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宾新闻
2022年5月13日

内容

校长致词 2

学校新闻 2

临时停车变更 3

COVID 19更新 4

微软团队与密码入门 4

学校停车场 4

学校费用 4

上课期间使用手机 4

Byng竞技场 5

Byng勋爵竞技场宴会 5

PAC新闻 5

失物招领 6

2022年9月不返回宾格的学生 6

VSB暑期班 6

毕业生座位登记详情（含中文翻译）和门票销售截止日期（含中文翻译）。 6

2022年毕业典礼门票销售信息 6

2022年毕业典礼 - 12年级的学生 6

毕业典礼和晚宴信息 6

2022年毕业生筹款呼吁书 6

2021-2022年学生核心能力自我评估 6

辅导部最新情况 7

Blush 7

法语8级学生家长--寻找陪护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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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Byng艺术 9

BYNG艺术晚会 9

BYNG艺术护照 9

谁偷走了火焰之海？ 9

学生会新闻

10

艺术机会 10

高中生艺术展 10



校长致词

亲爱的Lord Byng家长、学生和社区成员。

感谢我们所有的家长志愿者、工作人员和学生，以及我们的宾格艺术系主任，感谢他们支持周四举行的令人难以置

信的宾格艺术晚会。特别感谢哈特利-福尔兹先生组织和协调了这次活动。

在我们令人难以置信的家长社区的帮助下。

本周的另一个亮点是最近在Swangard体育场举行的田径比赛，我们的运动员表现得令人难以置信，并以如此积

极的方式代表了我们的学校。

感谢杰克先生和拜恩体育部再次支持我们的学生，为他们提供这些机会来展示他们的运动实

力。感谢大家的支持！！。

威尔曼先生

学校新闻

通过土著教学实现和解。

最近，约克女士班上的学生参加了在人类学博物馆举行的第一民族节，在其他学习机会中，有一个由土著长老Cease

Wyss领导的茶道和植物行走。

Cease Wyss是一位Skwxwú7mesh (Squamish), Stó:lō, Kanaka Maoli (Hawaii'an), Irish-Métis,和瑞士的多媒体
艺术家、民族植物学家、独立策展人、教育家和活动家，居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

上午开始，Cease与每个学生分享了草药茶，并向学生们展示了生长在MOA场地上的各种本土植物。她告诉他们这些植

物的用途和特性，并通过故事和歌曲分享了她丰富的知识。

学生们了解了本土植物对我们自己和当地生态系统福祉的重要性，并有机会思考互惠、管理以及我们与植物世

界的关系等主题。

谢谢你，约克女士，感谢你所做的一切，将土著教义注入美术课程，并利用我们后门所拥有的难以置信的机会

，将我们的学生与丰富的文化教义联系起来。

图1在UBC第一民族节期间，Cease Wyss在MOA为Byng的学生提供教学。

新的土著教育要求。

10年级的学生上周举行了会议，回顾了现在11年级的学生必须在2024年毕业

前完成的三门课程。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E2%80%99uy%E2%80%99t%E2%80%99tanat-Cease_Wys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kwxw%C3%BA7mesh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anaka_maoli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ulti-media_artis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ulti-media_artis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thnobotanis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ritish_Columb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Vancouver




感谢Radic女士和McKeen先生提供的资料。

在学生为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高年级学习做出选择时，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更新。

所有10年级学生现在都有机会在集会结束时修改他们的选课，现在将为11年级的学生进行选课调整。

通过土著教学的视角，"顶点12 "变得生动起来。

当York女士的美术学生与Cease Wyss一起穿过UBC的森林，10年级的学生回顾新的毕业要求时，LALS班的Joao Guilherme

与Chad Carpenter先生一起工作，开发他的Capstone 12的最终项目。

乔奥的项目是学习如何演奏和演唱海岸萨利什人的国歌，以及他父母的家乡巴西的一首本土歌曲。他不仅将在6月的

毕业项目总结报告中表演国歌和歌曲，而且还将加入LB合唱团，在6月的LB毕业典礼上与合唱团一起演唱海岸萨利什

人的国歌。

图2 Joao Guilherme Maia Teixeira与他的音乐老师Chad Carpenter先生一起演奏海岸萨利什人的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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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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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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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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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费用

$现在支付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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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提醒大家，在课堂教学时间不得使用手机。请在教室里尊重此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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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NG竞技场

祝贺田径队!他们在Swangard体育场举行的为期两天的比赛中赢得了市锦标赛，击败了两个大的对手，Kitsilano（排名

第三）和Killarney（排名第二），落后灰鬼队120分。这标志着Lord Byng连续获得了第11个冠军!球队在第二天的比赛中奋

力拼搏，并在恶劣的雨中幸存下来。特别要感谢所有的接力选手，尤其是那些参加4×400米接力的选手。高年级 女

生、低年级男生和八年级女生获得了部门奖！接下来是区锦标赛，将在今年的7月1日举行。接下来是下周三和周四的

区锦标赛。

所有获得前8名的队员必须尽快确认他们参加分区锦标赛。前6名的运动员自动获得资格，如果其他人退出，前8名的

运动员可能会被加入。请发邮件给杰克先生，让他知道你想做或不想做的项目，否则将被认为你要参加比赛。我们

将在周一举行"周一会议"，并在放学后进行练习。

灰鬼队加油!

BYNG勋爵竞技场宴会

LORD BYNG ATHLETICS BANQUET - 6月7日星期二th下午5:30在大体育馆举行。

我们将颁发所有主要的体育奖项，提供晚餐，我们将有一个演讲嘉宾和门奖!!!!。

请点击这里查看传单。

PAC新闻

亲爱的宾家庭。

委员会会议。请参加我们即将于5月17日星期三晚上7点举行的PAC会议。缩放链接如下。这些会议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从我们的校长Wilmann先生和其他Byng工作人员那里获得最新信息。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Publications/Documents/Byng%20Athletic%20Banquet%20Flyer.pdf


主题: 委员会会议 2022年5月18日时间：2022年5月18日下午07:00温哥华加入视频会议

https://us02web.zoom.us/j/82828403716?pwd=RWNOeDdLdDZLNGU3eEgyazZtczZXdz09会议编号：828 2840 3716

密码 29414

请捐献餐具。

Byng学生论坛正在进行一项倡议，以减少食堂中一次性用品的使用。他们希望家长能捐赠金属餐具（叉 子、勺子、筷子
用于可重复使用的食堂餐具试验项目。他们需要至少100把叉子来进行试验。如果你能提供帮助，请    在4月底之前将它
们送到办公室或食堂（或发邮件至byngstudentforum@gmail.com以协调取货）。

https://us02web.zoom.us/j/82828403716?pwd=RWNOeDdLdDZLNGU3eEgyazZtczZXdz09
mailto:byngstudentforum@gmail.com


12年级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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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确保你收到来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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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对周日的毕业纪念瓶活动的支持。感谢所有的学生和家长志愿者，以及所有为瓶子募捐活动带来物品的人，我

们为毕业活动筹集了超过1240美元的资金！！。

如有任何其他与PAC相关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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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VSB暑期班的更多信息，请点击这里。

毕业生座位登记详情（含中文翻译）和门票销售截止日期（含中文翻译）。

请点击这里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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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9wnxr2AYB3MY0JEAkIvRNU9LVFZocwvAAiQCWcEVSU_OxcQ/viewform
https://www.lordbyngpac.com/grad-fundraising
mailto:kfindlay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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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513/Seating%20sign%20up%20details_with%20Chinese%20Translation%20and%20ticket%20sales%20deadlines%20with%20Chinese%20Transl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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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典礼和晚餐舞会信息

毕业典礼和晚宴信息（见下文）

2022届毕业班活动日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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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022年学生核心能力自我评估
5月16日th 到19日th ，这一周在我们的日历中被保留下来，用于完成学生的核心能力自我评估。我们将在今年的FIT期

间为8-12年级的学生完成这些评估。

5月17日星期二，我们将在FIT期间举行2-1区，让他们更新第一学期的第一次自我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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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9日星期四th ，我们将在FIT期间举行2-3节课，并检查学生是否填写了文件。

完成自我评估所需的所有信息可在Lord Byng网站的 "指导和支持"和"核心能力"下找到。

在2-1区有空余时间的学生可以在5月12日星期二的FIT期间到207室参加评估（与McKeen先生一起）。2-1区或2-3

区有空余时间的学生可以在5月19日星期四的FIT期间向McKeen先生展示他们填写的表格，th 。

如有任何问题，请直接联系

约克女士lyork@vsb.bc.ca

Mr. McKeensmckeen@vsb.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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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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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他们学习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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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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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lyork@vsb.bc.ca
mailto:smckeen@vsb.bc.ca
mailto:aboyd@vsb.bc.ca
mailto:jradic@vsb.bc.ca
mailto:msmith@vsb.bc.ca
mailto:ibirsan@vsb.bc.ca
mailto:pvioli@vsb.bc.ca


以下是宾的7项乌克兰筹款活动的最新情况。

1) 直接捐献呼吁领导小组。完成并筹得1100美元

2) 为和平与希望而走的马拉松：完成并筹得245美元。
3) 1st   为和平与希望举办的国际象棋比赛：完成并筹得330美元。

2nd 虚拟国际象棋比赛将于5月15日（星期日）下午6:30至8:00举行：
（首席领队：Mike Qiu, Kevin Weng, Tiger Lyu, Kington So & Edward Liu）报名现已开始。
请点击链接进行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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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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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st "和平与希望之瓶"回收活动：已完成并筹得700美元！

（主要负责人：Helena Qi、Michael Zhang和Sophia Song）。

(首席负责人：Helena Qi, Michael Zhang, Alina Huang & Sophia Song） "和平与希望的瓶子回收"的第二个收集日

(首席领导：齐海伦，张瀚，黄爱玲和宋素芬)

5月28日，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1点，在Lord Byng中学教师的停车场。

我们期待着看到你在5月28日带着很多很多的 "空瓶子"来到宾格教师的停

车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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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和平与希望而做的手工制作：更新即将到来!

(首席领导。5月13日，星期五，下午3:10-6:00，Lord Byng Secondary Gallery & Foyer，孙安琪、劳

拉-陈、Eleanor Liu、Cindy Weng、Fiona Fu、Christina Wang和Elise Lei

6)和平与希望集会（羽毛球友谊赛）：开始报名

(督导老师：冯泰德。Mr. Ted Fung首席领导。5月20日，星期五，下午3:30-5:30，宾州中学大

体育馆，刘晓燕、范晓燕、奚晓燕、史晓燕

为希望而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乌克兰紧急救援筹款活动督导老师T冯先生（中）与领导团队的Sylvia Shi、Anna Liu、

Anna Fan和Kelvin Xi（从左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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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期待着与您合作，帮助乌克兰人民。

卑尔根艺术协会

槟城艺术节

我们希望你们都喜欢你们的兔子洞之旅！我们希望你们都喜欢。两年来第一次在圆明园面对面地庆祝艺术，

真是太激动了！！。

非常感谢宾格艺术学院学生会为组织这样一个有趣的活动所付出的时间、精力和创造力。如果没有所有的员工志愿

者和辛勤工作的家长帮手，我们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们把物资运到活动现场，并在把食物送到这些饥饿的群体

手中时表现出色。

这些表演提醒我们，你们是多么有才华，我们是多么想念一起分享现场活动。由九年级和十年级艺术系学生设计的桌子

上的艺术品令人惊叹，为圆明园增添了几分仙境的气息。

最后，所有的创意服装都做得很好，祝贺所有的获奖者。感谢Pitchford-Yeung女士和评委们组织了这次服装比赛。

一些获奖者。

我们将在下周发布更多关于团队的图片。

Byng艺术护照: passport.lordbyng.net

我们将使用签到表为你的收藏添加一个晚会护照徽章。继续努力，记录你的其他艺术作品

活动和帮助建立你的议院团队的总分--每次活动都会有25分加到你的议院。

请记住，在本学期结束前，你还需要另外5项活动。在最后统计之前，我们将有另一个艺术展和房屋挑战：谁偷了火海？

mailto:jlchung@vsb.bc.ca
mailto:jlchung@vsb.bc.ca
http://passport.lordbyng.net/


谁偷走了火焰之海？谁偷走了火焰之海？

你能解开谁偷了火焰之海的谜团吗？

线索将被张贴出来，引导你从学校周围的目的地到目的地。收集细节，破解密码。

每个成功解开谜团的人都将获得一个护照徽章。线索和进一步说明将在

下周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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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详情：本周由于有晚会，没有会议。

联欢会。非常感谢你组织了一个伟大的活动！！。学生会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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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机会

高中生艺术展

请加入我们的高年级艺术学生，作为 "艺术家在我们中间 "艺术活动的一部分，庆祝他们的才华和创造力。将有两个机会

加入庆祝活动。

● 圆明园活动- 5月19日星期四th ，晚上7-9点：展示所有参与的艺术家，包括我们学生的作品。该活动在圆明园社区

中心的展览厅进行，地址是181 Roundhouse Mews。

● 美因河西的艺术之路。5月28日星期六th ，上午11点至下午5点。开放工作室活动。这包括我们自己的学校画廊。

在星期六到学校来，看看我们高年级艺术学生展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作品。从皇冠街入口进入学校。

点击以下链接，了解更多有关信息 活动

https://www.artistsinourmid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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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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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artistsinourmid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