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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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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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程工作坊暨校内编程赛 20/02~22/02 教务处/编程选修课 自由报名 
8.30am~3.30pm 

科 5楼资讯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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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3/03 

/ 
18/03 

初一级学生建置 / 修订学籍资料 13/03~19/03 
教务处/ 

初一级班导师 
初一级学生  

初一级开学礼 13/03   (一) 辅导处 
行政各处/初一班

导师/初一学生 

7.50am~9.10am 

按照时间表 

大讲堂 

学生仪容检查 13/03   (一) 班导师 各班学生  

初一正副常务班长讲习会  13/03   (一) 教务处/训导处 初一级各班班长 
初中二休 

黃景裕讲堂 

科系职业聊聊会 

Becoming a lawyer in the UK：

Legal education and skills 
required 

13/03   (一) 
升学与国际 

事务处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学生自由报 

3.00pm~4.00pm 

科技大楼 5 楼

Chrome Lab 1 

初一级学生培训课 14/03~15/03 辅导处 初一班导师/初一学生 
按照时间表/相关班级 

大讲堂 

初一班级环保股长讲解会 14/03   (二) 训导处 初一各班环保股长 
初中二休 

黃景裕讲堂 

全校班会 14/03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校务会议 14/03   (二) 校长室 行政各处/全体老师 
2.50pm~4.30pm 

黃景裕讲堂 

初中华语辩论比赛(初赛一) 14/03   (二) 课外活动处 
辩论校队 

/少年服务团 

3.00pm~5.00pm 

国字型 

1-01 ~ 1-04 课室 

初一班级卫生股长讲解会 15/03   (三) 训导处 初一各班卫生股长 
初中二休 

黃景裕讲堂 

初中华语辩论比赛(初赛二) 16/03   (四) 课外活动处 
辩论校队 

/少年服务团 

3.30pm~5.00pm 

国字型 

1-01 ~ 1-04 课室 

行政会议 17/03   (五) 校长室 行政各处  

开斋节文化体验系列活动： 

“Riang Ria Aidilfitri”海报设计比

赛收件截止 

17/03   (五) 国文科教研组 自由报名  

2023 年爱阅读读书会 1：徐威雄

博士导读兴华《风雅颂》校史 1 
17/03   (五) 

人文教育研究与发展组主

办、兴华中小学校友会联办 

师生、校外人士 

自由报名 

8.00pm~10.00pm 

线上 

初一级一日营 18/03   (六) 
辅导处 

/始业辅导志工 

初一班导师/初一

学生 

7.25am~4.00pm 

大讲堂/校园 

初二级手创选修课(一) 18/03   (六) 教务处/相关老师 初二级学生  

高一、高二级 SPM 辅助课程开始

上课 
18/03   (六) 教务处 

高一、高二级 

SPM 考生 

课程详情 

另行公布 

CPD 2 18/03   (六) 英语教学中心 全体英文老师  

     

 
 



周次 日期 行事项目 进行日期 负责单位 合作单位 注 

8  

20/03 
/ 

25/03 
 

科学小摊 20/03~24/03 科学科教研组 初三级学生  

高一理科校友分享会 20/03   (一) 辅导处 
高一理科班导师/

学生 

1.10pm~1.50pm 

辅导课时间 

大讲堂 

生命科学工作坊： Extracting 

DNA from fruit 
20/03   (一)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高三理科学生自由报名 

3.00pm~4.00pm 

科技大楼 7 楼 

综合实验室 

名额：30 人 

外宿生集会 21/03   (二) 训导处/辅导处 全体外宿生 
9.10am~9.35am 

黄景裕讲堂 

全校周会 21/03   (二)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线上 

初二级班导师会议 21/03   (二) 训导处/级联组长 初二班导师 2.45pm~4.00pm 

初中华语辩论比赛(复赛一) 21/03   (二) 课外活动处 
辩论校队 

/少年服务团 

3.00pm~5.00pm 

国字型 

1-01 ~ 1-04 课室 

工程工作坊：Catapult Challenge 22/03   (三)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学生自由报名 

3.30pm~4.30pm 

科技大楼 8 楼 

数学实验室 1 

名额：30 人 

电 脑 工 作 坊 ： The Sphero 

Challenge 
22/03   (三)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学生自由报名 

3.30pm~4.30pm 

科技大楼 9 楼 

探究成果发表厅 

名额：30 人 

专 题 讲 座 ： Fast and Slow 

Thinking 
22/03   (三)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学生自由报名 

3.30pm~4.30pm 

科技大楼 8 楼 

数学实验室 2  

高三级班导师会议 23/03   (四) 训导处/级联组长 高三班导师 2.00pm~4.00pm 

初中华语辩论比赛(复赛二) 23/03   (四) 课外活动处 
辩论校队 

/少年服务团 

3.30pm~5.00pm 

国字型 

1-01 ~ 1-04 课室 

按星期一课表上课 24/03   (五) 教务处 全体师生  

初二级手创选修课(二) 25/03   (六) 教务处/相关老师 初二级学生  

Excel 高效实战工作坊 25/03   (六) 网上教学推展组 相关老师 
9.00am~11.00am 

科 8 楼数学实验 

高一社会服务(一)~ 高一理忠、

孝、文商平、廉 
26/03   (日) 

高一级联学生自治会 

/高一班导师 

训导处/总务处 

/相关学生 
7.00am~1.00pm 

9  
27/03 

/ 
01/04 

外宿生家访 27/03~30/03 训导处/辅导处 全体外宿生 放学后 

高一文商校友分享会 27/03   (一) 辅导处 
高一文商班导师/

学生 

1.10pm~1.50pm 

辅导课时间 

大讲堂 

全校班会 28/03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外宾演讲 28/03   (二) 辅导处 班导师/学生 
1.50pm~3.30pm 

大讲堂 

初三级班导师会议 28/03   (二) 训导处/级联组长 初三班导师 3.00pm~4.30pm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升学

说明会 
28/03   (二)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学生自由报名 

3.00pm~4.00pm 

科技大楼 5 楼 

Chrome Lab 1 

初中华语辩论半决赛 28/03   (二) 课外活动处 
辩论校队 

/少年服务团 

3.00pm~5.00pm 

国字型 

1-01 ~ 1-04 课室 

高一级班导师会议 30/03   (四) 训导处/级联组长 高一班导师 2.45pm~4.00pm 

初中华语辩论决赛 30/03   (四) 课外活动处 
辩论校队 

/少年服务团 

3.30pm~5.00pm 

讲堂 

行政会议 31/03   (五) 校长室 行政各处  

2023 年爱阅读读书会 2：徐威雄

博士导读兴华《风雅颂》校史 2 
31/03   (五) 

人文教育研究与发展组

主办、兴华中小学校友

会联办 

师生、校外人士 

自由报名 

8.00pm~10.00pm 

线上 

初二级手创选修课(三) 01/04   (六) 教务处/相关老师 初二级学生  

10  
03/04 

/ 
08/04 

清明节特假 03/04   (一)    

继续外宿生家访 04/04~07/04 训导处/辅导处 全体外宿生 放学后 

按星期一课表上课 04/04   (二) 教务处 全体师生  

专题讲座：Skeletal System 04/04   (二)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City College Plymouth 

/高二、三理科班 

学生自由报名 

3.00pm~4.00pm 

科技大楼 5 楼 

Chrome Lab 2 

初一级班导师会议 06/04   (四) 训导处/级联组长 初一班导师 3.00pm~4.30pm 

可兰经降世日公共假期 08/04   (六)    

初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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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 / 0 4 ( 六 ) 
训导处 班导师/相关学生 

训导处 

Google Sites 

 



周次 日期 行事项目 进行日期 负责单位 合作单位 注 

11  
10/04 

/ 
15/04 

外宿生生活辅导 10/04~14/04 训导处/辅导处 全体外宿生  

Elocution Competition  
(Preliminary) video submission 

最 迟

1 0 / 0 4 ( 一 ) 
英语教学中心 学生自主报名  

初一级联主题辅导课：礼仪 10/04   (一) 辅导处 
训导处/ 

初一班导师/学生 

辅导课时间 

大讲堂 

高一级生涯规划讲座 10/04   (一)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辅导处 

高一 

班导师/学生 

辅导课时间 

大讲堂 

全校班会 11/04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外宾演讲 11/04   (二) 辅导处 班导师/学生 1.50pm~3.20pm 

兴华书香月推展仪式 11/04   (二) 
图书馆/课外活动处/人文教

育研究与发展组联办 全体师生 
2.00pm~2.40pm 

线上 

高二级班导师会议 11/04   (二) 训导处/级联组长 高二班导师 2.50pm~4.30pm 

科系职业聊聊会：音乐生涯怎样

走? 
11/04   (二)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学生自由报名 

3.00pm~4.00pm 

科技大楼 5 楼 

Chrome Lab 1 

全校紧急疏散演练 12/04   (三) 紧急疏散小组 全体教职员生 
8.15am~9.00am 

暂订 

第一学期期末考考卷送科组长审查 
最 迟

1 3 / 0 4 ( 四 ) 
教务处 科组长/科任老师  

全校常识比赛(初赛) 13/04   (四) 课外活动处 
史地学会/学长团/

图书馆服务团 

3.30pm~4.15pm 

课室 

学生仪容检查 14/04   (五) 班导师 各班学生  

香港浸会大学升学说明会 14/04   (五)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学生自由报名 
3.00pm~4.00pm 

科技大楼 8 楼 

 数学实验室 1 

ELC Reading Club #10 - Six of 
Crows 

14/04   (五) 英语教学中心 
师生、校外人士 

自由报名 

7.00pm~8.50pm 

线上 

2023 年爱阅读读书会 3：钟雪芬

校友导读蒋勋的《舍得.舍不得：

带着金刚经旅行》 

14/04   (五) 
人文教育研究与发展组

主办/兴华中小学校友会

/图书馆联办 

师生/校外人士 

自由报名 

8.00pm~10.00pm 

线上 

「我们青春」初二级两性教育营 15/04   (六) 辅导处 
初二班导师 

/相关初二学生 

7.30am~5.00pm 

礼、廉、智、勇 

大讲堂/校园 

校务会议 15/04   (六) 校长室 
行政各处 

/全体老师 

8.00am~10.00am 

黄景裕讲堂 

雪隆森独中教师专业研修日 

校本教师专业研修日 
15/04   (六) 教务处 各科老师  

2023 年度家教协会会员大会暨 

第 16 届理事会改选 
15/04   (六) 校长室/家教协会 全体教师/家长 

11.00am~1.30pm 

黄景裕讲堂 

     

12  
17/04 

/ 
21/04 

绿色走廊周 17/04~21/04 训导处 环保志工团  

初一级 PDCA 培训 17/04   (一) 培训组 初一学生 
9.40am~10.20am 

大讲堂 

全校周会 18/04   (二)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线上 

开斋节文化体验 18/04   (二) 
国文科教研组/ 

国文学会/教务处 
全体师生  

数学评估比赛 18/04   (二) 
数学学会/ 

课外活动处/教务处 

数学科教研组/数学校

队/2022 年毕业校友 
2.40pm~4.40pm 

大讲堂 

第一学期期末考考卷送印 
最 迟

1 9 / 0 4 ( 三 ) 
教务处 科组长  

全校常识比赛(决赛) 20/04   (四) 课外活动处 
史地学会/学长团/

图书馆服务团 

2.0pm~4.00pm 

黄景裕讲堂 

     

短 

假  

22/04 
/ 

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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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斋节公共假期 22/04~23/04    

开斋节补假 24/04   (一)    

全国华文独中宿舍生活导师交流会 25/04~26/04 董总   

     

上课日：30 天          短假：9 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