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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寄语 

 

亲爱的 罗宾 家长、学生和社区成员们， 

 

特别感谢参加周三晚上的 Lord Byng PAC 会议的所有家长。 

因为有这样的与我们家长社区会面的机会，学校和社区之间建立了宝贵的联系，并使我们所有人都能在这种共享的协

作和联系伙伴关系中支持我们的学习者。会上，雷兹勒女士提供了学校图书馆改建改造的重要进展，还向家长简要介

绍了我们针对参加室内体育赛事和学校活动的访客的健康和安全规程的新变化。感谢 Tammy Baltz 女士和 Kristin 

McAllister 女士，我们的 PAC 主席促成了这次宝贵的对话，以及在审查教师申请 PAC 资金以支持我们如此多的基

于学校的举措方面所做的所有工作。 

 

祝大家度过一个充实和宁静的周末！ 

 

Mr. Wilmann 

 

学校新闻 

 

感谢大家又迎来了一次令人难忘的学习之旅，一如既往，又是值得骄傲的一周！ 

上周的亮点包括我们周三的纪念日仪式以及非常完整的秋季田径运动，以及每天在 Byng 进行的令人难忘的“动

手”“思想”学习。 

这是一个简短的摘要： 

Lord Byng 向死难者致敬： 

感谢所有努力创建我们的纪念日集会的员工和学生! 

今年的集会是一个虚拟的广播，在周三下午同时向全校展示。在仪式期间走过走廊时，有可能听到针掉在地上的声音

，因为学生和老师们聆听并反思了非常感人的演讲，强调了所有加拿大军人的勇气和承诺。加拿大原住民阿富汗战争

老兵麦肯齐·罗宾逊和他的兄弟大卫·罗宾逊坐在一起，解释了为什么戴罂粟花很重要，并花时间反思退伍军人的贡

献。其他音乐元素包括 Moe Kida 演唱的国歌、Jeffrey Zheng 的 Last Post 以及弦乐乐团演奏 Schindler’s 

List 中的主题曲。约翰斯顿先生汇编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短片，并帮助向学生解释了在战斗中受伤

的退伍军人的长期痛苦，我们自己的媒体专家泰森先生汇编并制作了该视频。 

 

感谢 Ms. Lan, Ms. Anderson, Dr. MacLennan, Mr. Johnston 和 Mr. Thiessen 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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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e Kida 唱加拿大国歌（下图）: 

 

  约翰斯顿先生解释了战争对加拿大退伍军人的影响。（下图） 

 
加拿大原住民退伍军人麦肯齐罗宾逊与他的兄弟大卫罗宾逊谈论纪念日的重要性。（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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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ffrey Zheng 演奏 Last Post（上图）            高级弦乐团演奏辛德勒名单的主题曲，露丝·安德森女士指挥（上

图） 

                                                              

  
 

其他亮点包括： 

基于项目的学习： 

我们探究学习模型的一个主要重点是支持学生成为独立自主的学习者的过渡。 

作为一所学校，我们将继续支持这种与核心能力和课程能力、我们的四大学习支柱以及教育部对受过教育的公民的愿

景保持一致的转变。 

我们的教学和评估实践发生了许多变化，以支持这种调整。 

这些包括： 

• 学生对核心能力的自我评估 

• 8 年级和 9 年级的基于熟练程度的评估 

• 将原著民族的学习融入所有课程领域 

• 灵活的教学时间和全区学期系统的引入 

• 引入新课程：职业生涯教育 10 和职业生涯链接 11 和 12 

• 12 年级 Capstone 项目 

 

支持我们教学实践转变的另一个主要贡献是Lord Byng学习共享区正在发生的转变。 

以下是关于学习共享区及其如何支持 Byng 的 21 世纪学习的简短更新： 

Lord Byng 图书馆和学习共享区： 

 

大家好！我们很高兴地说，罗宾图书馆终于回到了学校蓬勃发展的中心。这个空间有一种在过去一年中被错过的能量

，它具有包容性和吸引力，让学生可以通过他们的作业、学习和阅读进行联系。教师们正在为许多新颖的研究和基于

探究的项目带回他们的课程。反过来，学生们通过关注批判性和反思性思维以及沟通与协作等领域来发展他们对核心

能力的理解。 

图书馆在走廊上制作了两个公告牌。一个展示由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不同作者撰写的书籍，以引起人们对图书馆

所提供的多样性（跨文化的文学）的关注，另一个则具有轮换的季节性焦点。 （现在是假期） 

 

我们很幸运每月都有许多新书到货，为 Byng 的学生提供当前和相关的材料，这些材料涉及各种逆境以及鼓励反思和

自我意识的社会问题。 Lord Byng 图书馆继续是该地区阅读率最高的图书馆之一，清楚地表明我们学校的学生阅读

热情。我们不能把书放在书架上，这是我们欢迎大家的问题。 

此外，对于已经回到图书馆的所有精彩活动，我们很高兴地说它将焕然一新。我们正在更新空间，以创造一个更具吸

引力和包容性的 21 世纪环境。将有新的固定装置，以允许更多的开放概念和一些阅读角以及新的地毯和入口。这是

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Michelle 今年加入了图书馆团队，带来了一些新的想法和概念。这带来了早就应该出现的新的能量和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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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dbynglibrary@weebly.com 

 

本周发生的其他令人兴奋的实践学习机会包括： 

Mallette 先生的高级化学 12 班的化学学生学习化学和溶解度平衡：化学 12 名学生正在结束我们关于化学和溶解

度平衡的广泛单元。 

这是实际应用与化学平衡相关的理论和分析概念的机会。 

另外，这很有趣！ 

 

 

mailto:lordbynglibrary@weeb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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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12 学生了解职业的机会： 

 

“11 月 12 日星期五，来自 UBC 的 Peter A. Allard 法学院的四名学生来到我们学校，为法律研究 12 的学生做

了关于合同法的演讲。演示文稿谈到了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所需的五个要素。演讲还概述了无法在法庭上执行合同的

情况。学生被分成小组，并积极参与由演讲者设计的小组活动。介绍结束后，法学院学生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关于合

同法和 UBC 法律课程问题。” 

 

 

 

 

 

 

 

 

 

 

 

 

 

 

 

 

Charlie Jiang，法律十二年级学生 

 

在学生学习课程时了解职业选择只是学生在高中及以后学习建立联系的方式之一！ 

 

这次演讲的一个好处是，来自阿拉德法学院的一位出席演讲者是前 Byng 毕业生 Josh Lerner。 

 

感谢 Yuen 先生和 Charlie 分享此更新。 

 

3B项目：捐赠给 Covenant House Vancouver 

 

3B项目只是Byng的学生必须为我们的社区带来改变的绝佳机会之一。 

 

Bridge、Bond 和 Build 是这个俱乐部的动力，由我们令人难以置信的安居工作者珍妮特钟女士在 Byng 经营。该俱

乐部的目的是将新移民家庭与社区和学校联系起来。 

 

这项最新的筹款计划涉及100多名学生，他们筹集了超过13,000加元的资金，这些资金已于周五在图书馆放学后的聚

会中提交给 Covenant House！！！ 

支票由Vulgaris先生代表学校出示。3B项目和钟女士干得好，感谢您在Byng建立了如此积极的气氛、文化和社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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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罗宾表现出这样的爱心、同情心和创新！！ 

 

每日健康评估 

 

所有学生和教职员工在上学前都必须完成每日健康检查，出现COVID症状和/或感觉不适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不应上学。 

家长和看护人有责任每天在送孩子上学之前对其进行评估。 

K to 12 Health Check网站和应用程序是一种根据您的孩子的症状决定是否应该上学的简单方法。您可以在您的设备

上下载该应用程序： 

 

• IOS 设备（iPhone/iPad） 

• 安卓设备 

 

每日健康检查表可在此处获取：English, ਪੰਜਾਬੀ ,  عر .ى , 简体中文 , 繁體中文 , Français , �فار , Tagalog 

 

如果您的孩子在学校生病 

任何出现类似 COVID-19 症状的儿童都将被转移到一个隔离的空间，例如急救室或指定的保健室，在那里他们将受到

工作人员的监督和支持。 

家长/监护人将收到通知并建议尽快接走他们的孩子。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english.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punjabi.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punjabi.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punjabi.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arabic.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arabic.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arabic.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chinese-simplified.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chinese-simplified.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chinese-traditional.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chinese-traditional.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french.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farsi.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farsi.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farsi.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covid/daily-health-check-tagalo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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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确保学校有您当前的联系方式，包括紧急联系方式，以确保及时接人。 

 

戴口罩 

根据省级指南的要求，所有教职员工、4 至 12 年级的学生和访客在所有室内区域都必须佩戴口罩，包括： 

• 在他们的办公桌前 

• 在校车上 

例外情况包括： 

• 因健康或行为原因无法忍受戴口罩的人 

• 一个人在没有他人帮助的情况下无法戴上或取下口罩 

• 如果为了识别佩戴者的身份而暂时摘下口罩 

• 如果为了参加戴口罩无法进行的教育活动而暂时摘下口罩。 

• 如果一个人正在吃或喝 

• 如果有人在障碍物后面 

• 在为有残疾或不同能力（例如听力障碍）的人提供服务时，视觉提示、面部表情和/或唇读/动作很重要。 

 

手卫生和呼吸礼仪 

学校工作人员将继续关注经常洗手（手消毒）和适当的呼吸礼节，例如咳嗽/打喷嚏时要捂着袖子或纸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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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保正确洗手。学校还为公共区域、没有水槽的教室以及入

口和出口位置提供了手部消毒站。 

 

清洁和消毒学校 

与去年一样，区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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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预约的面对面访客。如果您想预约见面，请在来校前直接与学校联系。所有访客都必须戴

上口罩，完成每日健康检查并遵守所有 COVID 安全指南。 

 

保持距离 

学校将继续在学生之间创造空间。这将包括管理学生在走廊和楼梯间等公共区域的活动，以防止拥挤。还将提醒学生

尊重他人的个人空间，与他人保持距离，并尽可能分散。我们还将继续尽可能多地带学生到户外参与学习。 

 

通风 

在过去的一年里，所有学校的通风系统都得到了显着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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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控制以最大限度地将外部空气吸入学习空间。还进行了相关工作，以确保可以打开学习空间的窗户以提供

良好的通风。 

 

喷泉和瓶站 

饮水机和瓶站现已开放。请把你的水瓶带到学校。 

 

更多信息 

可在此处找到有关保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学校开放和安全的计划和指南的更多信息。学区继续鼓励所有符合条件的人

全面接种 COVID-19 疫苗。此处提供有关疫苗接种的详细信息。 

 

家长教师会议 – 11 月 25 日星期四 – 2:06pm提前放学  

 

学校预约更新 

 

亲爱的家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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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了解到家长教师会议的许多时间段都已满。请注意，如果您希望预约见到的所有老师，您将需要通过电子邮件或

电话与老师联系，以安排进一步联系的机会。此会面请求可以在整个学年的任何时间进行。 

 

感谢您的耐心和包容。 

 

 

Mr. Wil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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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ace街停车 

• 请不要开车经过员工停车场 

• 请不要使用在 Lord Byng 正门的车道 

 

如果您需要接送孩子，请考虑在几个街区外下车。我们感谢您的合作，以确保您孩子的安全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谢谢， 

 

Mr. Wil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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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厅服务和午餐时间 

 

学校食堂现已开放提供午餐服务。 

学生可以从餐厅购买午餐，只要有空位，就可以在午餐室一次坐 15 分钟。由于 VSB 的当前指导方针与省卫生局的

指令一致，自助餐厅目前仅以 50% 的容量运营。大家可以在大楼内的其他午餐空间包括小型体育馆，如果天气允许

，也可以在大楼外的桌子上。 

 

储物柜 - 在线预订 

 

注意：重要通知 

请注意，没有锁的储物柜可能会被立刻即重新分配。新生请找陈老师到校办公室办理储物柜登记。 

 

如果您在未在线注册的储物柜上加锁，请将其取下，否则办公室将会把锁取下。登录 

https://byng.lockerassignment.com/ 选择储物柜并阅读学生说明以在线选择储物柜：请单击此处获取有关如何在

线预订的说明。如果您已经在网上选择了储物柜，请在您的储物柜上锁上锁，以便在 9 月底之前领取。否则，我们

可以将储物柜重新分配给需要它的其他人。 

 

如果您已在 B-Building Auditorium/Band 区域注册储物柜，请登录 https://byng.lockerassignment.com/ 查找您

的新储物柜编号，该编号替换了您在线选择的原始储物柜编号。新一批38-87号储物柜更换了原来的储物柜B97-B136

； B1227-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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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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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年度寄语和小时候照片 

 

我们已经开始收集今年的年度文章。想要在今年的一年一度的 Artona 肖像照片中附上他们选择的简短书面声明的毕

业生需要进入转到此链接。 

 

毕业生还可以选择上传自己的小时候照片作为年鉴。撰写和递送小时候照片的截止日期是 11 月 22 日。 

 

BC 学生信息确认表 

 

BC 学生信息确认表格可在 MyEd 门户网站上获取，适用于 9 至 12 年级。我们没有收到许多需要在办公室更改的表

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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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打印文档并清楚地手写更改，以便我们更新记录。请让您的孩子将表格交给办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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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是毕业要求，所有 12 年级学生都将自动注册写这

篇文章。 

更多关于日期、时间和学生将在学校写作的信息。 

 

10 年级的算术和识字考试已移至 4 月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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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更多的机会将在未来几年内提供。 

更多关于日期、时间和学生将在写作的信息将会在学校发布。 

 

尚未完成计算 10 和识字 10 评估的 11 年级和 12 年级同学，预计将注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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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s（合唱团和乐队） 

 

请和我们一起祝贺 Byng Arts (Choir & Band) 12 年级学生 Jeffrey Zheng 在音乐创作方面取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

成就。Jeffrey在今年的国际大师作曲比赛中获得金奖！ 

Grand Maestro 国际音乐比赛是由官方注册的专业音乐组织 Concours de Musique et des Beaux Arts Canada 举办

的在线比赛，旨在培养和挑战年轻音乐家和表演艺术家的音乐能力。 Concours de Musique et des Beaux Arts 

Canada, 成立于 2006 年，由国际音乐会艺术家、知名音乐机构的大学教授、经验丰富的教师和来自世界各地各种考

试委员会（例如皇家音乐学院、皇家音乐学院联合委员会、三一音乐学院、GMIME）的考官组成，以提升全球音乐表

演标准为使命。 

Jeffrey的作品《与你同行》在国际大师音乐大赛中获得金奖，Jeffrey在他的作品中展示了对和声的复杂运用，他的

旋律展示了简约之美。总体而言，《与你同行》是一部结构合理的作品，在音乐架构使用方面的表现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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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场地圣诞树 

 

传统还在继续！我们将从 11 月 27 日起在网球场出售树木！请让您的朋友和家人知道我们回来了！此次筹款活动的

收益将用于 Lord Byng Athletics Program。 

 

罗宾田径 

 

现在允许观众参加室内体育赛事 
进入健身房时，请按照指示牌走。您将扫描墙上的二维码并输入您的姓名。请戴上口罩并在看台上保持距离。 

越野 

祝贺越野队的所有成员，他们在雨天和泥泞的条件下，参加了周六在杰里科海滩公园举行的 BC 锦标赛。 

遗憾的是，我们今年没有高年级男孩。 Sarah Lam，是我们唯一的女高年级女生，她以非常可敬的成绩代表了我们学

校。 

在少年女子比赛中，有 25 支队伍和 265 名选手。 Byng 团队获得了第 20 名团体和两个前 25 名个人名次的成绩

。该团队包括 Chloe Symon，她在比赛中表现出色，获得了第 4 名，与奖牌插肩而过。 Jeevut Sajjan 也有一场出

色的比赛，获得第 20 名。球队的其他得分手是 Elysium Phillips 和 Clara Ho。排在 Byng 小队的还有梅根·麦

卡恩、路易莎·威廉姆斯和卡琳娜·冯·特雷巴。 

在少年男子比赛中，有 29 支球队和 240 名选手。 Byng团队获得了团体第 8 名和一个前 25 名的个人成绩。团队

包括 Eli Mullin，他在比赛中表现出色，获得第 9 名。Isaac Dance 排名第 32 位，Jonas Groves 排名第 62 位

。 Marko Radic 是 Byng 的最后得分成员，Aiden Liu、Brandon Wulff 和 Jessie Gates 组成了团队。灰幽灵干得

好！ ...... 田径队明年春天见！ 

 

Mr. Jack 

 

 

Lord Byng 的叶子证书项目 

 

Lord Byng 的LEAF证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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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 

环境 

行动 

原著民族的学习原则 

 

在 Lord Byng ，我们创建了一个证书课程，通过让学生参与一个指导行动项目，在领导力和社区发展领域有重要的

学习，专注于环境和社区，并利用原著民族的学习原则，来满足 Capstone 的要求。 

 

学生将在他们的 Capstone 项目与原著民族的学习原则的至少一个要素之间建立直接联系。一批教育工作者将促进体

验式和探究式学习项目，这些项目旨在通过学生的学习与当地环境和全球问题联系起来来提高和发展领导技能。 

 

LEAF 证书项目通过本地视角提供 BC 课程，使学生能够在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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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始于学生参与俱乐部、课外活动或个人情感项目。他们记录他们的过程并在 LEAF 框架内展示他们的项

目，以获得综合的、以行动为中心的学习的认证证书。 

 

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系您的 Capstone 老师 York 女士 (lyork@vsb.bc.ca)、Calman 女士 (scalman@vsb.bc.ca) 或 

McKeen 先生 (smckeen@vsb.bc.ca) 

 

顾问部门信息更新 

 

A 至 Gr – Ms. Boyd aboyd@vsb.bc.ca 

Gs 至 L – Ms. Radic jradic@vsb.bc.ca 

M 到 Te – Ms. Smith msmith@vsb.bc.ca  

Tf 到 Z – Ms. Birsan ibirsan @vsb.bc.ca 

 

12年级毕业信 

这是 12 年级学生所有家长/看护人的最新毕业信： 

毕业信： 12 年级毕业信 

 

罗宾网站上的 12 年级和咨询页面： 

我们想分享 2 个很棒的资源： 

我们 罗宾 网站上的咨询页面：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Teaching-and-Learning/Classes-and-

Departments/Coun sell/Pages/default.aspx 

 

我们罗宾网站上的 12 年级页面：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Guidance-and- 

Support/Grade%2012/Pages/default.aspx 

 

这两者都有大量不同的资源。请随意浏览它们并根据需要使用它们。与往常一样，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时与我们

联系。 

 

12 年级家长展示：12 年级高中毕业及以后家长展示 

Radic 女士和咨询团队的其他成员要感谢所有参加我们 Zoom 演示的家长。请继续鼓励您的少年来找我们，以便我们

可以帮助他们完成升学申请流程。我们为他们在这里提供学生和家长演示文稿：12 年级毕业和以后的演示文稿 

Grade 12 Graduation & Beyond Presentation Oct 2021.pdf 

 

 

11/12 年级高等教育访问 

我们已经发布了一些高等教育信息会议的信息。所有这些信息都在专上频道下的 11 年级和 12 年级学生Teams（

mailto:aboyd@vsb.bc.ca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Guidance-and-Support/Grade%2012/Documents/sbfile/211031/Grade%2012%20Graduation%20%26%20Beyond%20Presentation%20Oct%202021_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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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 年辅导）中。如果您对这些感兴趣，请参看大学信息会议。 

 

PAC 新闻 

 

亲爱的 Byng 家人，有很多很棒的事情正在发生。请阅读以下所有信息！ 

 

PAC 会议：感谢所有能够参加本周 PAC 会议的人。我们感谢 Wilmann 先生提供学校总的信息更新，感谢 Vulgaris 

先生提供家长教师会议的更新以及 Rezler 女士提供图书馆升级的最新信息。在会议上，为各种俱乐部和计划批准了

不超过 30,000 加元。 PAC 将一些总额超过 50,000 加元的较大资金申请的审查推迟到 1 月 PAC 会议，届时我们

将获得昨天启动的年度筹款活动的结果。 

 

我们请求有能力的家庭考虑在我们的学校社区进行 100 加元的有退税收据的投资——积少成多的帮助！这些资金用

来提供额外的设备和资源来增强您孩子的学习体验，将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差异。几乎每个部门和项目都受益于 PAC 

的资助，这意味着数百名学生也受益。有关如何使用资金以及去年资助内容的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s://www.lordbyngpac.com/support-us。要捐款，请访问 SchoolCashOnline。请务必选择“S-LORD BYNG PAC”

作为资金目的地。在“致学校董事会的消息”部分下的“消息”字段中，您必须输入“LORD BYNG PAC”。或访问 

Lord Byng PAC 网站 www.lordbyngpac.com 并单击“立即捐赠！”按钮。 

 

对于那些无法加入我们会议的人，下面是录制会议的链接。 

主题：PAC 会议 2021 年 11 月 17 日 

会议录音 

访问密码：#LBPAC21 请注意，链接将在 7 天内可用。 

 

请支持毕业班筹款： 

感谢所有支持毕业班委员会绿色植物销售的人 - 筹集了超过 2,100 美元！植物提取时间将在 11 月 29 日星期一和 

11 月 30 日星期二在 Lord Byng 附近进行。具体细节将在下周某个时间通过电子邮件直接发送给购买物品的人。 

 

Purdy 假日2022 年毕业班筹款活动 

Purdy's 巧克力的订购仍然开放，直到 11 月 29 日星期一。如果您打算在这个假期为家人、朋友、办公室同事、女

主人礼物等购买任何巧克力或坚果，请考虑通过学校购买，因为我们在所有订单中赚取 25%。筹集的资金将用于支持

我校应届毕业生的庆祝活动。订单将在 12 月 8 日左右提供路边取货，在我们收到订单后会进行确认。如需在线订

购，请点击此处。 

 

您将被要求提供您的电子邮件地址。输入它并单击加入活动。然后您完成所需的信息并再次单击加入营销活动。 

• 点击 Shop Online 顶部中心 - 然后使用 Marketplace - 这样您就可以看到您订购的商品的照片 

• 完成后继续结帐，为您的订单付款。 

 

对于任何其他与 PAC 相关的查询，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lordbyngschoolpac@gmail.com，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s://www.lordbyngpac.com/ 

 

Lord Byng 家委会网站 https://www.lordbyngpac.com/ 将刊登中文版本的 BYNG 学校新闻通讯； 感谢所有参与翻

译的家长志愿者们！ 

 

谢谢您的支持！罗宾PAC 

 

戏剧信息 

 

艺术俱乐部教育呈献：大师工作坊系列 

  

加入大师工作坊系列，这是艺术俱乐部和 Arts Umbrella 为青少年提供的独特计划！这个八级系列节目为 13 至 18 

mailto:lordbyngschoolpac@gmail.com
https://www.lordbyngpac.com/
https://www.lordbyngpa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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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新秀演员提供了一个磨练技能的机会，并在探索播客、木偶戏、格斗编舞、体育戏剧等的过程中向业内最优秀的

演员学习！成本：每间工作室 50 美元。 

课程将在 11 月至 6 月的特定周末在格兰维尔岛（Arts Umbrella 或 Arts Club 的 Granville Island Stage）进

行 

第一工作坊： 

从语音到播客 

周日，11 月 21 日，上午 10 点至下午 2 点 

 

在这里注册 

 

视觉艺术信息 

 

周二艺术学校画廊在线演示 

 

OCAD 大学 – 11 月 23 日：上午 9:45 至 10:30 

了解有关艺术职业、为艺术学校准备作品集以及多伦多 OCAD 大学课程的更多信息。 

https://www.ocadu.ca/ 

 

CAPU和UAL的开放日信息 

了解有关 CAP U 的 IDEA 计划的更多信息 

在 IDEA 计划中获得视觉传达设计学士学位。与过去的 Byng 毕业生一起参加此图形传播和插图课程。通过参加他们 

11 月 20 日的在线开放日了解更多信息。 

注册视觉传媒：www.capilanou.ca/explore 

 

伦敦艺术大学 (UAL) 秋季信息会议 

注册参加活动、注册作品集评论或了解更多关于国家作品集日的信息。 

• 虚拟信息会议：申请问答 - 每隔一个星期二（下午 3:30 - 4:30） 

• 国家投资组合日：11 月 20 日和 12 月 10 日 - 上午 10 点至下午 2 点 

• 虚拟作品集审核：联系预约面试将于 2022 年 2 月和 3 月进行。 

通过网站注册：www.arts.ac.uk/canada 

 

BYNG ARTS信息 

 

该计划的新申请人 

如果您有兴趣加入 Byng Arts 计划，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以获取有关申请流程的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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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此处查看我们的信息视频 

 

提交申请的截止日期是 12 月 16 日。申请将于 11 月 8 日开始在线提供。 

 

Byng Arts Passport：passport.lordbyng.net 

我们将在下周发送您护照上的最新进展，因此请确保您在本周末之前按计划进行并提交了证据。如果您在护照方面遇

到问题，请早上在画廊拜访 Hartley-Folz 先生，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jhartley@vsb.bc.ca。到学期末，您至少需要

参加 5 场活动，并且越多越好！！ 

 

下面的视频解释了有趣但强制性的 Byng Arts Passport 的目的，如何注册和激活您的帐户，以及如何提交您参与艺

术的证据。 

护照信息视频链接PASSPORT INFO VIDEO LINK 

 

http://www.arts.ac.uk/canada
https://youtu.be/5SbZN64oD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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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你好运——没有 ART，你就无法变得聪明！ 

 

学生会新闻 

 

学生会每周四在 A226 房间举行小组会议和面对面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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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8 日会议更新 

食品银行： 

对于即将到来的食品银行筹款活动，我们在权衡利弊后决定利用 SchoolCashOnline 接受捐赠而不是罐头食品。在本

周的会议上，我们集思广益地讨论了一两个可能的 12 月活动，在那里我们可以玩得开心，让每个人都沉浸在节日气

氛中，同时也为一个好的事业筹集资金。 

 

晚会更新：晚会主题投票已经结束，今年的晚会主题已经敲定。它是……*鼓声*……“茶话会”！我们期待着每个人

的春天和爱丽丝梦游仙境主题的精神。对于壁画，我们很可能会在新的一年开始。如果您有兴趣，请留意。 

 

请在Teams 或 Instagram (@byngartstudentcouncil) 上的联系学生会 

 

晚会主题已选定！主题是“TEA PARTY – 5月12日” 

当我们计划今年的艺术庆典时，我们邀请大家来到兔子洞！我们正在制定场地、壁画和活动计划，同时尊重 Covid 

规则和规定。请继续关注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