的 Chad Carpenter 先生安排 

图 3 由 Martin 和 Shona Sparrow 土著长者组织的雪松编织教学中融入了玛斯昆族的文化元素。 
 

图 4 海达族帽子是学生们在 Martin 和 Shona Sparrow 主持的文化教学工作坊中学到的编织品之一。 
 

图 5 听了土著知识守护者绍纳和马丁斯派罗的玛斯昆族语教学后，学生们将他们最近学到的文化知识付诸实践，编织雪松
手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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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Knowledge Keeper Martin Sparrow在 Byng 与学生一起组织玛斯昆族国文化教
学。 

 

梅蒂斯·拉科塔 (Metis Lakota) 知识守护者和长者与高级土著文化课程的学员们一起庆祝

这个季节。 
 
离学校放假还有一周的时间，我们的原住民长老的课程即将结束，为了庆祝这一时刻，

Metis Lakota 知识守护者和长者 Ray McKeown 先生本周与 McKeen 先生的班级学生一起提

供了传统的最后一课串珠。 
 

现在，雷对我们社区的许多学生、教职员工和学生来说都很熟悉。 
 

特别感谢 Chad Carpenter 先生支持我们学校，为我们学校提供了如此丰富的机会，让

我们可以与专家交流并向他们学习，这些专家慷慨地与我们的学生分享他们的文化知

识和智慧。雪松编织作坊，以及 
                           Byng 的原住民长者驻校教学计划均由 Chad 组织。 

 
图 7 Metis Lakota Elder 和 Knowledge Keeper Ray McKeown 领导了一个面向高年级学生的

串珠研讨会。 
 

Project 3-B 俱乐部的志愿者培训 

在过去的两个星期五，学生们一直在开会学习领导力以及成为社区志愿者意味着什么。

由我们令人难以置信的驻校工作者 (SWIS) Janet Chung 女士领导。 

以下是钟女士的简短总结，描述了这个宝贵的学习机会，并向所有可能仍想参与的学

生发出公开邀请： 
 

VSB SWIS Byng 项目 3B 正在 Byng 提供青年志愿者和领导力培训 
如果您计划在您的学校和社区中积极参与志愿服务，VSB SWIS 提供的志愿者培训（12 
月 2 日星期五）和领导力培训（12 月 9 日星期五）。 

Program Byng Project 3B 将提供一个提升知识和增强技能的好机会。两次培训课程都安排在下午 3:10 到 6:00 之间，地

点是 Byng 图书馆。每次培训圆满完成后，学员将基于培训的完成情况获得志愿者证书和小时数。 
 
已有超过 130 名学员积极参加了两次培训。 

 
第一个关于“志愿者培训”的互动研讨会侧重于加拿大的志愿服务，涵盖了广泛的信息主题，包括志愿者应有的素质、志

愿者的权利和责任、志愿者机会和资源等。 
 
志愿者培训的特邀嘉宾和演讲者包括校长 Wilmann 先生、副校长 Sehmbi 女士、Dunbar 社区中心的 Nguyen 女士和工作

经验老师 Chong-Ping 女士。 
 
第二期青年领导力培训为学员们提供了宝贵的机会，让学员了解威尔曼先生独特而鼓舞人心的领导力历程。史密斯女士

还帮助学员更多地探索为什么学生应该发挥领导作用，他们如何成为“有效的领导者”，以及辅导员如何将学生与领导机

会和资源联系起来。 
在培训期间， 来自罗宾3B俱乐部手、援助之手俱乐部和Prince of Wales中学的Dare to Care俱乐部的青年领导团队一起分

享了他们在领导力方面的冒挑战和成功经验。 
 
非常感谢我们的员工、社区支持者、学生领袖和家长志愿者，感谢你们慷慨的“知识礼物和鼓励”，以培养我们学生

服务学校和社区的能力！！ 
 
祝您假期愉快，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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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张照片捕捉了志愿者培训中的精彩瞬间： 
 

 
 
 

图 8. 工作人员、社区支持者、学生领

袖和家长志愿者参加了面向新生的志

愿者培训（上）和领导力培训（下）

的开幕研讨会。 
 
 
 
 
 
 
 

Baraka Club 珠宝筹款活动帮助支持非洲弱势青年 
由凯文桑德先生支持的巴拉卡俱乐部肩负着支持非洲弱势青年的重要使命。以下是俱乐部主席朱莉娅.瓦尔德迈尔所

做的简要总结： 
 
该俱乐部致力于帮助住在赞比亚马姆巴新黎明安全屋的 26 名少女发挥她们的潜力并追求她们的梦想。这个安全屋

的存在是为了为这些女孩提供一个养育环境，否则她们将因生活环境而没有机会上学。这所房子是许多女孩摆脱不

幸面临的贫困和忽视的一种方式。 
 
该俱乐部的使命是为安全屋筹集资金、提供信息并建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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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俱乐部领导抗癌斗争 
癌症俱乐部来到 Byng 门厅为抗击癌症筹款。这项重要的筹款活动旨在支持抗击癌症。 
癌症俱乐部由 Joshua Sundvick 先生支持！ 

 
图 9 The Cancer Club 抗癌筹款活动在 Byng Foyer 设立店铺！ 

 

装饰俱乐部为 Byng 带来节日的欢乐！ 
 
在这个充满欢乐、希望和包容的时刻，Kevin Sandher老师带领装饰俱乐部努力行动，妆点我们教学楼的各个角落，令

我们社区的每个人享受这个季节的欢乐，并体现我们Lord Byng社区的多样文化！ 
 

   装饰俱乐部团队在员工午餐会之前布置了员工休息室  周四。 

图10 装修社为年终员工午宴搭建员工休息室。 
 

图 11 Decorating Club 会员在 Byng 的主要走廊上悬挂漂亮的手工装饰品。 
 

感谢您，装饰俱乐部，感谢您所做的所有工作，以表彰对我们社区中的每个人都很重要的多元文化和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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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期待着您的下一个重大任务，因为我们正在为一月份的农历新年庆祝活动做准备！！！ 
还要特别感谢我们的教职工为学生俱乐部所提供的各种支持，他们为我们学校提供了这么多参与各种有趣俱乐部的机

会！！！ 
 
现代语言： 
还有什么比通过食物学习语言和文化的更好方法！！！ 
最近，西班牙语 10 年级和 11 年级的学生参观了我们在温哥华当地一家讲西班牙语的餐厅 La Bodega。在他们的老师 
Ms. Tsoulos 和 Mr. Raoul 的帮助下，学生们能够练习他们的西班牙语口语并用西班牙语订购午餐！ 
老师评价： 
“主持人 Hector 很棒，他用西班牙语向每个学生讲话和提问。” 

 
 
 
 

图 13 La Bodega 餐厅老板 Hector 迎接 Tsoulos 女士和 Raoul 先生。 
 

合唱团和乐队冬季音乐会将音乐之声带入社区的生活！ 
星期四晚上这无疑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乐队的演出令我们的社区和邻里的生活充满着音

乐之声。 
 

活动的亮点包括一系列才华横溢的年轻音乐家的表演，包括： 
 

 初学者 乐队 
 初级 乐队 
 初级 爵士乐 
 中级爵士乐 
 初级音乐会合唱团 
 初级音乐会合唱团 
 初级室内合唱团 
 高级室内合唱团 
 高级爵士乐队 
 高级管乐团 

随着 Darlene Hughes 女士的开场白和介绍，欢迎学生、家长和社区成员进入学校，当晚充满了音乐的激情和欢乐！ 
这是我们才华横溢的音乐老师 Lisa Lan 女士和我们学校新来的 Mr. Jason De Couto 的联合制作！！ Lan 女士和 De Couto 
的工作非常出色！！ 

 
图 14 兰女士带领合唱团在 LB 礼堂举行了一个充满音乐和庆祝活动的节日之夜。 

 
 
 
 
 
 
 
 

从 Lord Byng Tree Lot 购买圣诞树的最后机会 
圣诞树将一直销售到本周六。请让您的朋友及家人了解。此次筹款活动的收益将捐

给 Lord Byng 体育项目。 
感谢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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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 
周一至周五12:30pm-8pm 
周六和周日10am-6:30pm 

 
由于天气或其他情况学校关闭 

这适用于学校或工作场所因天气状况、自然灾害或其他可能危及学生和教职工健康和/或安全的紧急情况而关

闭的情况。 
 
请家长查看 VSB 网站或收听下面列出的广播/电视台以了解学校停课。请不要打电话给媒体询问学校是否关闭 

早上 7:00之前，VSB 将在其网站www.vsb.bc.ca上发布有关封雪的信息 并将通知当地媒体站，包括： 
 中正西北 (980 AM） 
 CBC（690 AM，105.7 FM） 
 CJVB (1470 AM） 
 CFHG (96.1 FM） 
 CKWX (1130 AM） 
 BCTV/环球 
 城市电视台 

 
Vancouver Coastal Health——我应该什么时候让生病的孩子留在家里不上学？ 
请点击这里 想要查询更多的信息。 

 

学校停车场 
亲爱的家长和学生， 
家长和学生在上课时间不应在停车场。包括上下车接送。另外，提醒如下： 
由于严重的安全问题，我们要求所有家长： 

 请不要停在Wallace 街道 
 请不要开车经过员工停车场 
 请不要使用 Lord Byng 前面的车道入口 

如果您需要送孩子，请考虑在几个街区外送孩子。我们感谢您的合作，以确保您孩子的安全对我们至关重要。 
谢谢你，威尔曼先生 

 
算术 10 考试（2023 年 1 月 23-25 日） 
所有 11 年级的学生，以及缺少此毕业要求的 12 年级学生都将参与此考试。学生将被告知他们将在 3 天中的哪一天及时

间参加考试。所有考试都将在图书馆进行。 
 

协作日期/时间表 

 
 
领导力班的和平礼物项目 
领导力学生 Julia Murphy、Coco McElroy、Ashley Kuo 和 Seraphina Crema-Black 为 YWCA 和平礼物计划送去了礼物。领导班

级筹款、购买、包装并将礼物送给两个单亲妈妈家庭以确保他们可以为孩子提供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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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 Julia Murphy 和 Coco McElroy 带头开展这项宝贵的活动！ 
 
 
 
 
 
 
 

社区食品储藏室不易腐烂的食物募集 
我们的援助之手俱乐部第二次向 Kitsilano Community Pantry 运送干货。当 Alan 
Chen 和 Tatsuru Taguchi（两名援助之手俱乐部成员）在储藏室里储存食物时，两

个体弱多病的人老人路过，每个人都自己拿了大约一打由我们的学生带来的罐头

食品。 
 
我们的 Lord Byng 学生随后开始填满食品储藏室，在下午 4:00，所附图片显示了我们慷慨的 Lord Byng 社区捐赠了多少

食物。第二天早上 7 点 30 分，史密斯女士在去健身房的路上经过这个储藏室，发现我们所有的捐赠都已经用光了！ 
 
看到我们社区的食物缺口如此之大，真是令人惊讶。对食物的需求比想象的要大！我们的援助之手成员继续收集干

粮，以帮助那些努力寻找食物的人。 
 
我们要感谢我们 Lord Byng 社区的热心捐赠，并呼吁大家继续支持这项有价值的事业！请将捐赠的干粮和罐头食品送到 
Smith 女士位于咨询室的办公室 217D。 

  
 
 
失物处 
请检查位于学校办公室外的失物招领处是否有你丢失的衣物。所有未领取的物品将于 12 月 16 日捐赠给慈善机构。对于

较小的物品，请到学校办公室问询。 
 

 
 

 
 

捐赠到SchoolCashOnline 。在“Message to School Board”部分下的“Message”字段中，您必须输入“ LORD BYNG 
PAC” 。或访问 Lord Byng PAC www.lordbyngpac.com 然后点击“立即捐赠！”

PAC 新闻

请捐款——感谢所有为年度 PAC 筹款活动捐款的人——我们已经筹集了

20,000加币！但是，我们有超过 125,000 美元的资金需求，因此我们希望有能力的家庭考虑在我们的学校社区捐赠可

开具抵税收据的 125 加币捐款——任何一点帮助都是有意义的！这些资金可以帮助提供额外的设备和资源来增强您孩

子的学习体验，确实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几乎每个部门和项目都受益于 PAC 资助，这意味着数百名学生也受益。

有关这些资金将如何使用以及去年资助了什么的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PAC 网站。

按钮。 
 

GRAD COMMITTEE MARKETPLACE - Byng Grad Committee 在 Facebook marketplace 和微信 上有一家在线二手店，以帮助

为今年的毕业庆典筹集资金。我们正在寻找说英语的志愿者来帮助筹款活动的 FACEBOOK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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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考虑通过捐赠轻度使用的物品或帮助在市场上发布捐赠的物品来参与。如有任何问题或提供帮助，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bynggradevents@gmail.com 有关如何参与 Facebook 的说明，请单击此处。如需微信二维码，请点击此处。您还可以在

PAC 网站上找到此信息。 
 

GRAD BOTTLE DRIVE - 下一次瓶子募集是 2023 年 1 月 14 日星期六 - 上午 10 点到下午 2:00 请在假期里保存您的瓶子！ 
志愿者联系 Christine Macdougall ： cmacdougall@expediacruises.com 

 

PURDYS巧克力特卖：非常感谢您在 Purdys 巧克力特卖会上对我们的支持。如果您还没有拿起巧克力，请发送电子

邮件至 Kristie： kristietrainor@gmail.com 
 

通过星期三早上在 PACIFIC SPIRIT PARK 散步活动结交新朋友。对于希望亲近大自然同时结识更多Lord Byng家长的朋友们 
请加入我们周三的散步。欢迎大家。我们将于 2023 年 1 月 4 

日星期三上午 9 点在学校前面的台阶上见面。请通过 
noradyng@hotmail.com 将RVSP发送给 Nora 

 

中国父母支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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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C 会议上可以用中文在现场提问或者在ZOOM 上发消息提问，我们会有翻译服务。 

祝愿大家节日快乐！感谢各位的支持！ 

  罗宾家委会 
 
储物柜信息更新 
请不要将贵重物品存放在您的储物柜中，并确保储物柜上锁。 

储物柜选择将在线完成。 请点击HERE获取有关如何在线预订的说明 . 
如果您不需要储物柜，请不要带一个，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储物柜。如果您在 10 月 31 日之前注册了储物柜但没有上

锁 ，我们将把那个储物柜重新分配给另一个学生。 
如果您没有在线选择储物柜，而是将锁放在储物柜上，请将其取下，否则将被切断。 

 
2022/2023 拜恩勋爵日历 
请点击这里 查看 2022-2023 年校历的重要日期列表，包括开学日以及假期、专业发展日和家长会日期的列表。 

 
2022/2023 学费 
支付学费 通过SchoolCash Online . 
课程费用和其他附加费用的信息将在未来几周内发布。 

 
咨询部门更新 欢迎 Bagnall 先
生 
辅导员们想对我们的新辅导员 Daniel Bagnall 先生表示热烈的欢迎。 Bagnall 先生将负责姓氏 A-Gr 的学生。他将接替奇

滕登女士，后者已经搬家并且非常想念她。 Bagnall 先生的电子邮箱 
是dbagnall@vsb.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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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辅导员 & 8年级学生 – Auditorium @FIT &P1 – 12 月 13日，星期二 
12 月 13 日，星期二，同学辅导员与我们的 8 年级一起主持了一场电影（小鬼当家 2）和一场玩具义卖活动。我们已

经筹集了 900 多加币，许多书籍和玩具已经送到了温哥华圣诞办公室。 我们希望 8 年级的学生喜欢他们的活动。八年

级，感谢你们所有的捐赠！ 
 

Big Brothers Canada 的志愿服务机会 
这是链接： https ://www.bigbrothersvancouver.com/our-programs/ 。这已在咨询团队中向所有 9 年级、10 年级和 11 
年级的学生宣传。 

 
这项工作将与伊丽莎白女王小学合作。每个青少年都将与一名 Little Buddies（受训者）配对，并在 12 月底前为

他们提供儿童安全培训。该计划可以在一月初开始。 
 
第 2 学期课程变更 
辅导员正在努力为第 2 学期的课程设置可能的课程更改时间。这很可能会在 2 月 1 日 或 2 月 2 日举行。我们想让您知

道，我们将有机会尝试解决所有学生的需求，因为这与他们的时间表有关。更多信息和细节将在 1月份公布。登录 My 
Education BC 可以访问和查看学生时间表。 

 
课程选择讲座 
辅导员正在为 8 年级、9 年级、10 年级和 11 年级组织课程选择讲座。这些讲座将于 1 月初在我们学校的礼堂举行。

在学生展示之后，我们将通过 Zoom 为我们的家长举办初级（8 年级和 9 年级）和高级（10 年级和 11 年级）选课讲座。 
PAC 将举办这两项活动，我们的顾问将出席。有关这方面的更多细节将在 1 月初公布。所有关于课程选择的信息都将

在我们学校的网站上： Course Planning （请注意，我们仍在编辑此页面） 
 

辅导团队 
每个年级辅导员都成立了辅导员小组。是的，我们意识到这是学生必须检查的另一个地方，但这是我们向学生提供各

种主题信息的最正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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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如果您是 Byng 的
新学生，请让您的辅导员知道，以便我们可以将您添加到您各自的辅导团队中，例如。 12 年级（辅导 2022/23），11 
年级（辅导 2022/23）... 

 
设计师招募-给艺术家的两个机会 
用您的设计装饰今年的视觉艺术商品（连帽衫、手袋等）。在下方注册。黑白设计的截止日期是 1 月 1日。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dHQdhT-acBf1tQLb-d-tE2n5rDL5bImT-osPB17lOUpAZJw/viewform 

 

毕业晚会门票和演出节目设计 
感谢那些做出回应的人——我们将在新的一年里完成一个关于“魔法森林”主题的工作模型。 
年级委员会正在为学年终庆祝活动做准备。其中一部分将涉及门票和节目设计。我们创建了一个表格（见下文）以查看  
Byng 是否有感兴趣的艺术家。我们还在募求演出节目。我们将提供更多信息，并要求您在明年初提交您的节目演示。 
请提供您的联系信息： 
https ://forms.office.com/r/aQ6G7YSnB
3 

 

Byng艺术 
该计划的新申请人 
感谢所有按时提交申请包的人。 

 
 
请确保在截止日期1月1日之前完成补充材料的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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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在新的一年审核提交的材料。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以获取最新信息： http ://byng2.vsb.bc.ca/byngarts/ 

 

每个重点领域的要求都发布在我们网站的选择流程部分——您可以阅读它们并立即开始。 （单击此处转到“选择过程”
部分）。 

 

Byng 艺术护照： passport.lordbyng.net 
你完成了多少个事件？到 1 月，所有学生都需要至少参加 7 场活动。查看本月早些时候发送的电子邮件或登录 Passport 
网站并确保您走上正轨 - 不要拖延，今天就开始吧。以下是一些最新的机会（我们已经为在登记处签到的每个人添加了 
Gala Badge——无需发送 图片）。 

 
如果您的护照帐户有问题，请务必阅读 Hartley-Folz 先生 ( jhartley@vsb.bc.ca ) 联系团队中的详细说明，以解决问

题。 
 

Byng 艺术学生会信息 
学生会每周四在 A223 房间举行面对面会议。欢迎所有人。 
使用 Teams 上的链接转到学生会频道以阅读我们的会议记录、提出问题或在 Instagram 上联系委员会 
( @byngartstudentcouncil ) 

 

会议详情： 
FAB 大会：寒假回来的第一周（1 月 4 日 星期三） 

 
COFFEEHOUSE 2 月 13 日：Coffeehouse试镜时间为 1 月 30 日和 31 日午餐、FIT 和放学后！我们的咖啡馆将于 2 月 13 
日正式举行。请留意将发送给想要试镜的人的谷歌表格！ 

 
护照：不要忘记检查您的护照！确保您至少有 7 个徽章 :)  

如果您对 Byng Arts有任何疑问，请联系Hartley-Folz 先生 ( jhartley@vsb.bc.c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