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孔独立中学

2018年3月假期活动一览表

2018年3月16日 整理

序 活动项目 负责老师 活动地点 参与者 集合与解散时间
17/3 18/3 19/3 20/3 21/3 22/3 23/3 24/3 25/3

隶属单位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2018年尊孔行外出筹款活动-高三品 陈铮才师 柔佛南队 高三品6人 集合：16/3上午11时30分
解散：19/3下午6时

校长室

2 2018年尊孔行外出筹款活动-高二诚
蓝淑敏师
叶国祖师

关丹、登嘉楼 高二诚8人 集合：16/3上午11时30分
解散：19/3下午6时

3 2018年尊孔行外出筹款活动-高三美 黄雪丽师 怡保 高三美4人 集合：16/3下午3时
解散：19/3下午6时

4 2018年尊孔行外出筹款活动-高二信
丘翠萍师
刘达蔚师

彭亨东部 高二信9人 集合：17/3上午7时
解散：19/3下午6时

5 2018年辩论社集训营 曾庆东师 尊孔独中校园 辩论社28人 集合：22/3上午9时                   
解散：24/3中午12时30分 教务处

6 2018年3月吉他学会集训营 李丽芬师 尊孔独中校园 吉他学会60人 集合：16/3下午5时15分      
解散：18/3下午5时15分

联课活动处

7 周六学会活动 萧健浩师
尊孔校园/               
嘉应会馆

周六学会团体 0800~1200

8 2018年（第七届）合唱团“追歌。筑梦”集训营
筹委会议及测试游戏

陈菱慰师 尊孔独中校园 合唱团14人 0900~1200

9 2018年领袖训练营之第二次遴选营 萧健浩师 尊孔独中校园 学生29人 集合：17/3下午1时30分             
解散：18/3下午2时30分

10 童军团《Zero to Scout 2.0》野外营
陈伟菁师        
郭志谦师

Hutan Lipur Sungai 
Sendat， Ulu Yam 童军团38人 集合：20/3早上6时30分          

解散：22/3下午3时
执委
进营

11 鼓队3月假期返校练习 林明春师 尊孔独中校园 鼓队47人 0900~1600

12 2018年（第七届）合唱团“追歌。筑梦”集训营 陈菱慰师 尊孔独中校园 合唱团59人 集合：19/3早上9时                
解散：21/3下午3时

13 2018年3月华乐团集训营 张伟杰师 尊孔独中校园 华乐团62人 集合：21/3下午1时            
解散：24/3下午1时

14 2018年尊孔独中扯铃队内训营 叶世杰师 尊孔独中校园 扯铃队师
集合：21/3早上9时                    
解散：23/3中午12时

15 2018年管乐团3月集训营 黎雨习师 尊孔独中校园 管乐团56人 集合：21/3中午12时              
解散：23/3下午1时

16 戏剧学会《Golden TV Awards》内训营 陈如韵师 尊孔独中校园 戏剧学会53人 集合：22/3早上8时             
解散：24/3下午2时

17 童军团广东义山清明节交通指挥服务 郭志谦师
尊孔独中校园/ 
广东义山

童军团12人 集合：24/3下午5时              
解散：25/3下午2时



18 田径校队5天4夜集训营 吴文祥师 尊孔独中校园 田径校队60人 集合：18/3早上8时               
解散：21/3下午1时

体育处19 排球校队3月集训营 陈志铭师 尊孔独中校园 排球队44人 集合：19/3早上7时30分    
解散：22/3中午12时

20 2018年乒乓校队集训营 关德欢师 尊孔独中校园 乒乓校队24人 集合：21/3早上9时                    
解散：23/3下午5时

21 2018年度成功教育教学模式教师上海学习
团

廖婌妤师 上海
黄月凤师                 
陈健福师

17-27.03.2018 校长室/修研处

22 2018年新手顾问培训（1） 萧健浩师          
叶伟康师

尊孔独中校园 新手顾问老师约
16人 0815-1130 联课活动处/       

修研处

23 高师大第一届教专观课说明会暨【一堂课课
例】研习

廖婌妤师         
叶伟康师

尊孔独中校园
教专学员13人、
部分学科主任

0845-1230 校长室/教务处/ 
修研处

24 正负向情绪时间卡工作坊 廖婌妤师 董总
参与者13人          
（注1） 0900-1700 教务处/ 修研处

25 2018年华文独中簿记与会计教学分享与观
摩培训课程

廖婌妤师 董总
邝晓珊师         陈
明雄师

0745-1800 教务处/ 修研处

26 2018年全国华文独中体育教师成长大会 廖婌妤师 吧生滨华中学
梁振聪师             
苏宝婴师

0800-1730 人事部/体育处/
修研处

27 绘本深度阅读与创作 廖婌妤师
马六甲平民          
小学

白瑞芬师            
黄莹桦师

0900-1730 修研处

28 2018年全国独中体育教师培训班 廖婌妤师 吧生滨华中学
梁振聪师            
陈剑平师

0830-1700 教务处/ 修研处

29 2018年新进教职员ISO培训
廖婌妤师         
叶伟康师

尊孔独中校园 尊孔教职员25人 0845-1700 校长室/修研处

30 2018MICSS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s 
Development Programme 廖婌妤师 董总

Saraswathyee、
Nanthini、叶美芬师 0830-1600 教务处/ 修研处

31 图书文献保护及修复工作坊
陆素芬师         
廖婌妤师

林连玉纪念馆 陈翊雯师 0900-1730 资源处/修研处

32 初三勇班级生活营 庄建杰师 尊孔独中校园 初三勇48人 集合：17/3早上8时
解散：20/3下午2时45分

训导处33 劳作活动 训导处 尊孔独中校园 劳作生
集合：早上8时45分
解散：下午4时 15人 12人 14人 8人 9人

34 高一理班级活动 林莉祥师 尊孔独中校园 高一理25人 集合：23/3早上9时
解散：23/3下午4时

35 特辅初二激励营 叶家强师 吉隆坡福音堂 特辅初二学生约
60人

集合：22/3下午12时30分     
解散：24/3下午4时 特辅处

注1：正负向情绪时间卡工作坊共有13位老师参与，参与者包含杨渂清 , 黄海燕, 杨秀诗 , 黄玉音 , 叶家强、杨丽梅 , 叶舒宁 , 刘翠雯 , 陈菱慰 , 周诗倩、李慧珊, 黄美虹 , 黎雨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