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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寄语	

亲爱的罗宾家长，学生和社区成员们, 

 

终于，随着学校结束2020年的工作并开始享受为期两周的休息，我们马上进入到一个带着感激和希望气息的冬

季假期。 

从2020年3月开始，教职工们完成的所有任务，从各种角度都可以说是异常艰难。从四月十四号开始的紧急在线

远程教学开始回顾，想到了此间发生的种种，我充满敬意和自豪地认为罗宾的教职员工的工作是超常发挥并值得

称颂的。 

在过去异常复杂的一年中顺利度过的各种挑战，现在看起来有点象是遥远的回忆，但它们其实仅仅距离几个月而

已。在学校操场上举行的新奇而激动人心毕业表彰典礼，是本年的一大亮点。它体现了我们教职员工关切2020

年毕业生的决心和承诺，不能让Covid-19妨碍了这种关切。类似地，教职员工们很快地调整适应了教育局仓促

实行的季度学期系统，并快速拥抱了勇敢的新的混合学习模式。这些让学生得以坚持学习的成就十分鼓舞人心。 

所有这些，都遵循了不停变化的健康和安全指导原则。这些原则的落实，保证了学生和社区的安全。 

如果没有家长、PAC和所有学生的持续配合，以上这些成就都不可能成为现实。 

感谢各位在这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一年中的持续帮助。借用省健康官Dr. Bonnie Herry的一句话：保持友善、平

和、安全。让这句话帮助我们平缓2021的起落。 

祝愿各位和家人一起度过有意义的冬假。希望2021年看到学生们满血复活的回到校园！ 
 
Mr. Wilmann 
 

学校新闻 

学生参加主动学习：21世纪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 
再一次，新课程及其对核心竞争力的关注又处于培养有教养市民的特质和技能的前沿。其中包括：创造性和批判

性思维及其与培养具有创造能力的创新个体

的联系。这样的创新个体能够通过其技能使

得社会更健康、繁荣、包容和公正。 

一个范例发生在周五Ms. Chen的12年级地理

课上。同学们被转移参加了一个在多伦多的

虚拟指导过程。 

 

下面是她/他们的经历： 

12年级人类地理学课堂的同学正在接受地理

信息系统的介绍。这张图来一个自TEAMS上

的远程会议，期间GIS行业专家给同学们展示

了健康方面的应用，比如利用地理空间技术

跟踪Covid-19。同学们通过制作自己的

Covid-19展示图（如下），获得了地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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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手经历。打开后请点击蓝色圆圈获得实时数据。 

 
 

最后，同学们接受了故事地图的介绍，它被专业人员所使用，比如国家地理。 

 
 

 

 

这里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地图，它介绍了12年级的人类地理课程。同学们可以基于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主题创建

自己的故事地图。 

这是一个多么特别的学习经历，它不但符合职业教育课程的MOE指导大纲，而且对学生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机

会。面对离开高中后即将面对的新世界，培养一定的相关技能。 

谢谢，Ms. Chen, 为了其中的鼓舞启发、创造性和对我们学校集体愿景的配合。 

 

包容性和多样性：通过艺术的主动学习 
诚实的重要性，由爱尔兰剧作家Oscar Wilde带来创作的一场话剧，给戏剧工作室赋予了生命。周四的这场表演

给剧作家也带来了自豪。 

同学们不仅仅学习了当时的道具和服装，而且深入了解了Victorian时代的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价值观。这些价值

观在今天世界依旧有所体现。 

再一次，以包容性和多样性的视角，对过去的批判性分析的机会，十分切合一个有教养市民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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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由我们两位天才的10年级戏剧教练Deanna和Noah对这段学习经历的简短总结。 

  
 

指导学生在Victorian时代. 作者：Deanna and Noah 

“在9年级的戏剧课，同学们学习了Victoria时代的社会规范。同学们打扮成Victoria时代的样子，朗诵着Oscar 

Wilde创作的戏剧（诚实的重要性）中的场景。女孩子们穿着大而塑型的服装，男孩子们穿着黑色领结的外套。

每个人说话和走路都带着庄重和优雅。女孩必须遵从社会的异性恋规范，男孩必须礼貌的对待男孩。每堂课开始

时，同学们在教练的带领下声部热身（比如绕口令）以帮助把握声调和节奏。我们教练也在表演场景中随时给与

帮助，就如同热身和时代背景的问题，还有其他教师或学生的其他需要。课程中，我们在每个学生的戏剧场景中

给与指导和建议，以实现提高和精炼。作为教练，这是一门满负荷、有趣和有教育意义的课程。可以传授知识真

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尤其时当你看到它被很好的应用。” 

 

通过艺术为学生提供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技能和公民能力，时多么伟大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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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社团进行社交和情感学习 
尽管受到当前健康和安全原则的限制，我们充满创造力的Byng成员还是发明了一系列方法让社团得以维持。 

学生之间的联系是同学保持好状态和社交情感健康的重要部分。通过社团让这些联系得以维持是另外一种支持学

生学习的方式。这也是让学生与其他成员、社区和成年领导者之间保持联系的积极方式。 

 

这里是几个一直保持回合的几个社团。 

装潢社团：在Ms. Whelan的带领下，装潢社团在过去的一周一直在走廊装上各种节日符号、标志和文化图像。

这些装饰体现了我们学校的包容和多元性，也给我们社区带来带来了许多必要的节日气氛。 

谢谢 Ms. Whelan和装潢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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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社团：鉴于目前的限制，环保社团在Teams进行了会议，以制定一个拯救星球主题的行动计划。社团赞助人

Mr. McKeen也参加了会议。 

 
 

学校课程安排	

2021年1月4号开始的一周，D2(P1)  班级是面授课 ，D2(P2) 班级是网课. 请参见轮换日程表。 

 

10年级计算/读写考试	

10年级计算考试将于2021年1月25日至29日这一周为所有10年级学生以及部分12年级尚未参加的学生进行。 
 

 单击此处 here 查找1月25日至29日的10年级计算考试时间表，安排由2-1面授课进行。

 10年级计算考试是高中毕业要求。

 对于11/12年级学生，将有机会在最后学期的6月14日至23日进行注册参加或重试10年级计算考试。

 有关10年级计算考试的更多信息，以及有用的提示和练习题，请单击此处 here.
 

10年级读写考试将于2021年4月12日至16日这一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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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12日至16日的具体考试时间将在春季宣布。

 10年级读写考试是高中毕业要求。现2021届毕业班免除10年级读写考试这项毕业要求。

 对于11年级学生，将有机会在最后学期的6月14日至23日注册参加或重试10年级读写考试。

 有关10年级读写考试的更多信息，以及有用的提示和练习题，请单击此处 here.

 

12年级Capstone项目进展更新 

1月13日周三晚, 家委会于通过ZOOM在线分享有关Capstone项目的重要信息. 
 

现12年级学生的家长将有机会使用问卷提前提出问题。调查表链接将直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12年级家长。 

 

12年级Capstone项目学生将会在TEAMS收到另外的调查表。 

 

VSB职业项目 

如果你是10或者11年级的同学，而且正在考虑在需要技能的贸易、技术或健康护理方面的职业，那么你需要知

道VSB职业项目。这些项目为同学们提供在职业培训方面的提前教育，并且学费由教育局提供。是的，免费获

得一个机会开始早期培训或学徒期，同时还不耽误毕业。 

 

关于VSB职业项目的更多信息请访问这里here，或者询问学校里的Counsellor。 

 

大温哥华食物银行在线捐赠 - 2020/2021	

又是每年的这个时候，罗宾学生会为大温哥华食物银行筹集资金！请捐赠你能捐赠的任何东西以帮助那些在

这个假日季需要帮助的人。目前我们已经实现筹款4000加元。 

 

大温哥华食物银行: 

由于我们的购买力以及与农民和零售商的牢固关系，大温哥华食品银行每筹集一美元，就能以翻倍的购买力

去购买当地的新鲜和健康食品。 
 

请点击这里 here 进行捐赠吧! 

 

学校访客	

学校大楼对公众保持关闭。家长的进入只能通过预约，由校长或副校长直接批准，并且仅用于紧急学校业务

或在紧急情况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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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唱团 

初级室内合唱团 

庆贺希望视频，请点击这里here。 

 



8 

 

高级室内合唱团 

庆贺美丽视频,请点击这里here。 

 

弦乐和交响乐团资讯	

罗宾弦乐和交响乐团：初级荣誉乐团，初级交响乐团，高级荣誉乐团和罗宾交响乐团（LBSO）完成了第一

季度和第二季度部分作品的录音。在这些挑战中，学生通过练习和表现来表现出耐心和韧性！目前正在紧锣

密鼓的录音编辑工作中，并将在12月18日之前在TEAMS上准备好。我要感谢在学生家庭，罗宾老师和行政

人员，弦乐队理事会成员以及弦乐制作团队，他们以多种方式帮助他们在寒假之前实现了这一目标。2021

年充满希望！ 

 

学校费用	

点击 here 支付2020-2021学校费用和补充费用。如果你还没有School Cash Online上注册, 请按照如下的步骤完成： 

第1步: 点击此处 here 

第2步: 选择“Get Started Now” 并完成接下来的步骤。 

第3步: 收到确认邮件后，选择“click here” , 登陆并增加每一个孩子到你的家庭账户 

 

女孩将留下	

女孩将留下社团对罗宾社区的表示感谢。罗宾社区为“女孩的更好生活组织”共募得1500加元。这将确保乌干达的

年轻女孩能够得到个人卫生护理用品。使得她们保持健康，更重要的是，进而允许她们上学。这是一个很好的理

由，我们非常开心的看到这些强大的支持，尤其是在这特别困难的一年中。这真地显示了一个集体的凝聚力。 

我们将在周五进行抽奖并宣布获奖者。获奖者名单将会在1月份的新闻信中公布。 

再一次的对所有贡献者表示感谢。 

圣诞节快乐，2021年好运！保持安全。 

 

Ms. Rezler和所有“女孩将留下”社团成员敬上 

 

越野比赛 

哇！干得好，伙伴们。我们做到了。高年级男生和女生两个组都是“Virtual City”比赛的冠军！另外，低年级男生

组获得了第二，低年级女生组获得了第四。低年级组的成绩是在没有男生第三名（Eli Mullin）和女生第一名

（Chloe Symon）的情况下获得的，这两位参加了高年级组比赛。 

 

高年级男生和女生组都包揽了前三名： 

男生组 - Jacob Dewijze 第一, Paul Paetzel 第二， Elli Mullin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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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组 - Chloe Symon 第一, Ella Symon 第二 and Skye Higgins 第三! 

 

其他前十的选手有： 

高年级男生组 - Zachary Mullin, 第七 

高年级女生组 - Sarah Lam, 第八 

低年级男生组 - Isaac Dance, 第四 

低年级女生组 - Sophia Bi, 第八 

 

这样的成绩，每个人都值得骄傲。我们是团队。你们在训练和接触中共同完成了

一项伟大的工作，你们相互促进从而取得了伟大成绩。教练们无比自豪！祝贺你

们！ 

完整的成绩请访问这里here。 

田径季再见！ 

 

Mr. 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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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级女生排球营 

在11月上旬，一小群8年级女生参加了排球营。训练主要针对技术发

展并提供很好机会锻炼提高场上的能力。虽然今年没有赛季，但如

果2021年秋季的学校运动得以继续，这些女生做好了相应的准备。 

每次训练中，助理教练，Amber T. 和 Arianna Z.，都分享了她/他

们的无价的经验和专业知识给8年级的同学。 

 

 

 

学生自习位置申请表	

第二学期需要自习位置的学生必须填写这个表格form预定位置。请注意位置数量有限，只有经过注册的学生才能使

用指定位置，并且始终遵守以下健康安全要求： 

 1. 始终保持2米距离。 

 2. 入座前必须洗手。 

 3. 始终戴着口罩。 

 4. 不准在此处饮食。 

 5. 学生不准共享设备。 

 6. 座位使用后必须清理。 

 7. 学生只能坐在指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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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此项用途的地点包括: 

 1. 楼上夹层 (图书馆外面) 

 2. 画廊 

 3. 画廊门厅 (Crown街入口处) 
 

罗宾图书馆	

即使在这个困难时期，图书馆在向学生提供书籍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请鼓励您孩子在整个学年借阅书籍，因

为读写能力在学习中不可或缺。并且，学生们在上网课的同时也能抽出时间来读一本好书。请阅读！！！！ 

我们鼓励学生访问lordbynglibrary.weebly.com来浏览目录。有一个BOOK REQUEST FORM按钮，学生可以输入

自己的课堂时间和地点信息，以便Ms. Rezler能够找到他们、在课堂上将书交付给他们。此外，图书馆门上有借书

申请表，学生可以填写后放在红色文件夹内。 

Ms. Rezler很乐意为学生推荐书籍并提供查询作业资料方面的帮助。如果您的学生有任何疑问或希望图书馆在学业

上提供支持，请给她发送电子邮件。 
 

COVID-19 健康与安全程序 

感谢所有学生和工作人员每天进入学校前完成 Daily Health Assessment 。也感谢你们象一个家庭一样讨论最大化

身体距离，最小化身体接触，戴口罩，正确洗手和执行呼吸礼仪的重要性。温哥华学区的所有学校都有详细的程序

和方案应对。再次感谢所有学生、家庭和工作人员为学校安全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辅导部门 

辅导员们按照学生姓氏分配 （所有年级）： 

A to Gr  Mr. R. Greenshields rgreenshields@vsb.bc.ca  
Gs to L  Ms. J. Radic jradic@vsb.bc.ca 

M to Te  Mr. R. Rymer rrymer@vsb.bc.ca (Ms. Smith 暂时不在)  

Tf to Z  Ms. Birsan ibirsan@vsb.bc.ca 
 

辅导班级访问 

辅导员们现在已经完成了所有12，11，和10年级班级的访问。8和9年级的班级也将被覆盖。我们谈到的话题有辅

导支持，机密性，我们的微软teams群，出勤，英文读写和算术考试，BCeID，智商与情商的对比等等。很开心能

够见到所有学生并与和他们联结。我们希望学生们能够享受到我们的班级到访并鼓励他们来联系我们，我们在这里

为他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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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选修 

谨在此通知您，我们将在一月份开始同学生进行课程计划。这将包括针对每个年级的宣讲，针对家长的宣讲，然后

是根据需要进行针对性的单独会谈。今年，所有学生将在myed上自行选择。我们希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记得他

们在去年或之前做的同一流程。有关这一切的更多详细信息将在新年发布。这是附上我们课程计划页面的链接: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 byng/Guidance‐and‐Support/Course‐Planning/Pages/Default.aspx. 

请开始浏览其中一些内容。我们也正在积极更新此页面内容。期待在一月与大家保持联系。 
 

罗宾艺校新闻	

罗宾艺校新申请人 

感谢每个在周四（前）提交罗宾艺校申请的人。第一部分已经截至并开始处理。第二部分 – 艺术补充材料的提

交继续开放到1月1号。 

请注意：一旦你上传和提交了文件，就不可更改。如果你想对艺术补充材料做变更，请重新完成一份完整表

格。我们仅使用最新的那份申请并删除之前的。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以获取最新信息: http://byng2.vsb.bc.ca/byngarts/ 

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邮件联系 byngarts@vsb.bc.ca. 你的邮件将在冬假回校后得以查看，假期不回复问题。 

 

罗宾艺校护照 

护照网址 (http://passport.lordbyng.net/) 

设计Byng Arts护照网站的目的是鼓励参与Byng Art课程, 记录你在学校之外进行的艺术互动， 并将我们带到一起

形成一个艺术家，演员，音乐家，电影制作人，歌唱家和作家组成的社区。 

请浏览网站以查看新徽章。已经向每个学生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其中包含唯一的代码，他们可以使用这些代码

来解锁“实践变得更好”。请参阅12月11日的电子邮件和说明。 

护照会一年两次进行回顾，最多点数的馆将赢得大奖。(我们有5个馆: Shakespeare, da Vinci, Hepburn, 

Fitzgerald, and Mozart). 一月份的第一次回顾中，我们希望能够至少解锁五项成就，所以，请不要拖延，马上

开始行动。 

 

罗宾艺校在 TEAMS上信息 

请随时关注，并使用Teams网站随时了解Byng Arts的最新信息. 

 

罗宾艺校学生会最新动态 

最近的学生会会议记录已经在Teams上Byng Arts学术团队的学生会声明频道公布了。 

Thank you to everyone who contributed their ideas and energy. 

Sincerely, your council executive, Theo, Megan, Sarah, and Camille. 

12月10号的的会议纪要 – 制定切实的计划 

• Kahoot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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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e杯竞赛 

o 制作新年惊喜 

o 重新设计House Logos 

o 1月份会看到各年级骇客介绍 

• Logo竞赛 – 感谢每一位贡献设计的参与者。目前作品正在评审中。 

• 新护照徽章。 

• 冬季愿望 – 把你的愿望发到组里。 

• 实践出真知：在周新闻中使用规范。 

 

感谢每一位贡献观点和精力的人。 

诚挚的, 学生会行政委员：Theo, Megan, Sarah, and Camille。 

 

艺术领域的创意机会 

在 Arts Umbrella 的 EA 青少年动画奖学金  

EA Teen Animation Scholarship ‐ Arts Umbrella 

这项艺术伞奖学金是给予渴望延伸艺术边界的学生们以一次紧张的导师制的传媒艺术学习经历。参与者需具有

对动画的热情，讲故事的天赋，对于项目的投入将能够发展出一件很强的作品用于申请大学。 

细节参见上述链接。完整的申请和作品集必须在周一2021年1月4日前提交到submissions@artsumbrella.com. 

 

来自 Emily Carr 的视觉艺术机会 

https://www.ecuad.ca/academics/teen‐programs/ 

• Spring Break Art Camp 春假艺术营是一个在线课程：学生年龄 15‐18 岁 获得探索流行工作室实操艺术和设计。今

年提供: 定格动画, 人物插画，建筑设计介绍和工业设计介绍。点击这里查看注册信息: 

https://www.ecuad.ca/assets/hero‐images/Teens_SPRING‐BREAK‐CAMP_2021_Reg_Package_Oct_16.pdf
• Summer Institute for Teens (SIT) 青少年夏季学院是一个紧张的大学前课程：特色是由专业实践艺术家进行小班授课

以帮助学生踏入他们的创意职业生涯。一个月的浸入式经历将使学生参与到紧张的艺术室实践和视觉文化中。这

个课程将从 2021 年 7 月 5 日到 30 日，周一到周五的上午 9 点到下午 4 点授课。具体的艺术室提供和细节安排请

见 View studio offerings and detailed schedulehere. 下载注册包并用邮件给我们发送完整的申请包

csreghelp@ecuadca早鸟截止日期年月日。

剧场：在艺术俱乐部剧场为有创意的青少年签名  

https://artsclub.activehosted.com/index.php?action=social&chash=0ffaca95e3e5242ba1097ad8a9a6e95d.3880&s=bf532
36b9436a933771a226cebfd6f30 
创意青少年剧场将教授参与者如何创设原创表演—从故事线到表演技巧来设计动作，空间和音响。学生们将会和志
趣相投的青少年一起讲述他们感兴趣的故事。这个项目最终将通过非常充满他们自身特色的数码表演来展示。最后
注册截止时间: 1月4日(周一). 
 

STEAM 奖学金 

https://steamhorizonaward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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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人在学习中创意性地结合了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这笔$25,000的奖学金也许值得你花点时间。你

有没有设计过一步影片来帮助科学地理解Covid 19的影响, 强调气候变化的影响的艺术作品。  

 

家委会新闻	
	

在2020年即将结束之际，我们想表达一个大大的感谢。 

在此谨向Wilmann Damian校长、Mike Vulgaris副校长、Michelle Wood副校长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她/他

们参加Zoom家委会会议或必要的特别会议，帮助家长保持沟通。非常感谢Kendra, Maggie和其他办公室的成

员，感谢她/他们对家委会活动的支持。也感谢设施维护的教职员工，感谢她/他们保持了一个安全健康的学习

环境。掌声送给罗宾的Counsellors，为了她/他们不知疲倦的努力。感谢教师们的持续的努力，是你们在这个

意外的艰苦时期持续努力地教育我们的孩子。尤其要感谢那些花费了大量志愿时间给孩子提高额外课程和强化

学习机会的教师。感谢所有可能被疏漏的教职员工。 

感谢所有家长，感谢通过虚拟家委会会议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感谢需要时就出现的志愿者，感谢对年度筹款

活动给与慷概支持。现在我们已经非常接近筹款目标，在12月31号之前，你依旧可以通过以下链接进行捐款并

收到今年可用的免税收据。 
 

请参与下次在1月20号（周三）举行的常规家委会会议。我们鼓励家长通过以下链接预先提交问题。 

再次诚挚地感谢每个人的支持。希望你有一个快乐的假期并保持安全！ 

 

罗宾家委会 
 
您需要通过学校的网上缴费系统来捐款。请点击 SchoolCashOnline来捐款.  
1. 请务必选择“S‐LORD BYNG PAC” 作为资金用途。 
2. 在"Message to School Board"项下的"Message" 模块留言处, 请务必填写 “LORD BYNG PAC Direct Appeal”。 
 或者您也可以访问罗宾家委会网站www.lordbyngpac.com 并点击“DONATE NOW!” 按钮。 
有任何疑问请发送邮件给 lordbyngschoolpac@gmail.com。 

 

罗宾毕业生家委会	
	

珍惜时间！我们已经乐观地预定了 Westin Bayshore，用于在 2021 年 1 月 21 号（周一）举行毕业庆

典。我们热切地期盼在新的一年中与你分享更多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