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化中学 2022 年度下半年行事历 

周次 日 期 预 定 事 项 备 注 
1. 6月13日 

至 
6 月 18 日 

(校)  第二次校务会议 (13/6,一) 
(教) 1. 第二次科主任会议 (14/6,二) 
 2. 各科会议 
(训)  1. 仪容检查 (13/6~16/6,一~四)  
  2. 高三讲座，其余年段班会 (16/6,四) 
(辅)  教育周 (13-17/6,一~五) 
(联) 1. 时事常识比赛初赛 (14/6，二) 
  2. 华语演讲比赛决赛 (18/6，六) 

 

2. 6月20日 
至 
6 月 25 日 

(教)  各科会议 
(训)  初中班会 (23/6,四) 
(辅)  教育展 (22/6,三) 
(联)  英语演讲比赛决赛 (23/6,四) 

全麻学联 

越野赛跑 (23/6, 四) 

3. 6月27日 
至 
7 月 2 日 

(校)  110周年校庆活动 (2/7,六) 
(训) 1. 全校班会 (30/6,四) 
 2. 助学金颁发仪式 (30/6,四) 

全麻学联 

西洋棋赛 (27/6~28/6,一~二) 

4. 7月4日 
至 
7 月 9 日 

(校)  第二次家长日 (9/7,六)  
(训) 1. 2023年度助学金开放申请 (4/7~18/7, 一~一) 
 2. 高中讲座，初中班会 (7/7,四) 
(联)  书法比赛 (4/7，一) 
(图)  书展  (4/7~6/7, 一~三) 

全麻学联 

乒乓赛 (3/7~5/7,日~二) 

网球赛 (4/7~7/7,一~四) 

游泳赛  (6/7~7/7,三~四) 

足球赛(U15) (6/7~7/7,三~四)  

5. 7月11日 
至 
7 月 16 日 

(训) 1. 仪容检查 (12/7~14/7, 二~四) 
 2. 全校班会 (14/7,四) 
(体) 1. 全麻学联篮球赛 (12/7~ 14/7, 二~四) 
 2. 色队趣味排球赛  (12/7~ 14/7, 二~四) 
(辅)   华教故事 (14-16/7, 四~ 六) 

哈芝节补假 (11/7,一) 

6. 7月18日 
至 
7 月 23 日 

(训) 1 .  2023年度助学金申请截止 (18/7, 一) 
 2. 高一周会，其余年段班会 (21/7, 四) 
(联)  美术比赛  (18/7，一) 

全麻学联 

足球赛(U18) (18/7~20/7,一~三) 

羽球赛  (19/7~21/7,二~四) 

排球赛 (19/7~21/7,二~四) 

7. 7月25日 
至 
7 月 30 日 

(训) 1. 高中周会，初中班会 (28/7,四) 
(体) 1. 色队趣味排球赛  (25/7~28/7, 一~四) 
(联)  文艺歌曲歌唱比赛初赛 (25/7，一) 

回历元旦 (30/7,六) 

全麻学联 

高尔夫球赛  (27/7~28/7, 三~四) 

 

8. 8月1日 
至 
8 月 6 日 

(训)  初一至高二班会 (4/8,四) 
(体) 1. 色队趣味排球赛  (1/8~4/8, 一~四) 
(辅)  颁发大专助学金，高三出席 (4/8,四)暂定 
(联) 1. 科学比赛 (1/8，一) 
 2. 合唱比赛-初中  (3/8，三) 
 3. 合唱比赛-高中  (4/8，四) 

全麻学联 

西洋棋赛 (1/8~2/8, 一~二) 

 

9. 8月8日 
至 
8 月 13 日 

(训) 1. 仪容检查 (8/8~11/8, 一~四) 
 2. 全校班会 (11/8,四) 
(体)  色队趣味排球赛 (8/8~11/8, 一~四) 
(联)  联课活动暂停 (12/8,五) 

 

10. 8月15日 
至 
8 月 20 日 

(教)  第二次统一测验 (16/8~20/8,二~六) 
(联)  联课活动暂停 (19/8,五) 

 

11. 8月22日 
至 
8 月 27 日 

 全麻学联 

田径赛  (21/8~25/8,日~四) 

 

12. 8月29日 
至 
9 月 2 日(五) 

(体) 常年运动会  (30/8~2/9, 二~五) 国庆日 (31/8,三) 

@ 9月3(六) 
至 
9 月 11 日(日) 

 期中假期(9天) 

中秋节 (10/9,六) 

已故苏丹忌日 (3/9,三)  

13. 9月12日 
至 
9 月 17 日 

(教)  2023年初一新生入学试+校园参观 (17/9,六) 
(训) 1. 仪容检查 (12/9~15/9, 一~四) 
 2. 部分班级班会 (15/9, 四) 
(联) 1. 数学比赛 (12/9, 一) 
 2. 时事常识问答比赛决赛 (15/9, 四) 

马来西亚日 (16/9,五) 

  



14. 9月19日 
至 
9 月 24 日 

(训)  全校班会 (22/9,四) 
(体)  班级篮球赛 (19/9~22/9, 一~四) 
(联)  文艺歌曲歌唱比赛决赛 (20/9, 二) 
(辅)   教育展 (22/9, 四) 

 

15. 9月26日 
至 
10 月 1 日 

(校)  教师节 (28/9, 三) 
(训)  初中周会，高中班会 (29/9,四) 
(体)  班级篮球赛 (26/9~29/9, 一~四) 

 

16. 10月3日 
至 
10 月 8 日 

(教) 1. 下半年作文考试 (4/10~6/10,二~四)  
 2.音乐科笔试 (6/10,四) 
(训) 1. 毕业班仪容检查 (3/10~6/10, 一~四) 
 2. 部分班级班会 (6/10, 四) 
(体)  班级篮球赛 (3/10~6/10, 一~四) 
(联)  转学会面试+最后一次会课 (7/10,五) 
(图)  云书展  (3/10~5/10, 一~三) 

 

17. 10月10日 
至 
10 月 15 日 

(教) 1. 美术笔试 (13/10,四) 
 2.毕业班整理考场 (15/10,六) 
(训) 1. 非毕业班仪容检查 (11/10-13/10,二~四) 
 2. 部分班级班会 (13/10,四) 
(联)  辩论比赛半决赛 (11/10-14/10 二~五) 

穆罕默德诞辰补假(10/10,一) 

18. 10月17日 
至 
10 月 21 日
(五) 

(教) 毕业班下半年考试 (17/10~21/10, 一~五)  
(训) 非毕业班班会 (20/10,四) 

 

@ 10月22日(六) 
至 
10 月 25 日
(二) 

 屠妖节(4 天) 

屠妖节 (24/10,一) 

19. 10月26日(三) 
至 
10 月 29 日 

(训)  毕业班周会，其余年段班会 (27/10,四) 
  

 

20. 10月31日 
至 
11 月 5 日 

(教)  非毕业班下半年考试 (1/11~5/11, 二~六)  

21. 11月7日 
至 
11 月 12 日 

(教) 1. 整理统考&SPM考场 (12/11, 六) 
 2. 高一音乐汇演 (10/11~11/11, 四~五) 
(训) 1. 仪容检查 (7/11~10/11, 一~四) 
 2. 非高一年段班会 (10/11, 四) 

 

22. 11月14日 
至 
11 月 19 日 

(教) 1. SPM预考 (14/11~18/11,一~五) 
 2. 高初中统考 (15/11~18/11,二~五) 
  

 

23. 11月21日 
至 
11 月 26 日 

(教) 1. 续高中统考 (21/11~22/11,一~二) 
 2. 高中统考美术 (23/11, 三) 
(训)  全校班会 (24/11, 四) 
(联) 1. 合唱比赛决赛 (26/11, 六) 
 2. 学生作品展 (24/11~26/11,四~六) 

 

24. 11月28日 
至 
12 月 2 日(五) 

(校) 1. 谢师会 (30/11, 三) 
 2. 高中毕业典礼 (1/12, 四 ) 
 3. 初中毕业典礼暨休业式 (2/12, 五 ) 
 4. 旧生注册 (2/12, 五) 
(联) 1. 辩论比赛决赛  (28/11,一) 
 2. 学生作品展 (28/11~29/11 一~二) 
(图)  晒书日+朗读者 (29/11, 二) 
(人)  教师研习 (28/11, 一) 

 

@ 12月3日(六) 
至 
1 月 1 日(日) 

(人)  董事丶行政丶教师交流会 (3/12, 六)  
(体)  体育校队生活营 (26/12~28/12, 一~三) 
2023年新进教师培训 (28/12~29/12,三~四) 
2023 年初一新生始业辅导(暂定) (30/12, 五) 
2023年第一次校务会议 (31/12, 六) 
2023年科主任会议 (1/1/2023,日,上午) 
2023年班导师会议 (1/1/2023,日,下午) 

年终假期(30天) 

圣诞节假 (25/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