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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寄语 

亲爱的罗宾家长，学生和社区成员： 

作为一个学校团体，我们为过去这周发生在乌克兰的事情伤心和担忧。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我们向乌克兰社区致

以问候和祝愿，同时我们希望和平能够尽快的重返你们的国家。 

我们的主管Ms. Helen MacGregor在上周表示： 

有些方法对于在这个时刻支持学生可能会有帮助，包括： 

 了解因此产生的任何情绪和忧虑。 

 向你的孩子确认她/他们处于安全的地方。 

 承认这类全球性问题也会引发你自己的情绪波动，如同你的孩子一样。 

 认识到你对自己的情绪波动的承认使得你能更好的支持孩子，并且给孩子树立了表达自我情绪的一个榜样。 

 让孩子们有机会表达她/他们的忧虑并提出问题，认真倾听她/他们所说的并尽量的做出客观的响应。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回答，不用怕说不知道。 

 孩子们需要知道她/他们的忧虑和问题被大人们认真的对待。 

 需要了解“媒体过量”带来的潜在影响，包括传统媒体和互联网。 

 让孩子们认识到有必要去限制自己对这些媒体信息的接触量，作为中学生尤其如此。 

我们学校的辅导咨询团队和学习服务援助准备就绪，能够帮助那些在这个时刻需要额外帮助的同学。 

在此困难时刻，感谢你的持续支持；希望你度过一个安全、宁静的周末。 

 

Mr. Wilmann 

 

学校新闻 

 

特别感谢你们所有人在学生的社交和情感学习中的重要工作。 

当然，我们的了不起的辅导咨询团队每天都可以为我们的同学提供帮助和支持。 

她/他们在日复一日的工作基础上做得非常好，其中也有来着”安全和暖心的学校”部门和SACY的成员的额外帮

助。 

我们的教职员工支持同学以及她/他们的社交和情感健康的最近工作中的一项是：提供了一系列面向学生的讲座。

这些讲座由VCH在了不起的辅导咨询团队帮助下完成的。辅导咨询老师包括：Ms. Smith, Ms. Boyd, Ms. 

Birsan and Ms. Radic。 

这些由VCH支持的讲座被称为BLUSH。目前它正在面向8和9年级的教室进行。 

https://www.vsb.bc.ca/Student_Support/Safe_Caring/Pages/default.aspx#:%7E:text=Safe%20and%20Caring%20Schools%20will,from%20students%2C%20schools%20and%20community.
http://blush.vch.ca/workshops/


 

这里是来自Ms. Radic(辅导咨询部门的负责人)关于这些讲座的一个简短的更新： 

对8、9和10年级同学的Blush讲座： 

辅导咨询老师们和温哥华海岸卫生局(http://blush.vch.ca/)一起组织了BLUSH，面向8、9、10年级的同学进行宣

讲。宣讲会主要在Fit Time教室中进行。因为我们每次只在一个教室(最多30个同学)进行宣讲，系列讲座将进行到

这个学年底。目前为止，同学们都很认真和投入。我们期待支持这个措施直到学年底。 

这些讲座的主题是：健康的关系(对8年级)，安全性行为(对9年级)和媒介素养(对10年级)。 

对于学生在社交和情感需要的援助包括在学校创造安全包容的空间。在这里，同学们可以见到并联系辅导咨询老

师们和其他援助工作人员。 

辅导咨询工作间是这些空间的一个，就如”多民族房间”一样。在这里，学生们可以和同学以及教职员工联系并

一起努力。 

多民族房间位于地面层的108房间。它被来自VSB原住民教育部门的Chad Carpenter使用，以便进行文化活动和

项目工作，并同等联系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的同学。 

这些年，Chad一直在支持几个原住民同学，通过理解他们的文化遗产建立与他们学习之间的联系。 

目前，学校里正在进行几个项目，以支持学生通过联系他们的文化遗产进行学习，包括三个独一无二的聚焦文化

的Capstone12项目： 

 一个项目涉及比较巴西和西北太平洋原住民的击鼓比较。 

 另外一个难得的机会是一个原住民同学在教师陪同下去魁北克祖先的领地进行访问。 

 第三个是教授并与同辈分享鼓的制作工坊的系列讲座。 

http://blush.vch.ca/


 

图1 学生服务团队成员欢迎同学来到重新装修的辅导咨询工作室 

 

 

图2 多民族房间为来自各民族的所有同学提供一个丰富文化的学习环境 

图3 Erase报告工具是同学们在最近的全校范围宣讲的反霸凌日中听说的一个工具 



 

本周，2月23日的反霸凌日的焦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停

下来去反思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去创造一个安全和暖心的

学校，在我们的教室、走廊、洗手间和学校的所有地方。 

可惜的是，霸凌始终是许多同学所担心的。建立成年人之

间的尽可能多的信任关系和为同学创造寻求帮助的机会，

对我们来说是支持霸凌受害者的一种方式。 

有一个重要的工具帮助作为受害者或旁观者的同学，那是

通过Erase在线报告工具进行报告。 

学生匿名报告工具Report It Erase 

 

除了我们学生服务团队的专门支持，现在BC的课程体系把

社交和情感学习嵌入了各个课程领域，通过核心竞争力学

习。 

这被直接反应到了一些有意义的项目中，这些项目不但嵌入到各课程领域，而且也在培养学生领导力的各个计划

中，如学生论坛、领导力12、同伴咨询、学生顾问和其他

聚焦领导力的俱乐部。 

特别感谢那些在周三带领她/他们班级到学

校前沿展示她/他们的班级集体行动以反对

霸凌的老师。 

感谢每个参与和帮助制作学校前面的心形

符号的每个人。这个符号说明改变霸凌的

最佳对策是保持和善。 

 

 

 

 

 

 

图5 同学们可以访问辅导咨询工作室的各种学生支持服务 

 

图4 核心竞争力学习在各个课程领域提供了嵌入式的S&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ti-Bullying_Day
http://209.54.116.176/
https://curriculum.gov.bc.ca/competencies/critical_thinking
https://curriculum.gov.bc.ca/competencies/critical_thinking


 

 

 

 

 

图6 领导力12的同学们邀请学校做一个

反对霸凌的声明!!! 

图7 来自Mr. Sander的体重训练班的同

学们站出来参与罗宾反霸凌集体活动。 

图8 其他来自Ms. Pendree’ s and McKeen’s班级的

同学在放学前跟进!!! 



 

 

 

 

通过Capstone11 & 12学生参与和解 

今年在罗宾有一些难以置信的项目正在发生。其中一个项目被老师Ms. Jenn Davis描述如下：  

一个北部因纽特小镇的跨代恢复：一个12年级的Capstone学生项目 

12年级的罗宾中学学生Maddy Siasi Saviadjuk将在3月7号-14号返回她的家乡。为了她的12年级Capstone探索

项目：“跨代创伤和恢复-真相与和解对我意味着什么”去收集手工物品、采访和故事。 

Maddy来自Saluit，一个在魁北克北部的因纽特社区，坐落于哈德逊海峡附近的Sugluk内湾。她将采访家庭和社

区成员，她/他们大部分都只能讲Inuktitut语(这是Maddy的第一语言)。这样她/他们可以从一个仅能通过飞机访

问的遥远的原住民小镇提供她/他们的视角和经历。另外，Salluit和魁北克北部区负责一个与Maddy的家庭和社区

一起工作的教师的全程旅行，食宿和语言援助。Ms. Jenn Davis(技能教师)和Maddy已经在罗宾一起工作了5年。

她们将面临-36度的低温，北极熊威胁和要求艰难反思和内省的采访。这也是她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高中项目。 

图9 Mr. Raoul’s的法语班级和Ms. 

Bain’s数学同学也参与! 

图10 罗宾篮球队示范！！！ 



诚挚感谢罗宾家委会，她/他们慷慨友善地向Salluit的老人、社区官员、VSB的原住民负责人Chas Desjarlais和原

住民教师Chad Carpenter提供了礼物，感谢她/他们支持了一个罗宾的原住民年轻人。 

 

 

 

 

图11 Salluit, 一个在北魁北克的因纽特社区 

 

特别感谢所有Capstone12的带队老师们，她/他们承担了额外的责任以支持学生们完成最后的毕业项目，并激发

学生们的热情。 

 

周四晚上有一个机会向11、12年级的学生家长介绍Capstone的过程及它和学习的关系。家长们从工作人员那里

听到现在的方案和它是怎么演变成到罗宾课程体系中的。这个机会也向学生开放。 

非常感谢Ms. Katrina Schnieder and Ms. Kim Chong Ping促成并向家长宣讲了这个重要的更新。也为她/他们

提供了一些过去和现在的项目的简短介绍： 

也感谢今年其他的Capstone团队成员： 



• Mr. Sean Nugent  

• Mr. Matt Barski  

• Mr. Nick Booker  

• Ms. Malorie Pendree  

• Mr. Peter Gustainis  

 

 

 

 

 

 

 

 

 

 

图12 Ms. Kin Chong Ping介绍了罗宾的CLC 

11, CLC12和工作经历计划之间的联系。 

 

 

 

 



 

图13 Bruce Wiesner支持罗宾的Capstone 12课程计划 

 

 

图14 Ms. Katrina Schnieder概述了罗宾Capstone12课程体系及推进该基于项目的计划的措施 

 

 

图15 Mr. Barski 解释了这个计划向学生提供了被产业界认可的联系 

 



 

图16 左侧是2021的项目，右侧是2022的项目。它们反应了Capstone同学学习机会的多样性。 

 

 

包容和多样性：黑人历史月 

 

特别感谢Mr. Johnston，他和Thrice Weekly PA广播节目一起让我们了解目前仅有的几位加拿大黑人领袖。 

当我们进入2月份，也是黑人历史月的最后几天，这里是本周我们认识的几位了不起的人物： 

周三，2月23号-Sam LANGFORD 

“有人称为Sam Langford”，历史上最伟大的Pound-for-Pound拳击手。于1886年在加拿大的Nova Scotia的

Weymouth Falls出生在1902年，Sam Langford年仅16岁就开始了他的职业拳击生涯。当年他在一场15轮的决

赛中战胜了Joe Gans——那时候的轻量级世界冠军。但是Langford没有被授予这个头衔，因为两个拳击手都超过

了133磅的限制。讽刺的是，尽管Langford天赋异禀并且获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胜利，他从未获得过世界冠

军。在青少年人群中的人气高峰期间，Sam Langford的脸出现在所有地方，从贸易卡片、火柴盒到香烟盒与杂

志封面。他在拳击场每年赚30万元以上，但却于1956年在Cambridge, Massachusetts医院的慈善病房中孤独

的死去。死时他不但破产，而且已经失明。 

 

 



  

图17 Sam LANGFORD        图18 DONAVAN BAILEY 

 

Friday, February 25th – DONAVAN BAILEY  

出生于1967年12月16日，他是一个退休的牙买加裔加拿大短跑选手。他在12岁时和他家人一起移居加拿大。当以

加拿大田径赛明星出现，他创造了9.84秒的记录并获得了1996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金牌。Donovan Bailey是历史

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也是最具影响力的短跑传奇。田径新闻把1990年代称为Bailey短跑时代。他是历史上同

时获得世界杯、奥林匹克和世界记录保持者的第一人。他获得过两次奥林匹克冠军，三次世界杯冠军，两次打破

世界记录。他也是唯一一个两次入选加拿大运动名人堂的人。1996年，Bailey达到了历史最快速度——

27.07mph。该速度仅仅被Usain Bolt超越过。Bailey也以5.56秒的速度打破了室内50米的的世界记录，保持至

今。自从2001年退休，他作为评论员为CBC、CTV和Eurosport工作。他作为委员会顾问为若干公司工作。

Donovan也参与和支许多慈善协会，并在“Donovan Bailey关于加拿大在种族主义上的对话演变”中令人难忘说

到：“聆听、尊重和理解”。 

 

谢谢，罗宾，为了精彩的一周。 

 

每日健康评估 

请点击这里了解更多信息。 

请看链接：COVID -19 返校 

BCCDC COVID19 检测呈阳性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请点击这里了解更多信息。 

Microsoft Teams 和密码入门 

请点击链接这里获取说明。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news/_layouts/15/ci/post.aspx?oaid=83358e43-c83d-4c0a-9e7a-27234982de44&oact=20001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viewer.html?pdfurl=https%3A%2F%2Fwww.vsb.bc.ca%2Frepository%2FSBAttachments%2F83358e43-c83d-4c0a-9e7a-27234982de44_CovidUpdate-ReturntoSchoolJanuary242022.pdf&clen=358353&chunk=true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viewer.html?pdfurl=https%3A%2F%2Fwww.vsb.bc.ca%2Fschools%2Flord-byng%2FAbout-Us%2FPublications%2FDocuments%2Fsbfile%2F220114%2FBCCDC%2520Tested-positive-COVID19.pdf&clen=142526&chunk=true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viewer.html?pdfurl=https%3A%2F%2Fwww.vsb.bc.ca%2Fschools%2Flord-byng%2FAbout-Us%2FPublications%2FDocuments%2FGetting%2520Started%2520with%2520Microsoft%2520Teams%2520Jan%25207%25202022.pdf&clen=604381&chunk=true


学校停车场 

亲爱的家长们， 

由于严重的安全问题，我们要求所有家长： 

 请不要在Wallance 街停车 

 请不要开车经过员工停车场 

 请不要使用Lord Byng 正门的车道 

如果您需要接送您的孩子，请考虑在离学校几个街区外下车。我们感谢您的合作。确保您孩子的安全对我们 

至关重要。 

谢谢， 

Wilmann 先生 

学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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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物招领 

这是提醒学生在春假前检查位于学校办公室外的失物招领处。剩余的任何物品都将捐赠给Goodwill。对于小 

件物品，请到学校办公室。 

12 年级学生- 需要重要信息 

请点击这里报名参加你的毕业礼服或者来学校办公室找兰布里努迪斯女士。提交截止日期为3 月4 日星期五。 

感谢已经填写表格的同学。 

2022 年毕业生筹款呼吁书 

请点击这里为毕业生筹款呼吁信。 

请点击这里为中文翻译。 

Purdy的复活节2022毕业募款 

今年我们很高兴地把这个募款活动带回到学校。如果你计划购买复活节巧克力，无论是为了家庭、朋友、同僚

等，请考虑通过学校。我们能够在所有订单上提成25%。所募款项将用来支持我们学校当之无愧的毕业生们的庆

祝活动。在线下单请点击如下链接：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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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b.bc.ca/_layouts/vsbwww/arch/default/files/KEV-Translations/Chinese.pdf
https://forms.office.com/r/x0eViZkPPd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viewer.html?pdfurl=https%3A%2F%2Fwww.vsb.bc.ca%2Fschools%2Flord-byng%2FFamilies%2FGrad%2520Parent%2520Page%2FDocuments%2Fsbfile%2F220120%2FGrad%2520Fundraising%2520Appeal.pdf&clen=200701&chunk=true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viewer.html?pdfurl=https%3A%2F%2Fwww.vsb.bc.ca%2Fschools%2Flord-byng%2FFamilies%2FGrad%2520Parent%2520Page%2FDocuments%2Fsbfile%2F220121%2FChinese%2520Grad%2520Fundraising%2520Appeal%25202022_2.pdf&clen=278602&chunk=true


下单复活节Prudys 

你会被要求提供email地址，输入后点击Join Campaign。然后你会完成要求的信息并再次点击Join Campaign。 

点击顶部中间的Shop Online，然后是User Marketplace. 这样你可以看到你所订购的物品照片。 

继续Checkout以支付你的订单，这样就完成了。 

下单的截至日期是3月21号星期一，请误延期。订单会在4月1号左右能够提取，但我们还会在收到订单后确认。 

4月24日的瓶子收集驾驶活动 

12年级的同学会举行第二次的瓶子收集驾驶活动。时间是4月24日，周日，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地点是教师停车

场。我们接收在2月1号之后过期的玻璃瓶、果汁盒、铝罐盒牛奶盒。请保存好春假和复活节期间的所有瓶罐。我

们4月24号见。感谢所有罗宾家庭对2022毕业生的的慷概支持。 

PAC 新闻 

亲爱的Byng 家庭， 

3 月8 日晚7 点- 特别演讲嘉宾Brook Parkin 将做一个关于“沟通和理解你的孩子”的演讲，包括如何与你的小 

孩沟通，管理青少年常见问题的策略，了解青少年的发展和对行为的影响，管理屏幕时间和如何避免权力斗 

争。Brook 是注册护士，调解员和冲突解决专家，我们非常兴奋，她将加入我们的夜晚！ 

Topic: Lord Byng PAC "Communicating with your Teen"  

Time: Mar 8, 2022 07:00 PM Vancouver  

Join Zoom Meeting  

https://us02web.zoom.us/j/82492244090?pwd=OURtNEVSdjVDeDROVGpxRzQydktoQT09  

Meeting ID: 824 9224 4090  

Passcode: 751295 

 

我们下一个PAC 会议将在4 月20 日下午7 点。 

 

请支持毕业生生筹款： 

每年，Byng 家长毕业生委员会都会筹集资金来帮助支持我们学校当之无愧的毕业生的庆祝活动。这些庆祝活 

动包括毕业晚宴和舞会，为确保有一个难忘的12 年级毕业活动，它的成本是巨大的。除了自己的学生委员会 

筹款外，学生仍然需要购买门票，并且每年的目标是尽可能降低门票成本。这是我们每个家长所能做的。 

https://fundraising.purdys.com/join.aspx/1376024-92899
https://us02web.zoom.us/j/82492244090?pwd=OURtNEVSdjVDeDROVGpxRzQydktoQT09%20


 

4月24日的瓶子收集驾驶活动 

12年级的同学会举行第二次的瓶子收集驾驶活动。时间是4月24日，周日，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地点是教师停车

场。我们接收在2月1号之后过期的玻璃瓶、果汁盒、铝罐盒牛奶盒。请保存好春假和复活节期间的所有瓶罐。我

们4月24号见。 

感谢所有罗宾家庭对2022毕业生的的慷概支持。 

 

2022毕业季Direct Drive截至2022年3月11号 

周五，3月11号是给12年级庆祝互动进行可抵税捐款活动的最后一天。捐款请点击毕业家长页面：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Families/Grad%20Parent%20Page/Pages/default.aspx  

提前感谢你的支持。 

有其他关于家委会的任何问题，请给我们发电邮到lordbyngschoolpac@gmail.com。 

期待你的联系。 

Girls Will Stay 俱乐部抽奖筹款 

带着Kernel’s 爆米花走进春天 

请点击这里获取更多信息。 

Byng 体育 

Lord Byng 高尔夫球队 

任何希望与其他学校进行高尔夫竞技的学生都可以发送邮件给袁老师eyuen@vsb.bc.ca。有意参赛的同学应在邮

件中注明自己的学号，并说明当前个人的杆数/差点和/或以往比赛经验。尽管球队可以由不同性别或年级的球员组

成，但球队成员应该有过往比赛经验。竞技高尔夫是一项春季团队运动，赛季将在春假后开始进行。 

 

田径运动 

田径赛季已经开始了! 目前，我们于每周三的午餐时间在主体育馆进行练训练。田径运动包括跑步、跳远、投掷、

竞走、跨栏和接力。学生们可以选择他们想要训练的项目。这项运动有学校规模最大的团队，涵盖所有年级。田

径运动是一个保持身体健康或为其他运动锻炼身体的好方法。你可以获得额外的运动加分，这将会是为你申请大

学和写工作简历加分的好方法。另外，在COVID 期间，田径运动也是是很好的选择，因为它主要是在户外进行，

而且是一项非接触式的运动。如果你的孩子这学期没有体育课，它这将会是一个锻炼身体的好方法。除此之外，

这也是一个结交新朋友和享受乐趣的好方法。更不用说（胜利并不代表一切），我们已经连续赢得了10 个市级冠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Families/Grad%20Parent%20Page/Pages/default.aspx
mailto:lordbyngschoolpac@gmail.com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Publications/Documents/Girls%20Will%20Stay%20%20Virtual%20Raffle%20Ticket%20Fundraiser.png
mailto:eyuen@vsb.bc.ca


军！这就是我们的优势。而且，田径队不做任何裁员（没有人会被排除在团队之外）。今年我们将与其他学校竞

争，有联赛、区赛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锦标赛！想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体育办公室的Jack 先生，或发送邮箱至

bjack@vsb.bc.ca。 

 

常规田径训练正在进行中 

训练时间为下午3:30 至5 点，地点在Camosun 公园。以下是春假前的时间表。 

2 月28 日，星期一（10-12 年级） 

3 月01 日，星期二（8 年级和9 年级） 

3 月02 日，星期三（所有年级） 

3 月07 日，星期一（所有年级） 

3 月08 日，星期二（所有年级） 

3 月09 日，星期三（所有年级） 

3 月10 日，星期四（所有年级） 

春假 

辅导咨询部更新 

A 至Gr - Boyd 女士 aboyd@vsb.bc.ca 

Gs to L - Ms. Radic  jradic@vsb.bc.ca 

M to Te - Ms. Smith msmith@vsb.bc.ca 

Tf 至Z - Birsan 女士 ibirsan@vsb.bc.ca 

 

Blush 

辅导咨询老师已经和VCH一起邀请Blush来给8、9、10年级的同学做宣讲。宣讲主要在Fit Time期间进行。主题包

括：健康的关系，性行为安全和媒介素养。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同学参与、学习和提高了这些重要概念。我们很高

兴地支持她/他们并作为她/他们学习的一部分。 

 

2022/2023 年下学年的课程选择 

所有与选课有关的信息现在都在我们的LB 官方网站上。课程规划、课程日历、LB 课程代码、所有介绍、MyEd 

mailto:bjack@vsb.bc.ca
mailto:aboyd@vsb.bc.ca
mailto:jradic@vsb.bc.ca
mailto:msmith@vsb.bc.ca
mailto:ibirsan@vsb.bc.ca


关于课程请求的说明以及选课表都在我们的课程规划网页上。请花时间研究、计划和完成你2022/23 学年的课 

程要求。学生将他们选择输入MyEd 的截止日期是2022 年3 月1 日。学生也需要在3 月1 日之前将选课表交给 

他们的辅导员。祝您计划愉快! 

 

BCeID/STS 

亲爱的11 年级学生，请注册你的basic BCeID。一旦你注册了，你就可以登录STS，并能看到你的成绩单。这对 

于你们的明年将非常重要，因为你将使用STS 为大学发送/订阅你的成绩单。在你的Teams 页面里，有更多关 

于这方面的信息，供你们参考。 

注册BCeID 

BCeID: https://www.bceid.ca/register/basic/account_details.aspx?type=regular&eServiceType=basic 

使用BCeID 登录STS 网站 

 

 

虎年庆祝活动 

请在2022年3月10号之前领取你的虎年幸运奖 

请单击“中奖号码”看看你是否获奖。 

仅代表VSB SWIS罗宾3B项目，我们诚挚祝愿你有一个健康、快乐和繁荣的虎年！！ 

在2月中旬，罗宾3B项目的领导团队花费了大量脑力、体力和时间做了两个精彩的阴历新年视频，在学校里传播美

好愿望和节日气氛。两个祝福和抽奖视频都上传到MS Teams里供每个人分享。 

 

Byng 3B项目 是一个由加拿大IRCC 资助的，以学校为基础的青年项目，于2008 年在Byng 成立，旨在联系、吸

引和支持新移民学生和家庭。 

(照片1：校长Wilmann 先生与3B 项目的农历新年庆祝视频制作领导小组) 

（照片2：bying3B 项目视听制作团队) 

https://www.bceid.ca/register/basic/account_details.aspx?type=regular&eServiceType=basic
https://logon7.gov.bc.ca/clp-cgi/capBceid/logon.cgi?flags=0001:0,8&TYPE=33554433&REALMOID=06-fb120696-8217-4e04-8afc-39fc43162b2a&GUID=&SMAUTHREASON=0&METHOD=GET&SMAGENTNAME=$SM$WuT9%2f37%2binOm4UbeWVok2mdJSAMkGSYk6a90KCXv9CHuGeqR30LTlZRrFpDGf3gWfiM%2f1AiI3w7Wzow0o3Zs0TyogGRh6faN&TARGET=$SM$https%3a%2f%2fwww%2estudenttranscripts%2egov%2ebc%2eca%2fdash%2fdashboard%2fdashboard%2ejsf#action
https://vsbworld.sharepoint.com/:i:/s/ByngStaff/EfGKQ9pAkFRLvjQQd2hlAgMBBTvKxLXcrzFGs-EKB7rJ3Q?e=TO2PBe


 

 

第一段庆祝视频中，校长、副校长、系主任、辅导员、教师、学生以及才华横溢的中国乐器表演者向大家致 

意。 

 

照片3 和4：来自中国器乐表演和学生的问候 

 

第二段视频是幸运抽奖视频，展示了34 个美妙的免费奖品。请查阅“中奖号码”，看看你是否是其中一个幸运儿! 

(获奖者可在2022 年2 月17 日至3 月10 日期间致电/发短信给Janet Chung 女士，到Byng 办公室领取奖品。) 

 

(照片5 和6：在Byng 图书馆的虎年幸运抽奖和副校长Hughes 女士与3B 项目农历新年项目领导小组) 

https://vsbworld.sharepoint.com/:i:/s/ByngStaff/EfGKQ9pAkFRLvjQQd2hlAgMBBTvKxLXcrzFGs-EKB7rJ3Q?e=TO2PBe


 

 

我们希望这些庆祝视频能够丰富文化的多样性，促进联系，并在COVID 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向我们的学校 

社区传播一些欢乐！我们希望这些视频能够为我们的学校带来更多的欢乐。 

 

再次衷心感谢你们所有人对学校和社区中的移民学生和家庭的全力支持! 

Byng 3B 项目领导团队 

Byng Arts信息 

新的申请者 

本周我们已向七年级学生发出了第一轮录取通知。我们将在下周3 月2 日进行第二轮录取。 

请注意，我们仍在审核各年级的总人数，目前我们可能无法向9 至12 年级的申请人发出录取通知。在我们完 

成对人数的审查同时，也感谢你的耐心等候。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了解最新的信息：http://byng2.vsb.bc.ca/byngarts/ 祝所有申请人好运。 

byng 艺术游戏之夜将于3 月7 日至10 日举行 

作为我们正在进行的学院杯挑战赛的一部分，我们将为byng 艺术学院的所有学生举办为期一周的在线晚间游 

戏。在"我们之间"、"Scribbl io"、"密码"和"Kahoot "中试试你的运气。赚取护照徽章和学院积分，并享受其中 

的乐趣。更多信息将在团队和Instagram 上发布，敬请关注并备忘好日期。(游戏安排在周一至周四，晚上8 点 

至9 点在Zoom 进行，每晚都有不同的游戏）。 

byng 艺术课程规划信息– 需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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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需行动：我们希望你在这个过程中协商顺利，没有遇到任何问题。请在3 月4 

日（星期五）之前完成所附表格，让我们知道你所选择的美术课程，并表明你

将表格在秋季返还给学校。 

我的课程选择: https://forms.gle/fZPTUAG9JNUzoPSS8  

LINK TO BYNG ARTS COURSE PLANNING VIDEO  

也请查看学校网站上的课程规划信息： COURSE PLANNING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Byng Arts的问题Mr. Hartley-Folz (jhartley@vsb.bc.ca) 

 

Byng Arts 护照: passport.lordbyng.net 

我们将在6 月再次审核护照。届时，你将需要解锁5 个新的活动。 

如果你的护照有问题，一定要马上处理。请联系hartley-folz 先生。他每天上午都在gallery，或给他发电子邮件

至jhartley@vsb.bc.ca。 

学生会新闻 

学生会每周四举行线上Teams 会议，教室A223 举行面对面会议。我们欢迎每个人，使用下面的链接进入学生会

频道，开始参与进来。STUDENT COUNCIL ON TEAMS 

会议细节：2022 年2 月25 日 

院杯运动会：我们正在计划我们的下一个活动。Byng 艺术游戏之夜。这是为家庭杯游戏准备的! 在我们放 

春假前的一周，我们将有不同的在线游戏挑战。加入我们的行列，参加"我们之间"、"Scribbl io"、"密码" 

和"Kahoot"。游戏将于周一至周四每晚8 点至9 点在Zoom 上进行。 

在Teams 或Instagram（@byngartstudentcouncil）上联系理事会。 

https://forms.gle/fZPTUAG9JNUzoPSS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VIYpNNx00w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Guidance-and-Support/Course-Planning/Pages/default.aspx
mailto:jhartley@vsb.bc.ca
http://passport.lordbyng.net/
mailto:jhartley@vsb.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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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