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孔独立中学 

2018 年第 2 学期下旬：各年级学生学习与考试行事历简表【学生版】 

[01-10-18 星期一 → 17-11-18 星期六] 
 

日期 

年级 

高三 初三 高二双修班[信、谦、诚] 基础班、初一、初二、高一、高二

单修班[理、诚、廉、盈、智、美、品] 理科 文商 美设 餐理 双修班 单修班及特辅班 理科 文商 

01-10一 按特定课表上课-01 PT3-01 按原课表上课-01 按特定课表上课-01 按原课表上课-01 

02-10二 按特定课表上课-02 PT3-02 按原课表上课-02 按特定课表上课-02 按原课表上课-02 

03-10三 按特定课表上课-03 PT3-03 按原课表上课-03 按特定课表上课-03 按原课表上课-03 

04-10四 按特定课表上课-04 PT3-04 按原课表上课-04 按特定课表上课-04 按原课表上课-04 

05-10五 按特定课表上课-05 按原课表上课-01 按原课表上课-05 按特定课表上课-05 按原课表上课-05 

06-10六 休息 

07-10日 休息 

08-10一 按特定课表上课-06 按特定课表上课-01 按特定课表上课-06 按原课表上课-06 

09-10二 按特定课表上课-07 按特定课表上课-02 按特定课表上课-07 按原课表上课-07 

10-10三 按特定课表上课-08 
（注：最后一节课时进行考场布置） 

按特定课表上课-03 按特定课表上课-08 

高一信 SPM科目考试； 

其他年级同学按特定课表上课-08 
（注：最后一节课时进行考场布置） 

11-10四 停课 [备考] 按特定课表上课-04 按特定课表上课-09 期末考试-01 

12-10五 停课 [备考] 
按特定课表上课-05 

（注：最后一节课时进行考场布置） 
按特定课表上课-10 期末考试-02 

13-10六 高中统考-[美术科] 初中统考-[美术科] 休息 

14-10日 休息 

15-10一 停课 [备考] 停课 [备考] 按特定课表上课-11 期末考试-03 

16-10二 停课 [备考] 停课 [备考] 按特定课表上课-12 期末考试-04 

17-10三 停课 [备考] 停课 [备考] 按特定课表上课-13 期末考试-05 

18-10四 高中统考-01 停课 [备考] 按特定课表上课-14 期末考试-06 

19-10五 高中统考-02 停课 [备考] 按特定课表上课-15 期末考试-07 

20-10六 休息 

21-10日 休息 

22-10一 高中统考-03 初中统考-01 按特定课表上课-16 高初中统考：非考生停课-1 

23-10二 高中统考-04 初中统考-02 按特定课表上课-17 高初中统考：非考生停课-2 

24-10三 休息 按特定课表上课-18 高初中统考：非考生停课-3 

25-10四 高中统考-05 初中统考-03 按特定课表上课-19 高初中统考：非考生停课-4 

26-10五 高中统考-06 初中统考-04 按特定课表上课-20 高初中统考：非考生停课-5 

27-10六 休息 

28-10日 【爱心三合 1：捐血、验血、义诊活动】 

29-10一 按特定课表上课-09 餐理统考-01 按特定课表上课-06 按特定课表上课-21 按原课表上课-09 

30-10二 按特定课表上课-10 餐理统考-02 按特定课表上课-07 按特定课表上课-22 按原课表上课-10 

31-10三 按特定课表上课-11 餐理统考-03 按特定课表上课-08 按特定课表上课-23 按原课表上课-11 

01-11四 按特定课表上课-12 餐理统考-04 按特定课表上课-09 按特定课表上课-24 按原课表上课-12 

02-11五 按特定课表上课-13 按特定课表上课-10 按特定课表上课-25 
按特定课表上课-01 

（注：放学前 2 小时进行学会会员大会） 

03-11六 休息 

04-11日 【尊孔行】 

05-11一 尊孔行特假 

06-11二 屠妖节假期 

07-11三 屠妖节假期 

08-11四 按特定课表上课-14（户外学习-参访大学） 按特定课表上课-11 停课 [备考] 按特定课表上课-02 

09-11五 按特定课表上课-15（毕业典礼彩排活动） 按特定课表上课-12（毕业典礼彩排活动） 停课 [备考] 按特定课表上课-03 

10-11六 休息 

11-11日 休息 

12-11一 按特定课表上课-16（毕业典礼彩排活动） 按特定课表上课-13（毕业典礼彩排活动） 停课 [备考] 按特定课表上课-04 

13-11二 高、初中毕业典礼 SPM-01 休息 

14-11三 - 按特定课表上课-14 SPM-02 按特定课表上课-05 

15-11四 - 结业仪式暨联课表扬大会 SPM-03 结业仪式暨联课表扬大会 

16-11五 - - - - 

17-11六 
 毕业生回校领取【毕业文凭】、 

【离校证】、【成绩单】及相关证件 
第 2 学期家长接见日 

备注 1 基础班、初一、初二、初三、高一、高二单修班学生之年终假期将从 18-11-18开始。 

备注 2 2018年 SPM考试将从 13-11-18开始至 12月 6日结束。 

备注 3 2018年 11月份 Cambridge ESOL考试：【10-11-18（六）- 笔试】；【17-11-18（六）- 笔试】；【24-11-18（六）- 笔试】 

备注 4 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年级学生补考日期：26-11-18至 05-12-18。 

备注 5 

2018年各年级学生假期回校购买 2019新学年书本日期安排如下：【购书地点 – 讲堂 2】 

2018年基础班、初中一 

学生购书日期 

2018年初中二 

学生购书日期 

2018年初中三 

学生购书日期 

2018年高中一 

学生购书日期 

2018年高中二 

学生购书日期 

各年级特定学生 

购书日期 

【12-12-18星期三】 【13-12-18星期四】 【14-12-18星期五】 【17-12-18星期一】 【18-12-18星期二】 【19-12-18星期三】 

备注 6 2019学年【开学日】：02-01-19（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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