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孔独立中学 

      2019年第 1学期【期末考试】时间表  

年级：高中一 (理、文商、美设、餐理) 

日期 
组别：理科班 

（双修班） 

组别：理科班 

（单修班） 

组别：文商班 

（双修班） 

组别：文商班 

（单修班） 

组别：美设班 

（技职班） 

组别：餐理班 

（技职班） 

02-05-19 

星期四 

 Add. Mathematics  

0830-1030 (2’) 

按特定课表上课 按特定课表上课 按特定课表上课 按特定课表上课 按特定课表上课 

 Physics  

1230-1400 (1’30“) 

放学时间：1400 放学时间：1430 放学时间：1430 放学时间：1430 放学时间：1430 放学时间：1430 

03-05-19 

星期五 

Pendidikan Moral 

0830-1030 (2’) 

按特定课表上课 Pendidikan Moral 

0830-1030 (2’) 

按特定课表上课 电脑设计 (备考)  

0830-1030 (2’) 

按特定课表上课 

 Chemistry 

1230-1400 (1’30”) 

 Science  

1230-1400 (1’30“) 

电脑设计 

1200-1500 (3’) 

放学时间：1400 放学时间：1430 放学时间：1400 放学时间：1430 放学时间：1500 放学时间：1430 

04-05-19 

星期六 
休息一天（备考） 休息一天（备考） 休息一天（备考） 休息一天（备考） 休息一天（备考） 休息一天（备考） 

05-05-19 

星期日 
休息一天（备考） 休息一天（备考） 休息一天（备考） 休息一天（备考） 休息一天（备考） 休息一天（备考） 

06-05-19 

星期一 

 Sejarah  

0830-1030 (2’) 

English Language (1) 

0830-1020 (1’40”) 

English Language (2) 

1035-1155 (1’20”) 

 Sejarah  

0830-1030 (2’) 

English Language (1) 

0830-1020 (1’40”) 

English Language (2) 

1035-1155 (1’20”) 

素描  

0830-1130 (3’) 

烹饪与烘焙 (理论) 

0830-1030 (2’) 

 Biology  

1330-1500 (1’30”) 

-  Prinsip Perakaunan  

1330-1530 (2’) 

- 美术常识 

1330-1430 (1’) 

餐饮服务 (理论) 

 1330-1430 (1’) 

放学时间：1500 放学时间：1155 放学时间：1530 放学时间：1155 放学时间：1430 放学时间：1430 

07-05-19 

星期二 

生物      

0830-1030 (2’) 

生物      

0830-1030 (2’) 

 Mathematics (2) 

0830-1030 (2’) 

- English Language (1) 

0830-1020 (1’40”) 

English Language (2) 

1035-1155 (1’20”) 

English Language (1) 

0830-1020 (1’40”) 

English Language (2) 

1035-1155 (1’20”) 

English Language (1) 

1230-1415 (1’45”) 

- English Language (1) 

1230-1415 (1’45”) 

- - - 

放学时间：1415 放学时间：1030 放学时间：1415 - 放学时间：1155 放学时间：1555 

08-05-19 

星期三 

化学 

0830-1030 (2’) 

化学 

0830-1030 (2’) 

簿记与会计 

0830-1100 (2’30”) 

簿记与会计 

0830-1100 (2’30”) 

Bahasa Melayu (1) 

0830-1015 (1’45”) 

Bahasa Melayu (2) 

1030-1200 (1’30”) 

Bahasa Melayu (1) 

0830-1015 (1’45”) 

Bahasa Melayu (2) 

1030-1200 (1’30”) 

English Language (2) 

1230-1445 (2’15”) 

- English Language (2) 

1230-1445 (2’15”) 

- - - 

放学时间：1445 放学时间：1030 放学时间：1445 放学时间：1100 放学时间：1200 放学时间：1200 

09-05-19 

星期四 

Bahasa Melayu (1) 

0830-1045 (2’15”)  

 

Bahasa Melayu (1) 

0830-1015 (1’45”) 

Bahasa Melayu (2) 

1030-1200 (1’30”) 

Bahasa Melayu (1) 

0830-1045 (2’15”)  

 

Bahasa Melayu (1) 

0830-1015 (1’45”) 

Bahasa Melayu (2) 

1030-1200 (1’30”) 

彩绘 

 0830-1130 (3’) 

烘焙 (实践) 

 0830-1330 (5’) 

Bahasa Melayu (2) 

1230-1500 (2’30”)  

- Bahasa Melayu (2) 

1230-1500 (2’30”)  

- - - 

放学时间：1500 放学时间：1200 放学时间：1500 放学时间：1200 放学时间：1130 放学时间：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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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组别：理科班 

（双修班） 

组别：理科班 

（单修班） 

组别：文商班 

（双修班） 

组别：文商班 

（单修班） 

组别：美设班 

（技职班） 

组别：餐理班 

（技职班） 

10-05-19 

星期五 

数学(一)  

0830-0900 (30”) 

数学(二) 

 0915-1045 (1’30”) 

数学(一)  

0830-0900 (30”) 

数学(二) 

 0915-1045 (1’30”) 

数学(一)  

0830-0900 (30”) 

数学(二) 

 0915-1045 (1’30”) 

数学(一)  

0830-0900 (30”) 

数学(二) 

 0915-1045 (1’30”) 

数学 (一)  

0830-0900 (30”) 

数学 (二) 

 0915-1045 (1’30”) 

数学 (一)  

0830-0900 (30”) 

数学 (二) 

 0915-1045 (1’30”) 

物理     

1330-1530 (2’) 

物理     

1330-1530 (2’) 

地理      

1330-1500 (1’30”) 

地理      

1330-1500 (1’30”) 

地理      

1330-1500 (1’30”) 

餐饮服务 (实践) 

1230-1430 (2’) 

放学时间：1530 放学时间：1530 放学时间：1500 放学时间：1500 放学时间：1500 放学时间：1430 

11-05-19 

星期六 
休息一天（备考） 休息一天（备考） 休息一天（备考） 休息一天（备考） 休息一天（备考） 休息一天（备考） 

12-05-19 

星期日 
休息一天（备考） 休息一天（备考） 休息一天（备考） 休息一天（备考） 休息一天（备考） 休息一天（备考） 

13-05-19 

星期一 

华文(一) 

0830-1015 (1’45”) 

华文(二)  

1030-1215 (1’45”) 

华文(一) 

0830-1015 (1’45”) 

华文(二)  

1030-1215 (1’45”) 

华文(一) 

0830-1015 (1’45”) 

华文(二)  

1030-1215 (1’45”) 

华文(一) 

0830-1015 (1’45”) 

华文(二)  

1030-1215 (1’45”) 

华文(一) 

0830-1015 (1’45”) 

华文(二)  

1030-1215 (1’45”) 

华文(一) 

0830-1015 (1’45”) 

华文(二)  

1030-1215 (1’45”) 

电脑与资讯工艺     

1330-1530 (2’) 

电脑与资讯工艺     

1330-1530 (2’) 

商业学 

1330-1530 (2’) 

商业学 

1330-1530 (2’) 

书法与水墨画 

 1330-1530 (2’) 

商业学 

1330-1530 (2’) 

放学时间：1530 放学时间：1530 放学时间：1530 放学时间：1530 放学时间：1530 放学时间：1530 

14-05-19 

星期二 

高级数学 (一)  

0830-0915 (45”) 

高级数学 (二)  

0930-1100 (1’30”) 

高级数学 (一)  

0830-0915 (45”) 

高级数学 (二)  

0930-1100 (1’30”) 

历史    

0830-1030 (2’) 

历史    

0830-1030 (2’) 

历史    

0830-1030 (2’) 

烹饪 (实践) 

 0830-1330 (5’) 

放学时间：1100 放学时间：1100 放学时间：1030 放学时间：1030 放学时间：1030 放学时间：1330 

 

备注：  

[1]   考试期间，全体学生必须照常（即 0730前）到校，按特定时间应考，并于指定时间放学。 

[2]   5月 7日（星期二），高一文商【单修班】考生无相关考科安排，考生可在家自行备考，不必到 

      校。 

[3]  校内各学会团体活动将于 4月 29日（星期一）至 5月 14日（星期二）停止进行。 

 

教务处启_2019年 4月 5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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