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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雳育才独立中学 2020 学年行事历 

（02.01.2020 ～ 22.03.2020） 

周次 日期 项目 负责单位 

第 1 周 

02.01.2020 (四) 

至 

05.01.2020 (日) 

02.01.2020 (四) 新学年说明会 校长室 

03.01.2020 (五)   

04.01.2020 (六)   

05.01.2020 (日)   

第 2 周 

06.01.2020 (一) 

至 

12.01.2020 (日) 

06.01.2020 (一)   

07.01.2020 (二)   

08.01.2020 (三)   

09.01.2020 (四)   

10.01.2020 (五) 开学典礼 校长室 

11.01.2020 (六) 隔周休  

12.01.2020 (日)   

第 3 周 

13.01.2020 (一) 

至 

19.01.2020 (日) 

13.01.2020 (一)   

14.01.2020 (二)   

15.01.2020 (三)   

16.01.2020 (四)   

17.01.2020 (五)   

18.01.2020 (六)   

19.01.2020 (日)   

第 4 周 

20.01.2020 (一) 

至 

26.01.2020 (日) 

20.01.2020 (一)   

21.01.2020 (二) 校内挥春比赛 联课活动处 

22.01.2020 (三) 校内迎春会 联课活动处 

23.01.2020 (四) 农历新年假期  

24.01.2020 (五) 农历新年假期  

25.01.2020 (六) 农历新年假期  

 26.01.2020 (日) 农历新年假期  

第 5 周 

27.01.2020 (一) 

至 

02.02.2020 (日) 

27.01.2020 (一) 农历新年假期  

28.01.2020 (二) 农历新年假期  

29.01.2020 (三) 农历新年假期  

30.01.2020 (四)   

31.02.2020 (五)   

01.02.2020 (六) 学校特假  

02.02.20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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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日期 项目 负责单位 

第 6 周 

03.02.2020 (一) 

至 

09.02.2020 (日) 

03.02.2020 (一)   

04.02.2020 (二)   

05.02.2020 (三) 庚子年新春晚会 董事会 

06.02.2020 (四)   

07.02.2020 (五)   

08.02.2020 (六)   

09.02.2020 (日)   

第 7 周 

10.01.2020 (一) 

至 

16.02.2020 (日) 

10.02.2020 (一)   

11.02.2020 (二)   

12.02.2020 (三)   

13.02.2020 (四)   

14.02.2020 (五) 宿舍新春晚会 舍务处 

15.02.2020 (六) 校内华教常识比赛 图书暨文物馆 

16.02.2020 (日)   

第 8 周 

17.02.2020 (一) 

至 

23.02.2020 (日) 

17.02.2020 (一)   

18.02.2020 (二) 校内书展 图书暨文物馆 

19.02.2020 (三) 校内书展 图书暨文物馆 

20.02.2020 (四) 校内书展 图书暨文物馆 

21.02.2020 (五) 校内书展 图书暨文物馆 

22.02.2020 (六) 隔周休  

23.02.2020 (日)   

第 9 周 

24.02.2020 (一) 

至 

01.03.2020 (日) 

24.02.2020 (一)   

25.02.2020 (二)   

26.02.2020 (三)   

27.02.2020 (四)   

28.02.2020 (五)   

29.02.2020 (六)   

01.03.20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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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行事历视需要可能会调整，请经常留意本校网站讯息。 

周次 日期 项目 负责单位 

第 9 周 

02.03.2020 (一) 

至 

08.03.2020 (日) 

02.03.2020 (一)   

03.03.2020 (二)   

04.03.2020 (三) 
联课活动暂停 

(3月 4日至 6日) 
联课活动处 

05.03.2020 (四) 第一次期中考 教务处 

06.03.2020 (五) 第一次期中考 教务处 

07.03.2020 (六) 第一次期中考 教务处 

08.03.2020 (日)   

第 10 周 

09.03.2020 (一) 

至 

13.03.2020 (五) 

09.03.2020 (一) 第一次期中考 教务处 

10.03.2020 (二) 第一次期中考 教务处 

11.03.2020 (三)   

12.03.2020 (四)   

13.03.2020 (五)   

第一学期假期 14.03.2020 (六) 至 22.03.20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