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霹雳育才独立中学 2018 学年行事历 

（02.04.2018 ～ 01.07.2018） 

周次 日期 项目 负责单位 

第 13 周 

02.04.2018 (一) 

至 

08.04.2018 (日) 

02.04.2018 (一)   

03.04.2018 (二)   

04.04.2018 (三)   

05.04.2018 (四) 清明节特假  

06.04.2018 (五) 校内英文作文比赛 联课活动处 

07.04.2018 (六)   

08.04.2018 (日)   

第 14 周 

09.04.2018 (一) 

至 

15.04.2018 (日) 

09.04.2018 (一)   

10.04.2018 (二) 校内书展  

11.04.2018 (三) 校内书展  

12.04.2018 (四) 校内书展  

13.04.2018 (五) 
校内书展  

干部训练营 联课活动处 

14.04.2018 (六) 
隔周休  

干部训练营 联课活动处 

15.04.2018 (日) 干部训练营 联课活动处 

第 15 周 

16.04.2018 (一) 

至 

22.04.2018 (日) 

16.04.2018 (一)   

17.04.2018 (二)   

18.04.2018 (三)   

19.04.2018 (四)   

20.04.2018 (五)   

21.04.2018 (六)   

22.04.2018 (日)   

第 16 周 

23.04.2018 (一) 

至 

29.04.2018 (日) 

23.04.2018 (一)   

24.04.2018 (二) 校内国语演讲比赛 联课活动处 

25.04.2018 (三)   

26.04.2018 (四)   

27.04.2018 (五)   

28.04.2018 (六) 
隔周休  

教师节晚宴 董事会 

29.04.2018 (日)   

 

 

 



周次 日期 项目 负责单位 

第 17 周 

30.04.2018 (一) 

至 

06.05.2018 (日) 

30.04.2018 (一)   

01.05.2018 (二) 劳动节假期  

02.05.2018 (三)   

03.05.2018 (四) 
“为您导航” 

升学与辅导教育资讯日 
辅导处 

04.05.2018 (五)   

05.05.2018 (六)   

06.05.2018 (日)   

第 18 周 

07.05.2018 (一) 

至 

13.05.2018 (日) 

07.05.2018 (一) 联课活动暂停至 5 月 30 日 联课活动处 

08.05.2018 (二)   

09.05.2018 (三) 大选投票日假期  

10.05.2018 (四) 大选特别假期  

11.05.2018 (五) 大选特别假期  

12.05.2018 (六) 隔周休  

13.05.2018 (日)   

第 19 周 

14.05.2018 (一) 

至 

20.05.2018 (日) 

14.05.2018 (一)   

15.05.2018 (二)   

16.05.2018 (三) 校内华语诗歌朗诵比赛 联课活动处 

17.05.2018 (四)   

18.05.2018 (五)   

19.05.2018 (六)   

20.05.2018 (日)   

第 20 周 

21.05.2018 (一) 

至 

27.05.2018 (日) 

21.05.2018 (一)   

22.05.2018 (二)   

23.05.2018 (三) 半年大考 教务处 

24.05.2018 (四) 半年大考 教务处 

25.05.2018 (五) 半年大考 教务处 

26.05.2018 (六) 隔周休  

27.05.2018 (日)   

第 21 周 

28.05.2018 (一) 

至 

03.06.2018 (日) 

28.05.2018 (一) 半年大考 教务处 

29.05.2018 (二) 卫塞节假期  

30.05.2018 (三) 半年大考 教务处 

31.05.2018 (四)   

01.06.2018 (五)   

02.06.2018 (六) 可兰经降世日假期  

03.06.2018 (日)   

 



周次 日期 项目 负责单位 

第 22 周 

04.06.2018 (一) 

至 

08.06.2018 (五) 

04.06.2018 (一)   

05.06.2018 (二)   

06.06.2018 (三)   

07.06.2018 (四)   

08.06.2018 (五)   

学 校 年 中 假 期 09.06.2018 (六) 至 24.06.2018 (日) 

第 23 周 

25.06.2018 (一) 

至 

01.07.2018 (日) 

25.06.2018 (一)   

26.06.2018 (二)   

27.06.2018 (三)   

28.06.2018 (四)   

29.06.2018 (五) 校内英语演讲比赛 联课活动处 

30.06.2018 (六)   

01.07.20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