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宾新闻 Lord Byng News 

2021年1月8日                                                                                                                                                      . 
 

 
 

目  录 

校长寄语 2 

学校课程安排 2 

Byng校服/毕业校服 2 

10年级数学/英语考试 3 

12年级Capstone项目进展更新 3 

女孩将留下俱乐部 3 

VSB职业项目 3 

艺术展新闻 3 

大温哥华食物银行在线捐赠 - 2020/2021 4 

罗宾图书馆 4 

学生自习位置申请表 4 

学校费用 5 

学校访客 5 

COVID-19 健康与安全程序 5 

辅导部门 5 
课程选修 6 

罗宾艺校新闻 6 
罗宾艺校新申请人 6 
罗宾艺校护照 6 
罗宾艺校在 TEAMS上信息 6 
罗宾艺校学生会最新动态 6 

家委会新闻 7 

罗宾毕业生家委会 7 
  
 
 
 
 
 
 



 

校长寄语 

亲爱的罗宾家长，学生和社区成员们, 

寒假之后的第一周结束之际，我要感谢全体员工。新年带来新能量，新希望，和流行病尽快结束的梦想，希望这

是我们对2021年的恒久记忆。 

工作人员第一次与学生们面对面，看着学生回到学校，这真是一种快乐的经历。一如既往，健康和安全仍然是我

们的重中之重，对于维护员工，学生和社区的福祉至关重要。请学生们坚持戴口罩，保持距离，放学后尽快离

校。 

本周，老师们将更新第二季的成绩报告，下周大家就可以在MyEd里看到成绩了。我还要感谢大家给我的新年卡

片，期待与大家在又一个激动人心的学年里合作。 

周末安心，安全 

 

Mr. Wilmann 

 

学校课程安排 

2021年1月11号开始的一周，D2(P2)  班级是面授课 ，D2(P1) 班级是网课. 请参见轮换日程表 

 

 Byng校服/毕业校服 
 

1月6日（星期三）到1月14日（星期四）是购买校服的最后机会 

 

宣布最后一次订购Byng校服和毕业校服的机会。由于学生要求，我们将提供第二次订购带有学校标记的连帽衫

和运动裤的机会。8到11年级的学生可以购买Byng校服，12年级的学生可以购买毕业校服。 

订购表可以在网上下载（位于Resources下方），

也可以去309室找Johnston老师。 

付款可以通过School Cash Onlin,或者支票。支票

请交给309室的Johnston老师。 

学生可以去309室在安全的情况下试穿。 

购买的物品将在本月晚些时候提货，退换货时间也

要短很多。 

这是今年最后一次机会，1月14号截至。 

 

 

 

 

 

 
 

https://www.vsb.bc.ca/repository/SBAttachments/8e11130a-23bc-4157-9294-1c252018cc4d_STUDENTF2FandRemoteBlockCalendar2020-2021.pdf


 

 10年级数学/英语考试 

10年级数学考试将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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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英语考试将于2021年4月12日至16日这一周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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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和家长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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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孩将留下俱乐部 

 女孩将留下社团对罗宾社区表示感谢。罗宾社区为“女孩的更好生活组织”共募得1500加元。。 

我们在此宣布三名获奖者。请享受美食！谢谢！ 

Marshall Wilcox 

Finlay Buder 

Tina 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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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it.ly/cp_tv ，或者询问学校里的Counsellor。 

 

艺术展新闻 

新年快乐。欢迎回来。艺术展正在征集新作品。 

准备好您的绘图，绘画，照片和雕塑。我们将在1月18号这周更换作品。我们邀请所有学生于18和19号号将

作品提交到二楼的画廊办公室或艺术室。请在作品背面写上您的名字，以便我们退还作品。正在展出的那些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Publications/Documents/Exam%20Schedule%201%20for%20Students%20-%20Jan%202021%20-%20Numeracy.pdf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Us/Publications/Documents/Exam%20Schedule%201%20for%20Students%20-%20Jan%202021%20-%20Numeracy.pdf
https://curriculum.gov.bc.ca/provincial/grade-10-numeracy-assessment
https://curriculum.gov.bc.ca/provincial/grade-10-literacy-assessment
http://bit.ly/cp_tv


 

作品的作者们也请那周来画廊取走你们的作品。 

请记住，没有ART就没有smART,保持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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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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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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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此项用途的地点包括: 

1. 楼上夹层 (图书馆外面)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Fee/Details/47366/196/False/True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Fee/Details/47366/196/False/True
http://lordbynglibrary.weebly.com/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WC6KCzB7CEq6t9dVWeDjpcU6_SJBxJFAvnYu4EP3zdBUOE1DMDQwUkREWVY5NDZHTTI4Nk4wMzM5VC4u


 

2. 画廊 

3. 画廊门厅 (Crown街入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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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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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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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
https://www.vsb.bc.ca/repository/SBAttachments/8e11130a-23bc-4157-9294-1c252018cc4d_DailyHealthAssessment-Student_Sept15003.pdf
https://www.vsb.bc.ca/repository/SBAttachments/8e11130a-23bc-4157-9294-1c252018cc4d_DailyHealthAssessment-Student_Sept15003.pdf
https://www.vsb.bc.ca/repository/SBAttachments/8e11130a-23bc-4157-9294-1c252018cc4d_DailyHealthAssessment-Student_Sept15003.pdf
https://www.vsb.bc.ca/repository/SBAttachments/8e11130a-23bc-4157-9294-1c252018cc4d_DailyHealthAssessment-Student_Sept15003.pdf
mailto:rgreenshields@vsb.bc.ca
mailto:jradic@vsb.bc.ca
mailto:rrymer@vsb.bc.ca
mailto:rrymer@vsb.bc.ca
mailto:ibirsan@vsb.bc.ca


 

课程选修 

新年快乐！祝愿大家2021年万事如意。 

选课讲座将在2月17日的1-3期间在A/Flex A和Flex B进行。所有学生都将参加和提问。Rymer老师将负责8年级，

Greenshields老师将负责9年级，Rirsan老师将负责10年级，Radic老师将负责11年级。我们还将在1月20日通过

Zoom举行家长讲座。（PAC将提供更多信息）。我们希望那是能见到您。我们正在完善课程计划，请浏览我们课

程计划页面的链接: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 

byng/Guidance-and-Support/Course-Planning/Pages/Default.aspx. 

谢谢你们的支持，请随时联系我们，我们在这里为您服务和共同努力。 

 
  
  罗宾艺校新闻 

罗宾艺校新申请人 

感谢提交罗宾艺校申请的人。我们将开始审核，并将在本月晚些时候发布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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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照每年审核两次。第一次审核将在2月情人节之后的一周进行。我们希望您至少解锁五项成就。请立即开始，刻

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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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7日会议摘要： 

● 激动人心的事件： 

○ 团队中的新议会频道-每个人都已添加到议会私人房间。 

○ Cypher和House Cup比赛将于本月开始 

● 重要信息： 

○ 委员会会议将于本周三召开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Guidance-and-Support/Course-Planning/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Guidance-and-Support/Course-Planning/Pages/Default.aspx
http://byng2.vsb.bc.ca/byngarts/
mailto:byngarts@vsb.bc.ca
http://passport.lordbyng.net/


 

○ 护照到期日推迟到情人节之后的一周 

○ 护照到期前将有提示 

○ 我们的议会标徽将很快上传 

○ 祝贺Jane Zhang同学，您设计的标徽已被选中 

●  最后想法： 

○ 我们需要帮助-征召志愿者进行SGN广播： 

作家 

摄录人员 

演员 

设计人员 

○ 目标：每月播出一次，第二季度末开始 

○ 真高兴我们将于本月发布第一个视频 

在此祝2021健康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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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委会新闻 

 

 哇，我们最终的筹款数字是35000多加币。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它将确保所有项目都得到资助。有关资助项目

将在以后的新闻通讯中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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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家委会事项，请联系 lordbyngschoolpac@gmail.com  

感谢您的支持 

罗宾家委会 

 
 
罗宾毕业生家委会 

 

 请记下这个时间！我们已经预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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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lordbyngschoolpac@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