霹雳育才独立中学 2017 学年行事历
（04.09.2017 ～ 24.11.2017）
周次

日期

项目

04.09.2017 (一)

特假 (我国东运会夺 145 金)

负责单位

05.09.2017 (二)
第 32 周
04.09.2017 (一)
至
10.09.2017 (日)

06.09.2017 (三)
07.09.2017 (四)
08.09.2017 (五)
09.09.2017 (六)

国家元首华诞假期

10.09.2017 (日)
11.09.2017 (一)
12.09.2017 (二)
第 33 周
11.09.2017 (一)
至
17.09.2017 (日)

13.09.2017 (三)
14.09.2017 (四)
15.09.2017 (五)
16.09.2017 (六)

马来西亚日假期

17.09.2017 (日)
18.09.2017 (一)
19.09.2017 (二)
20.09.2017 (三)
第 34 周
18.09.2017 (一)
至
24.09.2017 (日)

21.09.2017 (四)
22.09.2017 (五)

初三、高三模拟考

教务处

高二汽修年终大考

教务处

初三、高三模拟考

教务处

高二汽修年终大考

教务处

回历新年假期
隔周休

23.09.2017 (六)

初三、高三美术模拟考

教务处

2018 年新生入学考试

教务处

初三、高三模拟考

教务处

高二汽修年终大考

教务处

初三、高三模拟考

教务处

高二汽修年终大考

教务处

高三模拟考

教务处

24.09.2017 (日)
25.09.2017 (一)

第 35 周
25.09.2017 (一)
至
01.10.2017 (日)

26.09.2017 (二)
27.09.2017 (三)
28.09.2017 (四)
29.09.2017 (五)
30.09.2017 (六)
01.10.2017 (日)

霹雳育才独立中学 2017 学年行事历
（04.09.2017 ～ 24.11.2017）
周次

日期

项目

负责单位

02.10.2017 (一)
03.10.2017 (二)
第 36 周
02.10.2017 (一)
至
08.10.2017 (日)

04.10.2017 (三)

中秋节特假

05.10.2017 (四)
06.10.2017 (五)
07.10.2017 (六)
08.10.2017 (日)
09.10.2017 (一)
10.10.2017 (二)

第 37 周
09.10.2017 (一)
至
15.10.2017 (日)

11.10.2017 (三)
12.10.2017 (四)
13.10.2017 (五)
14.10.2017 (六)

高中、初中美术科统考

教务处

隔周休

15.10.2017 (日)

第 38 周
16.10.2017 (一)
至
24.10.2017 (日)

16.10.2017 (一)

屠妖节假期

17.10.2017 (二)

屠妖节假期

18.10.2017 (三)

屠妖节假期

19.10.2017 (四)

屠妖节假期

20.10.2017 (五)

屠妖节假期

21.10.2017 (六)
22.10.2017 (日)
23.10.2017 (一)
24.10.2017 (二)
25.10.2017 (三)
第 39 周
25.10.2017 (一)
至
29.10.2017 (日)

26.10.2017 (四)
27.10.2017 (五)
28.10.2017 (六)
29.10.2017 (日)

高中统考

教务处

校内年终大考

教务处

高中统考、初中统考

教务处

校内年终大考

教务处

高中统考、初中统考

教务处

校内年终大考

教务处

霹雳育才独立中学 2017 学年行事历
（04.09.2017 ～ 24.11.2017）
周次

日期

项目
高中统考、初中统考

教务处

校内年终大考

教务处

31.10.2017 (二)

高中统考、初中统考

教务处

01.11.2017 (三)

高中统考

教务处

30.10.2017 (一)
第 40 周
30.10.2017 (一)
至
05.11.2017 (日)

负责单位

02.11.2017 (四)
03.11.2017 (五)

霹雳苏丹诞辰

04.11.2017 (六)

隔周休

05.11.2017 (日)
06.11.2017 (一)
07.11.2017 (二)
第 41 周
06.11.2017 (一)
至
12.11.2017 (日)

08.11.2017 (三)
09.11.2017 (四)

校内升学讲座

辅导处

10.11.2017 (五)

校内辩论比赛

活动处

11.11.2017 (六)

育才 110 周年校庆晚宴

董事会

校内相声比赛

活动处

义跑

活动处

“悦季”舞蹈展

校长室

19.11.2017 (日)

穿梭三奶巷 . 文创跨世纪

校长室

20.11.2017 (一)

校内歌唱比赛

活动处

22.11.2017 (三)

结业暨颁奖典礼

教务处

23.11.2017 (四)

毕业典礼

宣教处

24.11.2017 (五)

校庆特假

12.11.2017 (日)
13.11.2017 (一)
14.11.2017 (二)
第 42 周
13.11.2017 (一)
至
19.11.2017 (日)

15.11.2017 (三)
16.11.2017 (四)
17.11.2017 (五)
18.11.2017 (六)

第 43 周
20.11.2017 (一)
至
24.11.2017 (五)

学校年终假期

21.11.2017 (二)

25.11.2017 (六) 至 01.01.2018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