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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寄语
亲爱的罗宾家长、学生和社区成员：
感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以及PAC主席Kristin McAllister女士和副主席Tammy Baltz女士在周三晚上举行的7年级家
长和学生信息晚会上的所有支持。该活动在ZOOM上举行，为罗宾员工和7年级家长和学生社区提供了一个联
系，并邀请我们即将到来的7年级学生加入我们的学校社区的机会。
特别感谢您对罗宾中学的激动人心的世界提供了见解，来到我们的学生座谈会来回答问题，以及我们非常有才华
的学生电影制片人和12年级学生Theo Robson以及我们令人惊叹的Matt Thiessen先生的为演示文稿创建的欢迎视
频。家长需要回答的许多问题之一，是了解计划于2021年9月在整个温哥华学区开始的新学期教学体系。
下次预定的PAC会议将于6月9日举行，这将是一个机会，为我们罗宾社区中的所有父母提供有关新学期模式的概
述。
一如既往地感谢您的支持，祝您周末安心、安全！
Mr.Wilmann
学校新闻
建立文化、气候和社区是本周的主要主题，有机会欢迎新员工，以学习社区的身份进行联系和协作，并花时间反
思我们学校正在进行的一些令人惊叹的工作！
以下是上周的一些亮点：
上星期三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充满动感的一天，我们在工作人员会议上介绍了我们的新工作人员：Darlene
Hughes被任命为我们的新副总裁，她将于9月份与我们一起开始工作，并带来了她从Tsimshian文化遗产传承中获
得的一些丰富知识与我们分享，她称自己为“埃斯卡巴”（Escaba），这是一个尖锐的单词，将一个人描述为“闲
谈”或“健谈”。休斯女士将接替伍德女士接班，伍德女士将于9月开始产假。
Svetlana Lambrinoudis被任命为现任罗宾办公室经理，并接任Kendra Coulter的职务，Kendra Coulter已转任基拉尼
中学现任职务。 Svetlana曾在VSB Newcomer接待中心担任过职务，从中获得了很多知识。
泰德·霍克斯塔德（Ted Holkestad）被介绍为我们的新SACY青年参与工人，取代了三月份开始休产假的贾克
琳·张（Jaclyn Chang）。 泰德（Ted）会带来丰富的知识，他曾担任罗宾SACY团队的成员。
欢迎大家，我们很幸运能让大家加入我们，在我们的四大学习支柱的基础上分享我们的集体旅程和共同的
学习愿景：
•
•
•
•

学生参与
土著教与学
社交与情感学习
包容与多样性

以下是本周的其他一些亮点:
通过非殖民化的镜头建立沟通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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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霍利（Warren Hooley）通过他的熟练协助，来要求我们所有人反思我们作为社区的价值观。沃伦·霍利
（Warren Hooley）提供了一系列沟通工具，可用来支持我们通过非殖民化镜头建设包容性和关怀社区的旅程。
为社区提供其关联性和意义，并为员工提供便利的分组讨论，沃伦给员工提供了彼此联系并使用他介绍的一些重
要交流工具的时间。
这是沃伦（Warren）此前曾领导与罗宾学生论坛（Byng Student Forum）举行的土著盟友和领袖会议的第二
次访问。
我们期待与沃伦继续合作，沃伦将在秋天再次加入我们，为我们的集体旅程的下一阶段提供指导！

包容与多样性：庆祝亚洲历史月
Noguchi女士的Farzat Selo，Henri Li，Scarlet Hahn和Alan Chen班级的学生在每日学校公告中对学校进行了更新，
内容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加拿大人的经历，强调了导致日本被拘留的集体歧视。

这是日语班学生所作演讲之一的简短摘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移民在东温哥华建立了日本小镇。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拿大政府在加拿大
各地建立了几个日本拘留所。 其中大多数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此处。
在那里，日本家庭被带离家园，被送到营地，在那里他们将失去权利和自由，将无薪工作。 有22,000名日本人因
营地而流离失所。 上一个营地于1949年关闭，不幸的是，日本镇从未被日本人收回。 直到今天，日本小镇的残
余物仍然存在。”
学生会学生还介绍了加拿大华裔的经历，包括在建设加拿大太平洋铁路期间对在华工作的华裔移民的待遇，以
及发送了这一非常重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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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月中，我们希望您能进行自我教育并了解有关亚洲文化和历史的更多信息，承认歧视亚洲人的历史，并阻止当
今种族歧视所有有色人种。
有关其他历史事实的更多信息，请在instagram上查看
@lordbyngstudentcouncil以获取每周帖子。 我们希望无论背
景如何，学生都可以有能力自信地表达自己的文化身份。”
干得出色克拉拉·金（Clara Kim）、学生会和学生会的赞助商以及
反种族主义首席老师凯文·桑德尔先生！
在整个“亚洲历史月”中，教职工将继续提供有关“亚洲历史”和“亚
洲”经验的最新信息亚洲加拿大人，将在我们相互支持和相互学习
的同时，为我们多元化的学习社区提供支持！ 大家干得好！
社交和情感学习：
通过SWIS 3B计划建立社区联系
罗宾的SWIS 3B计划继续致力于通过支持温哥华街头青年的筹款活动来支持我们的社区。
本周，飞兆电视台的记者访问了这个令人惊叹的节目的工作。 记者们周五参观了学校，并采访了工作人员和学
生，包括来自新移民欢迎中心的SWIS工人经理Wilmann先生，Jerry Wu以及我们出色的SWIS工人Chunt Chung女
士。 到目前为止，Chung女士和她的学生志愿者团队的工作已经通过抽奖活动和其他筹款活动筹集了数千美元，
其中包括在线拍卖来自Byng和我们社区学校的学生艺术品。

该项目通过3B青年参与计划的任务，为我们的新来青年提供了一个在社区中建立积极联系的机会：
什么是3B？
3B代表桥梁、纽带和建设
1. 桥梁…。 将移民/新移民与学校和外部组织的社区联系起来，以提供计划、服务和支持。
2. 纽带.…帮助移民/新移民建立关系在他们之间，与学校社区人群，与来自各地的组织的人群的关
系。
3. 建设….. 增强移民/新移民的个人能力并培养团队动力，以促进他们的定居过程增强加拿大的归属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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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青年领袖周五在主走廊上贴上标语，以向工作人员和学生们传达希望和关怀的信息，传递给温哥华无家可归的
青年，所以请来为我们的温哥华街头青年写下希望的信息！

钟女士和3B青年领袖真是太棒了!!!!!
谢谢希望的礼物！！！
每个人都做得很好-感谢再次振奋人心的一周!

接待国际学生–加入Langara寄宿家庭
安加拉学院邀请您和您的家人参加今年受邀的VSB国际学生，以加入我们备受
推崇的寄宿家庭计划。 我们的学生来自欧洲、亚洲和南美-通常会停留5到10
个月，并且热衷于体验与温哥华家庭的生活， 将提供了慷慨的报酬。
请致电604.323.5696或发送电子邮件至homestay@langara.ca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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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H关于儿童常规预防接种和公共卫生的信息
如您所知，COVID之前，温哥华小儿科团队的护士为幼儿园、6年级和9年级的学生开设了学校常规的儿童预防接
种诊所。 鉴于已经重新部署了护士，请点击此处，从VCH中找到一封信，此概述了常规的儿童预防接种信息、
听力和视力筛查信息、牙科保健和青年诊所的信息。
购买年鉴的最后机会
今年的《罗宾年鉴》（标题为《变形记》）即将出版。 这是保证为您的孩子提供副本的最后机会。 您可以通过
以下网址通过学校现金门户网站以$ 50的价格购买副本：
学校现金门户
年终将有数量有限的年鉴可供购买，以先到先得的原则进行，但是尽力避免可能的失望应立即购买。
季度时间表
第四学期Day 2（P4）课程将于5月17日开始轮换回教室与老师面对面上课.
请参阅轮换时间表：学生F2F轮换日历（2021年1月21日修订）。
•
•
•
•
•

在第四学期，大多数8年级和9年级的学生每天、每周5天有一个弹性期课程，而10-12年级的学生每周至
少有两个弹性期课程。
老师将在第四学期开始时与他们的班级交流弹性时间表.
在弹性期间已经安排好的线性课程优先于远程课程.
欢迎学生使用第四学期的弹性时间表以便保持井井有条.
请注意，6月2日（星期三）是指定的员工合作日，当日在弹性期课程不会上课.

学生工作区申请表–第四季度
在第4季度需要工作区的学生必须填写此表格以保留空间。 请注意，空间有限，只有注册了工作空间的学生
才能占用专用的工作空间，并且必须始终遵守以下健康与安全要求:
1. 始终保持2米的距离。
2. 坐前必须清洁双手。
3. 必须始终戴上口罩。
4. 该地区禁止饮食。
5. 学生不得共享设备。
6. 使用后，学生必须清理桌子。
7. 学生只能坐在指定的座位上。
这些工作区域的专用位置是:
1. 上层夹层楼（图书馆外）
2. 美术馆
3. 美术馆门厅（皇冠街入口）
全校虚拟大会
全校虚拟大会-更安全的学校在一起：反种族主义-5月19日，星期三-Flex A和Flex B
• 我们很高兴地宣布，我们将于5月19日举行一次全校反种族主义大会.
• 请注意，这一天将没有2-3区块的常规Flex机会。 取而代之的是，区块2-4期间A将留在Flex A中（10:30
am-11:30am），而区块2-4期间B将在Flex B中提前到达（12:15 pm-1:15pm）.
• 该虚拟集会将与您的Block 2-4老师和Flex班一起举行。 如果您没有2-4课的班级，请与Vulgaris先生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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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返回罗宾中学2021-2022
不打算在2021年9月返回罗宾的学生，请单击此处，并将填写好的表格交还给学校办公室的Tichelman女士.
PAC 新闻
下次PAC会议的日期变更– 我们已决定将下一次PAC会议通过Zoom移至6月9日（星期三）下午7:00，因此下周将
不会举行PAC会议。 更改会议日期将使Byng的工作人员能够向家长提供有关将于明年开始实施的新学期系统的最
新信息。 我们鼓励父母通过此处的google表格提前提交问题。 如果您想在PAC会议的更新中涵盖特定主题，也可
以使用此表单。 这将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次PAC会议，希望您能加入我们!
寻找捐款用于老师欣赏虚拟幸运抽奖 – 虽然我们无法举办年度老师的感谢午餐，但我们仍在继续接收捐赠物品的
传统，这些物品将在6月用于特殊老师的感谢虚拟抽奖，这是对我们在此期间对他们辛勤工作表示感谢的一个小
标志。去年。我们要求家庭考虑捐赠诸如礼品卡（特别是来自本地企业），葡萄酒，礼品篮，商业生产和密封的
特色食品（如巧克力，饼干，咖啡或其他个人物品）之类的物品。只限新商品。很抱歉，我们不接受自制产品。
请在5月28日（星期五）之前将捐款捐赠到14号西区14号4256号（寻找红门）。小物品可以通过邮箱插槽放入，
大物品可以放在前门左侧的筐中，在人行道或道路上看不到它们。我们整天都会检查此筐，因此您无需按门铃。
如果不确定您的商品是否合适，请随时通过lordbyngschoolpac@gmail.com向我们发送电子邮件。
BCCPAC会议 – 卑诗省家长咨询委员会联合会在5月28日/ 29日举行年度会议。 会议的主题是“通过知识和共享赋
权”，非常有趣的演讲嘉宾包括Gordon Neufeld博士、Ashely Miller博士和教育部长Jennifer Whiteside。 由于Byng
PAC是BCCAPC的成员，因此会议费为$ 50。 欲了解更多信息并进行注册，请访问：
https://bccpac.bc.ca/index.php/conferences1/conference
分享您对Byng可持续发展努力的看法- 学生论坛在解决一些重大社会问题方面做得非常出色，目前正在为Byng
制定一项气候行动战略，其中包括减少学校浪费，减少学校的碳足迹以及增加更大的Byng社区的参与度。 要了
解有关学生论坛可持续发展倡议的更多信息，请单击此处。 他们也希望获得家长的反馈，我们鼓励大家完成简
短的调查并分享您的观点!
感谢您对PAC相关项目的支持，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至 lordbyngschoolpac@gmai.com
AP考试信息
你好AP学生!
请参阅以下更新的Lord Byng AP考试时间表。 感谢您注册参加AP考试.
Exam
AP微积分 AB/BC

Date
星期三, 6月9日

Time
9:00 am

安装了上网设施的住宅
AP 计算机科学 A

星期二, 5月8日

1:00 pm

AP英语文学与写作

星期二, 5月18日

9:00 am

安装了上网设施的住宅
安装了上网设施的住宅

AP统计学

星期四，6月10日

1:00 pm

安装了上网设施的住宅
AP绘画

作品集提交最终截止日期：5月20日，星期四
(作品集需要在此日期之前完成.)

对于没有在Byng勋章上AP课程的学生，请访问VSB网站以获取更多信息。
有关AP数字考试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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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单击此处以观看数字考试格式的视频和幻灯片放映.
请单击此处以在您的家用计算机或笔记本电脑上下载AP数字考试应用程序。 下载应用程序后，您将可以练习
考试的格式.

田径运动
田径：本周运动员
祝贺所有参加Point Grey学校第一次田径比赛的人。 这是“灰色幽灵”大型运动会的三场比赛中的第一场。 特别
祝贺以下一周见面运动员/运动员:
Grade 8 Girls-Chloe Symon and Elise Trinder
Grade 8 Boys-Maclean Carlson and Justin Liu
Junior Girls-Amber Trinder and Julia Murphy
Junior Boys-Beck Brown and Lucas Epp
Senior Girls-Risa Nakamura, Hailey Vanderhaeghe, Linnea Brodin, Jolie Griffin and Karina Shuen
Senior Boys-Magnus Jenson, Charlie King, Jacob De Wijze, Finn Coleman, Carl Culter, Paul Paetzel and Thomas Swindale
我们的下一次见面时间是5月14日，星期五。 每个人都必须填写会议录入表，该表可以从杰克先生那里获得，
也可以在田径公告板上找到，该公告板可以在A楼和B楼之间的走廊中找到。
田径服装
可供购买的田径帽衫、运动裤和T恤数量有限。 帽衫的售价为30美元，运动裤的售价为20美元，T恤的售价为
10美元。 请与杰克先生联系以查看这些物品并进行尝试。 如果有父母感兴趣，我们也有一些男士超大帽衫.
bjack@vsb.bc.ca
田径
我们正在获得一些温暖的晴天，这意味着它必须是田径季节。 是的，罗宾田径训练已经开始！ 这是因为Covid而
未被取消的为数不多的运动之一。 罗宾田径队是学校中最大的队伍。 该团队包括所有年级和能力的学生。 这是
一项出色的健身训练，可以提高个人在所有运动中的能力。 田径运动的好处包括提高伸展、力量、速度、敏
捷、耐力以及奔跑、跳跃和投掷技术。 今年很多学生都不太活跃。 有了Covid，那些接受体育教育的人目前仅在
一年的四分之一时间内每隔第二周获得一次。 许多运动不是很有限，或者根本没有发生。 请考虑田径作为选
择。 始终欢迎初学者。
四月和五月的练习时间表如下：
星期一：3：15至4:45 pm在卡莫森公园（Camosun Park）
星期二：3：15至4:45 pm在卡莫森公园
星期三：上午11:30至下午12:30，短跑和接力，主体育馆
星期四：上午7:45至8:30，跳高和跨栏，主体育馆
学生可以根据需要参加尽可能多的练习和竞赛。 但是，建议他们每周至少参加一次练习，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参
加所有聚会。
如果他们错过了初次会议，则学生必须在体育办公室见杰克先生，或在主体育馆西侧的公告板上找到必要的表
格。 包括整个练习和见面时间表。 有关更多信息，请通过bjack@vsb.bc.ca与Jack先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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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健康与安全程序
感谢所有学生和员工，在进入我们
的大楼之前，作为我们日常工作的
一部分，每天都要完成每日健康评
估。 还要感谢您作为一个家庭讨论
最大化身体距离，最小化身体接
触，戴口罩以及练习正确的手卫生
和呼吸礼节的重要性。 温哥华学区
中的所有学校都有详细的程序和规
程。 再次感谢所有学生，家庭和教
职员工为确保罗宾的安全所做的不
懈努力.
请看 Updated Mask Guidelines for K-12 Schools as of March 31, 2021.
提醒学生使用正确的门口入口和出口，也要遵循方向箭头。 楼梯间是一个定向.
COVID-19 漱口水/漱口测试套件
温哥华学区很高兴通知您，卑诗省儿童医院和温哥华海岸健康局正在为在校期间有症状的学生提 供 COVID-19 漱
口水/漱口测试套件。 在此之前，在该地区的十所学校成功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 现场测试。 资料包将在 4 月份
分发给学区的所有中小学.
按照惯例，如果学生在上学期间出现 COVID-19 症状，将与家人联系，以尽快接孩子。 当孩子被接走时，将向
父母/看护人提供一个工具箱，以带回家。 接受套件是自愿的。 套件中包含有关如 何在家进行测试的说明。
可以将样品放在任何 LifeLabs 地点或 BC 儿童医院进行处理。 这些测 试的结果将通过与在 COVID-19 测试中心进
行的测试相同的过程接收.
学生和教职工的健康与安全仍然是温哥华学区的重中之重。 提醒家人在每天送他们上学之前，要 继续监视孩子的
COVID-19 症状.
咨询部
辅导员已按其姓氏（所有年级）分配给学生:
A 至 Gr Mr. R.Greenshields 先生 rgreenshields@vsb.bc.ca
Gs 至 L Ms. J.Radic 女士 jradic@vsb.bc.ca
M 至 Te Ms. Smith msmith@vsb.bc.ca 和 R.Rymer 先生 rrymer@vsb.bc.ca
Tf 至 Z Ms. Birsan 女士 ibirsan@vsb.bc.ca

辅导员分配
我们很高兴地宣布，以 M-Te 开头的姓氏的学生辅导员 Mary Smith 女士将于 4 月 29 日返回罗宾。
她将兼职工作，从每周四开始，每周四 和星期五。 罗伯特·雷默（Robert Rymer）先生（她的替补）将在星期
一、星期二和星期三继续担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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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C 研究
我们在本周初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内容涉及我们与 UBC，Shapka 博士及其研究的合作团队。 学生将有机会在 5
月 11 日（星期二）完成调查问卷。稍后，Shapka 博士将回来找我们并 分享调查结果。 我们希望这将帮助我们的
学生和我们更多地了解我们的技术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 谢谢大家对此的支持。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随时发
送电子邮件给 Shapka 博士 （jennifer.shapka@ubc.bc.ca）或 Radic 女士（jradic@vsb.bc.ca）
#supportingteenmentalhealth

课程选择
辅导员鼓励所有学生登录他们的 MyEd 并检查他们要求参加的下学年课程。 如果学生想进行任何更改，请尽快
向适当的顾问发送电子邮件.

中学后信息
咨询小组正在组织下一学年的中学访问。 同时，鼓励学生继续检查他们的团队页面，并开始查看 许多大专院校
提供的活动，如开放日，信息发布会和/或虚拟游览。

微软团队
这只是一个友好的提醒，提醒学生继续检查其“咨询团队”页面。 我们建立了不同的渠道，并发布 了各种可能对学
生有用的信息。 对于 11 年级和 12 年级的学生，有很多关于各种奖学金机会的信 息以及中学后的信息。
学费
单击此处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支付 2020-2021 年学费和补充费。
如果您尚未注册 School Cash Online，请按照以下说明进行操作：
第 1 步：点击此处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
第 2 步：选择“立即开始”并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注册。
步骤 3：收到确认电子邮件后，选择“单击此处”选项，登录并将每个孩子添加到您的家庭帐户中.
可在此处找到 2021-2022 的学费时间表。
CHV爱与希望博览会
在COVID-19中帮助青年无家可归的青年
距离5月18日下午12点还有几天，您可以出价购买这些精美的绘画，以支持“爱与希望博览会”绘画筹款活动！
这是一项由学生主导的计划，重点是“在COVID-19中为青年提供帮助的青年”!
这次爱与希望博览会网上绘画拍卖是由Byng Project 3B与Covenant House和Lord Byng Secondary合作在CLCE NonProfit Foundation的支持下组织的，旨在筹集资金以及提升公众意识，以支持无家可归、边缘化和我们城市中处
于危险中的街头青年。 筹集的资金的100％将用于支持圣约大厦的计划和服务 (CHV link:
https://www.covenanthousebc.org/ ).
您可以使用下面提供的竞标链接竞标30幅杰出的画作:
绘画拍卖链接: https://byngproject3b.wixsite.com/loveandhope2021
筹款人组织者将与中标者联系，以便在Lord Byng中学（温哥华西16大街3939号）提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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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价格应通过支票支付给“ Long Byng中学”，或通过信用卡与Covenant House Development Officer艾莉森·布里格
斯（604-757-6165）进行电话联系。
衷心感谢您的预先支持和慷慨!
（有关详细信息，请联系：珍妮特·钟（Janet Chung），电话778 772 2084或jlchung@vsb.bc.ca

Elise Lei G9 with painting titled Flower Field

Alen Liu G8 with painting titled Hope Found in
Sorrowness

Jessica Lin G11 with painting title Love & Hope
Anna Fan G10 with painting titled Sunlight
校园访问者
学校大楼对公众保持关闭。 父母的进入只有通过预约，才能得到校长或副校长的直接批准，并且必须用于学校
的基本业务或仅在紧急情况下才可使用。 所有其他通信和业务将通过电话，虚拟会议或电子邮件进行.
罗宾文艺信息
订购您的Byng Arts T恤
订购您的Byng Arts T恤。 纪念这疯狂的一年，做起来看起来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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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您在下周五（5月21日）下订单。 收到您的订单后，我们将通过SchoolCash Online向您发送一条消息，其
中包含付款链接。 费用低至$ 15，所以现在订购.
T恤订购单: https://forms.gle/yYYFHtZWjVNvpg8W6
罗宾文艺护照
护照将于5月31日到期
照将在5月31日进行一年中的最后一次审核。 您应该在1月的上一次审核中获得另外5项成就.
Byng艺术在线晚会–剧院之夜– 6月16日
保存日期并在线上加入我们，盛装在6月16日下午5点至晚上8点之间留下深刻的印象，以庆祝创意年.
我们将有音乐和表演，并为毕业生提供特别的演讲。 这是对我们最喜欢的传统之一的非常传统的方法，我们
很高兴看到它们将如何融合在一起.
在我们的Instagram feed上跟踪事物: https://www.instagram.com/p/COeKL3DHvTy/

罗宾艺术晚会试镜
Byng艺术学生会很荣幸地宣布庆祝晚会开幕！ 如果您想参加表演，请填写此表格。 欢迎任何形式的表演，所
有来自Byng Arts的学生都可以参加！ 申请截止日期为6月1日晚上11:59.
晚会“剧院之夜”需知问题
时间：6月16日，星期三，下午5点至8点
哪里：所有表演将通过小组电话远程完成. Check out Instagram
上的@byngartstudentcouncil了解更多信息！ 链接到签名
up to perform: https://forms.gle/dgdqkQdQ7grvgeWn7

罗宾艺术学生会选举
感谢我们提名学生会执行官:
First Name
Megan
Sarah
Yubin
Darren
Lina
Vanessa
Eve

Last Name
Wang
Wang
Jeon
Yang
Baang
Lu
Mekhlis

Position applying for
President
President
Vice-President
Vice-President
Secretary / Treasurer
Secretary / Treasurer
Secretary / Treasurer

执行成员领导理事会，负责组织活动的计划和执行，并激励所有成员共同努力克服问题并找到创造性的解决方
案。 选举不是一场人气竞赛、每个执行官职位都需要对议会的坚定承诺和奉献精神。
有关我们候选人的更多信息将在下周发布，选举将在5月24日这一周举行.
罗宾艺术学生会最新消息
会议总结:
2021年5月13日,
• WAT
- 与下周的新闻稿一起发布，并同时发布在小组上。.
晚会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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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举正在取得重大进展
大选
- 候选人名单已发布、视频和声明将于下周在团队中发布
护照
- 5月31日到期
- 需要5个新徽章
晚会
- 邀请将被寄出
- 现在开始试镜
- 剧院之夜：6月16日。 下午5点至晚上8点，这将是有趣的一年的激动人心的虚拟闭幕活动，并将为我们的毕
业生提供特别的演讲。 –每个人请记住此日期
感谢所有为会议贡献自己的想法和精力的人
此致，您的理事会执行官， Theo, Megan, Sarah, and Camille.

艾米丽·卡尔（Emily Carr）的夏季青少年学院
2021年7月5日至30日
年龄：16-18岁，或到2021年7月已完成10年级
有关该计划的更多信息，请访问Emily Carr的网站。 如果学生在5月31日之前注册，目前可以享受$ 400的折扣!

戏剧和合唱团学生的关注– ARTS CLUB音乐剧强化班
音乐剧院密集课程-大师班版的应用程序现已开放！ 在6月1日之前申请。该大师班针对12至19岁的年轻艺术家，
将提供每周一次的小组课程，以及一对一的语音和表演指导，包括在线和面对面*培训课程.
快速程序介绍
•
该计划于7月13日至8月7日运行
•
包括私人声乐和表演教练
•
来自行业专业人士的指导
•
结识志趣相投的其他年轻人
•
独奏录音
学费: $535 + GST
申请截止日期：6月1日，星期二
*面对面的组成取决于公共卫生命令。 如果不允许现场聚会，这些课程将在线上转移。

REGISTER HERE

罗宾艺术奖
备受瞩目的应届艺术家-罗宾艺术奖是每年一次的机会，供应届毕业生购买艺术品并在我们学校永久展示。 您可
能已经注意到了许多启发性的遗产作品，这些构成了我们不断增长的学生作品收藏.
如果您有兴趣提交作品以供考虑，则需要在5月底之前准备好主题，样式和类型（照片、手绘、绘画，雕塑
等）由您决定，但要考虑听众（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学生），并使用过去所展示的作品作为指南的内容，以供您
参考。
我们期待着您的创造。 作品将于6月2日在画廊展示，并附上您的艺术家声明。 使用团队上的链接下载艺术家陈
述表: Jon Hartley-Folz: Lord Byng Art Priz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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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星期六是音乐日!
距我们第二届年度音乐日只剩三天了。 加入我们，欣赏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音乐家和组织的精
彩表演。 在DayOfMusic.ca上免费观看所有视频，与艺术家见面，并从上午10点开始通过
YouTube实时流播放表演背后的故事.
在社交媒体上使用#DayOfMusic标签，并邀请亲朋好友享受我省令人难以置信的才能和创造
力.
单击下面的图像观看预告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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