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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致词 

亲爱的Lord Byng家长、学生和社区成员。 
 

本周特别感谢我们令人难以置信的PAC团队，Tammy Baltz女士和Kristin McAllister女士主持了我们1月份的PAC会议，并

在本周通过ZOOM为我们8年级和9年级的家长提供了课程规划晚会。也感谢Radic女士和Byng咨询团队向我们社区的家

长介绍情况，并继续支持我们所有学生的工作。 

下周，10年级和11年级的学生家长将有机会参加1月26日（星期四）的第二次在线会议。 

 

在我们的农历新年即将开始之际，我想祝愿我们所有的父母在兔年里一切顺利，并祝愿你们在未来的一年里好运连连， 

幸福美满。 

新春将至，送虎迎兔，万象更新，预祝各位家长兔年事事如意吉祥，健康快乐！ 

校长 

威尔曼先生 
 

学校新闻 

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周! 

感谢我们所有的员工，让我们的学习者群体充分参与到这么多丰富的机会中。 

其中的亮点。 

 我们的篮球队在整个星期的比赛中表现出色，星期五在Steveston   Richmond的比赛中，以71比64获胜，获得了第 

三名的好成绩。 

 今年的第一部美术剧院作品是《几乎是缅因州》的开幕。 

 我们的辅导员在整个一周内继续领导课程规划大会。 

 5th ADST轮换的结束是在星期三，而我们本学期和本年度的最后一次轮换是在星期四开始的！ 

 在体育课9中，学生们设计自己的创意游戏，享受乐趣和游戏。 

 LALS班在经过一上午的深入学习后，进行了当之无愧的自然散步。 

 在图书馆为英语课做期末项目报告。 

 我们令人难以置信的3B俱乐部在整个星期中与其他志愿者一起，在星期五放学后开会，计划开始我们学校的庆

祝活动，以确认虎年的结束和兔年的开始。 

 我们的Byng园艺俱乐部在春天到来之际又开始了工作，并在VSB场地部的帮助下制定了他们为学校推进园艺

项目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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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可周五的黑人卓越日，大声疾呼并反对反黑人种族主义，并为2月1日开始的加拿大黑人历史月做计划。 

特别感谢你们所有人在星期四充分参与我们的员工和合作规划会议，因为学校汇集了我们所有部门的集体力量，并为我 

们未来的旅程设定了方向，因为我们制定了未来三年的学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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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共同前进是员工在周四的员工会议和合作计划会议上的方向，讨论了学校计划和未来三年的方向。 

 

图2 地区资源教师Nick Booker先生和Scott McKeen先生带领员工走过了我们的集体旅程，他们阐 

述了评估和评价的作用，认为这是支持我们"学习的四大支柱"和学校使命的重要和关键组成部分。 

 

图3 美术和宾格艺术系主任代表他的多学科小组向全体教职员工发表了学校使命宣言。 
 

图4 Byng体育部的Nick Boulding先生带领员工进行小组讨论，他们对小组的任务声明进行了思
考。 

 

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和集体愿景！！。 

 

刚刚过去的一周中的其他每周更新。 

Lord Byng高级男子篮球队最新消息。 

高级男子篮球队参加了在列治文Steveston-London中学举行的Bob Carkner篮球邀请赛。男孩们以91-43轻松战胜Hugh 

Boyd，为半决赛与Byrne Creek Bulldogs的对决创造了条件。Byng在全省排名第3，Byrne Creek在全省排名第4。Byng队在

没有明星射手Eli Mullin和大个子Sebastian Minns的情况下，在比赛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领先，但无法结束比赛， Byrne

以78-70获胜。马可-拉迪奇独占鳌头，得了25分，包括5个三分球！迪伦-金也得了23分和1个三分球。迪伦-金贡 献了23

分和10个篮板。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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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们在第三名的比赛中与东道主Steveston-London Sharks队交手，在Isaac Dance的火热投篮下，球队以74-65获胜。杰

弗里-布朗在比赛中也表现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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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桑德尔先生，感谢你为支持我们的年轻运动员所做的不可思议的工作！！！ 

Byng Arts 9 剧院制作：几乎是缅因州 

祝贺Thiessen先生和Byng艺术9班的学生以缅因州的浪漫冬季爱情故事拉开了学年戏剧季的序幕。 

开幕式的场景设置在缅因州的一个公园里，神奇的北极光在背景中舞动，菲利克斯-祖克曼和路易莎-威廉姆斯为今晚引人

入胜的短篇故事奠定了基础，通过多个年轻恋人的眼睛，他们各自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记录了这个几乎在缅因州但不完 全

在缅因州的小镇的生活! 

 
 

图5 费利克斯-祖克曼和路易莎-威廉姆斯在宾格艺术剧院制

作的《几乎是缅因州》中开始了开场表演。 

9年级和11年级的课程规划大会。 

本周，课程规划大会继续进行，Radic女士带领11年级学生进行规划，为他们在高中12年级的最后一年做准备，而Smith 女

士则带领9年级学生为10年级的课程选择做准备。 

史密斯女士以土地致谢拉开了大会的序幕，并与来自我们安全和关爱学校团队的Adrienne Conner女士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利用这个机会分享了从9年级到10年级过渡的焦虑和兴奋。 

我感激地承认，在温哥华，我们很幸运地在Musqeum、Tsleil Wautuh和Squamish民族的未被割让的祖先领土上生活、

工作、娱乐和学习。我很感激今天能在这片土地上和大家在一起，并感谢第一民族在我们寻求拥抱原住民智慧和尊重和解

的过程中给教育系统带来的教训和认识。 

感谢史密斯女士和拉迪克女士对我们学生学习之旅的支持和指导！！。

八年级应用技能轮训进入最后一圈。 

第一学期只剩下3周的时间，八年级学生在准备6th     ，也是本学期的最后一次轮换时，花时间和老师一起庆祝他们的成就 

，完成了本学年的ADST轮换！！！ 

 

特别感谢ADST团队的所有工作人员为我们的学生做好准备，使他们成为未来的受教育公民，并为我们的年轻学习者提供

如此丰富的学习机会。 

 布克先生的媒体艺术 

 肖女士的纺织品 

 马女士食品 

 埃里克森先生的木工作品 

https://bcforhighschool.gov.bc.ca/offshore/bc-curriculum-assessment-overview/the-educated-citizen/#%3A~%3Atext%3DBC%27s%20Curriculum%20enables%20students%20to%2Ccritical%20analysis%20and%20independent%20reas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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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乌尔先生的职业教育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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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斯基先生的金属制品 

图6 八年级金属专业学生展示他们新发现的焊接才能 

  

图7 任务完成了!一位自豪的纺织专业学生在展示他们在肖老师的纺织8班的毕业作品。 

图8 几乎完成了！!一个八年级的木工学生为即将完成的最终项目做最后的修饰--工作中的口香糖球机!!!! 

体育教育8：用创意游戏将学习带入生活 

这位活跃的学习者在与埃里克森的木工课上刚刚完成了胶球机项目的工作，有机会在第八节体育课上创造一个游戏， 

并有机会与同伴一起玩游戏，从而再次发挥他们的想象力！！。 

图9 八年级学生在体育课上发明新游戏 
 

图10     这位年轻的发明家刚刚完成了他们的木工项目，当八年级体育课的学生将她的游戏付诸行动时，他显得很沮丧！！。多

么独特和有创意的方式，让学习融入生活--感谢Pendree女士为您的学生提供这种独特的学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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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10级学生完成研究作业。 

随着第一学期截止日期的临近，Erwin女士班上的学生与图书管理员团队Rezler女士和Johnson女士一起工作。 

Moldowan女士将他们的研究作业的最后部分汇集在一起，在学校图书馆进行展示。 

 

图11 Rezler女士在Erwin女士的课堂上，通过回顾引用资料来源的适当方式来完成S.1英语期末项目，为学生的成功做好准备。 

LALS班把学习带进森林。 

在一个非常充实的上午的学术工作之后，里尼先生的LALS班的学生们把学习带到了森林里，并进行了一次旅行。

在返回拜恩参加下午的课程之前，在附近走走，提提神。 

 

Lord Byng为兔年做准备。 

在兔年即将到来之际，由SWIS工作者Janet Chung领导的LB 3-B俱乐部创造性地与整个学校的俱乐部以及我们令人难以置

信的Byng家长社区合作，使兔年成为最好的一年！！。 

这么多年来，学校一直无法像以前那样庆祝农历新年，今年对学生、家长和教职员工来说有特别的意义。在今年的学校

社团中，挺身而出成为筹备志愿者团队的一员的有： 

 伸手助人俱乐部 

 书法俱乐部 

 3-B俱乐部 

只剩下两周时间了，我们的志愿者们正在装饰走廊、办公室、教员室和许多教室。即将到来的庆祝活动的亮点包括1月 

26日由家长组织的庆祝午宴，1月30日在礼堂为各班级举办的两场演讲，以及计划于1月30日在走廊举行的传统舞狮表演。 

图12 3-B俱乐部成员与装饰俱乐部合作，对学校进行改造，准备迎接新学期。 

农历新年的庆祝活动。 

钟女士做得很好，我们都期待着今年的兔年庆祝活动！！！ 

 

 

 

Byng GardenBank俱乐部正在为春季种植做准备。 

花园银行俱乐部已经耐心等待了一段时间，准备在学校场地东侧直接与华莱士街相邻的地方开始开发一块指定的花园

用地。 

管理局场地经理杰夫-佩尔曼（Geoff Permain）先生最近访问了拜恩（Byng），审查了草场的重新开放情况，并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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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该场地移除一个集装箱的可行性，还研究了管理局为在该地区开设一个无障碍花园所需的下一步措施，他们的耐心 

终于得到了回报。 



 

图13 大型中央运输集装箱（目前存放树地设

备）需要在学校场地上重新安置，以使拟议

的花园项目能够按照GardenBank俱乐部的设

想进行。 

 

图14 Byng GardenBank俱乐部的近期工作 

 

 

 

黑人卓越日。 

1月13日星期五，th ，在加拿大被确认为黑人卓越日。 

感谢在课堂上承认这一天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在我们准备2月份的黑人历史月时，我们期待着将庆祝黑人在我们社区和

我们国家的卓越表现的主题和概念纳入其中。 

 

感谢员工们继续努力支持和重视我们所有的学习者，以配合我们的四大学习支柱和 

2026年地区教育计划。 

每周你们的工作都兑现了这一承诺，正如我们在周四的学校规划会议上所展示的

那样，Byng的员工确实是一支才华横溢的教育工作者队伍。由于你们的辛勤工作

和承诺，我们现在能够满怀信心地共同前进，并确定我们自己的方向，成为一个 

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力、充满激情的21st 教学社区！ 

 
以土著人为重点的毕业要求 

随着2023-2024学年学生选课工作的展开，在此提醒大家，所有学生都必须完成以土著人为重点的4个学分的课程。这 

一要求在2023-2024学年开始生效。请访问教育部网站了解更多细节。 
 

提醒您。2023年1月23-25日的10级计算能力评估/1月25日的12级识字能力评估th, PM 

所有11年级的学生，以及缺少这个毕业要求的12年级的学生都要写这个评估。学生们应该已经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要写。 

所有评估都将在图书馆进行。 

 

1月25日星期三，th ，所有没有在11月写作的12年级学生也将进行识字评估。

和分数低于3分的人。 

 

对于目前的10年级学生，我们将在即将到来的4月和6月的课程中提供Numeracy10和Literacy10。更具体的信息将在接近日

期时发送。 

1月31日(周二)，无福利特训日 

请注意，1月31日st   ，不是FIT日。以下是1月31日的日程安排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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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bc.ca/news/canada/british-columbia/second-annual-black-excellence-1.6713528
https://www2.gov.bc.ca/gov/content/education-training/k-12/support/indigenous-focused-graduation-requirements


 

学期周转天数 

学期结束日 - 2月1日和2日 学期结束日是2月1日和2日。 

没有安排课程，学生可以在学校见老师和/或完成作业，在老师的要求下进行测验/考试。课外活动不在正常上课期间进行。 

合作日期/时间表 

 

2022/2023年宾格勋爵年历 

请点击这里查看2022-2023年校历的重要日期清单，包括开学日以及假期、专业发展日和家长会议日期清单。 
 

Vancouver Coastal Health - 什么时候应该让生病的孩子在家休息？ 

请点击这里了解更多信息。 
 

学校停车场 

亲爱的家长和学生。 

上学期间，家长和学生不应出现在停车场。这涉及到车内和车外的情况。另外，下面提醒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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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物柜更新 

请不要在储物柜中存放贵重物品，确保储物柜上锁。 

如果你不需要储物柜，请不要拿，因为我们的储物柜不够用。如果你报名参加了一个储物柜，但没有把锁放进去，

在10月31日之前，我们将把该储物柜重新分配给其他学生。 

如果你没有在网上选择储物柜，但把锁放在了储物柜上，请把锁拿开，否则会被切断。 

2023年弦乐队在线捐赠（全年开放）。 

学校现金在线: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Fee/Details/1869/196/false/true/ 
 

*家长需要注明Lord Byng Strings的名字，以便资金直接用于该项目。 

 

https://www.vsb.bc.ca/lord-byng/_ci/p/60892
https://sbvsbstorage.blob.core.windows.net/media/Default/medialib/when-to-keep-sick-kids-home-from-school-2.79543161093.pdf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Fee/Details/1869/196/false/true/


 

Lord Byng极限飞盘队试训 

对于那些希望参加Lord Byng极限飞盘队的8-12年级学生，将有四个试训日期。试训日期为周一（1月23日），周三（1月

25日 ），周五（1月27日），以及周一（1月30日 ）。1月19日星期四午餐时有一个组织会议，有更多信息。如果学生们

有进一步的问题，可以联系L.Anderson女士和陈女士。 

PAC新闻 

政府委员会会议  -  感谢所有参加上星期三政府委员会会议的人，他们亲自或通过网络参加会议。特别感谢McKeen先生和

他的三位了不起的学生，他们分享了他们在土著人学习方面的经验。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还批准了 几个项目的资金，包

括合唱团和音乐项目的立架，礼堂的照明设备和技术研究的设备。这是在11月会议上对各种俱乐   部和项目的资助之外

的。如果我们收到额外的资金，我们将在春季考虑更多的请求。关于如何捐赠的信息，请点击这里 

。学校项目还需要捐款，对于捐款流程或填写内容不清晰的请看我们的捐款指南。
如 果 你 不 能 参 加 ， 你 可 以 访 问 下 面 的 录 音 。
https://us02web.zoom.us/rec/share/So0aiuc8M3d6DDCmX- 

KmJ4p7I2Xq7z7d1noMxTA8N2FbrgrPdd_yIzN3gFnvoCEH.AjiRO8xDjSlJStOa的密码 

。#LBPAC2023 
 

课程之夜：非常感谢辅导员Vanderklippe女士在周四晚上为八年级和九年级的家长举办了一场内容丰富的课程规划会议 

。PowerPoint幻灯片演示以及许多其他重要信息已张贴在Byng网站上。下周，1月26日星期四th   ，晚上7点，Smith女士将

为10/11年级的家长举办类似的会议。放大链接如下。 

主题。宾格勋爵10/11年级课程之夜 

时间。2023年1月26日下午07:00 温哥华

加入缩放会议 

https://us02web.zoom.us/j/86280767328?pwd=TjFwQWUwZWxOdUhnQzFPSjI0VjlXQT09 会议编

号：862 8076 7328 

密码。729535 

新! lord byng汽车后备箱二手货募捐活动!将于2023年1月26日星期四th ，上午10点至下午1点在Jericho停车场（东）-Point grey 

road4min地图：https://g.co/kgs/hZUGJp 

如果你在圣诞节后和中国农历新年前有什么好的但不实用的东西留在家里？比如滑雪板，不合适的滑雪鞋，小家具， 家

里漂亮的装饰品，过时的款式的东西，二手书？开着你的车，打开你的卡车，喝杯咖啡，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    与海

滩附近的其他家庭见面，交流生活和教育思想，享受Lord   Byng   PAC的社区聚会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并建议您准备价

值200美元左右的东西，并将收入的50%-100%捐给学校，以帮助完成学校项目的筹款要求。任何有兴趣的人，请 随时与

我们的共同主席May Lee联系。 

:Maylca808@gmail.com，我们将与所有参与者更新细节。 

罗宾家长车后备箱二手交易活动 
 

感谢你们对毕业生水瓶活动的支持  -  我代表2023届毕业生对你们在一月份水瓶活动中的所有捐款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筹集

了超过1800美元。也非常感谢所有冒着严寒接收所有捐赠的志愿者们! 

 

毕业生委员会市场正在进行。如有任何问题，想向我们的旧货店捐赠物品或提供帮助，请发电子邮件至： 

bynggradevents@gmail.com。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efvJtf81ORoslfl1qumsWunP8Q7mCjgP/edit?usp=share_link&ouid=104519448333517737137&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efvJtf81ORoslfl1qumsWunP8Q7mCjgP/edit?usp=share_link&ouid=104519448333517737137&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efvJtf81ORoslfl1qumsWunP8Q7mCjgP/edit?usp=share_link&ouid=104519448333517737137&rtpof=true&sd=true
https://us02web.zoom.us/rec/share/So0aiuc8M3d6DDCmX-KmJ4p7I2Xq7z7d1noMxTA8N2FbrgrPdd_yIzN3gFnvoCEH.AjiRO8xDjSlJStOa
https://us02web.zoom.us/rec/share/So0aiuc8M3d6DDCmX-KmJ4p7I2Xq7z7d1noMxTA8N2FbrgrPdd_yIzN3gFnvoCEH.AjiRO8xDjSlJStOa
https://vsb.bc.ca/lord-byng/page/2820/course-planning
https://vsb.bc.ca/lord-byng/page/2820/course-planning
https://us02web.zoom.us/j/86280767328?pwd=TjFwQWUwZWxOdUhnQzFPSjI0VjlXQT09
https://g.co/kgs/hZUGJp
mailto:Maylca808@gmail.com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JDWqT66P0SRsmZRD20WZZgzDeJQcRMvS/edit?usp=share_link&ouid=104519448333517737137&rtpof=true&sd=true
mailto:bynggradevents@gmail.com
mailto:bynggradevents@gmail.com


 

周三上午在Pacific Spirit公园散步。对于那些想在享受自然的同时在宾格社区建立新的联系的家长，请加入我们的周三散

步活动。欢迎所有人参加。我们将于2023年1月25日（星期三）上午9:00在学校前面的台阶上集合，th 。请将RVSP发送至Nora

邮箱：noradyng@hotmail.com 

华裔家长支持信息。 

每周学校新闻的中文版和中文播报将更新在PAC 官网上 

PAC邮箱接受中文邮件，中国家长可以将他们的问题或者疑虑发中文邮件到lordbyngschoolpac@gmail.com 

PAC 会议上可以用中文在现场提问或者在zoom上发消息提问，我们会有翻译服务。 

谢谢您的支持!

mailto:noradyng@hotmail.com
mailto:中国家长可以将他们的问题或者疑虑发中文邮件到lordbyngschoolpac@gmail.com
mailto:中国家长可以将他们的问题或者疑虑发中文邮件到lordbyngschoolpa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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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年学校费用 

通过SchoolCash Online支付学费。 
 

辅导部最新情况
欢迎Bagnall先生 

辅导员们想对我们的新辅导员Daniel   Bagnall先生表示热烈欢迎。Bagnall先生将负责A-Gr姓的学生。他将取代Chittenden女 

士，她已经搬家，我们非常想念她。巴格诺尔先生的电子邮件

是dbagnall@vsb.bc.ca 

第二学期课程调整 

任何需要改变第二学期课程的学生可以在2月1日（星期三）来找他们的辅导员。辅导员的工作时间为上午9点至下午3点 

。我们想让你知道，时间表已经非常满了，我们会尽力满足任何学生的要求；但是，请注意，由于班级容量有限，有些 

变化可能无法实现。学生的时间表可以通过登录 "我的教育BC "来访问和查看。 

为学生和家长举办的选课介绍 

辅导员完成了为8年级、9年级、10年级和11年级学生举办的选课演讲。这些报告会于本周和上周在我们的学校礼堂举 

行。在学生演讲之后，我们在1月19日举办了低年级（8年级和9年级）的演讲，并将在1月26日通过Zoom为我们的家长社

区举办高年级（10年级和11年级）的课程选择演讲。PAC将主持这两个活动，我们的辅导员将出席。详情和链接将在接

近日期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所有关于课程规划的信息将在我们的学校网站上公布。课程规划。学生需要登录MyEd 

，点击MyInfo（左上角），然后点击Requests（左侧），在MyEd中输入他们的课程申请。学生在MyEd中的课程申请将

在2月15日前完成。 
 

学生需要帮助输入课程请求 

辅导员将在Fit期间在图书馆内的计算机实验室帮助任何需要帮助的学生将他们的课程选择输入MyEd。具体日期

为1月31日、2月2日、2月7日和2月14日。 

TREK 

TREK户外教育项目是由温哥华教育局在威尔士王子中学为10年级学生提供的综合户外教育项目。 

该项目向温哥华所有10年级学生开放，学生需要在9年级时申请。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TREK网站 

http://www.trekoutdoorprogram.ca/procedures-and-timeline。 
 

拜恩艺术 

该计划的新申请者 

感谢所有按时提交申请材料的人。 

确认信息已发送至所有完整的申请。我们将继续审查您提交的内容，并在1月25日结束时发出试演邀请。请保留以下日

期。 
 

2月9日 - 10日 亲身面试/试镜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了解最新的信息：http://byng2.vsb.bc.ca/byngarts/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
http://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Publications/Documents/sbfile/220818/2022-2023%20School%20Fees.pdf
mailto:dbagnall@vsb.bc.ca
https://www.vsb.bc.ca/lord-byng/page/2820/course-planning
http://www.trekoutdoorprogram.ca/procedures-and-timeline
http://byng2.vsb.bc.ca/byng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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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试镜的要求都张贴在我们网站的选拔过程部分   -    你可以仔细阅读并开始准备。(点击这里，进入选拔过程部分）。 
 

Byng艺术课程规划 

明年9月的课程规划仍在继续。使用我们网站上的资源来帮助指导你 

http://byng2.vsb.bc.ca/byngarts/sProce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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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vsb.bc.ca/lord-byng/page/2820/course-planning 

请看我们发布的关于课程规划的视频，以了解情况： 

https://youtu.be/MVIYpNNx00w 
 
 

护照，护照，护照 
Byng Arts Passport: passport.lordbyng.net 

护照的截止日期是1月29日（星期日）th 在午夜。 

 

你已经完成了多少项活动？所有学生都需要在1月前完成至少7项活动 - 不要拖延，今天就开始吧。每个完成7项活动的人

都将被列入抽奖名单，如果你超过7项活动，你的名字将被列入更多次数。抽奖将在3月放假前进行。 

 

 

以下是一些最新的护照机会 

如果你的护照账户有问题，请务必阅读团队上的详细说明或联系Hartley-Folz先生（jhartley@vsb.bc.ca），以便在

截止日期前把事情解决。 

Byng Arts学生会信息 

学生会每周四在A223教室面对面开会。欢迎所有人参加。 

使用团队上的链接进入学生会频道，阅读我们的会议记录，提出问题，或通过Instagram（@byngartstudentcouncil）联 

系理事会。 

https://www.vsb.bc.ca/lord-byng/page/2820/course-planning
https://youtu.be/MVIYpNNx00w
https://youtu.be/MVIYpNNx00w
http://passport.lordbyng.net/
mailto:jhartley@vsb.bc.ca
https://www.instagram.com/byngartstudentcouncil/?h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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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细节。 

我爱你 拉特咖啡屋 2月13日th 。 

报名参加演出的截止日期是1月22日!重要提示：适合的时间不再适用于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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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最近学校日程的调整。如果你在FIT期间报名参加试镜，我们将与你联系并安排不同的时间。 

 

在1月22日之前报名参加咖啡馆的试镜，请在下面报名：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SxxkkzqW- 

Vn2z4UrS8u2-- 26czOtlFsG3e2PlnS5-v8mAmQ/viewform 
 

晚会主题。 

为2023-2024年的晚会主题投票的截止日期是2月13日th 午夜!晚会将于2023年12月2日在圆厅举行。请从下面的主题中选

择一个，帮助我们开始计划。 

 玩具和游戏 
 冬日仙境 

 蒸汽朋克/赛博朋克 

 电影--灯光、摄像机、行动 

 童话故事 

点击这里投票: https://forms.gle/bdZry3vB2KcKHRb38 
 

护照：别忘了检查你的护照!确保你在1月29日（星期日）th ，午夜前至少有7个徽章。 

FAB。 

3月3日，将举行FAB大会。这也将是宣布护照奖项的地方! 

你会跳舞吗？食品银行筹款活动。 

我们一年一度的教师舞蹈比赛将于2023年3月10日举行！请准备好门票，见证您最喜爱的教师展示他们的舞姿。准备好

报名购票，见证你最喜欢的老师展示他们的舞步。学校现金在线的订购表将被上传，订购者将能获得活动的腕带。开 始

温柔地劝说你最喜欢的老师参加活动吧!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宾格艺术的问题，请联系Hartley-Folz先生（jhartley@vsb.bc.ca）。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SxxkkzqW-Vn2z4UrS8u2--26czOtlFsG3e2PlnS5-v8mAmQ/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SxxkkzqW-Vn2z4UrS8u2--26czOtlFsG3e2PlnS5-v8mAmQ/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SxxkkzqW-Vn2z4UrS8u2--26czOtlFsG3e2PlnS5-v8mAmQ/viewform
https://forms.gle/bdZry3vB2KcKHRb38
mailto:jhartley@vsb.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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