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平中学 

2018 年度初一新生入学编班考试简章 
 

一、   报名资格 ： 修完华文小学六年级（年龄不超过 13 岁） 

二、 报名日期   ： 2017 年 7 月 24 日（星期一）至 9 月 22 日（星期五） 

三、   报名时间 ： 星期一至星期五 —— 8:00a.m. ~ 3:00p.m. 

星期六                 —— 8:00a.m. ~ 11:30a.m. 

四、   报名地点   

 

 

电话 

网址 

： 

 

 

： 

： 

永平中学  

Yong Peng High School 

Jalan Sekolah Cina, 83700 Yong Peng, Johor. 

07-4671611  /  传真：07-4678968 

http://www.yphs.edu.my 

五、 报名手续 ： (1)  填写报名表格一份，缴交报考费 RM25.00。 

(2)  可以先传真或以电邮方式报名，编班试当天才缴报考费。     

六、        编班考试日期 ： 2017 年 9 月 23 日（星期六）8:00a.m.  ~  12:20p.m. 

七、 新生注册日期 ： 成绩公布日起至 2017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三）止 

八、 录取条件 ： 入学编班考试成绩达到学校要求标准者（该标准将视实际情况调

整） 

九、 录取名额 ： 初中一新生录取 135 名（需达成绩标准者） 

十、 成绩公布 ： 入学考试成绩于 2017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三）在校园布告板、永

平中学网站及面子书专页公布，学校也将通过平面媒体发布。 

十一、 参加编班考试成绩列前 10 名者，免缴交初中一学费及杂费一年，往后初中总平均每年

若保持 80 分或以上，高中总平均达 78 分或以上，则可继续免缴学费及杂费至高中毕

业。若未达上述标准，但保持在全级前三名者，则只可获得半免缴交学费及杂费至高

中毕业。 

十二、 参加编班考试成绩列第 11 名至 15 名者，初中学费及杂费可减半一年，若每年都能保

持总平均达 76 分，则学费及杂费可继续减半至高中毕业。 

十三、 家境清寒者可申请助学金或借贷课本，注册时可向相关人员索取表格。 

十四、 为了新学年编班及订购课本，请准时注册，谢谢合作。 

十五、 入学编班考试时间及科目如下： 

 

 

 

时间 分钟 科目 

   7:30a.m. ~  8:00a.m. 报到 

   8:00a.m. ~  9:00a.m. 60 华文 

   9:05a.m. ~ 10:05a.m. 60 数学 

休息 （30 分钟） 

10:35a.m. ~ 11:25a.m. 50 国文 

11:30a.m. ~ 12:20p.m. 50 英文 

十六、 考生须知 ： 1.   须穿整齐校服出席，并于 7:50am 前进入考场，依照编定之座

位就座。 

2.   须携带 5B 铅笔及胶擦等文具。 

十七、 本简章有未尽善处，本校有权增删之。 

 

 

                                                                   

                                                                           永平中学   订 

                                                                                                                                       2017 年 7 月 18 日 

 

 

http://www.yphs.edu.my/


永平中学 

2018 年度初一新生入学编班考试各科试卷命题范围 
 

 

华文科 

 

出题方式：选择题（100%） 

 

1. 理解文 

2. 同义词 

3. 反义词 

4. 词语选择 

5. 汉语拼音、标点符号、修辞  （比喻、比

拟、引用、夸张、反复、借代、排比、对

比） 

6. 成语、谚语 

7. 改正错字 

数学科 

 

出题方式：选择题（100%） 

 

1. 自然数四则运算 

2. 分数四则运算 

3. 小数四则运算 

4. 百分数（即巴仙率）及其应用 

5. 公制单位（长度、重量、容量） 

6. 钱币 

7. 时间 

8. 周长与面积（正方形、长方形、三角形、

圆形） 

9. 比与正比例 

10. 图表（简易统计图） 

 

 

英文科 

 

A. Comprehension（2 passages） 理解文 

B. Opposite Meaning & Similar Meaning 

反义词  /  同义词 

C. Vocabulary  (Cloze Text Format) 

短文生词填充选答 

D. Structure And Usage   各项文法 

     (a)  Tenses   时间式 

(b)  Pronouns   代名词 

(c)  Nouns   名词 

(d)  Prepositions   介词 

(e)  Adjectives And Adverbs   形容词与副词 

(f)  Conjunctions  连接词 

(g)  Articles  冠词 

(h)  WH-questions And Responses  疑问句 

(i)  Question Tags  附加问句 

(j)  Singular Nouns / Plural Nouns 

      单数  /  复数名词 

 

 

国文科 

 

1.  Pemahaman 理解文 

2.  Ayat Aktif Dan Ayat Pasif   主动句与被动句 

3.  Kata Kerja Transitif  /  Kata Kerja Tak  

Transitif  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 

4.  Kata Berimbuhan   缀词 

5.  Kata Sendi   前置词 

6.  Kata Hubung   连接词 

7.  Penjodoh Bilangan   助数词 

8.  Kata Adjektif   形容词 

9. Isikan Tempat Kosong Dengan Perkataan-    

perkataan Yang Tersedia 

（选择适当的字汇然后填入空位的位置） 

10.  Susunan Ayat   词句重组 

 

 

 

 



永平中学 

2018 年度初一新生入学编班考试报名表格 
 

姓名 （中）                                （英） 

性别 （        ）男                         （        ）女 

身份证号码  / 

报生纸号码 
  

出生地                           州                              市  /  县 

祖籍                           省                              县 

就读小学 
（    ）永平一校  （    ）永平二校           （    ）新港小学 

（    ）南利小学  （    ）亚依淡马华小学（    ）其他（                  ）        

家长 / 监护人姓名 父（                    ）  母（                    ）    监护人（                    ）     

家长 / 监护人职业 父（                    ）  母（                    ）    监护人（                    ）     

地址   

住家电话   

手提电话 父（                    ）  母（                    ）    监护人（                    ）     

报名日期 2017 年（           ）月（          ）日 

报考费 RM25.00  

永中校方填写 

考生编号   

收据号码   

经手收银人   

其他 （         ）已输入电脑存档          （签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