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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2/03/2020 

致：全体高三级同学 

当前我们面对疫情的考验，但学习的脚步不能就此停下。在这非常时刻，各科老师规划

了主要以 Google Classroom为主的线上学习模式，帮助同学在家学习。同学已经在电脑

课掌握如何使用此平台，希望同学保持主动积极的心态，在自主学习期间设立好目标，

做好时间规划完成学习任务。 

此外，居家学习期间，务必照顾好自己的健康，严格遵守国家的行动管理条例，让我们

在抗疫的路上当一个高体谅、守法制的公民；在学习路上当一个积极、自律的学生。 

 

谨此通知，祝身体健康。 

 

校长室 启   

 

高三级的 google classroom – class code 

班级 科目 指导老师 Class code 

 
 
 

高三理 1 

S3S1 

华文 李盛裕 pg7cqab 

马来西亚文 郑淑婷 6e4saps 

英文* UEC WORKBOOK -  2unit UEC exam paper 

高级数学 2  “高三理联合班级” 黄书丰 bdwlo3v 

生物 谢智婷 orm5jj2 

化学 陈林月 mhasqtg 

物理 张亚南 ffo5t4x 

 

班级 科目 指导老师 Class code 

 
 
 

高三理 2 

S3S2 

华文 张诗雯 pvkc473 

马来西亚文 NORAZLINA 7n2oy75 

英文 UEC WORKBOOK -  2unit UEC exam paper 

高级数学 2   “高三理联合班级” 黄文熔 bdwlo3v 

生物 谢智婷 orm5jj2 

化学 陈林月 mhasqtg 

物理 张亚南 ffo5t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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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 科目 指导老师 Class code 

 
 
 
 

高三文商 1 

S3C1 

华文 陈素琴 fca6opj 

马来西亚文 NORMASNI br2fdpt 

英文 UEC WORKBOOK -  2unit UEC exam paper 

高级数学 “高三文商(联合) 数学” 黄文熔 f5soqaa 

簿记 周嘉鸿 yfzlrzg 

商业学 戴婉芳 rn7mnok 

地理 黄玉萍 j675cc3 

历史 黄秀君 th3r2as 

 

班级 科目 指导老师 Class code 

 
 
 
 

高三文商 2 

S3C2 

华文 钱理洁 axq6sxy 

马来西亚文 洪素华 dfk3g4g 

英文 UEC WORKBOOK -  2unit UEC exam paper 

高级数学 “高三文商(联合) 数学” 王慧绮 f5soqaa 

簿记 黄丽丽 sgq7gdv 

商业学 李衍汉 vsupbld 

地理 曾宪齐 g2yaagz 

历史 陈进隆 Xd5scku 

 

班级 科目 指导老师 Class code 

高三文商 3 

S3C3 

华文 陈爱琪 yz3rdon 

马来西亚文 FATIN iuwiw7l 

英文 UEC WORKBOOK -  2unit UEC exam paper 

高级数学 “高三文商(联合) 数学” 廖清南 f5soqaa 

簿记 林萍旺 4mihc7s 

商业学 苏芸仪 cqucfid 

地理 黄玉萍 j675cc3 

历史 叶毓辉 7xzvh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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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 科目 指导老师 Class code 

高三文商 4 

S3C4 

华文 陈爱琪 s2623lt 

马来西亚文 NORMASNI avych6v 

英文 UEC WORKBOOK -  2unit UEC exam paper 

高级数学 “高三文商(联合) 数学” 庄怡凡 f5soqaa 

簿记 谢智慧 iw5tjtv 

商业学 苏芸仪 bxzqbby 

地理 黄玉萍 j675cc3 

历史 陈进隆 Xd5scku 

 

班级 科目 指导老师 Class code 

高三文商 5 

S3C5 

华文 张诗雯 cuazttr 

马来西亚文 FATIN n3nd37m 

英文 UEC WORKBOOK -  2unit UEC exam paper 

高级数学 “高三文商(联合) 数学” 邬履和 f5soqaa 

簿记 黄丽丽 yfa6xis 

商业学 苏芸仪 wnkmldc 

地理 曾宪齐 g2yaagz 

历史 叶毓辉 wixwj3w 

 

班级 科目 指导老师 Class code 

高三文商 6 

S3C6 

华文 陈素琴 hdtmrzr 

马来西亚文 洪素华 r7qsru2 

英文 UEC WORKBOOK -  2unit UEC exam paper 

高级数学 “高三文商(联合) 数学” 王慧绮 f5soqaa 

簿记 林萍旺 aqs6yun 

商业学 李衍汉 nt3rvic 

地理 曾宪齐 g2yaagz 

历史 黄秀君 th3r2as 

 

班级 科目 指导老师 Class code 

高三文商 7 

S3C7 

华文 陈素琴 wrcto4d 

马来西亚文 NORAZLINA 7n2oy75 

英文 UEC WORKBOOK -  2unit UEC exam paper 

高级数学 “高三文商(联合) 数学” 廖清南 f5soqaa 

簿记 谢智慧 6ihxixr 

商业学 李衍汉 rxl572e 

地理 曾宪齐 g2yaagz 

历史 陈进隆 Xd5sc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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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 科目 指导老师 Class code 

高三文商 8 

S3C8 

华文 李盛裕 7is5fbe 

马来西亚文 郑淑婷 wqka5ck 

英文 UEC WORKBOOK -  2unit UEC exam paper 

高级数学 “高三文商(联合) 数学” 邬履和 f5soqaa 

簿记 周嘉鸿 7vod2mx 

商业学 李衍汉 p7fofgs 

地理 曾宪齐 g2yaagz 

历史 陈进隆 Xd5scku 

 

班级 科目 指导老师 Class code 

高三文商 9 

S3C9 

华文 钱理洁 axq6sxy 

马来西亚文 唐美虹 lrn5ki6 

英文 UEC WORKBOOK -  2unit UEC exam paper 

高级数学 “高三文商(联合) 数学” 庄怡凡 f5soqaa 

簿记 谢智慧 xv3wiyn 

商业学 戴婉芳 nsgptwj 

地理 黄玉萍 j675cc3 

历史 叶毓辉 ubkze4k 

 

*因 level 不同，英文科作业为：UEC WORKBOOK – UEC exam paper : 2 unit（ include paper 1 and 

paper 2） 

 

科目 指导老师 Class code 
高三美术选修 1 陈杰峰 zl4p7lz 
高三美术选修 2 黄文塑 oaz4fh2 
高三美术选修 3 刘政琦 aebd5hs 

 

高三电脑课需登入以下这两个 CLASS code： 

科目 Class code 

电脑科- 全校学生        dprjfjq 

S3-HTML与 CSS  5cpox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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