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孔独立中学

2019 年第 2 学期【期末考试】时间表
年级：高中一 (理、文商、美设、餐理)
组别：理科 (双修班)

组别：理科 (单修班)

组别：文商 (双修班)

组别：文商 (单修班)

组别：美设 (技职班)

组别：餐理 (技职班)

[高一理]

[高一信]

[高一诚]

[高一谦、智、廉]

[高一美]

[高一品]

按原课表上课

按原课表上课

按原课表上课

放学时间： 02:30pm

放学时间： 02:30pm

放学时间： 02:30pm

日期
BHS. MELAYU (Kertas 1)

BHS. MELAYU (Kertas 1)

08:30am–10:45am (2 小时 15 分钟)

07-10-19

08:30am–10:45am (2 小时 15 分钟)

按原课表上课
BHS. MELAYU (Kertas 2)

BHS. MELAYU (Kertas 2)

11:45am–:02:15pm (2 小时 30 分钟)

11:45am–:02:15pm (2 小时 30 分钟)

星期一
放学时间： 02:30pm

放学时间： 02:30pm

放学时间： 02:30pm

08-10-19
按原课表上课
星期二
09-10-19

按特定课表上课

星期三

（最后两节进行课室调动及期末考场布置）

10-10-19

ADD. MATHEMATICS

BHS. MALAYSIA (Kertas 1)

MATHEMATICS

BHS. MALAYSIA (Kertas 1)

素描

烹饪与烘焙(实践)

08:30am-10:00am (1 小时 30 分钟)

08:30am–10:20am (1 小时 50 分钟)

08:30am-10:00am (1 小时 30 分钟)

08:30am–10:20am (1 小时 50 分钟)

08:30am–11:00am (2 小时 30 分钟)

(第 1 天) 08:30am 开始

PHYSICS

BHS. MALAYSIA (Kertas 2)

BHS. MALAYSIA (Kertas 2)

书法与水墨画

(按组别进行考试)

12:00noon–01:30pm (1 小时 30 分钟)

10:35am–12:25pm (1 小时 50 分钟)

10:35am–12:25pm (1 小时 50 分钟)

12:00noon–02:00pm (2 小时)

放学时间： 01:30pm

放学时间： 12:25pm

放学时间：10:00am

放学时间： 12:25pm

放学时间： 02:00pm

放学时间： 11:30am 后

星期四

11-10-18

---

SEJARAH

ENGLISH LANG. (Paper 1)

SEJARAH

ENGLISH LANG. (Paper 1)

彩绘

烹饪与烘焙(实践)

08:30am-10:00am (1 小时 30 分钟)

08:30am–10:10am (1 小时 40 分钟)

08:30am-10:00am (1 小时 30 分钟)

08:30am–10:10am (1 小时 40 分钟)

08:30am–11:00am (2 小时 30 分钟)

(第 1 天) 08:30am 开始
(按组别进行考试)

CHEMISTRY

ENGLISH LANG. (Paper 2)

PRINSIP PERAKAUNAN

ENGLISH LANG. (Paper 2)

电脑设计

12:00noon–01:30pm (1 小时 30 分钟)

10:25am–11:45am (1 小时 20 分钟)

12:00noon–01:30pm (1 小时 30 分钟)

10:25am–11:45am (1 小时 20 分钟)

12:00noon–02:30pm (2 小时 30 分钟)

放学时间： 01:30pm

放学时间： 11:45am

放学时间： 01:30pm

放学时间： 11:45am

放学时间： 02:30pm

放学时间： 11:30am 后

星期五

BIOLOGY

SCIENCE

BHS. MALAYSIA (Kertas 1)

BHS. MALAYSIA (Kertas 1)

08:30am-10:00am (1 小时 30 分钟)

08:30am-10:00am (1 小时 30 分钟)

08:30am–10:20am (1 小时 50 分钟)

08:30am–10:20am (1 小时 50 分钟)

BHS. MALAYSIA (Kertas 2)

BHS. MALAYSIA (Kertas 2)

10:35am–12:25pm (1 小时 50 分钟)

10:35am–12:25pm (1 小时 50 分钟)

---

---

14-10-19

休息（备考）

休息（备考）

星期一
PENDIDIKAN MORAL

PENDIDIKAN MORAL

12:00noon–01:30pm (1 小时 30 分钟)

12:00noon–01:30pm (1 小时 30 分钟)

放学时间： 01:30pm

---

放学时间： 01:30pm

---

放学时间： 12:25pm

放学时间： 12:25pm

华文(试卷一)

华文(试卷一)

华文(试卷一)

华文(试卷一)

华文(试卷一)

华文(试卷一)

08:30am–10:15am (1 小时 45 分钟)

08:30am–10:15am (1 小时 45 分钟)

08:30am–10:15am (1 小时 45 分钟)

08:30am–10:15am (1 小时 45 分钟)

08:30am–10:15am (1 小时 45 分钟)

08:30am–10:15am (1 小时 45 分钟)

华文(试卷二)

华文(试卷二)

华文(试卷二)

华文(试卷二)

华文(试卷二)

华文(试卷二)

10:30am–12:15pm (1 小时 45 分钟)

10:30am–12:15pm (1 小时 45 分钟)

10:30am–12:15pm (1 小时 45 分钟)

10:30am–12:15pm (1 小时 45 分钟)

10:30am–12:15pm (1 小时 45 分钟)

10:30am–12:15pm (1 小时 45 分钟)

物理

物理

历史

历史

历史

餐饮服务(理论)

01:30pm–03:30pm (2 小时)

01:30pm–03:30pm (2 小时)

01:30pm–03:30pm (2 小时)

01:30pm–03:30pm (2 小时)

01:30pm–03:30pm (2 小时)

01:30pm–02:30pm (1 小时)

放学时间： 03:30pm

放学时间： 03:30pm

放学时间： 03:30pm

放学时间： 03:30pm

放学时间： 03:30pm

放学时间： 02:30pm

数学(试卷一)

数学(试卷一)

数学(试卷一)

数学(试卷一)

数学(试卷一)

数学(试卷一)

08:30am–09:00am (30 分钟)

08:30am–09:00am (30 分钟)

08:30am–09:00am (30 分钟)

08:30am–09:00am (30 分钟)

08:30am–09:00am (30 分钟)

08:30am–09:00am (30 分钟)

数学(试卷二)

数学(试卷二)

数学(试卷二)

数学(试卷二)

数学(试卷二)

数学(试卷二)

09:15am–10:45am (1 小时 30 分钟)

09:15am–10:45am (1 小时 30 分钟)

09:15am–10:45am (1 小时 30 分钟)

09:15am–10:45am (1 小时 30 分钟)

09:15am–10:45am (1 小时 30 分钟)

09:15am–10:45am (1 小时 30 分钟)

生物

生物

地理

地理

地理

餐饮服务(实践)

01:00pm–03:00pm (2 小时)

01:00pm–03:00pm (2 小时)

01:00pm–02:30pm (1 小时 30 分钟)

01:00pm–02:30pm (1 小时 30 分钟)

01:00pm–02:30pm (1 小时 30 分钟)

11:45am–03:45pm (4 小时)

放学时间： 03:00pm

放学时间： 03:00pm

放学时间： 02:30pm

放学时间： 02:30pm

放学时间： 02:30pm

放学时间： 12:30pm 后

15-10-19
星期二

16-10-19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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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理科 (双修班)

组别：理科 (单修班)

组别：文商 (双修班)

组别：文商 (单修班)

组别：美设 (技职班)

组别：餐理 (技职班)

[高一理]

[高一信]

[高一诚]

[高一谦、智、廉]

[高一美]

[高一品]

日期

17-10-19

化学

化学

簿记与会计

簿记与会计

ENGLISH LANG. (Paper 1)

ENGLISH LANG. (Paper 1)

08:30am–10:30am (2 小时)

08:30am–10:30am (2 小时)

08:30am–11:00am (2 小时 30 分钟)

08:30am–11:00am (2 小时 30 分钟)

08:30am–10:10am (1 小时 40 分钟)

08:30am–10:10am (1 小时 40 分钟)

ENGLISH LANG. (Paper 2)

ENGLISH LANG. (Paper 2)

10:25am–11:45am (1 小时 20 分钟)

10:25am–11:45am (1 小时 20 分钟)

---

---

---

ENGLISH LANG. (Paper1)

ENGLISH LANG. (Paper1)

星期四
11:30am–01:15pm (1 小时 45 分钟)

ENGLISH LANG. (Paper2)

12:00noon–01:45pm (1 小时 45 分钟)

---

01:30pm–03:45pm (2 小时 15 分钟)

18-10-19

ENGLISH LANG. (Paper2)
02:00pm–04:15pm (2 小时 15 分钟)

放学时间： 03:45pm

放学时间： 10:30am

放学时间： 04:15pm

放学时间： 11:00am

放学时间： 11:45am

放学时间： 11:45am

高级数学 (试卷一)

高级数学 (试卷一)

商业学

商业学

美术常识

商业学

08:30am–09:15am (45 分钟)

08:30am–09:15am (45 分钟)

08:30am–10:30am (2 小时)

08:30am–10:30am (2 小时)

08:30am–10:00am (1 小时 30 分钟)

08:30am–10:30am (2 小时)

高级数学 (试卷二)

高级数学 (试卷二)

09:30am–11:00am (1 小时 30 分钟)

09:30am–11:00am (1 小时 30 分钟)

电脑与资讯工艺

电脑与资讯工艺

---

---

平面设计

烹饪与烘焙(理论)

12:30pm–02:30pm (2 小时)

12:30pm–02:30pm (2 小时)

11:30am–02:30pm (3 小时)

12:30pm–02:30pm (2 小时)

放学时间： 02:30pm

放学时间： 02:30pm

放学时间： 02:30pm

放学时间： 02:30pm

星期五

放学时间： 10:30am

放学时间： 10:30am

备注：
1.

考试期间，全体学生必须照常(即 07.30am 前)到校，按特定时间应考，并于指定时间放学。

2.

校内各学会团体活动将于 9 月 30 日（星期一）至 10 月 18 日（星期五）停止进行。

3.

[12-10-19 星期六] 及 [13-10-19 星期日] 为全体考生休息暨备考日。

4.

高一理科及文商单修班考生于[14-10-19 星期一]无相关考科安排，考生可在家自行备考，不必到校。
教务处启_2019 年 9 月 19 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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