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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日期 行事项目 进行日期 负责单位 合作单位 注 

准 

备 

10/12/2022 
/ 

08/01/2023 

各学生团体训练营/生活营/校外比赛  各相关团体 课外活动处  

三项统考评阅工作 10/12~20/12    

雪州苏丹诞辰公共假期 11/12   (日)    

雪州苏丹诞辰补假 12/12   (一)    

醒狮密集训练营 12/12~16/12 醒狮策划小组 全体醒狮队员  

2022 年管理审查会议暨 2023 年

教育筹备会议(一) 
15/12   (四) 校长室 行政各处 9.00am~4.00pm 

狮队自主练习 
17/12/2022~ 
02/01/2023 

醒狮策划小组 全体醒狮队员  

2023 年新生始业辅导线上说明会 17/12   (六) 行政各处 初中一学生及家长 
10.00am 

Zoom 

高中毕业典礼彩排 20/12   (二) 课外活动处/训导处 行政各处 

8.30am~9.30am  

练唱 

9.30am~12.00pm

仪式彩排 

高、初中统考美术评阅 20/12~23/12    

2022 年管理审查会议暨 2023 年

教育筹备会议(二) 
23/12   (五) 校长室 行政各处 1.30am~4.00pm 

高中毕业典礼 23/12   (五) 课外活动处/训导处 行政各处  

圣诞节公共假期 25/12   (日)    

圣诞节补假 26/12   (一)    

贩卖部盘点 27/12~29/12 贩卖处  8.00am~4.00pm 

2023 学年新老师工作坊 29/12   (四) 校长室 
行政各处 

/全体新任老师 

9.00am~2.00pm 
Chrome Lab 1 

新任英文老师培训 29/12   (四) 英语教学中心 全体新任英文老师 9.00am~2.00pm 

元旦公共假期 01/01/2023(日)    

元旦公共补假 02/01    (一 )    

2023 初一新生助学金申请 03/01~07/01 校长室/训导处  家长到训导处面谈 

大学开讲 50 分钟－中国专场 03/01~07/01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校内外人士 

自由报名 

10.00am~4.00pm 

线上 

2023 学年班导师工作坊 03/01   (二) 校长室 
行政各处 

/全体班导师 

7.15am~2.20pm 

忠礼堂 

2023 学年校务会议 04/01   (三) 校长室 
行政各处 

/全体老师 

8.00am~12.00pm 

黄景裕讲堂 

ELC 开学前会议 04/01   (三) 英语教学中心 全体英文老师 12.10pm~1.10pm 

高三班导师会议 04/01   (三) 课外活动处 高三班导师 
1.00pm 

课外活动处会议室 

宿舍教育管理会议 05/01   (四) 舍务处 
全体住校生 

生活导师 
9.00am~11.30am 

2023 年高一始业辅导 06/01~07/01 辅导处 高一班导师/学生  

     



 

周次 日期 行事项目 进行日期 负责单位 合作单位 注 

1  
09/01 

/ 
14/01 

2023 学年开学 09/01   (一)    

学生仪容检查 09/01   (一) 班导师 各班学生  

初一级科任老师会议 09/01   (一) 教务处 初一级科任老师 
8.30am 

校友楼会议厅 

初中集会 09/01   (一) 训导处 行政各处 第 4 节 

高中集会 09/01   (一) 训导处 行政各处 第 5 节 

初二至高三始业辅导 09/01   (一) 班导师 行政各处  

初中环保股长讲解会 09/01   (一) 训导处 
初二至初三 

环保股长 

二休 

黄景裕讲堂 

高中环保股长讲解会 09/01   (一) 训导处 
高一至高三 

环保股长 

二休 

黄景裕讲堂 

正副常务班长讲习会 09/01   (一) 教务处/训导处 初二至高三班长 
放学后 

黄景裕讲堂 

招募辅导志工 09/01(一)开始 辅导处   

销过辅导申请 09/01(一)开始 辅导处 训导处  

醒狮晚间练习开始 09/01(一)开始 醒狮策划小组 全体狮队队员 
星期一、二、四 

6.00pm~8.00pm 

插班生选择学会 09/01~10/01 课外活动处/班导师 相关学生  

新春醒狮招募工作人员 09/01~11/01 课外活动处 高中学生 高中同学自由报名 

新学年始业式 10/01   (二)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8.00am 全体学生 

列队到相关地点 

第 3 节开始上课 

全校班会(成立生活学习互助小组) 10/01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初中卫生股长讲解会 10/01   (二) 训导处 
初二至初三 

卫生股长 

二休 

黄景裕讲堂 

高中卫生股长讲解会 10/01   (二) 训导处 
高一至高三 

卫生股长 

二休 

黄景裕讲堂 

醒狮午间练习开始 10/01(二)开始 醒狮策划小组 全体狮队队员 
放学后 

朝阳堂 

醒狮采青工作人员讲解会 12/01   (四) 训导处/辅导处 相关同学 
2.00pm~3.30pm 

讲堂 

兴华新春剪纸工作坊 12/01   (四) 
图书馆/课外活动处

联办 
师生自由报名 

2.00pm~3.30pm 
Chrome Lab 1 

醒狮行动中心启用聚餐暨工委领

队会议 
12/01   (四) 醒狮工委会  

6.30pm 自由餐

8.00pm 开会 

初一新生购书 
13/01~14/01 
16/01~18/01 

贩卖处 初中一学生  

行政会议 13/01   (五) 校长室 行政各处  

2023 年三机构及教职员新春晚宴 13/01   (五) 拿督李平福董事长 
全体教职员 

/三机构理事 

6.30pm 入席 

7.00pm 开席 

朝阳堂 

提交教学进度表至科组长审查 
最 迟

1 4 / 0 1 ( 六 ) 
科组长 各级科任老师  

教育研究培训(一) 14/01   (六) 教育研究与发展组 全体老师 

8.00am~9.30am 
 

国、英文教研组 

10.00am~11.30am 
 

黄景裕讲堂 

各科教研组会议 14/01   (六) 各科教研组组长 各科教研组组员 

国、英文教研组

8.00am~9.30am 
 

其他科 

10.00am~11.30am 

     



 

周次 日期 行事项目 进行日期 负责单位 合作单位 注 

2  
16/01 

/ 
21/01 

初一班导师会议 16/01   (一) 辅导处 初一班导师 
10.00am 

综楼 5 楼会议室 

初中周会 17/01   (二)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高中班会(拟写个人使命宣言) 17/01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癸卯年挥春比赛开笔仪式暨新春

醒狮采青贺岁队伍授旗礼彩排 
17/01   (二) 

课外活动处/教务处/

醒狮策划小组 

总务处/书法研习

社/华文科教研组 

3.00pm~5.00pm 

兴华园 

挥春比赛-教职员组 18/01   (三) 
华文科教研组 

/书法研习社 
教职员 

2.45pm~4.00pm 

墨艺轩 

癸卯年挥春比赛开笔仪式暨新春

醒狮采青贺岁队伍授旗礼、挥春

比赛 

19/01   (四) 
课外活动处/教务处/

醒狮策划小组 

总务处/书法研习

社/华文科教研组 
7.30am~12.30pm 

农历新年特假 20/01   (五)    

除夕夜特假 21/01   (六)    

农历新年公共假期(癸卯年) 22/01~23/01    

     

3  
23/01 

/ 
28/01 

新春醒狮采青贺岁运动 22/01~29/01 醒狮工委会 全体教职员生  

农历新年补假 24/01   (二)    

农历新年特假 25/01   (三)    

学会职能执委讲解会 26/01   (四) 课外活动处 学会执委 

2.00pm~3.00pm 

主席股：大讲堂 

财政股：音乐室 

文书股、学艺股： 

讲堂 

高三生涯规划讲座 27/01   (五)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辅导处 

高三级 

班导师/学生 
辅导课时间 

行政会议 27/01   (五) 校长室 行政各处  

2022 年 SPM 考生考前集会 27/01   (五) 教务处 2022 年 SPM 全体考生 
2.40pm 

黄景裕讲堂 

     

4  
30/01 

/ 
04/02 

年初九特假 30/01   (一)    

继续新春醒狮采青贺岁运动 30/01~05/02 醒狮工委会 全体教职员生  

Free Tuition Class Begins  英语教学中心   

联课活动正式开始  课外活动处 学会负责老师  

2022 SPM Ujian Amali Sains: 
Fizik 

30/01   (一) 教务处 
2022 年 

SPM 相关考生 

考生根据考试时段出席 

7.30am~10.15am 
8.45am~10.15am 
10.00am~11.15am 

2022 SPM Ujian Amali Sains: 
Biologi 

31/01   (二) 教务处 
2022 年 

SPM 相关考生 

考生根据 

考试时段出席 

高中周会 31/01   (二)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初中班会(拟写个人使命宣言) 31/01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2022 SPM Ujian Amali Sains: 
Kimia 

02/02   (四) 教务处 
2022 年 

SPM 相关考生 

考生根据 

考试时段出席 

提交第一学期活动计划表 03/02   (五) 课外活动处 学会负责老师  

高三级理事工作坊 04/02   (六) 
课外活动处 

/高三班导师 
相关同学同学 

科技大楼九楼 

/体育中心/科技广场 

SPM 作答技巧讲座(一) 04/02   (六) 教务处 
2022 年 

SPM 相关考生 
黄景裕讲堂 

初一级神奇数学营 04/02   (六) 辅导处/ 教务处 
数学科教研组 

/初一学生 

9.00am~12.00pm 

线上 

大宝森节公共假期 05/02   (日)     

     



 

周次 日期 行事项目 进行日期 负责单位 合作单位 注 

5  
06/02 

/ 
11/02 

大宝森节补假 06/02   (一)     

2022 SPM Ujian Bertutur: BM 07/02~09/02 教务处 
2022 年 

SPM 相关考生 

考生根据考试时段出席 

7.30am~9.40am 
10.30am~12.40am 
2.00pm~4.10pm 

初中周会 07/02   (二)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高中班会 07/02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狮队队员集合 07/02   (二)  醒狮策划小组 全体狮队队员 
2.50pm~3.30pm 

黄景裕讲堂 

学生仪容检查 10/02   (五) 班导师 各班学生  

初三级学生填写统考报考表 10/02   (五) 初三级学生/班导师 教务处 辅导课时间 

高三级学生填写统考报考表 10/02   (五) 高三级学生/班导师 教务处 辅导课时间 

高三级会员大会 10/02   (五) 
课外活动处 

/高三级班导师 
全体高三级学生 大讲堂 

行政会议 10/02   (五) 校长室 行政各处  

新春醒狮采青运动庆功宴 10/02   (五) 醒狮工委会 
醒狮策划小组 

/课外活动处/总务处 
6.30pm 入席 

7.00pm 开席/朝阳堂 

华文独中新手教师培训课程(1) 11/02~12/02 教务处 相关新任老师  

CPD 1 11/02   (六) 英语教学中心 全体英文老师  

SPM 作答技巧讲座(二) 11/02   (六) 教务处 2022年SPM相关考生 黄景裕讲堂 

初一级「Fun 转科学」营 11/02   (六) 辅导处/ 教务处 
科学科教研组 

/初一学生 

9.00am~12.00pm 

线上 

班际合唱比赛技巧讲习会 11/02   (六) 音乐科教研组 各班代表 
9.00am~11.00am 

黄景裕讲堂 

初二至高三各班上载班委会名单
(班委、值日生、生活学习互助小组、备

品承包、座位表) 

最 迟 

1 1 / 0 2 ( 六 ) 
训导处 班导师/相关学生 

训导处 

Google Sites 

6  
13/02 

/ 
17/02 

2022 SPM Ujian Bertutur: 
ENGLISH 

13/02~15/02 教务处 
2022 年 

SPM 相关考生 

考生根据考试时段出席： 

7.30am~2.00pm 
10.35am~2.00pm 
2.05pm~4.45pm 

高中周会 14/02   (二)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初中班会 14/02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初三外宾演讲：「谈情说爱」主

讲：陈汉维硕士 
14/02   (二) 辅导处 

初三班导师 

/初三学生 

1.50pm~3.20pm 

大讲堂 

教育品质促进处会议(一) 14/02   (二) 品质促进处 品质促进处成员 
2.50pm 

校长室 

2022 SPM Ujian Mendengar: 
BM & ENGLISH 

16/02   (四) 教务处 
2022 年 

SPM 相关考生 

考生根据考试时段出席： 

8.30am~11.40am 

ELC Reading Club #9 - Atomic 
Habits 

17/02   (五) 英语教学中心 
师生、校外人士 

自由报名 

7.00pm~8.50pm 

线上 

SPM 作答技巧讲座(三) 18/02   (六) 教务处 2022年SPM相关考生 黄景裕讲堂 

初一级「我的兴华生涯」分享会 18/02   (六) 辅导处 初一班导师/初一新生 
9.00am~12.00pm 

线上 

短 

假  

18/02 
/ 

12/03  

各学生团体训练营/生活营/校外比赛  各相关团体 课外活动处  

华文独中新手教师培训课程(2) 18/02~19/02 教务处 相关新任老师  

辅导志工培训营 23/02~25/02 辅导处   

初一级住校生生活营 09/03~11/03 舍务处 宿舍自治会 
09/03 

1.00pm 报到 

新生营 1/学会体验日 10/03  (五 ) 
辅导处/课外活动处/

始业辅导志工 

相关学会 

/初一学生 
7.25am~2.15pm 

新生营 2 11/03  (六 ) 
辅导处 

/始业辅导志工 

相关学会 

/初一学生 
7.25am~5.00pm 

学会干部训练营  课外活动处 相关学会执委 暂定 

2022 SPM Ujian Bertulis 

2 0 / 0 2 ~ 2 3 / 0 2 

28/02、01/03 

06/03、08/03-

09/03、13/03 

教务处 2022 年 SPM 考生  

教职员医药卡计划讲座 12/03  (日 ) 校长室 董事会 
9.30am~11.30am 

线上(暂订) 

3 楼办公室开始整修     

教 2 楼 ELC 办公室开始整修     

上课日：30 天          短假：23 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