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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备

周 

23/12 

- 

01/01 

年终假期(续) 26/12 - 02/01 ***    

2017 年度新生训练营工作人员行前会议 22/12 (二) 辅导处 各处室 
  

2017 年度新生训练营 23/12 - 24/12 辅导处 各处室 
  

圣诞节公共假期(补假) 26/12 (一) ***    

2017 年度第 1 次校务会议 28/12 (三) 校长室 各处室 08:00 - 12:00 
 

2017 年度第 1 次联课顾问会议 28/12 (三) 联课处 联课顾问 13:30 - 15:30  

2017 年度第 1 次科组长会议 29/12 (四) 教务处 科组长 08:00 - 12:00 
 

2017 年度第 1 次学科备课会议 29/12 (四) 教务处 科任教师 13:00 - 15:00 
 

宿舍生自治会回宿打扫 29/12 - 31/12 舍务处 自治会   

2017 年度新任教职员培训 30/12 (五) 教务处 各处室 08:00 - 15:00 
 

2017 年班导师工作坊 31/12(六) 训导处 班导师 08:00 - 16:00 
 

宿舍自治会大会 01/01(日) 舍务处 自治会 19:00 - 22:00 小讲堂 

元旦新年公共假期 01/01 (日) *** 
   

1 

02/01  

-  

08/01 

元旦新年公共补假 02/01(一) ***    

宿舍生回宿入住 02/01(一) 舍务处 全体宿舍生   

2017 年度新生训练营检讨会议 03/01 (二) 辅导处 
相关教职员

及学生 
13:45 开始 放学后 

第 1 学期“我是 K 书王”比赛开始统计 03/01(二) 资源处 教务处   

班务处理 

(详见“开学首 3 日班级应办事项”) 
03/01 - 05/01 教务处 

班导师/ 

助理班导 
 

学生人头照拍摄/ 

健康检查 

新生、插班生贷书申请 03/01 - 04/01 教务处 班导师   

申请《携带手机到校准证》 03/01-08/01 训导处 班导师   

班级壁报比赛(RC, J1,J2) 03/01-23/01 训导处 班导师   

班级壁画比赛(J3,S1,S2,S3) 03/01-10/02 训导处 班导师   

宿舍迎新周 03/01 - 05/01 舍务处 自治会   

第 1 次行政会议 04/01 (三) 校长室 各处室 10:30 会议室 

第 1 学期宿舍生大会 04/01(三) 舍务处 全体宿舍生 19:30 -21:30 大讲堂 

始业仪式 05/01(四) 训导处 联课处 08:15 - 09:25 谢凤广场 

高中统考选考辅导 05/01(四) 教务处 辅导处/S3 班导师 14:30 开始 大讲堂 

班级财务培训 05/01(四) 训导处 班导师 14:30 -15:30 小讲堂 

运动校队训练开始 05/01 (四) 体育处 联课顾问  查阅体育处布告栏 

高初中统考报考 05/01 - 20/01 教务处 S3/J3 班导师   

晨读开始：华文书籍 06/01 (五) 教务处 班导师   

61 周年校庆工作会议(1)：成立工委会 06/01 (五) 训导处 S2 班导师 09:25 - 10:00 小讲堂 

第 2 次学科备课会议 07/01 (六) 教务处 科任教师 08:00 - 12:00  

初一生活规划课程(J1L, J1T) 07/01 (六) 辅导处 J1 班导师 08:00 - 13:00 大讲堂 

奖学金审核会议 07/01 (六) 辅导处 
校、教、训、

联、体、舍 
08:00 - 12:00 电脑室 1 

政考家长说明会(PT3/SPM) 07/01 (六) 校长室/教务处 J3/S2 班导师 13:00 - 15:00 大讲堂 

2 

09/01 

-  

15/01 

第 1 次周会 09/01(一) 训导处 联课处 07:25 - 08:50 谢凤广场 

第 1 学期华语阅读心得比赛开始征稿 09/01(一) 资源处 教务处   

新生运动校队选拔(J1) 09/01-13/01 体育处 联课顾问  查阅体育处布告栏 

第 1 次销过申请 09/01 - 16/01 辅导处 全体老师   



2017 学年度第 1 学期行政历(20170216 修订) 

周

次 
日期 事项 

进行 

日期 

负责 

单位 

合作 

单位 
时间 备注 

 

- 19 - 

 

班级壁画比赛设计图审稿截止 09/01(一) 训导处 班导师   

消防讲座(RC, J1) 10/01 (二) 训导处 科任老师 08:00 - 09:25 大讲堂 

消防讲座(J2) 10/01 (二) 训导处 科任老师 10:00 - 11:10 大讲堂 

联课活动正式开始(旧生) 10/01 (二) 联课处 联课团体   

聆听联课团体简介(新生/插班生) 10/01 (二) 联课处 联课顾问 14:30-16:00 大讲堂 

第 2 次行政会议 11/01 (三) 校长室 各处室 10:30 会议室 

联课团体执委会议 1(主席/财政/秘书) 11/01 (三) 联课处 学会执委 15:40-16:40  

班导师主题班会课前培训 12/01 (四) 辅导处 J1/S3 班导师 14:30 - 15:45 智慧教室 

61 周年校庆工作会议(2) 12/01 (四) 训导处 S2 班导师 14:30 - 16:00 小讲堂 

呈交学术培训计划 13/01 (五) 教务处 科组长   

呈交全年教学计划 13/01 (五) 教务处 科任教师   

J2,J3,S2,S3 呈交综合资料卡 13/01 (五) 辅导处 班导师   

初一生活规划课程(J1Y,J1F,J1K) 14/01 (六) 辅导处 J1 班导师 08:00 - 13:00 大讲堂 

周休日 14/01 (六) ***    

3 

16/01 

- 

22/01 

悦读时光：华文书籍 16/01(一) 教务处 资源处 07:30 - 08:15 班导师 

第 1 次班会 16/01(一) 训导处 班导师 08:15-08:50  

第 1 次销过申请截止 16/01 (一) 辅导处    

班际乒乓个人团体赛 16/01 (一) 体育处 乒乓校队  查阅体育处布告栏 

巴生县篮球学联赛 16/01 - 20/01  体育处 联课顾问 07:30 - 17:00  

巴生县排球学联赛 16/01 - 20/01 体育处 联课顾问 07:30 - 17:00  

巴生县羽球学联赛 16/01 - 20/01 体育处 联课顾问 07:30 - 17:00  

新生/插班生选联课活动团体(招生) 17/01(二) 联课处 联课顾问 14:30-16:00 体育馆 

第 3 次行政会议 18/01 (三) 校长室 各处室 10:30 会议室 

学术培训活动开始 19/01 (四) 教务处 科组长/相关教师   

61 周年校庆工作会议(3) 19/01 (四) 训导处 S2 班导师 14:30 - 16:00 小讲堂 

科组长重整/开设 Moodle 教学课室 19/01 (四) 资讯处 科组长 14:30 - 16:00 电脑室 1 

宿舍生成长团体课程 19/01 (四) 辅导处  19:15 - 21:00  

升学辅导活动 19/01 (四) 辅导处  14:30 - 16:00  

高初中统考报考截止 20/01 (五) 教务处 S3/J3 班导师   

第 1 次高中学生参访大专院校 21/01 (六) 辅导处   自由报名 

周休日 21/01 (六)     

4 

23/01 

- 

29/01 

悦读时光：华文书籍 23/01(一) 教务处 资源处 07:30 - 08:15 班导师 

第 2 次班会 23/01(一) 训导处 班导师 08:15-08:50  

班级壁报比赛截止 23/01 (一) 训导处 班导师   

班级壁报比赛评审说明会议 23/01 (一) 训导处 评审团 09:25 - 10:00 会议室 

校内视察会议 24/01 (二) 教务处 相关教师 14:30-16:30 会议室 

运动校队会员大会(1) 24/01 (二) 体育处 联课顾问 14:30-16:30 大讲堂 

呈交全年联课活动计划书 24/01(二) 联课处 联课顾问   

呈交第 1 学期联课团体执委名单 24/01(二) 联课处 联课顾问   

宿舍新春晚会 24/01(二) 舍务处 自治会 19:30 - 21:30 谢凤广场 

越野学联赛 24/01 – 25/01 体育处 田径校队   

丁酉年《金鸡耀千轮》新春庙会 25/01 (三) 联课处 团联会 07:30 - 13:30 谢凤广场 

各科完成重整/开设 Moodle 教学课室截止日期 25/01 (三) 资讯处 科组长/相关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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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新年假期(特假) 26/01 (四) ***    

农历新年假期(除夕) 27/01 (五) ***    

农历新年假期(年初一、年初二) 28/01 - 29/01 ***    

5 

30/01 

- 

05/02 

农历新年假期(年初三、年初四、年初五) 30/01 - 01/02 ***    

61 周年校庆工作会议(4) 02/02 (四) 训导处 S2 班导师 14:30 - 16:00 小讲堂 

周休日 04/02 (六)     

6 

06/02 

- 

12/02 

第 2 次周会 06/02 (一) 训导处 联课处 07:25 - 08:50 谢凤广场 

各处室呈交 2016 年财政收支表 06/02 (一) 校长室 各处室   

新生、插班生、高一级呈交综合资料卡 06/02 (一) 辅导处 班导师   

公布 2017 年奖助学金受惠者名单 06/02 (一) 辅导处 助学金审核小组   

巴生县乒乓学联赛 06/02 - 09/02 体育处 联课顾问 07:30 - 17:00  

呈交班级账簿(至 1 月) 07/02(二) 训导处 班级财政   

第 4 次行政会议 08/02 (三) 校长室 各处室 10:30 会议室 

呈交联课团体财政报告(至 1 月) 08/02 (三) 联课处 学会财政   

大宝森节公共假期 09/02 (四) ***    

照常上课 10/02 (五)     

班级壁画比赛截止 10/02 (五) 训导处 班导师   

元宵节 / 周休日 11/02 (六) ***    

7 

13/02 

- 

19/02 

第 3 次周会：消防演习 13/02(一) 训导处 全体师生 07:25-08:50  

第 1 次宿舍新生辅导活动 13/02(一) 舍务处 自治会 19:00 - 21:30 体育馆 

班级壁画比赛评审说明会议 13/02(一) 训导处 评审团 09:25 - 10:00 会议室 

第 2 次科组长会议 14/02 (二) 教务处 科组长 14:30 会议室 

第 5 次行政会议 15/02 (三) 校长室 各处室 10:30 会议室 

联课团体执委会议 2(主席/财政/秘书) 15/02 (三) 联课处 学会执委 15:40-16:40  

宿舍生讲座 15/02(三) 舍务处 生活导师 19:30 - 21:30 大讲堂 

第 2 次班长工作会议 16/02 (四) 训导处 全体班长 09:25 - 10:00 小讲堂 

联课团体顾问老师会议(2) 16/02(四) 联课处 联课顾问 14:30-16:00 小讲堂 

成长团体课程 16/02(四) 辅导处  14:30 - 16:00 自由报名 

升学辅导活动 16/02(四) 辅导处  14:30 - 16:00  

第 1 次教师培训活动：考试命题技巧 18/02 (六) 教务处 全体教师 08:00 - 15:00  

公开讲座：把爱带回家(讲师：冯以量) 19/02 (日) 辅导处  19:30 - 21:30 大讲堂 

 

8 

20/02 

- 

26/02 

悦读时光：华文书籍 20/02 (一) 教务处 资源处 07:30 - 08:15 班导师 

第 3 次班会 20/02 (一) 训导处 班导师 08:15 - 08:50  

第 6 次行政会议 22/02 (三) 校长室 各处室 10:30 会议室 

第一次班导师会议 23/02 (四) 训导处 班导师 14:30 - 16:00 会议室 

校内高中组华语辩论比赛 (初赛) 23/02 (四) 教务处 辩论培训班 14:30 - 16:00  

宿舍生成长团体课程 23/02(四) 辅导处  19:15 - 21:00  

第 2 次高中学生参访大专院校 25/02 (六) 辅导处   自由报名 

2 月份校务汇报会 25/02 (六) 校长室 各处室 08:00 - 10:00 大讲堂 

第 3 次学科备课会议 25/02 (六) 教务处 科任教师 10:30 - 12:00  

数位教学 Moodle/Google Class Room 培训

(分科, 分组) 
25/02 (六) 

教务处/

资讯处 
科组长  电脑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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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7/02 

- 

05/03 

第 4 次周会 27/02 (一) 训导处 联课处 07:25 - 08:50 谢凤广场 

第 1 学期作业抽查 01/03 - 14/04 教务处 科组长   

第 1 学期联课团体壁报比赛截止 01/03 (三) 联课处 学会执委   

华文作文比赛 01/03 (三) 教务处 华文科任教师 07:30 - 09:25  

第 7 次行政会议 01/03 (三) 校长室 各处室 10:30 会议室 

校内高中组华语辩论比赛 (复赛) 02/03 (四) 教务处 辩论培训班 14:30 - 16:00  

成长团体课程 02/03(四) 辅导处  14:30 - 16:00 自由报名 

升学辅导活动 02/03(四) 辅导处  14:30 - 16:00 自由报名 

61 周年校庆工作会议(5) 02/03 (四) 训导处 S2 班导师 14:30 - 16:00 小讲堂 

高三激励成长营(S3SH, S3ACY) 03/03 (五) 教务处 S3 班导师 07:25 - 15:30 小讲堂 

周休日 04/03 (六)     

10 

06/03 

- 

12/03 

 

悦读时光：英文书籍 06/03 (一) 教务处/资源处 班导师 07:40 - 08:15 FC/J1：华文书籍 

第 4 次班会 06/03 (一) 训导处 班导师 08:15 - 08:50  

巴生县田径学联赛 06/03 - 09/03 体育处 联课顾问 07:30 - 17:00  

呈交班级账簿(至 2 月) 07/03 (二) 训导处 班级财政   

第 8 次行政会议 08/03 (三) 校长室 各处室 10:30 会议室 

呈交联课团体财政报告(至 2 月) 08/03 (三) 联课处 学会财政   

校内高中组华语辩论比赛 (决赛) 09/03 (四) 教务处 辩论培训班 07:30 - 09:25  

各科任教师呈交作文试卷予科组长 09/03 (四) 科组长 科任教师   

61 周年校庆工作会议(6) 09/03 (四) 训导处 S2 班导师 14:30 - 16:00 小讲堂 

宿舍生成长团体课程 09/03(四) 辅导处  19:15-21:00  

初三级多元智能测验 IKP 09/03(四) 辅导处 J3 班导师 14:30 - 16:00 大讲堂 

高三激励成长营 

(S3ACF, S3ACK, S3ACL) 
10/03 (五) 教务处 S3 班导师 07:25 - 15:30 体育馆 

3 月份校务汇报会 11/03 (六) 校长室 各处室 08:00 - 10:00 大讲堂 

第 4 次学科备课会议 11/03 (六) 教务处 科任教师 10:30 - 12:00  

数位教学 Moodle/Google Class Room 培训

(分科, 分组) 
11/03 (六) 资讯处/教务处 科组长  电脑室 1 

11 

13/03 

- 

19/03 

上课安排 13/03 (一) 教务处   
前三节课按周二

课表上课 

第 5 次周会：61 周年校庆庆典 14/03 (二) 训导处 S2 班导师 07:25 - 09:25 谢凤广场 

科组长呈交作文试卷予教务处 15/03 (三) 教务处 科组长   

第 9 次行政会议 15/03 (三) 校长室 各处室 10:30 会议室 

联课团体执委会议 3 (主席/财政/秘书) 15/03 (三) 联课处 学会执委 15:40 - 16:40  

华语演讲比赛(初赛) 16/03 (四) 教务处 华文科任教师 14:30 - 16:30  

宿舍生逃生演习 16/03 (四) 舍务处 生活导师 19:00 - 19:30 草场 

光环行 18/03 (六) 体育处 训导处 06:30 - 12:00 学长团/S2 

期中短假 18/03 - 19/03     

20/03- 

26/03 

期中短假(续) 20/03 - 26/03     

自治会培训营 18/03 - 20/03 舍务处 自治会   

12 
27/03 

- 

礼仪周 27/03 - 31/03 训导处 全体教师   

第 6 次周会：礼仪校园 27/03 (一) 训导处 联课处 07:25 - 08:50 谢凤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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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4 第 10 次行政会议 29/03 (三) 校长室 各处室 10:30 会议室 

华语演讲比赛(决赛) 30/03 (四) 教务处 华文科任教师   

参观慈济环保站 30/03 (四) 训导处 环保股长   

舞蹈公演 30/03 (四) 联课处 舞蹈学会  暂定 

周休日 01/04 (六)     

13 

03/04 

- 

09/04 

清明节(特假) 03/04 (一) ***    

PT3 Ujian Bertutur (BM, BI) 04/04 - 30/04 教务处 相关老师   

各科任教师呈交期末考试卷予科组长 04/04 (二) 科组长 科任教师   

呈交联课团体财政报告(至 3 月) 04/04 (二) 联课处 学会财政   

第 11 次行政会议 05/04 (三) 校长室 各处室 10:30 会议室 

三语作文考试 05/04 - 07/04 教务处 科任教师 07:30 - 09:25  

联课团体顾问老师会议(3) 06/04 (四) 联课处 联课顾问 14:30-16:00 小讲堂 

宿舍生成长团体课程 06/04 (四) 辅导处  19:15 - 21:00  

呈交班级账簿(至 3 月) 07/04 (五) 训导处 班级财政   

4 月份校务汇报会 08/04 (六) 校长室 各处室 08:00 - 10:00 大讲堂 

第 5 次学科备课会议 08/04 (六) 教务处 科任教师 10:30 - 12:00  

数位教学 Moodle/Google Class Room 培训

(分科, 分组) 
08/04 (六) 

资讯处/

教务处 
科组长  电脑室 1 

高三成年礼讲座(讲师：永乐多斯) 08/04 (六) 联课处 S3 班导师 08:00 - 17:00 大讲堂 

第 26 届全国华文独中国语论坛 C 区赛 08/04 (六) 教务处 国文科教师  暂定 

14 

10/04 

- 

16/04 

悦读时光：国文书籍 10/04 (一) 教务处/资源处 班导师 07:40 - 08:15 FC/J1：华文书籍 

第 5 次班会 10/04 (一) 训导处 班导师 08:15 - 08:50  

第 2 次宿舍新生辅导活动 10/04 (一) 舍务处 自治会 19:00 - 21:30 体育馆 

第 2 次销过申请 10/04 - 17/04 辅导处    

提交操行分数 10/04 - 14/04 训导处 全体教师   

班导师输入评语 10/04 - 14/04 训导处 班导师   

科组长呈交期末考试卷予教务处 11/04 (二) 教务处 科组长   

第 3 次科组长会议 11/04 (二) 教务处 科组长 14:30 会议室 

第 12 次行政会议 12/04 (三) 校长室 各处室 10:30 会议室 

联课团体执委会议 4 (主席/财政/秘书) 12/04 (三) 联课处 学会执委 15:40 - 16:40  

第 3 次班长工作会议 13/04 (四) 训导处 全体班长 09:25 - 10:00 小讲堂 

成长团体课程 13/04 (四) 辅导处  14:30 - 16:00 自由报名 

升学辅导活动 13/04 (四) 辅导处  14:30 - 16:00 自由报名 

完成期末考试卷装订、检查工作 14/04 (五) 教务处 全体教师   

2017 中国高等教育展(董总) 14/04 (五) 辅导处   巴生中华 

周休日 15/04 (六)     

15 

17/04 

- 

23/04 

第 7 次周会：期末考提醒 17/04 (一) 训导处 联课处 07:25 - 08:50 谢凤广场 

联课活动暂停 17/04 - 23/04 联课处    

图书馆世界书香周 17/04 - 21/04 资源处 教务处   

呈交联课团体“个人呈报表” 17/04 (一) 联课处 班导师   

呈交第 1 学期联课分数 17/04 (一) 联课处 联课顾问   

第 2 次销过申请截止 17/04 (一) 辅导处    

书展 18/04 - 21/04 资源处 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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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学期“我是 K 书王”比赛截止 19/04 (三) 资源处 教务处   

第 13 次行政会议 19/04 (三) 校长室 各处室 10:30 会议室 

运动校队会员大会(2) 20/04 (四) 体育处 联课顾问 14:30 - 16:30 大讲堂 

423 世界书香日 21/04 (五) 资源处 教务处 07:30 - 12:00 待定 

布置期末考考场 21/04 (五) 教务处 训导处   

第 2 次教师培训活动：雪隆森学科分享会 22/04 (六) 教务处 全体教师   

16 

24/04 

- 

30/04 

第 1 学期期末考 24/04 - 28/04  教务处 科任教师   

第 14 次行政会议 26/04 (三) 校长室 各处室 13:30 会议室 

班导师主题班会课前培训(2) 27/04 (四) 辅导处 J1/S3 班导师 14:30 - 15:45 智慧教室 

周休日 29/04 (六)     

17 

01/05 

- 

07/05 

劳动节公共假期 01/05 (一) ***    

PT3 Ujian Instrumen Pelbagai (Sejarah) 02/05 - 26/05 教务处 相关老师   

第 2 学期“我是 K 书王”比赛开始统计 02/05 (二) 资源处 教务处   

第 15 次行政会议 03/05 (三) 校长室 各处室 10:30 会议室 

呈交联课团体财政报告(至 4 月) 03/05(三) 联课处 学会财政   

联课团体执委会议 5(主席/财政/秘书) 03/05 (三) 联课处 学会执委 15:40 - 16:40  

第 18 届田径锦标赛(部分赛事) 03/05 - 04/05 体育处 全校 放学后 草场 

科学实验展 05/05 (五) 教务处 
科学教师

/S1SH 
  

第 3 次高中学生参访大专院校 06/05 (六) 辅导处   自由报名 

5 月份校务汇报会 06/05 (六) 校长室 各处室 08:00 - 10:00 大讲堂 

第 18 届田径锦标赛工委会会议 06/05 (六) 体育处 全体教职员 10:30 - 12:00 大讲堂 

18 

08/05 

- 

14/05 

悦读时光：英文书籍 08/05 (一) 教务处/资源处 班导师 07:40 - 08:15 FC/J1：华文书籍 

第 6 次班会 08/05 (一) 训导处 班导师 08:15 - 08:50  

世界微笑日 08/05 (一) 校长室 各处室   

宿舍生才艺比赛(初赛) 08/05 (一) 舍务处 自治会 19:30 - 21:30 大讲堂 

呈交班级账簿(至 4 月) 09/05 (二) 训导处 班级财政   

呈交成绩文件夹予科组长 09/05 (二) 教务处 科任教师   

卫塞节公共假期 10/05 (三) ***    

英语演讲比赛(初赛) 11/05 (四) 教务处 英文组 14:30 - 16:30  

第 2 次班导师会议 11/05 (四) 训导处 班导师 14:30 - 16:00 会议室 

宿舍生成长团体课程 11/05 (四) 辅导处  19:15 - 21:00  

呈交成绩文件夹予教务处 12/05 (五) 教务处 科任教师   

雪隆八独中球类团体锦标赛备战营 12/05 - 14/05 体育处 顾问老师  查阅体育处布告栏 

周休日 13/05 (六)     

19 

15/05 

- 

21/05 

第 8 次周会 15/05 (一) 训导处 联课处 07:25 - 08:50 谢凤广场 

英文作文比赛 15/05 (一) 教务处 英文组 14:15 - 15:25  

各级成绩输入截止 16/05 (二) 教务处 科任教师   

英语演讲比赛(决赛) 17/05 (三) 教务处 科任教师 07:40 - 09:25 大讲堂 

第 16 次行政会议 17/05 (三) 校长室 各处室 10:30 会议室 

第 18 届田径锦标赛 18/05 - 19/05 体育处 全校 07:30 - 17:00 皇城体育馆 

周休日 20/05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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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2/05 

- 

28/05 

悦读时光：英文书籍 22/05 (一) 教务处/资源处 班导师 07:40 - 08:15 FC/J1：华文书籍 

第 7 次班会 22/05 (一) 训导处 班导师 08:15 - 08:50  

宿舍生才艺比赛(决赛) 23/05 (二) 舍务处 自治会 19:30 - 21:30 大讲堂 

高三成年礼彩排 24/05 - 25/05 联课处 毕联会 放学后 谢凤广场 

第 17 次行政会议 24/05 (三) 校长室 各处室 10:30 会议室 

书展 24/05 - 26/05 资源处 教务处  勤楼底层 

校内教育展 25/05 (四) 辅导处 科任老师 08:50 - 12:25 FSI/体育馆 

班级大扫除 25/05 (四) 训导处 班导师 13:00 - 14:15  

第 1 学期华语阅读心得比赛截止 26/05 (五) 资源处 教务处   

高三成年礼 26/05 (五) 联课处 毕联会 07:30 - 10:30 谢凤广场 

家长日 26/05 (五) 训导处 班导师 11:00 - 14:00  

第 13 届全国华文独中科学营 26/05 - 30/05 教务处 科学老师  沙巴崇正 

雪隆八独中球类团体锦标赛 27/05 - 31/05 体育处 顾问老师  篮、排、羽、乒 

2017 年马来西亚华文独中教育学术 

研讨会 
27/05 - 28/05 教务处 相关教师  董总主办 

年中假期 27/05 - 28/05 ***    

29/05 

- 

04/06 

年中假期(续) 29/05 - 11/06 ***    

联课活动干部训练营 01/06 - 03/06 联课处 团联会   

最高元首诞辰公共假期 03/06 (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