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孔独立中学 

          2018 年第 1 学期考试时间表 

年级：初中三 

日期 组别：(双修班) 组别：(单修班) 组别：(特辅班) 

14-05-18 星期一 

15-05-18 星期二 

16-05-18 星期三 

【按特定课表上课】 【按特定课表上课】 【按特定课表上课】 

放学时间：1300 放学时间：1300 放学时间：1300 

17-05-18 星期四 

 

 

 

 

 

 

 

国文(试卷一：PT3 格式) 

0815–1015(2 小时) 

国文(试卷一) 

0815–1000(1 小时 45 分钟) 

国文(试卷一) 

0815–1000(1 小时 45 分钟) 

国文(试卷二：UEC 格式) 

1030–1145(1 小时 15 分钟) 

国文(试卷二) 

1015–1130(1 小时 15 分钟) 

国文(试卷二) 

1015–1130(1 小时 15 分钟) 

历史(试卷二)甲部  

1315–1405(50 分钟)  

历史(试卷二)乙部 

1420–1530(1 小时 10 分钟) 

历史(试卷二)甲部  

1315–1405(50 分钟)  

历史(试卷二)乙部 

1420–1530(1 小时 10 分钟) 

历史(试卷二)甲部  

1315–1405(50 分钟)  

历史(试卷二)乙部 

1420–1530(1 小时 10 分钟) 

放学时间：1530 放学时间：1530 放学时间：1530 

18-05-18 星期五 

 

 

 

华文(试卷一) 

0815–1000 (1 小时 45 分钟) 

华文(试卷二) 

1015–1145(1 小时 30 分钟) 

华文(试卷一) 

0815–1000 (1 小时 45 分钟) 

华文(试卷二) 

1015–1145(1 小时 30 分钟) 

华文(试卷一) 

0815–1000 (1 小时 45 分钟) 

华文(试卷二) 

1015–1145(1 小时 30 分钟) 

KEMAHIRAN HIDUP 

1315–1515(2 小时) 

- - 

放学时间：1515 放学时间：1145 放学时间：1145 

19-05-18 星期六 备考日 备考日 备考日 

20-05-18 星期日 备考日 备考日 备考日 

21-05-18 星期一 

 

 

 

 

 

 

 

英文(试卷一：PT3 格式) 

0815–1015 (2 小时) 

英文(试卷二：UEC 格式) 

1030–1150(1 小时 20 分钟) 

英文(试卷一) 

0815–0955(1 小时 40 分钟) 

英文(试卷二) 

1010–1130(1 小时 20 分钟) 

英文(试卷一) 

0815–0955(1 小时 40 分钟) 

英文(试卷二) 

1010–1130(1 小时 20 分钟) 

地理(试卷一)  

1315–1415(1 小时)  

地理(试卷二) 

1430–1550(1 小时 20 分钟) 

地理(试卷一)  

1315–1415(1 小时)  

地理(试卷二) 

1430–1550(1 小时 20 分钟) 

地理(试卷一)  

1315–1415(1 小时)  

地理(试卷二) 

1430–1550(1 小时 20 分钟) 

放学时间：1550 放学时间：1550 放学时间：1550 

22-05-18 星期二 

 

 

 

数学(试卷一)  

0815–0915 (1 小时)  

数学(试卷二) 

 0930–1110(1 小时 40 分钟) 

数学(试卷一)  

0815–0915 (1 小时)  

数学(试卷二) 

 0930–1110(1 小时 40 分钟) 

数学(试卷一)  

0815–0915 (1 小时)  

数学(试卷二) 

 0930–1110(1 小时 40 分钟) 

MATHEMATICS 

1315–1515(2 小时) 

- - 

放学时间：1515 放学时间：1130 放学时间：1130 

23-05-18 星期三 

 

 

 

科学(试卷一)  

0815–0925 (1 小时 10 分钟)  

科学(试卷二) 

 0940–1100(1 小时 20 分钟) 

科学(试卷一)  

0815–0925 (1 小时 10 分钟)  

科学(试卷二) 

 0940–1100(1 小时 20 分钟) 

科学(试卷一)  

0815–0925 (1 小时 10 分钟)  

科学(试卷二) 

 0940–1100(1 小时 20 分钟) 

SCIENCE 

1315–1515(2 小时) 

- - 

放学时间：1515 放学时间：1130 放学时间：1130 



备注： 

1. 考试期间，全体学生必须照常(即 07.25am 前)到校，按特定时间应考或上课，并于指定时间放学。 

 

2. 特定课表上课时间安排：[0725-0740 班务：15 分钟] 、[0740-0840 第 1 节：60 分钟]、[0840-

0910 休息：30 分钟] 、[0910-1010 第 2 节：60 分钟]、[1015-1115 第 3 节：60 分钟]、[1115-

1145 休息：30 分钟]、[1145-1245 第 4 节：60 分钟]、[1245-1300 班务：15 分钟]；放学时间：

1300。 

 

3. 校内各学会团体活动将于 5 月 7 日（星期一）至 5 月 23 日（星期三）停止进行。 

 

4. 初中三政考科：Sejarah 及 Geografi 将由科任教师以课堂多元评量方式进行。 

 

教务处启_2018 年 5 月 10 日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