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日曆

2022 -2023 學年
小學/中學 & 寄宿學校

月份 日期 事件 評論

九月 2022

星期四 1日 員工返校

星期六 3日 新寄宿生報到

星期日 4日 現有寄宿生報到

星期二 6日 學前班、預備學前班、1，2，7，8, 11和12年級返校:   早晨入學

13 年級職業面試

星期三 7日 3，4，5，6，9, 10和13年級返校:   早晨入學

 8&9年級新生報到

12 年級職業面試

學前班、預備學前班、1, 2 年級開學

星期四 8日 所有學生開學

星期五 9日 PTA歡迎早晨

星期三 21日 13年級家長會：申請大學

13年級家長會議 （待確認）

星期三 28日 11年級家長會: 考試程序

12年級家長會: Apolytirion

11、12年級家長會議 （待確認）

十月

星期六 1日 國慶節/公眾假期

星期五 7日 頒獎典禮 / 雞尾酒會 （待確認）

星期一 10日 學前班 - 10年級家長會開始 （待確認）

星期二 11日 低年級游泳節 （待確認）

PTA 年度大會 （待確認）

星期三 12日 高年級游泳節 （待確認）

星期一 17日 希臘週開始

星期四 20日 幼兒游泳節

星期五 21日 希臘週結束

學前班 - 10年級家長會結束

星期四 27日 學期中期假期，學校下午1點關閉

星期四 28日 學校遊行/公共假期

十一月

星期五 4日 員工返校 / 規劃和發展日

星期一 7日 學生返校

科學週開始

星期一 8日 PTA會議

星期五 11日 科學週結束

星期三 16日 小學體育比賽開始 （待確認）

星期五 18日 小學體育賽事結束

12 & 13 年級Apolytirion考試開始

星期二 22日 13 & 13 年級Apolytirion考試結束

星期六 26日 PTA國際冬季博覽會

星期一 28日 11 年級模擬考試開始

十二月

星期五 2日 基金會和關鍵階段1 聖誕節音樂會

星期二 6日 PTA會議

星期三 7日 燭光頌歌

星期四 15日 11 年級模擬考試結束

星期四 22日 聖誕節，學校中午12點關閉

星期五 23日 寄宿生離開寄宿學校

第一學期結束



一月 2023

星期六 7日 寄宿生返回宿舍

星期日 8日 寄宿生返回宿舍

星期一 9日 教職員工+學生返校

星期二 10日 PTA會議

星期一 16日 外部考試開始報名

星期三 18日 11、12 和 13 年級家長會議

星期五 27日 外部考試結束報名

星期一 30日 教育的守護神/學校假期 （待確認）

二月

星期二 7日 PTA會議

星期四 16日 高年級運動會

星期四 24日 重新註冊截止日期

學期中期假期，學校下午1點關閉

星期一 27日 綠色星期一/公眾假期

三月

星期四 2日 返校

星期一 13日 讀書周開始

星期五 17日 12 和 13年級Apolytirion 考試開始

讀書周結束

星期一 20日 學前班至10年級家長會開始

數學週開始

星期二 21日 12和13年級 Apolytirion 考試結束

星期五 24日 數學週結束

星期六 25日 希臘獨立日/學校遊行/公共假期

星期一 27日 家長會結束

四月

星期六 1日 法定假日

星期五 7日 西方耶穌受難日/復活節，學校在下午 1 點關閉。

星期六 8日 寄宿生離開寄宿學校

第二學期結束

星期六 22日 寄宿生返回宿舍

星期日 23日 寄宿生返回宿舍

星期一 24日 返校

Y12 和 Y13模擬考試開始 (24/04 - 28/04)

星期五 28日 Y12 和 Y13模擬考試結束 (24/04 - 28/04)

五月

星期一 1日 勞動節/公共假期

星期五 26日 13年級畢業典禮 （待確認）

六月

星期一 5日 Kataklysmos/公共假期

星期三 7日 幼兒畢業典禮 （待確認）

5、6 和 10年級 夏季考試開始

星期一 12日 7、8 和 9年級 夏季考試開始

星期五 16日 六年級畢業典禮 （待確認）

星期五 23日 暑期開始，學校12點關閉

星期日 25日 寄宿生離開寄宿學校

星期四 29日 領取學期報告

星期五 30日 教師結束第三學期

第三學期結束

“請注意：日曆中是基本的事件。
- 在這一年中，您將被告知其他活動/事件。
- 小學/中學、幼兒園、私立學院和 PTA 有單獨的日曆- 。
- IGCSE 或 AS-Level 的考試，可能在學校的複活節假期期間進行。
- 請在安排旅行前查看相關考試委員會公佈的時間表。

*免責聲明 - 我們學校的官方語言是英語,  翻譯版本來自英文原文，中文僅供參考。 

如有差異，以英文原件為準。

 "更新於 2022 年 7月 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