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平中学 2017 年初三毕业考时间表 

日期 第 1 场 /  科目 /  时间 休息时间  第 2 场 / 科目 / 时间 

5/10/2017 

（星期四） 

马来西亚文 

试卷二  75 分钟 

 8:00AM~9:15AM 

 

45 分钟 

9:15AM~10:00AM 

科学 （物理） 

试卷一  70 分钟  (10:00AM~11:10AM) 

试卷二  80 分钟  (11:15AM~12:35PM) 

6/10/2017 

（星期五） 

华文 

试卷二  90 分钟 

 8:00AM~9:30AM 

 

45 分钟 

 9:30AM ~10:15AM 

地理 

试卷一  60 分钟  (10:15AM~11:15AM) 

试卷二  80 分钟  (11:20AM~12:40PM) 

7/10/2017 

（星期六） 

英文 

试卷二  80 分钟 

 8:00AM~9:20AM 

 

45 分钟   

 9:20AM ~10:05AM 

 历史 

 试卷二 （甲）  50分钟  (10:05AM~10:55AM) 

 试卷二 （乙）  70分钟  (11:00AM~12:10PM) 
 

9/10/2017 

（星期一） 

电脑 

90 分钟  (8:00AM~9:30AM) 

 

 

45 分钟 

9:30AM ~10:15AM  

科学（生物化学） 

试卷一  70 分钟   (10:15AM~11:20AM) 

试卷二  80 分钟   (11:30AM~12:50PM) 

10/10/2017 

（星期二） 

数学 

试卷一    80分钟  (8:00AM~9:20AM) 

试卷二  100分钟  (9:25AM~11:05AM) 

 

--------------- 

 

--------------- 

 

备注： 

 
 

1. 14/10/2017（星期六）- 高、初中美术统考 

2. 试卷二统一在试卷一结束后五分钟内发下，并要求考生将试卷一考卷放在抽屉内，试卷二进行时不得翻阅试卷一。 

3. 第一场考试结束后如非一般下课时间，请考生勿于校园内四处走动，故活动范围将统一在食堂内。 

   请初三、高三班考生务必合作，否则  将交由学务处并依校规处理。 

4. 星期四、星期五和星期六第一场考试 - 语文科（华、国、英）试卷二，考生只可于考试结束前 30分钟交卷， 

   其余科目试卷二可于考试进行后 30分钟提早交卷。 

5. 10/10（星期二）只考一个科目，考完即可放学回家。 
 

                                                                                                     永平中学教务处 

                                                                                                    2017 年 9月 19日 



永平中学 2017 年高三毕业考时间表 

日期 第 1 场 / 科目 /  时间 休息时间 第 2 场 / 科目/ 时间（文理科） 第 2 场 / 科目 / 时间（文商科） 

5/10/2017 

（星期四） 

马来西亚文 

试卷二  90 分钟 

 8:00AM~9:30AM 

45 分钟 

9:30AM~10:15AM 

物理 

试卷一  60 分钟  (10:15AM~11:15AM) 

试卷二  90 分钟  (11:20AM~12:50PM) 

经济学 

试卷一  45 分钟   (10:15AM~11:00AM) 

试卷二  120分钟  (11:05AM~1:05PM) 

6/10/2017 

（星期五） 

华文 

试卷二  105分钟 

 8:00AM~9:45AM 

45 分钟 

9:45AM~10:30AM 

地理 

试卷一  70 分钟  (10:30AM~11:40AM) 

试卷二  90 分钟  (11:45AM~1:15PM) 

地理 

试卷一  70 分钟  (10:30AM~11:40AM) 

试卷二  90 分钟  (11:45AM~1:15PM) 

7/10/2017 

（星期六） 

 英文 

试卷二  80 分钟 

 8:00AM~9:20AM 

45 分钟    

9:20AM~10:05AM 

化学 

试卷一  60 分钟  (10:05AM~11:05AM) 

试卷二  90 分钟  (11:10AM~12:40PM) 

商业学 

试卷一   40分钟  (10:05AM~10:45AM) 

试卷二  120分钟  (10:50AM~12:50PM) 

9/10/2017 

（星期一） 

数学 

试卷一  60 分钟    (8:00AM~9:00AM) 

试卷二  120分钟  (9:05AM~11:05AM) 

45 分钟 

11:05AM~11:50AM 

历史 

试卷一  40 分钟    (11:50AM~12:30PM) 

试卷二  120分钟  (12:35PM~2:35PM)                                           

历史 

试卷一  40 分钟   (11:50AM~12:30PM) 

试卷二  120分钟  (12:35PM~2:35PM)                                           

10/10/2017 

（星期二） 

电脑 

试卷一  60 分钟  (8:00AM~9:00AM) 

试卷二  90 分钟  (9:05AM~10:35AM) 

45 分钟 

10:35AM~11:20AM 

生物  

试卷一  50 分钟    (11:20AM~12:10PM) 

试卷二  100分钟  (12:15PM~1:55PM) 

 簿记 

试卷一  30 分钟   (11:20AM~11:50AM) 

试卷二  180分钟  (11:55AM~2:55PM) 

 

备注： 

 
 
1. 14/10/2017（星期六）- 高、初中美术统考 

2. 试卷二统一在试卷一结束后五分钟内发下，并要求考生将试卷一考卷放在抽屉内，试卷二进行时不得翻阅试卷一。 

3. 第一场考试结束后如非一般下课时间，请考生勿于校园内四处走动，故活动范围将统一在食堂内。 

   请初三、高三班考生务必合作，否则  将交由学务处并依校规处理。 

4. 星期四、星期五和星期六第一场考试 - 语文科（华、国、英）试卷二，考生只可于考试结束前 30分钟交卷， 

   其余科目试卷二可于考试 进行后 30分钟提早交卷。 

             

                                                                                                  永平中学教务处 

                                                                                                 2017 年 9 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