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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初中科学营营员与师长、义工合影。

谢锡福师报导

郑瑞玉校长于5月28日及29日的第
二届科学营开幕礼上发表讲话时指出，
成功的窍门在于“积极与认真的态度，和
追根究底的决心与勇气”；她说，同学们
的自觉与主动，是学校能量的最大源泉。
郑校长表示，事物的发展与变化不
为个人意愿所转移，科技覆盖及渗透面
不断的扩大，迫使科技教育必须做出改
革。老师们可以勉励学生，从“问题、
假设、实验、结论”，帮助学生去感受
和理解科学研究的基本过程；然而，科
学实验教育的开拓是否能够奏效，必须
更多方面的配合与努力，而同学们的认
同与积极参与，还是问题的关键。
目前，学生普遍被认为学习态度被
动和怠惰思考；其根源除了与今天追求
标准答案和忽略实际运用与搜寻问题的
教学模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之外，
相信同学们也不得不同意，学生每天在
网上谈天所消耗的时间，和在小圈子里
面过多缺乏沉淀的即时反应，其实很容
易对青少年的成长造成伤害。
郑校长也表示，我校这两年间也兑
现了改善科学实验设备的承诺。科学实

验设备的翻新和综合科学实验室的启用，让同学们获得较多动
手机会的过程中，加强对“科学的接触”，让科学教学的方式
变得更为开放和有趣，并因此加强学生的思维与操作技能，奠
下科学学习能力的基础 。她希望全体师生珍惜并善用所拥有
的，从现有的知识基础，广伸触角，寻求突破；秉持与时俱进的
精神，有方法和有方向地，在不断自我更新的过程中有新的体悟。
举办第二届初中科学营的宗旨是提升学生对科学与科技的
兴趣，加强学生对科学的理论印证及实验技能，培养创意及批
判精神，让学生体验科学团队的研究精神与合作关系。本届科
学营主题为“科学〃思维〃创新”，活动内容包括：科学主题
实验（生物、物理、化学、电机电子）、创意工作坊、过关斩
将小组科学创意团康游戏及参观天文教育中心等。

郑校长（左四）主持鸣锣仪式。尚有黄秀玉副校长（左三）、许梅韵教
务主任、邱桂平副教务主任、林玉莲科学馆主任、李玉梅师、谢如莲
师、黄树群师、谢玉成师、林美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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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实验

2011年 5月号
杠杆平衡实验

酸硷指示剂实验

跳球游戏

叶誉松（高三理仁）报导、杨凯韵（高二理爱）采访

由数理工科教研组主办的科学营，在全体数理工
科老师的策划和94名义工同学参与下，吸引了143名
同学参加。
营员们被分为四组，分别于不同的时段进行四次
实验：生物、化学、物理以及电机电子。劳苦功高的
老师们除了实验的讲解、筹备外，还设计出了20项团
康小实验，在义工同学的协助下，顺利让所有营员动
手做实验，探索科学在生活中的无所不在。
此外，在天文学会同学引领下，全体营员参观了
天文教育中心以及天文台，藉此了解我校天文教育的
发展。
为了鼓励表现优秀的营员，主办单位设了：过关
斩将挑战最佳组别、科学实验优异奖、创意工作坊最
佳创意队伍等奖项。在闭幕仪式上，两天营会的点
滴、精彩的回忆通过照片一张张地播出，让参与者留
下深刻、美好的印象。
“用别人没有想到的方法、用别人没有看到的东
西、想别人没有想到的地方”筹委会主席林玉莲师告
诉各位营员身为一名学生、一名研究人员应该站在巨
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

会跳远的乒乓球

塑料吸管搭成的高
楼，你知道它能承
载多大的重量吗？

正营长叶誉松(右)
副营长杨凯韵(左)

探索宇宙前，先了解前人在此领域的贡献
拼凑生物家族

同学说心得……
获益不浅
营员：谢萤芊（初三义）

我在前年参加过科学营，当时才
初一，很多知识不明白。在妈妈的鼓
励下，今年依然报名了参加，因为相
信体悟会有所不同。这一次，我收获很大，四个大实验都
让我获益不浅，也对电机产生了兴趣。很开心能得到电机
电子实验最佳表现组合的奖项，也很感谢我的搭档——吴
嘉恩同学。
出版:兴华中学 顾问:郑瑞玉校长、马季勋师

辨别焰色可能存
在的金属元素

编辑:刘美娥师、卢美静师、林敏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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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凯韵（高二理爱）报导

我校一支由10人组成的队伍于2月19
至20日参加First Lego League Malaysia
Open Championship，荣 获 Best Project
Award，载誉而归。
这 项 比 赛 在 泰 莱 大 学 举 办，由
Sasbadi有限公司主办。这是一项创意机
械人大赛，约有50支来自全国各地的队伍
参 赛。今 届 比 赛 主 题 为“Body Forward”，全程皆以英文为媒介。比赛中，
参赛者要进行机械人挑战、专题报告呈现
与团队合作各环节。在洪福孝师及黄树群
师的带领下，我校代表在“专题报告”的
环节获得金奖。
组长陈俊伟表示，这次比赛最主要的
压力源于自己，因为只有唯一一次机会，
必须尽全力争取冠军。有机会带领全体组
员一起努力，让他学习了不少，其中的回
忆也是最珍贵、最开心的。

老师和同学们在获奖的那一刹那，与手中的机械人合影。后排左一为
黄树群师，后排右一为洪福孝师。

卓己安说，他把这次的比赛视为吸取经验及学习的一
次机会。为此，他相信若有机会继续参加，明年一定会有
更好的表现。他希望整个团队可以维持今年的优点，并改
善缺点，迈向“总冠军”的目标前进。
参与这一项比赛的同学包括：陈俊伟、林进源、杨凯
韵（高 二 理 爱）、侯 佳 祺、林 伟 强、李 静 宁（高 一 理
忠）、陈慧仪、张嘉韵（初三和）、卓己安、陈奕盛（初
三义）。

文接上页

满载而归
营员：叶洁雯（初二忠）

挑战自己
生物实验组义工：
李晓昱（高二理爱）

想当科学营义工的原因很简
单，那就是要挑战不一样的角色，增加经验。其中
认识了不少朋友，也了解到领导人的辛苦。看到营
员们积极认真的一面，让我觉得所有的努力都是值
得的。我认为过关斩将不要一次进行太久，分开或
减少关卡，效果也许更好。

探索兴趣

科 学 营 虽然 只 有短 短 的两
天，可是我在这两天里学到了许
多 新 知 识，满 载 而 归。在 课 堂
上，我们很少有机会亲自动手做
实验，而在这次的科学营，不仅
是提供让我动手做实验的机会，也让我们动动脑
筋，思考及研究所面对的问题，从中寻找答案。
此外，在一个团队里 ，团队精神也是很重要的。
在“过关斩将”活动中，队员们必须相互合作，
才能一起闯关。感谢老师们、营长、义工们的帮
助，希望来届的科学营会越办越好。

化学实验组义工：林伟强(高一理忠)

在这次的科学营当上化学组的义工
让我感到非常惊讶，我本身的化学学习
并不是很好；这或许是上天给我的一个
考验，一个机会。化学是一门很奥妙的
科学，它伴随着我们的生活却又那么神秘。两年一次的科学
营，从曾经的营员成为了义工，从中增加了我许多的生活经
验与知识。今年的科学营或许没有上一届的特点，但也有另
一风味。希望下一届又有着另一种新鲜。今年的营员都很
棒，希望透过科学营，可以提高各位对科学探索的兴趣。

通过实作巩固知识
营员：林凯扬（初三和）

我参加科学营是为了
更了解各项实验的操作，
也巩固自己所学过的科学
知识。参加这次的初中科
学营，我明白了实验的重要性，也对做实
验有了一定的兴趣。整体而言，我对科学
营的活动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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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儿们众志成城，拿下佳绩。右一立者为体育主任苏爱云师。

体育处供稿、林津萱（初三信）采访

由雪隆华校董事会联合会主催，吉隆坡循人中
学主办的雪隆八独中球类赛于5月27日（五）在吉
隆坡循人中学正式举行，这次较不同的是赛场分为
两地进行。羽球、乒乓球在吉隆坡循人中学进行比
赛，篮球与排球则到马大校园进行比赛。为期4天
的比赛中，八路英雄只能各分东西为雪隆八独中球
类赛展开一连串斗智、斗力、斗技的精彩较量。各
校精英对这两年一度的赛事除了期待以外，同时也在
争取入选全国独中球类赛的资格名额。
为了让球员能以最佳状态应战，我校代表在赛
前进行了两天的备战营，在队型的整合、凝聚力的
加强、士气的提升等方面作出最后的冲刺。
为期4天的盛会让各校的篮球、排球、羽球和
乒乓精英有个切磋交流、展技现艺的机会。
在场上，球员们拼个天翻地覆，比得难分难
解；在场旁，教练们纷纷暗地里斗智斗法，见招拆
招；在场外，啦啦队载歌载舞，你呼我喊，气氛极
之热爆。
经过了数天的龙争虎斗，球赛总算圆满顺利的
落幕。一切胜与败，得与失已成定局。无论是酸、
是甜、是苦或是辣，球员们想必都有所体会、有所
收获。在这4天的比赛中，大家身体虽疲惫，除了
输赢之外，大家所展现出高度的团体精神及凝聚
力，往往比奖牌来得更有意义。
战绩：1冠（女甲乒乓）、3亚（男乙乒乓、男
乙 羽 球、女 甲 篮 球）、2 季（男 乙 排 球、女 乙 篮
球）、3殿（女乙乒乓、男甲羽球、女甲排球）。

改正心态
乒乓：邓世劼
（初一智）

我对自己的表
现不太满意，因为
有点看轻对手，而
没有全力发挥。我在技术上还要继
续努力和改进，并改正自己的心态，
不轻看任何对手。很感谢我的队友，
因为当我在比赛时，他们不断的鼓励
我。

用心尽力
就好
排球：林嘉庆
（初三信）

我第一次参加学联赛，感觉非
常新鲜和期待；也很感激李国平教练
给我上场表现自己的机会。此外，也
很感谢我的队友们，因为排球赛是一
项团体赛，需要同心协力才能获得成
功。我的心得是：不要去猜测对方的
实力，只要我们用心去拼，尽了力，
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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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处供稿

于3月7日至3月10日进行，我校田径队在这次的学联赛
中共摘下5金、3银、1铜的成绩。由于在去年底田径赛
的比赛日期未能提前落实，造成赛程的最后一天与学校第一学期期中
考撞期，所以这次的参赛同学都是自愿报名参加，而非指定代表，在
这特殊的情况下参赛，参赛同学唯有把握时间，在比赛前或比赛结束
后的空档时间，即刻返校上课，因运动员们知道，无论在比赛或课业
上都应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田径赛

于4月11日至15日举行。这次的比赛，高中女队
仍然面对仅剩8人参赛的困境中，但队员们还是
从困境中脱颖而出，勇夺冠军。初中女生也面临仅存7人的逆
境，虽然不能有所表现，选手只能从中学习，希望有朝一日可
闯出一番成绩。初中男队是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勇闯决赛，因
我们向来的共识就是无论对方再强，情况再恶劣，球员都必须
全力以赴而不轻言放弃，即使输了也得把球打好。战情是一场
比一场激烈，由于在半决赛中与对手激烈竞逐，最终以2分战胜
对手而进入决赛。在决赛时由于发挥不出平时练习的表现，最

篮球赛

终被抛离十分之余，只能屈居亚军。
总结，我校代表这次的表现不错，让我们看到了一线曙光，希望能在5月份的雪隆八独中球类赛中有所突
破，为校争光。
于4月25日至29日举行。我校荣获女甲亚军、女乙季
军、男乙季军。这次的比赛中，实力不稳定的男乙，
凭着他们的拼博精神，总算顺利进入半决赛，夺下季军。女生方面，
甲组仍然凭着稳扎稳打的实力闯入决赛，最终还是不能拿下巴生县排
球霸主之位、只能居亚、而女乙在半决赛中，未能将对手击败，失去
进入决赛圈的机会，只能夺下季军。为了在5月底的雪隆八独中能有
更好的成绩，大家要全力以赴的备战，以创下辉煌的成绩。

排球赛

于4月18日至22日举行。我校羽球队共摘下了男甲双
打季军、男乙双打亚军、女乙单打冠军、女乙双打亚
军、女乙双打季军佳绩这也是羽球队面临没有教练的指导下。夺下
近年来最佳的成绩。球员在没有教练的指导下，很自律地积极练
球，练球的气氛依然还保存着，高年级的同学也挑起重任，负责帮
忙训练低年级的同学，能够在巴生学联羽球赛得到奖牌并不简单，
真是得来不易，难能可贵啊！

羽球赛

于1月24日至27日举行。乒乓队在这次的比赛中共摘
下了女甲团体冠军、女甲单打冠军、女甲单打亚军、
男乙单打季军、女乙团体亚军、女乙单打亚军的标青佳绩，而我校
女甲包揽则女单冠、亚军及团体赛冠军。

乒乓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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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活动处供稿

宋燕鹏副教授于5月19日（星期四）受邀
到我校向高二、高三同学主讲“中国节庆的狂欢与
日常～从端午节谈起”。他是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历
史学院副教授，是中国古代社会史、文化史专家，
也是专门史硕士生导师。
他指出，中国节日的最初目的多与驱祟、祭
祀、方便农事及区分忙闲、节制身心有关。宋教授
表示，中国人很早就掌握了岁时节令的变化现律，
并形成了系统的知识。同时，也对孕育万物的天地
和繁衍后代的先祖充满了深深的敬意，祭祀天地祖
先的活动在原始社会就开始形成了规模和一定的礼
仪要求，而这些则成为后世节日的主要活动内容。
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极低，人们完全依赖自然，因
而天神和土地神就成为原始信仰的重要对象，祭天
地成为经常性的活动，古人每到年终岁尾，总要举
行一种大规模的除祟活动—“大雄”，驱鬼逐祟以
迎接新年；春节祭祀天地、先祖的传统皆与此有
关。
他说，农业生产离不开对季节气候变化的认
识，二十四节气全面、细致地反映了一年中主要的
气候现象，有力地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而广
为人们接受。但在当时，“节”与今日之“节”有
所不同，较少“庆”的意味，而更多的是对岁时的
分节，为了区分不同节气，方便农业生产。
腊八节的意义似乎已经仅存腊八粥，腊八之成
节以及腊八粥之节物一般也被认为与佛教有着不解
之缘，实际上，就其本源，与佛教并无关系，而是
与祭祀神灵、祖先及驱疫逐鬼相关。过完腊八，开
始“忙年”，除夕夜主要是辞旧岁迎新年，今天，

郑瑞玉校长（右三）赠送水果礼篮予宋燕鹏博士（左二）。
黄秀玉副校长（右二）、谢锡福主任（右一）、庄兴亮校友
（左一）陪同。

宋燕鹏博士

压岁钱与门神、春联、守岁、爆竹一样，早已失去
了其最初的驱邪“压祟”之意，仅存渲染烘托节日
气氛的意义了。
他表示，在传统中国，狂欢从进入腊月开始就
一浪高过一浪，到除夕和年初一，达到第一个高
潮，再到正月十五闹花灯，这种全民狂欢的劲头再
起波澜，之后才算渐渐偃旗息鼓，闹过了元宵，似
乎腊月以来的劳累全随烟火一起被宣泄了出来，人
们安静下来，开始准备进行新一年的生产活动。
关于端午节的起源，一般认为是纪念屈原，实
际上，早在屈原之前，端午节的许多活动就已经存
在，而且这些活动较多地指向驱疫避毒，比如端午
竞渡，其本意实际是把疾厉瘟疫送入水中，随流而
去，而粽子则是兼具祭祀水神功能。在流传至今的
一些端午节俗活动中仍可看到避毒的遗迹，如门前
悬艾草、首蒲，饮雄黄酒，做五毒香包等。端午之
选在五月，是与古人把五月视为恶月有关。五月阳
气始衰，瘟病疾疫滋动，而五月五日又是本月阴气
始盛之日，故而人们在这一天要举行盛大的仪式送
走瘟疫。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端午活动中送瘟疫的
成分渐渐消散，保留下的形式里部分也转化为竞龙
舟式的娱乐活动，而端午节俗的发源地与屈原生活
地的重合，以及关于屈原的传说便赋予了端午活动
新的意义—纪念屈原。
一种民俗活动的产生必有其最初的目的，有非
常实际的价值意义，而当这种目的获得解决或不再
重要后，这一民俗要么随之消失，要么以旧的形式
与新的需要相结合，在新时代继续发展，但其本原
意义却不应被人遗忘。
宋副教授总结说，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岁时年节对自然季候变化的准确把握，大
大方便了人们的生产生活，而节日功能从祭祀到娱
乐的变化，则反映了人们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能力
的提高。
他强调，节日使得人们一年的生产生活张弛有
度，节日里的狂欢，其正面意义不容忽视，纵情狂
欢是对身心的调适和对秩序有节制的“破戒”，正
是在这“一弛”之下，保证社会机制正常运转的秩
序得以维护。
当天讲座主持人为就读于新加坡国大中文研究
所的校友庄兴亮。同学们也在会上向宋博士提出有
关传统节庆的现代意义的问题。

2011年 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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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敏萍师报导

4月23日周末午后一场突如其来的
滂沱大雨, 但一点都没打扰约30位教职
员参加由教职员联谊会主办“巴生南区
文化美食寻宝活动”的兴致。
根据大会安排的出发时间, 各队参
与者皆依时于仁爱广场集合, 聆听总筹
李增注师的比赛规则与注意事项讲解,
及领取第1站谜题与队号标识之后, 就兴
奋乘车开始寻宝去咯!
参与队伍以车辆为单位,自行组合
最少4人为一队, 且可依车辆座位数多而
增加该队队员人数。每队参与者被要求
根据谜底须找出6站巴生南区文化与美
食的据点, 寻得该站之后则需依站长要
求完成有关动作或回答提问。为了照顾
行车安全, 大会不以完成速度作为评估,
而以各站完成度评分为准, 即每站满分
20分, 总得分120分。凡队伍获得总分
100分及以上, 即可获得ICE BAR价值
15元西式套餐一份, 未满100分则获得
10元套餐一份。最后在各队队员浑身解
数地拼博之下, 每队队员都获得15元套
开
心
展
示
队
伍
得
意
作
品
！

所有参与者于终站~ICE BAR, 来一张欢喜大合照。

餐的犒赏, 皆大欢喜。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活动中的3个美食站——唐自制全蛋
面、中国酒店、ICE BAR，其老板都是校友, 他们热情赞助所
有参与者该店之美食, 让所有参与者乐开了怀。尤其是由2000
年毕业年轻校友庄志祥、杨家翰、薛丽燕经营之ICE BAR，不
但借出场所作为终点站并慷慨赞助该店西式特色餐点, 及其同
学林子贤校友提供各式鱼虾饼让参与者享用，让本次活动在饱
足与欢笑声中划下美丽的句点。

兴奋出发咯！

中国酒店站~校友Awi姐妹花热情赞
助香浓咖啡与烤面包。

观音亭站~没求过签的老师们把签
撒满地是此站最易发生的状况。

唐餐馆站~校友陈辉林请大家品尝美味健康的自制全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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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8/07
23/07

7

25/07
/
30/07

8

9

10

11

短
假

HIN HUA MONTHLY

01/08
/
06/08
08/08
/
13/08
15/08
/
20/08

22/08
/
26/08

27/08
/
04/09

行事项目

2011年 5月号

进行日期

负责单位

合作单位

注
7.40am~8.00am
第1~4节缩 5’

班导师处理义卖娱乐市事务(时间20’)

13/06、17/06

班导师

各班学生

全校班会

14/06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班导师处理义卖娱乐市事务(时间40’)

15/06

(三)

班导师

各班学生

班级征求与售票成绩结算
班级义卖娱乐档场地布置开始
2011筹募助学金义卖娱乐市
班级营业收票额成绩结算

17/06(五)截止
18/06 (六)
19/06 (日)
19/06 (日)

义卖娱乐市财物股
班导师
义卖娱乐市工委会
义卖娱乐市财物股

班导师
义卖娱乐市场地股
全体教职员生
班导师

64周年校庆暨教师节特假
全校班会（各班义卖娱乐市工作检讨与总结）
高三班级成年礼讲座
高三班级练唱成年礼主题曲
家长到校领取成绩报告表(初一至高二)

20/06

(一)

21/06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24/06

(五)

课外活动处/训导处

高三班导师/毕联会

25/06

(六)

课外活动处/训导处

高三班导师/毕联会

9~11.30am朝阳堂

25/06

(六)

班导师

行政各处/各班学生

各班课室

初中周会/高中班会~学生操行自我评量

28/06

(二)

课外活动处/班导师

行政各处/各班学生

高一级性教育课程（一）

28/06

(二)

辅导处

高一级班导师及学生

1.40pm~3.00pm
忠礼堂/讲堂(1)

依照星期六课表上课

30/06

(四)

教务处

全体师生

依照星期四
联课活动进行

学生仪容检查
国语周
高中周会/初中班会~学生操行自我评量
招生宣教工作讲解会
招生宣教运动推展礼
招生宣教运动组织工作
台湾勤益科技大学到访
管乐团演奏会
台湾高等教育展
高三生成年礼
第13届田径锦标赛检阅队伍步操预赛
第13届田径锦标赛
初中周会/高中班会
初三级级联论坛
澳洲升学讲座会
初一级现场绘画比赛
高中统考预试(1)~语文科
全校班会
澳洲数学比赛（AMC）
学生仪容检查
高中周会/初中班会
班级辅导活动观摩(二)
高中统考预试(2) /第二学期期中考
继续高中统考预试(2)/第二学期期中考
可兰经降世日公共假期
EQ与学习技巧培训课程(三)：初一平礼廉智
微控制器机电整合应用技术专题研习营
EQ与学习技巧培训课程(三)：初一爱信义和

01/07

(五)

22/08

EQ与学习技巧培训课程(三)：初一忠孝仁
EQ与学习技巧培训课程(三)：初二忠孝仁平
Song Fest 预赛
英文阅读报告比赛收件截止
初中周会/高中班会
《防止自杀守门员》培训课程
PMR预试
全国独中球类赛
PMR预试
SPM预试
开斋节公共假期
国庆日公共假期
醒狮训练营

04/ 07~ 09/ 07
05/07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国文科教研小组
课外活动处/班导师

教务处/总务处
行政各处/各班学生

8.50am~9.30am
第1~8节缩 5’
3.00pm
9.30am
8.00am~2.00pm
3.00pm

11/07

(一)

辅导处/训导处

班导师

3.10 ~4.30pm讲堂

12/07

(二)

训导处

行政各处/全体师生

第8节

12/07

(二)

训导处

行政各处/全体师生

13/07
16/07
16/07
16/07

(三)
(六)
(六)
(六)

19/07

(二)

体育处

全体师生

22/ 07~ 23/ 07
26/07 (二)

体育处

全体师生

辅导处
管乐团
辅导处
课外活动处/高三毕联会

第9节
10~11.30am

课外活动处
高三学生

8~10pm朝阳堂

行政各处/全体高三学生及家长
2.00pm开始

课外活动处/班导师

行政各处/各班学生

26/07

(二)

训导处

初三级班导师及学生

26/07

(二)

辅导处

英语教学中心

2.30~4pm讲堂

26/07

(二)

美术科教研小组

教务处/总务处

2.30pm~5.30pm

01/ 08~ 03/ 08
02/08 (二)
04/08 (四)
05/08 (五)
09/08 (二)

教务处
高三科任老师
班导师
各班学生
教务处
数学科教研组/总务处
班导师
各班学生
课外活动处/班导师
行政各处/各班学生

1.40~3pm忠礼堂

朝阳堂

11am朝阳堂&讲堂

(二)

辅导处

新任班导师

2.30~3.30pm团辅室

11/ 08~ 13/ 08

教务处

全体老师

朝阳堂

15/ 08~ 16/ 08
17/08 (三)
19/08 (五)

教务处

全体老师

朝阳堂

辅导处
工科科研小组

班导师/行政各处
教务处/总务处

(一)

辅导处

班导师/行政各处

2.30~4.30pm忠礼堂

23/08

(二)

辅导处

班导师/行政各处

2.30~4.30pm忠礼堂

26/08
23/08

(五)
(二)

23/08
23/08
25/08
26/08

(二)
(二)
(四)
(五)

09/08

20/ 08~ 21/ 08

27/ 08~ 31/ 08
27/08、29/08
27/08、1~4/9

辅导处
英语教学中心

上课日：64天

忠礼堂

班导师/行政各处 2.30~4.30pm忠礼堂
全体英文老师/各班学生
2.30pm

英语教学中心
全体英文老师/各班学生
课外活动处/班导师
行政各处/各班学生
辅导处
全体教职员
2~5pm讲堂
教务处
PMR科任老师
1.40pm开始
体育处
教务处
PMR科任老师/全体PMR考生
教务处
SPM科任老师/全体SPM考生

30/ 08~ 31/ 08
31/08
(三)
01/ 09~ 03/ 09

2.30~4.30pm忠礼堂

醒狮策划小组

短假：9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