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 2017 Academic Year Calendar 
(1) September 3 First Day of School 
(2) September 10  
(3) September 17  
(4) September 24 Snack Sale 
(5) October 1  

 October 8 Thanksgiving (No School) 
(6) October 15  
(7) October 22  
(8) October 29 Snack Sale 
(9) November 5  

(10) November 12  
(11) November 19  
(12) November 26 Snack Sale 
(13) December 3  
(14) December 10  
(15) December 17  

 December 24 Christmas Holiday (No School) 
 December 31 New Year's Holiday (No School) 

(16) January 7  
(17) January 14  
(18) January 21 Midterm Exam 

 January 28 CNY (No School) 
(19) February 4 Report Cards 
(20) February 11 Parent-Teacher Conference  

 February 18 Family Day (No School) 
(21) February 25 Snack Sale 
(22) March 4  
(23) March 11  
(24) March 18  
(25) March 25 Snack Sale 
(26) April 1  
(27) April 8  

 April 15 Easter Holiday (No School) 
(28) April 22  
(29) April 29 Snack Sale 
(30) May 6 Registrations Begin 
(31) May 13  

 May 20 Victoria Day (No School) 
(32) May 27 Snack Sale 
(33) June 3  
(34) June 10  
(35) June 17 Final Exam 
(36) June 24 Year End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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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2017 學年校曆 
(1) 九月三日 開學 

(2) 九月十日  
(3) 九月十七日  
(4) 九月二十四日 小吃義賣 

(5) 十月一日  
 十月八日 感恩節假期（放假一天） 

(6) 十月十五日  
(7) 十月二十二日  
(8) 十月二十九日 小吃義賣 

(9) 十一月五日  
(10) 十一月十二日  
(11) 十一月十九日  
(12) 十一月二十六日 小吃義賣 

(13) 十二月三日  
(14) 十二月十日  
(15) 十二月十七日 小吃義賣 

 十二月二十四日 聖誕假期（放假一天）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新年假期（放假一天） 

(16) 一月七日  
(17) 一月十四日  
(18) 一月二十一日 期中考試 

 一月二十八日 春節假期（放假一天） 

(19) 二月四日 頒發成績單 

(20) 二月十一日 家長老師見面會 

 二月十八日 家庭日（放假一天） 

(21) 二月二十五日 小吃義賣 

(22) 三月四日  
(23) 三月十一日  
(24) 三月十八日  
(25) 三月二十五日 小吃義賣 

(26) 四月一日  
(27) 四月八日  

 四月十五日 復活節假期（放假一天） 

(28) 四月二十二日  
(29) 四月二十九日 小吃義賣 

(30) 五月六日 注冊開始 

(31) 五月十三日  
 五月二十日 Victoria 日（放假一天） 

(32) 五月二十七日 小吃義賣 

(33) 六月三日  
(34) 六月十日  
(35) 六月十七日 期末考試 

(36) 六月二十四日 結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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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2017 学年校历 
(1) 九月三日 开学 

(2) 九月十日  
(3) 九月十七日  
(4) 九月二十四日 小吃义卖 

(5) 十月一日  

 十月八日 感恩节假期（放假一天） 

(6) 十月十五日  
(7) 十月二十二日  
(8) 十月二十九日 小吃义卖 

(9) 十一月五日  
(10) 十一月十二日  
(11) 十一月十九日  
(12) 十一月二十六日 小吃义卖 

(13) 十二月三日  
(14) 十二月十日  
(15) 十二月十七日 小吃义卖 

 十二月二十四日 圣诞假期（放假一天）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新年假期（放假一天） 

(16) 一月七日  
(17) 一月十四日  
(18) 一月二十一日 期中考试 

 一月二十八日 春节假期（放假一天） 

(19) 二月四日 颁发成绩单 

(20) 二月十一日 家长老师见面会 

 二月十八日 家庭日（放假一天） 

(21) 二月二十五日 小吃义卖 

(22) 三月四日  
(23) 三月十一日  
(24) 三月十八日  
(25) 三月二十五日 小吃义卖 

(26) 四月一日  
(27) 四月八日  

 四月十五日 复活节假期（放假一天） 

(28) 四月二十二日  
(29) 四月二十九日 小吃义卖 

(30) 五月六日 注册开始 

(31) 五月十三日  
 五月二十日 Victoria 日（放假一天） 

(32) 五月二十七日 小吃义卖 

(33) 六月三日  
(34) 六月十日  
(35) 六月十七日 期末考试 

(36) 六月二十四日 结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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