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次 周 日期 校务摘要 负责单位 备注

20/03（一） 全体寄宿生集会 舍务处
20/03（一） 分派全校书籍 贩卖部
20/03（一） 教职员工启用无现金系统 福利处
21/03（二） 迟上网订购书籍 贩卖部
21/03（二） 寄宿生开始自修 舍务处
21/03（二） 开学礼朝会暨104周年校庆 行政处
21/03（二） 环保大使会议（01/23） 事务处
21/03（二） 全校大扫除（第9&10节） 事务处
22/03（三） 宁静运动开始 辅导处
22/03（三） 公布2023年清寒子弟助学金名单 福利处

24/03（五） 初一新生年度收费 会计处
25/03（六） 教师研习日（01/23） 教职研修处 学生停课

25/03（六）
      |
26/03（日）

第一届隆中华校友杯羽球联谊赛 校友联络室

27/03（一） 重读生学习辅导开始 辅导处
27/03（一）
       |
22/04（六）

中华杯班级球类赛开始报名 体育处

01/04（六） 开始售卖簿册 贩卖部
01/04（六） 初中跨领域学习日 各行政单位
01/04（六） 学生呈交保险表格 福利处
01/04（六）
       |
12/04（三）

第一期壁报上板 - 爱校惜誉 教务处

03/04（一） 班导师开始批阅周记 班导师 05/04(三)
清明节
(特假)

03/04（一） 全体寄宿生集会 舍务处 08/04(六)
可兰经
降世日
(公共假期)

03/04（一） 宿舍防火演习（01/23） 舍务处

03/04（一） 学会活动开始 联课处
03/04（一） 初一级会 训育处
04/04（二） 初二级会 训育处
05/04（三） 第二期学费直接转账 会计处
06/04（四） 朝会（02/23） 训育处
06/04（四）
07/04（五） 学生防火演习 事务处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2023/2024学年第一及第二学期校务行政历

* 第一学期第一阶段开课日期:20/03/2023（星期一）假期开始:22/04/2023（星期六）上课周数：5

1

3 03/04 ～ 08/04

2 27/03 ～ 01/04

20/03～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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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2023/2024学年第一及第二学期校务行政历

10/04（一） 初一级会 训育处
10/04（一） 2023年初一“爱•从家开始”

活动推介礼
义工处

10/04（一）
       |
10/05（三）

2023年初一“爱•从家开始”
活动

义工处

10/04（一） 初一女生呈交子宫颈癌疫苗表格
初三同学呈交破伤风疫苗表格

福利处

10/04（一） 高一及初一同学呈交体检表格 福利处

11/04（二） 初二级会 训育处
11/04（二） 辅导处会议(01/23) 辅导处

11/04（二） 华语演讲比赛（初赛） 学术竞赛处、
华文科

12/04（三） 主题书展（一） 资源中心
12/04（三） 舍务处会议（01/23） 舍务处
13/04（四） 英语演讲比赛（初赛） 学术竞赛处、

英文科
15/04（六）
      |
19/04（三）

初三心理评估测试（线上） 辅导处

15/04（六） 高中跨领域学习日 各行政单位
15/04（六） 雪隆森研修日 教职研修处

17/04（一） 初一级会 训育处 20/04(四) - 
24/04(一)
开斋节
(学校假期)

18/04（二） 初二级会 训育处
19/04（三） 国语演讲比赛（初赛） 学术竞赛处、

国文科
22/04（六）
       |
30/04（日）

学校假期

6 24/04 ～ 29/04

22/04（六）
       |
 30/04（日）

学校假期

5 17/04 ～ 22/04

4 10/04 ～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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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2023/2024学年第一及第二学期校务行政历

02/05（二） 收集及批改假期作业/
周记开始批阅

班导师、
科任老师

01/05(一)
劳动节
(公共假期)

02/05（二） 初二级会 训育处 04/05(四)
卫塞节
(公共假期)

02/05（二） 线上订购统考历届考题 贩卖部
03/05（三） 英语演讲比赛（决赛） 学术竞赛处、

英文科
05/05（五） 朝会（03/23） 训育处
05/05（五） 第三期学费直接转账 会计处
06/05（六） 初中跨领域学习日 各行政单位
08/05（一） 初一级会 训育处
08/05（一） 全体寄宿生集会 舍务处
08/05（一） 宿舍防火演习（02/23） 舍务处
09/05（二） 初二级会 训育处
10/05（三） 体育处会议（01/23） 体育处
12/05（五） 
      |
13/05（六）

新手教师培训工作坊（03/23） 教职研修处

13/05（六） 初三探访孤儿院活动（勤～敏） 义工处

13/05（六） 高中跨领域学习日 各行政单位
15/05（一) 初一级会 训育处
16/05（二） 初二级会 训育处
17/05（三） 
       |
23/05（二）

第一学期统一测验 教务处

18/05（四）
       |
05/06（一）

教师输入第一学期统一测验分数 教务处、
科任老师

20/05（六） 教师研习日（02/23） 教职研修处 学生停课
22/05（一） 高一心理评估测试(ITP)开始 辅导处
22/05（一） 第二期宿舍费直接转账 会计处
24/05（三）
      |
27/05（六）

竞赛周 联课处

25/05（四） 华语演讲比赛（决赛） 学术竞赛处、
华文科

27/05（六） 职员培训（01/23） 教职研修处
27/05（六）
      |
04/06（日）

学校假期

08/05 ～ 13/05

*第一学期第二阶段开课日：01-05-2023（星期一） 假期开始：27-05-2023（星期六）上课周数：4

9

7 01/05 ～ 06/05

15/05 ～ 20/05

10 22/05 ～ 27/0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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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2023/2024学年第一及第二学期校务行政历

27/05（六）
      |
04/06（日）

学校假期

28/05（日）
      |
01/06（四）

雪隆八独中球类赛 体育处

01/06（四） 2024/2025学年初一新生线上报名
开始

教务处

06/06（二） 收集及批改假期作业/
周记开始批阅

班导师、
科任老师

05/06(一)
最高元首诞辰
(公共假期)

06/06（二） 高中环保大使会议（02/23） 事务处
06/06（二）
      |
16/06（五）

初三同学注射破伤风疫苗 福利处

06/06（二） 高中班级启用无现金系统 福利处
06/06（二） 初二级会 训育处
06/06（二） 第四期学费直接转账 会计处
06/06（二）
      |
10/06（六）

科技周 科技研发处

07/06（三） 国语演讲比赛决赛 学术竞赛处、
国文科

08/06（四） 初中环保大使会议（02/23） 事务处
08/06（四）
     |
17/06（六）

第二期壁报上板 教务处

10/06（六） 家长日
(分发第一学期统一测验成绩单)

教务处、
班导师

12/06（一） 朝会（04/23） 训育处

12/06（一） 全体寄宿生集会 舍务处

12/06（一）
      |
14/06（三）

英语合唱比赛（初赛） 学术竞赛处、
音乐科、
英文科

13/06（二） 初二级会 训育处

13/06（二） 训育处会议（01/23） 训育处

17/06（六） 中华行 体育处

13 12/06 ～ 17/06

05/06 ～ 10/06

11 29/05 ～ 03/06

12

*第二学期开课日期：05/06/2023（星期一）假期开始：26/08/2023（星期六）上课周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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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2023/2024学年第一及第二学期校务行政历

19/06（一) 初一级会 训育处 22/06(四)
端午节

19/06（一) 班导师/科任老师开始输入学生操
行分数

训育处

20/06（二） 初二级会 训育处
20/06（二） 教务会议（01/23） 教务处
24/06（六） 初三探访孤儿院活动（礼～慧） 义工处

24/06（六） 高中跨领域学习日 各行政单位
26/06（一) 初一级会 训育处 28/06(三)-

01/07(六)
哈芝节
(学校假期)

27/06（二) 初二级会 训育处
27/06（二) 英语诗歌朗诵比赛（初赛） 学术竞赛处、

英文科
03/07（一) 初一级会 训育处
03/07（一) 全体寄宿生集会 舍务处
03/07（一) 
      |
08/07（六）

班导师更新班委名单 训育处

04/07（二) 朝会（05/23） 训育处
04/07（二）
       |
06/07（四）

中华杯拔河比赛 体育处

05/07（二） 英语合唱比赛（决赛） 学术竞赛处、
音乐科、
英文科

05/07（三） 第五期学费直接转账 会计处
08/07（六） 初三探访孤儿院活动（信～平） 义工处

10/07（一） 2023年初一“爱•从家开始”
活动颁奖仪式

义工处

10/07（一） 初一级会 训育处
11/07（二) 初二级会 训育处

12/07（三） 主题书展（二） 资源中心
12/07（三）
       |
17/07（一）

考前激励活动 辅导处

13/07（四）
       |
27/07（四）

输入群育科分数 联课处

15/07（六） 初中跨领域学习日 各行政单位

16 03/07 ～ 08/07

14 19/06 ～ 24/06

10/07 ～ 15/0717

15 26/06 ～ 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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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2023/2024学年第一及第二学期校务行政历

17/07（一）
      |
27/07（四）

第二学期大考 教务处 19/07(三)
回历元旦
(公共假期)

18/07（二）
      |
18/08（五）

教师输入第二学期分数，并将分数
送交班导师

教务处、
科任老师

20/07（四）
      |
21/07（五）

教学评量培训工作坊（科学） 教职研修处

22/07（六） 教师研习日（03/23） 教职研修处 学生停课

17/07（一）
      |
27/07（四）

第二学期大考 教务处

25/07（二）
      |
26/07（三）

急救认证课程 教职研修处

29/07（六） 初三探访孤儿院活动（忠～爱） 义工处

29/07（六） 高中跨领域学习日 各行政单位
31/07（一) 初一级会 训育处
01/08（一） 初中班级启用无现金系统 福利处
01/08（二） 初二级会 训育处
02/08（三） 朝会（06/23） 训育处
05/08（六） 教师节 陈玉丽副校长

教务处
升学及国际事务处
科学馆

05/08（六） 雪隆森研修日 教职研修处
07/08（一) 初一级会 训育处
07/08（一） 全体寄宿生集会 舍务处
07/08（一） 第六期学费直接转账 会计处
08/08（二) 初二级会 训育处
09/08（三） 舍务处会议（02/23） 舍务处
10/08（四） 华语诗歌朗诵比赛（初赛） 学术竞赛处、

华文科
12/08（六) 初中跨领域学习日 各行政单位
12/08（六) 高中回校粉刷课室 事务处、班导师
14/08（一) 初一级会 训育处
15/08（二) 初二级会 训育处
16/08（三）
      |
25/08（五）

第三期壁报上板 教务处

19/08（六） 高中跨领域学习日 各行政单位
19/08（六） 初中回校粉刷课室 事务处、班导师

20 31/07 ～ 05/08

18 17/07 ～ 22/07

21 07/08 ～ 12/08

22 14/08 ～ 19/08

19 24/07 ～ 2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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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2023/2024学年第一及第二学期校务行政历

21/08（一) 初一级会 训育处
22/08（二) 初二级会 训育处
22/08（二) 训育处会议（02/23) 训育处
25/08（五） 雪隆森英语论坛 学术竞赛处、

英文科
26/08（六) 全国华小中华杯数理比赛 教务处、

数学、科学
26/08（六）
     |
03/09（日）

全国独中球类锦标赛 体育处

26/08（六）
      |
03/09（日）

学校假期

26/08（六）
      |
03/09（日）

学校假期 31/08(四)
国庆日
(公共假期)

21/08（一） 第三期宿舍费直接转账 会计处

*第三学期开课日期：04/09/2023（星期一）
*第三学期开学第一个星期六分发第二学期成绩册

24 28/08 ～ 02/09

23 21/08 ～ 26/08

本行政历如有未尽善之处，本校有权增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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