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孔独立中学

2019 年初中毕业暨 PT3 模拟考试时间表
【日期：11-09-19 星期三 至 25-09-19 星期三】

日期

组别：【双修班】

组别：【单修班】

组别：【特辅班】

备注 1：初三全体学生于 9 月 11 日照常到校上课；
凡报考初中统考《美术科》的学生则须于指定时间参与下列两项考试，教务处将为有关考生办理公假手续。

11-09-19

美术 (试卷一)：美术常识 (选择题)

美术 (试卷二)：甲组 (华文书法)

10:00am-10:30am (30 分钟)

10:45am-11:25am (40 分钟)
考生休息时间：11:25am-12:00noon

星期三

美术 (试卷二)：丙组 (创意表现)
A 项：想象画/ B 项：平面设计/ C 项：立体造型
12:00noon-03:00pm (A-B 项：3 小时)/12:00noon-03:30pm (C 项：3 小时 30 分钟)
考生放学时间：03:00pm 后

Bahasa Melayu (Kertas 1)
08:30am-10:00am (1jam 30minit)

12-09-19
星期四

Bahasa Melayu (Kertas 2)
10:15am-11:15am (1jam)

按特定课表上课

按特定课表上课

放学时间：02:30pm

放学时间：02:30pm

Geografi
01:00pm-03:00pm (2jam)
放学时间：03:00pm

13-09-19

中秋节特别假期

星期五

（备考日）

14-09-19

（备考日）

星期六
15-09-19

（备考日）

星期日
16-09-19

马来西亚成立日假期

星期一

（备考日）
Bahasa Inggeris (Kertas 1)
08:30am-09:45am (1jam15minit)

17-09-19
星期二

Bahasa Inggeris (Kertas 2)
10:00am-11:00pm (1jam)

按特定课表上课

按特定课表上课

放学时间：03:15pm

放学时间：03:15pm

按特定课表上课

按特定课表上课

放学时间：03:15pm

放学时间：03:15pm

按特定课表上课

按特定课表上课

放学时间：02:30pm

放学时间：02:30pm

Sejarah
01:00pm-03:00pm (2jam)
放学时间：03:00pm

Bahasa Cina
18-09-19
星期三

08:30am-10:30am (2 jam)

Science
12:00noon-02:00pm (2 jam)
放学时间：02:00pm

Mathematics
19-09-19
星期四

08:30am-10:30am (2 jam)

Reka Bentuk dan Teknologi
12:00noon-02:00pm (2 jam)
放学时间：02: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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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组别：【双修班】

20-09-19
星期五

组别：【单修班】

组别：【特辅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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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文 (试卷二)

华文 (试卷二)

华文 (试卷二)

10:30am-12:00noon (1 小时 30 分钟)

10:30am-12:00noon (1 小时 30 分钟)

10:30am-12:00noon (1 小时 30 分钟)

地理 (试卷一)

地理 (试卷一)

地理 (试卷一)

02:00pm-03:00pm (1 小时)

02:00pm-03:00pm (1 小时)

02:00pm-03:00pm (1 小时)

地理 (试卷二)

地理 (试卷二)

地理 (试卷二)

03:15pm-04:35pm (1 小时 20 分钟)

03:15pm-04:35pm (1 小时 20 分钟)

03:15pm-04:35pm (1 小时 20 分钟)

放学时间：04:35pm

放学时间：04:35pm

放学时间：04:35pm

21-09-19

（备考日）

星期六
22-09-19

（备考日）

星期日
Bahasa Malaysia (Kertas 1)

Bahasa Malaysia (Kertas 1)

Bahasa Malaysia (Kert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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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hasa Malaysia (Kertas 2)

Bahasa Malaysia (Kertas 2)

Bahasa Malaysia (Kertas 2)

10:30am-11:45am (1 小时 15 分钟)

10:30am-11:45am (1 小时 15 分钟)

10:30am-11:45am (1 小时 15 分钟)

-

-

Bahasa Melayu PT3
23-09-19

Ujian Lisan : Mendengar

星期一

12:00noon-12:30pm (30 minit)

科学 (试卷一)

科学 (试卷一)

科学 (试卷一)

02:00pm-03:10pm (1 小时 10 分钟)

02:00pm-03:10pm (1 小时 10 分钟)

02:00pm-03:10pm (1 小时 10 分钟)

科学 (试卷二)

科学 (试卷二)

科学 (试卷二)

03:25pm-04:45pm (1 小时 20 分钟)

03:25pm-04:45pm (1 小时 20 分钟)

03:25pm-04:45pm (1 小时 20 分钟)

放学时间：04:45pm

放学时间：04:45pm

放学时间：04:45pm

English Language (Paper 1)

English Language (Paper 1)

English Language (Pap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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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Language (Paper 2)

English Language (Paper 2)

English Language (Paper 2)

10:30am-11:50am (1 小时 20 分钟)

10:30am-11:50am (1 小时 20 分钟)

10:30am-11:50am (1 小时 20 分钟)

-

-

历史 (试卷二) 甲部

历史 (试卷二) 甲部

历史 (试卷二) 甲部

02:00pm-02:50pm (50 分钟)

02:00pm-02:50pm (50 分钟)

02:00pm-02:50pm (50 分钟)

Bahasa Inggeris PT3
24-09-19

Ujian Lisan : Mendengar

星期二

12:05pm-12:40pm (35 minit)

25-09-19
星期三

历史 (试卷二) 乙部

历史 (试卷二) 乙部

历史 (试卷二) 乙部

03:05pm-04:15pm (1 小时 10 分钟)

03:05pm-04:15pm (1 小时 10 分钟)

03:05pm-04:15pm (1 小时 10 分钟)

放学时间：04:15pm

放学时间：04:15pm

放学时间：04:15pm

数学（试卷一）

数学（试卷一）

数学（试卷一）

08:30am-09:50am（1 小时 20 分钟）

08:30am-09:50am（1 小时 20 分钟）

08:30am-09:50am（1 小时 20 分钟）

数学（试卷二）

数学（试卷二）

数学（试卷二）

10:05am-11:45am（1 小时 40 分钟）

10:05am-11:45am（1 小时 40 分钟）

10:05am-11:45am（1 小时 40 分钟）

美术（试卷一）
：乙组 (静物素描)
12:45pm–03:15pm (2 小时 30 分钟)
放学时间：11:45am 后

放学时间：11:45am 后

放学时间：11:45am 后

备注 2：
1.

2019 年初中毕业暨 PT3 模拟考试时间表订于 9 月 11 日（星期三）至 9 月 25 日（星期三）举行。

2.

考试期间，全体学生必须照常（即 7.30am 前）到校应考，并于指定时间放学回家。
教务处启_09-0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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