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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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 

27/05 
/ 

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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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际合唱比赛(决赛) 27/05   (六) 
教务处/课外活动处/音

乐科教研组/合唱团/少

年服务团 
进入决赛队伍 9.30am  

雪隆八独中球类锦标赛 28/05~01/06 体育处 相关参赛学生 
巴生中华独立中学 

主办 

大学参观 29/05~02/06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高中学生 

自由报名 
 

「与大自然有约」外出活动 29/05   (一) 辅导处 学生自由报名  

「亲近生命人旅」参访士毛月戒

毒中心&茅草山 
02/06   (五) 辅导处 学生自由报名  

     

1 

05/06 
/ 

10/06 

Forum Competition (Preliminary) 05/06~09/06 英语教学中心 高中部英文班  

学生仪容检查 05/06   (一) 班导师 各班学生  

全校班会 06/06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外宾演讲 06/06   (二) 辅导处 班导师/学生 
1.50pm~3.20pm 

大讲堂 

校务会议 06/06   (二) 校长室 行政各处/全体老师  

上载第一学期期末考成绩、第一

学期学科总分至校务系统 

最 迟 

0 8 / 0 6 ( 四 ) 
教务处 全体老师  

行政会议 09/06   (五) 校长室 行政各处 3.20pm~6.00pm 

「我们青春」初二级两性教育营 10/06   (六) 辅导处 
初二班导师 

/相关初二学生 

7.30am~5.00pm 

忠、孝、仁、爱、

信、义、和、平 

大讲堂/校园 

高一级社会服务(三)~ 高一文商

礼、廉、智、勇 
11/06   (日) 

高一级联学生自治会 

/高一级班导师 

训导处/总务处 

/相关学生 
7.00am~1.00pm 

     

2 

12/06 
/ 

17/06 

招生宣教运动推展礼暨组织工作 13/06   (二) 训导处/班导师 行政各处/全体师生 第 9 节~10 节 

家长日 16/06~17/06 班导师 各班学生 实体 

2023 年爱阅读读书会 5 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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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9/06 
/ 

24/06 

全校班会 20/06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高二级外宾演讲 20/06   (二) 辅导处 高二级班导师/学生 
1.50pm~3.20pm 

大讲堂 

Forum Competition (Finals) 20/06   (二) 英语教学中心 
高中部进入 

决赛英文班 
 

癸卯年亲情学艺展 20/06~27/06 
人文教育研究与发展

组、辅导处联办 
 

一休/二休/放学

4.00pm 

科技大楼 9 楼 

第 17 届田径锦标赛工作人员赛前

讲解会议 
22/06   (四) 体育处 各服务团体学生 2.00pm~3.20pm 

行政会议 23/06   (五) 校长室 行政各处  

CPD 4 24/06   (六) 英语教学中心 全体英文老师  

     

4 

26/06 
/ 

01/07 

全校周会 27/06   (二)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线上 

第 17 届田径锦标赛前会议 27/06   (二) 体育处 全体教职员 2.50pm~4.30pm 

哈芝节公共假期 29/06   (四)    

招收 2024 年醒狮采青贺岁队员 01/07~20/07 醒狮策划小组 相关同学  

     

 



周次 日期 行事项目 进行日期 负责单位 合作单位 注 

5 

03/07 
/ 

08/07 

初中班会 04/07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高中周会 04/07   (二)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行政会议 04/07   (二) 校长室 行政各处  

第 17 届田径锦标赛 05/07~0707 体育处 全体师生  

     

6 

10/07 
/ 

15/07 

高中班会 11/07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初中周会 11/07   (二)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外宾演讲 11/07   (二) 辅导处 班导师/学生 1.50pm~3.20pm 

初三级班导师会议 11/07   (二) 训导处/级联组长 初三班导师 2.45pm~4.00pm 

76 周年校庆暨教师节庆典彩排 11/07   (二) 
课外活动处/训导处/

学长团 

行政各处 

/相关学会团体 
3.00pm~6.30pm 

高一级班导师会议 13/07   (四) 训导处/级联组长 高一班导师 3.00pm~4.30pm 

76 周年校庆暨教师节庆典 14/07   (五) 
课外活动处/训导处/

学长团 

行政各处 

/相关学会团体 
 

ELC Reading Club #12 - Lord of 
the Flies 

14/07   (五) 英语教学中心 
师生、校外人士 

自由报名 

7.00pm~8.50pm 

线上 

Creative Writing Competition 
submission 

最 迟

1 4 / 0 7 ( 五 ) 
英语教学中心 学生自由报名  

“认识兴华”2024 年初一新生招

生说明会 
15/07   (六) 招生宣教工委会 行政各处 

9.30am~11.30am 

线上 

     

7 

17/07 
/ 

22/07 

初一级科任老师输入操行分数 17/07~22/07 相关老师 训导处  

初中班会 18/07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高中周会 18/07   (二)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初三级联论坛 18/07   (二) 
初三级联学生自治会 

/初三班导师 
训导处/初三学生 

2.00pm~3.30pm 

大讲堂 

回历新年公共假期 19/07   (三)    

高二级班导师会议 20/07   (四) 训导处/级联组长 高二班导师 3.00pm~4.30pm 

学生仪容检查 21/07   (五) 班导师 各班学生  

行政会议 21/07   (五) 校长室 行政各处  

2023 年爱阅读读书会 6： 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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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Key for Schools Cambridge 
Assessment English (CB) 

22/07   (六) 英语教学中心 报考学生  

B1 Preliminary for 
Schools Cambridge Assessment 
English (CB) 

22/07   (六) 英语教学中心 报考学生  

B2 First for Schools Cambridge 
Assessment English (PB) 

22/07   (六) 英语教学中心 报考学生  

CPD 5 22/07   (六) 英语教学中心 全体英文老师  

     

8 

24/07 
/ 

29/07 

高中班会 25/07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初中周会 25/07   (二)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高一级联论坛 25/07   (二) 
高一级联学生自治会 

/高一班导师 
训导处/高一级学生 

2.00pm~3.30pm 

大讲堂 

高三成年礼讲座 27/07   (四) 
课外活动处/辅导处/

高三班导师 
高三级同学 大讲堂 

初二级班导师会议 20/07   (四) 训导处/级联组长 初二班导师 3.00pm~4.30pm 

高三/初三级统考预试考卷送科组

长审查 

最 迟

2 7 / 0 9 ( 四 ) 
教务处 

科组长 

/有关科任老师 
 

C1 Advanced Cambridge 
Assessment English (CB) 

29/07   (六) 英语教学中心 报考学生  

     



 

周次 日期 行事项目 进行日期 负责单位 合作单位 注 

9 

31/07 
/ 

05/08 

初中班会~学生操行自我评量 01/08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高中周会 01/08   (二)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初一级班导师会议 01/08   (二) 训导处/级联组长 初一班导师 2.45pm~4.00pm 

高三/初三级统考预试考卷送印 
最 迟

0 3 / 0 8 ( 四 ) 
教务处 科组长  

行政会议 04/08   (五) 校长室 行政各处  

高三级成年礼彩排 04/08   (五) 
课外活动处 

/高三级班导师 

行政各处 

/全体高三级学生 
 

ELC Reading Club #13 - 
Nevermoor 

04/08   (五) 英语教学中心 
师生、校外人士 

自由报名 

7.00pm~8.50pm 

线上 

高三成年礼 05/08   (六) 
课外活动处 

/高三班导师 

行政各处/全体高三

学生和家长 
 

初一级科任老师上载第一学期总

分至校务系统 
05/08   (六) 教务处 初一级科任老师  

10 

07/08 
/ 

12/08 

家长评量学生在家表现 07/08~12/08 班导师/学生家长 训导处  

高中班会~学生操行自我评量 08/08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初中周会 08/08   (二)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高二级联论坛 08/08   (二) 
高二级联学生自治会 

/高二班导师 
训导处/高二级学生 

2.00pm~3.30pm 

大讲堂 

装订、检查统考预试考卷 
最 迟

1 0 / 1 0 ( 四 ) 
教务处 

初三/高三级 

科任老师 
 

2023 年爱阅读读书会 7：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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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开放日 12/08   (六) 招生宣教工委会 行政各处  

     

11 

14/08 
/ 

19/08 

初中班会 15/08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高中周会 15/08   (二)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初二级联论坛 15/08   (二) 
初二级联学生自治会 

/初二班导师 
训导处/初二级学生 2.00pm~3.30pm 

初三级统考预试 
16/08~18/08 
21/08~24/08 

教务处 初三级师生  

高三级统考预试 
16/08~18/08 
21/08~25/08 

教务处 高三级师生  

学生仪容检查 18/08   (五) 班导师 各班学生  

行政会议 18/08   (五) 校长室 行政各处  

雪隆森独中教师专业研修日 

校本教师专业研修日 
19/08   (六) 教务处 各科老师  

     

12 

21/08 
/ 

25/08 

继续初三级统考预试 21/08~24/08 教务处 初三级师生  

继续高三级统考预试 21/08~25/08 教务处 高三级师生  

初一、初二、高一、高二班会 22/08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初一级联论坛 22/08   (二) 
初一级联学生自治会 

/初一班导师 
训导处/初一级学生 

2.00pm~3.30pm 

大讲堂 

第四十四届现场绘画比赛 26/08   (六) 
美术科教研组 

/美术学会 
各级参赛者  

     

短
假 

26/08 
/ 

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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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醒狮采青贺岁队员生活营 26/08~28/08 醒狮策划小组 相关同学  

国庆日公共假期 31/08   (四)    

     

上课日：60 天          短假：9 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