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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寄语

亲爱的Byng家长，学生和社区成员：

过去的这一周，是我校采用第四季度修订过的教学模型后的第二周。在此，我要感谢学生，教职员工和家长们，感

谢他们的支持，以使这一过渡对每个人都有效！

5月5日（星期三）已为学生和家长发布了第三季度的期末成绩单。

本周和五月初是亚洲历史月的开始。 作为一所学校和一个安全而有爱心的社区，我们将抓住一切机会来庆祝我们学

校的丰富多样性，5月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时机，以反思亚洲历史和亚裔加拿大人在加拿大的经历。 本

月，我们所有人都将借此机会支持我们这个文化底蕴丰富的社区的所有成员，并大声反对反亚洲种族主义。 我校将

于5月19日星期三举行全校范围的反种族主义大会，并朝着“包容性和多样性学习支柱”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

最后祝您周末愉快，安全无虞！

威尔曼先生

学校新闻

五月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机会，使我们学校的四大学习支柱之一（社会与情感学习，共融与多样性，土著教与学和

学生参与）与加拿大亚洲历史月的开始联系起来。

学校的学生们已经准备好在整个月中学习认同亚洲文化遗产，并且在我们教学人员的帮助下，在安迪·约翰斯顿

（AndyJohnston）的帮助下，于周三和周五的预定的公共广播时间，提供公共广播的最新信息 并通过整个五月进行

的一系列活动来分享他们的文化。

为下周做准备的一对学生是亨利·李（HenryLi）和法扎特·塞洛（FarzatSelo），

他们与野口女士（MMs.Noguchi）利用他们的早晨日语课时间，为下周准备了

简短的公告！

在亚洲历史月期间，野口女士将与全班同学分享许多丰富的学习机会之一，他们

将着眼于日本北部阿伊努人的文化。

目前，该班级正在与Kwakwaka原住民土著艺术家JasonTaylor共同开展一项艺术项目。 班级正在设计和装饰班级和

108房之间的门，这是新设计的欢迎空间“WhereNationsGather”。

感谢所有协助我们在加拿大庆祝亚洲历史月的员工：

野口女士：日语和数学

钟淑仪（JanetChung）女士：移民安置人员（SWIS）

凯文·桑德尔（KevinSandher）先生：体育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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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会和反种族主义首席老师，我们的学生领导团队由克拉拉·金（ClaraKim）和学生会领导

以下是本周的其他一些亮点：

原住民教与学：

上周，在前草坪上出现了20英尺的雪松原木，这为学校的原住民教育和学习目标增加了重要内容。

该日志将是由本地教育家戴夫·罗宾逊（DaveRobinson）领导的一个学生项目的重点，该项目的安装艺术品雕塑系列

如下所述：

雕塑系列

在和解成为加拿大首要议程之际，罗宾逊（Robinson）发现了一种个人方式，可以同时融合原住民艺术，画廊空间

的教育和陆地上的艺术。 艺术和工具，社区，以及致力于在作品形成过程中遇到的所有作品之间创造相遇的承诺。

罗宾逊（Robinson）的雕塑系列描绘了特色雕塑，并建立了土著雕塑的建筑素描本。 与使用素描本来发展自己的作

品的艺术家不同，罗宾逊认为，他的过程是将每件艺术品创作到最大程度，然后将其视为素描本中的一页。 在

Robinsons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了样式和形式以及对运动，平衡，质心的理解。 雕塑系列包括五幅20英尺长的雕

塑，这些雕塑是鲁滨逊雕刻作品的集合，并与他的母亲，导师和雕塑家约瑟琳·鲁滨逊博士合作。

我们的Byng学生的艺术作品和参与将增强并深化我们在学校对当地知识的了解。

本周，我们学校的另一个主要工作是通过团队举办并由沃伦·霍利（WarrenHooley）主持的土著盟友和领军学生论

坛。 学生论坛为了解“土著联盟”的含义以及成为盟友的含义提供了机会。

土著教育地区负责人ChasDesjarlais女士，我们的土著教育工作者ChadCarpenter先生，BengEAF首席教师Lori

York女士和ScottMckeen先生参加了此次活动。

特别感谢学生论坛的持续增长，感谢学生领袖SophiaBi，MollyHsu，SophiaPiret和CarysDance以及论坛赞助商和

论坛主持人Vulgaris！

大家出色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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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为支持我们的土著教学目标而开展的其他活动包括在星期五由两名Capstone12高级学生以及土著学生和教职员

工主持的讲习班。 讲习班涉及对主轴螺纹艺术项目的持续工作，学生们装饰了木主轴螺纹，并将其添加到完整的艺

术品装置中。

学生参与度：外部学习

在整个COVID中，教职员工和学生已尽其所能确保安全，包括将学习和学生

的参与带到户外。

以下是正在进行的令人兴奋的学习机会中的一些

麦金先生（McKeen）社会研究9班的学生参加了由戴夫·罗宾逊（DaveRobinson）领导的前草坪上的雕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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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den先生的PE8班学生参加了一次自行车探险，走到了太平洋精神公园的小径上。

来自杨致远女士的ByngArts9班的9年级英语学生则在户外进行诗歌创
作！！！

正在为卡梅伦女士的班级计划另一个激动人心的数学项目，它将把学习内容带入我们的外部学习空间。 这个体验式

学习机会项目称为“这棵树有多高？！”

该小组项目要求学生使用他们在课堂上学到的数学技能来估算我们校园内“雄伟的绿树”的高度！

学生学习沟通：第三季度最终成绩单更新

2020-2021学年第三季度的最终季度报告已于2021年5月5日星期三发布到了我的卑诗省学生家庭门户网站。您可以

通过以下方式访问该报告

链接：https：//myeducation.gov.bc.ca/aspen/logon.domyeducation.gov.bc.ca/aspen/logon.do

如果您对课堂评估有任何疑问或疑虑，请直接与老师联系

第三季度期末成绩单是针对当前在按季度安排的班级就读的学生生成的。 遵循线性时间表的课程将按照线性时间表

进行报告：

•中期成绩单-2020年11月

•年中成绩单-2021年2月

•最终成绩单-2021年6月29日

如果您在使用下面的文档链接时遇到困难，请直接通过MyEd学生家庭门户网站支持网站访问它们

网址：https://www.vsb.bc.ca/Student_Support/General_Resources/MyEdBCStudentFamilyPortal/Pages/Account-

Management.aspx

1.学生家庭门户网站区分大小写，因此请注意是否打开或关闭了CapsLock，或者密码和安全性答案是否包含大小写

字符。

2.如果您知道登录ID，主电子邮件和安全性答复

A：您可以按照以下指南重新启用该帐户并重置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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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禁用的帐户

B.您将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发送到主电子邮件地址），其中包含系统随机生成的密码。 遵循本指南时使用它：First

Timeloggingin首次登录

3.如果您不知道主要电子邮件，或者系统不接受安全性答复或表明您被禁止使用重置功能

A.向学校办公室提交学生报告

B.在系统中为学生提供/确认主要电子邮件地址

C.允许24到48小时进行处理

D.您将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发送到主电子邮件地址），其中包含随机生成的系统

密码。 遵循本指南时使用它：FirstTimeloggingin首次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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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olCashPortal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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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立即购买

季度时间表

您的D2（P3）课程将于第四季度5月10日当周面授。

请参阅轮换时间表：https://www.vsb.bc.ca/repository/SBAttachments/8e11130a-23bc-4157-9294-

1c252018cc4d_STUDENTF2FandRemoteBlockCalendar2020-2021RevisedJan212021.pdf(学生F2F轮换日历

（2021年1月21日修订）。

•第4季度，大多数8年级和9年级的学生，每周5天每天会有一段弹性时间FlexPeriod，而10-12年级的学生每周至少

参加两个弹性时间段。

•教师将在第四学期Q4开始时与各自班级学生沟通告知弹性时间表。

•在利用flex弹性时间段安排课程上，线性课程（贯穿整个学年）优先于网课。

•希望学生使用第4季度的时间表安排好自己的课程。

•请注意，6月2日（星期三）是指定的教师备课日，当天flex期间不会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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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必须始终遵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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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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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云集会

全校云集会-更安全的学校在一起：反种族主义-5月19日，星期三-FlexA和Flex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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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期

A将留在FlexA中（10:30am-11:30am），而Block2-4期间B将提前到FlexB（12:15pm-1:15pm）。

•该虚拟集会将与您的Block2-4老师和Flex班一起举行。 如果您没有2-4区间的课，请见Vulgaris先生。

罗宾中学2021-2022学年不返校

不打算在2021年9月返回罗宾的学生，请单击此处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About-

Us/Publications/Documents/Not%20Returning%20to%20Lord%20Byng%202021-2022.pdf，并将填写好的表格交还

给学校办公室的Tichelman女士。

7年级家长信息之夜–5月12日晚上7点至晚上8点

亲爱的家长和未来的Byng学生监护人：

请于5月12日晚上7点至晚上8点加入我们的学校社区，参加由罗宾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主持的信息和在线定向课程。

请使用下面的缩放链接进行连接

主题：Byng7年级阁下父母信息晚上时间：2021年5月12日，下午07:00温哥华

加入Zoom Meeting

https://us02web.zoom.us/j/89334246614?pwd=ME5OSWpSTEV5TVV6VGZCSHhuc0NKZz09

会议ID：89334246614密码：320190

家委会PAC新闻

寻找教师赞赏虚拟抽奖的捐赠–虽然我们无法举办年度教师感谢午餐，但我们仍在继续募集捐赠物品的传统，我们将

在6月份将其用于特殊的教师感谢虚拟抽奖，作为 我们感谢他们在过去一年中的辛勤工作，这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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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将捐款捐赠在14号西区14号4256号（寻找红门）。 较小的物品可以通过邮箱插槽放入，较大的物品可以放在前门

左侧的框中，在人行道或道路上看不到它们。 整天都会选中此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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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PAC会议-请通过5月19日（星期三）下午7:00与我们一起参加我们的下一次PAC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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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PAC会议–卑诗省家长咨询委员会联合会实际上在5月28日/29日举行了年度会议。 会议主题是“知识共享共

享”，拥有丰富的阵容，有趣的演讲者，例如GordonNeufeld博士，AshelyMiller博士和教育部长Jennifer

Whiteside。 作为ByngPAC是BCCAPC的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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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气

候行动战略，其中包括减少学校浪费，减少学校的碳足迹并增加 更大的Byng社区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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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鼓励每个人完成简短的调查并分享您的观

点！

感谢您对任何与PAC相关的项目的支持，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至lordbyngschoolpac@gm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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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考试信息

您好AP学生！

请参阅以下更新的LordByngAP考试时间表。 感谢您注册参加AP考试。

Exam Date Time

APCalculusAB/BC Wednesday,June9th

DigitalAt-Home
9:00am

APComputerScienceA Tuesday,May18th

DigitalAt-Home
1:00pm

APEnglishLiteratureandComposition Tuesday,May18th

DigitalAt-Home
9:00am

APFrenchLanguageandCulture Monday,May10th

In-School
8:00am

APStatistics Thursday,June10th

DigitalAt-Home
1:00pm

APDrawing PortfolioSubmissionFinalDeadline:Thurs,May20th

(Portfoliosneedtobecompletedbeforethisdate.)

没有在罗宾报名AP课程的学生请访问 VSBwebsite获取更多信息

AP电子考试更多信息如下：

 请点击这里 以观看数字格式的视频和幻灯片w

 请点击这里下载 theAPdigitalexam app.下载该应用程序，你可以练习相关考试.

田径运动

田径：本周运动员

祝贺上周在PointGrey学校参加第一次田径比赛的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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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年级女孩-克洛伊·西蒙（ClloeSymon）和艾莉丝·特林德（EliseTrinder）

八年级男生-麦克林·卡尔森和贾斯汀·刘

十几岁的女孩-琥珀色的特雷德和朱莉娅·墨菲

少年男孩-贝克·布朗和卢卡斯·埃普

女高中生-中村里沙（RisaNakamura），海莉·范德海（HaileyVanderhaege），林妮亚·布罗丹（LinneaBrodin），

朱莉·格里芬（JolieGriffin）和卡琳娜·舒恩（KarinaShuen）

高年级男孩-马格努斯·詹森（MagnusJenson），查理·金（CharlieKing），雅各布·德威兹（JacobDeWijze），芬

恩·科尔曼（CarnCulter），保罗·皮策尔（PaulPaetzel）和托马斯·斯温德勒（ThomasSwind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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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先生那里获

得。或在田径公告板上找到，可以在A和B楼之间的走廊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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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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温暖晴好意味着它就是田径的季节。是的，罗宾田径训练已经开始！这是新冠疫情中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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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队伍。该团队包括所有年级和体能的学生。这是一项非常好的健身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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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力，力度，速度，敏捷性，耐力以及奔跑，跳跃和

投掷技术。今年很多学生都不太活跃。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体育课目前仅在一年的四分之一时间内每隔两周的第

二周上课。许多运动不是进行得很有限，就是根本没有进行。请考虑选择田径。我们始终欢迎初学者。

田径四月及五月的训练时间表如下：

星期一：下午3:15至4:45，地点：CamosunPark

星期二：下午3:15至4:45，地点：CamosunPark

星期三；上午11:30到下午12:30，短跑和接力赛，地点：MainGym

星期四；上午7:45到8:30，跳高和跨栏，地点：MainGym

学生可以根据需要参加尽可能多的练习和竞赛。但是，我建议他们每周至少参加一次练习，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参加

所有见面。如果错过了初次会议，学生们必须到体育办公室去见Mr.Jack，或者去主体育馆西侧布告板领取必要的表

格。整个训练和见面时间都包含在内。相关更多信息，请通过bjack@vsb.bc.ca与Jack先生联系。

COVID-19健康与安全程序

感谢所有的学生和教职员工每天进入教学楼之前

完成每日健康评估，这是我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也感谢你们像一个家庭一样讨论最大化身体距离、

最小化身体接触、戴口罩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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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感谢所有的学生、家庭和教

职员工，为学校安全所做的不懈努力。

请参阅自2021年3月31日开始的最新的K-12学校口罩指南。提醒学生使用正确的出入口，并遵循箭头方向行进。楼梯都是单向

的。

COVID-19漱口水/漱口检测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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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漱口检测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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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孩子被抱起时，将向父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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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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导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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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msmith@vsb.bc.ca和R.Rymer先生rrymer@vsb.bc.ca

Tf至Z Ms.Birsan女士ibirsan@vsb.bc.ca

辅导员工作

我们很高兴地宣布，以M-Te开头的姓氏的学生辅导员MarySmit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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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Rymer）先生（她的替补）将在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三继续担

任职务。

UBC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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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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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院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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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CashOnline，请按照以下说明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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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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

byng/Families/Fees/Documents/sbfile/210430/Byng%20Fee%20Schedules%202021-22.pdf

爱与希望博览会-青年在COVID-19中帮助无家可归的青年

（太平洋时间5月10日至5月18日中午12点）

VSBSWISByngProject3B将举办“Love＆HopeExposé”在线绘画拍卖，以为温哥华无家可归的年轻人筹款。 在

CLCE非营利基金会的支持下，该项目与温哥华圣约大厦（CHV）和ByngLord中学合作。

随着COVID-19继续影响世界，无家可归的街头生活日益困扰着我们城市无家可归青年的健康和生存。 我们的目标是

提高公众意识和资金，以支持那些绝望和有需要的人。

温哥华圣约大厦于1997年9月22日开业，以“无条件的爱和绝对的敬意”支持温哥华的无家可归者和高危街头青年。

他们帮助16至24岁的年轻人摆脱了身体，情感和性虐待； 那些被迫离开家园的人； 以及那些已经过寄养服务的人。

（CHV链接：https：//www.covenanthousebc.org/）

您可以使用竞标链接访问拍卖网站，对30幅杰出的作品进行竞标，从而产生积极的影响。 100％的收益将用于CHV
以支持其计划和服务！

绘画拍卖招标链接：https://byngproject3b.wixsite.com/loveandhope2021

筹款人组织者将与中标者联系，以在罗宾中学（3939温哥华西16大街取画。）

中标价格应通过支票支付给“LongByng中学”，也可以通过信用卡与约信房屋发展官AllisonBriggs（604-757-6165）

进行电话支付。

如果您有兴趣通过简单的捐赠来支持ByngProject3B的筹款活动，请单击下面的链接，以通过我们的温哥华约
屋（CHV）筹款页面进行捐赠。 CHV将自动向您开具收据。 （捐赠链接；

https://secure3.convio.net/chb/site/TR?team_id=2851&pg=team&fr_id=1342)
我们由衷的感谢您的提前支持！
（有关信息：珍妮（JanetChung）7787722084或jlchung@vsb.bc.ca）
以下是“爱与希望博览会”拍卖收藏中的一些画作：

杰西卡·陈（JessicaChen）（G8），油画题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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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mineBai(G11)绘画作品名为“梦

EmilyYing(G8)的绘画作品为“祈祷天使”

AbbyTian(G10)作品名为“变形””.

不 不 LauraChen(G10)的绘画作品为“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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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访客

学校大楼对公众保持关闭。 家长只有通过预约，才能得到校长或副校长的直接批准进入，并且仅适用于必要的学校

事物务或紧急情况。 所有其他通信交流和业务将通过电话，虚拟会议或电子邮件进行。

艾米丽·卡尔（EmilyCarr）的夏季青少年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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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lyCar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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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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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届毕业生购买其艺术作品并在我们的学校永久展示。 您

可能已经注意到许多启发性的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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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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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如何提交作品的详细信息以及随附的艺术家声明，将在下周的新闻稿和团队中发布。

剧院和合唱团学生的通知–ARTSCLUB音乐剧强化班

音乐剧院强化班-大师班的申请现已开放！ 请在6月1日之前申请。该大师班面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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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在伟大的音乐剧场上工作时，将指导每个年轻艺术家进行技术和探索，以帮助他们在歌曲体验中过上更加真实的生

活，而且，作为奖励，今年，每个学生都将录制自己独奏的音频/视频 ，在我们的MTI团队的支持下。

该计划将以为期三天的紧张研讨会结束，随后在历史悠久的斯坦利工业联盟舞台上进行现场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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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

•来自业界专业人士的指导

•结识志趣相投的其他年轻人

•包括独唱录音

学费：$535+GST

申请截止日期：6月1日，星期二

*面对面部分取决于公共卫生命令。 如果不允许现场聚会，这些组件将在线上转移。

在这里注册https://artsclub.com/education/musical-theatre-

intensive?utm_source=ActiveCampaign&utm_medium=email&utm_content=Applications+are+now+open+for+Mus

ical+Theatre+Intensive%21&utm_campaign=Musical+Theatre+Intensive+%231#how-to-

apply&vgo_ee=%2BG9uGaKqiP%2B23HL3L1bop7lCnO62%2BtosOSIPFs19F8o%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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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ngArts信息

Byng艺术学生会选举

主席、副主席和秘书/财务主管的提名征集截止至5月10日星期一午夜。

您准备好带领我们进入新的一年吗？ 如果您是11年级或12年级的学生，并且符合标准，那么该是时候参加Byng艺术

学生会执行官的竞选了。

以下是我们在线应用程序的链接。 收到提名后，将于5月下旬在网上举行选举。

执行成员领导理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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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有兴趣竞选高管并且符合条件，请单击链接以提交您的提名表https://forms.gle/CXhSsqnzBbD9cKxSA

ByngArts护照

护照站点（http://passport.lordbyng.net/）

护照将在5月底进行年度最后一次审核。 您应该在一月份的上一次审核中获得另外5项成就。

每个护照徽章将获得25分。 您的积分将有助于众议院的总数和最终的众议院挑战赛的成绩。 我们将添加一些新成

就，例如另一个画廊活动，所以请继续关注并保持您提交的作品的到来。

Byng艺术学生会最新动态

会议摘要：2021年4月29日

•WAT

-剧集2即将完成，下周要完成！

-节目预告片3纪录片/防弹少年团

晚会壁画

-1张大壁画

-我们有一个团队和一些草图

大选

-团队可用的表格，截止日期为星期一（5月10日）晚上11:59

护照

-五月底到期

-需要5个新徽章

-潜在的新徽章（亚洲文化遗产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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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

-邀请下周外出

-5月17日开始试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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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别介绍。 –请每个人标注日期。

感谢所有为会议贡献自己的想法和精力的人。

此致，您的理事会执行官西奥（Theo），梅根（Megan），莎拉（Sarah）和卡米尔（Camil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