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滨华中学 PIN HWA HIGH SCHOOL 
 

 
 
 Tel:   +603-3342 6388, +603-3342 8398   Fax:  +603-3343 8128  Website:  www.smpinhwa.edu.my 

Email:  smpinhwa@gmail.com  Add:  No.13, Jln. Goh Hock Huat, 41400 Klang, Sel. D.E., Malaysia. 

 

日期: 25/03/2020 

致：全体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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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时间规划完成老师所布置的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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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Junior 1 , Junior 2 , Senior 1, Senior 2 :   

1. You will have to complete two(2) units in your text books. 

2. Attempt two units of your SUNAGO LEARN using your username and password.  

Junior 3： 

1. Complete 2 complete sets of your UEC exam papers - Paper 1 and Paper 2.  

2. Complete the following two(2) units of all parts of your exam paper in your UEC 

WORKBOOK- 

 All your work will be graded accordingly when we return back to 

school.  

 

 

各科各班 google classroom – class code 

 

 

http://www.smpinhwa.edu.my/
mailto:smpinhwa@gmail.com


 
  

  

初中-科学 

班级 科目 指导老师 Class code 

J111 科学 林祺业 rein5zs 

J112 科学 李佽勳 3iuz2kp 

J113 科学 周川昇 lqmshi7 

J114 科学 林祺业 z5ludnq 

J115 科学 庄雨雯 ahw7fie 

J121 科学 周川昇 lqmshi7 

J122 科学 杨家荣 fpv27qn 

J123 科学 李佽勳 w6rkzcm 

J125 科学 周川昇 lqmshi7 

J126 科学 李佽勳 yigcax4 

J127 科学 林祺业 xssf4xj 

J128 科学 庄雨雯 7hbwxzi 

J211 科学 卓奕全 tsd2xgr 

J212 科学 林谨聪 rh67fdy 

J213 科学 陈林月 br6guly 

J214 科学 张亚南 5yzmpug 

J214 IG science 林谨聪 6jdtxeb 

J222 科学 庄雨薇 ajlgse2 

J223 科学 林谨聪 ilmwfqc 

J224 科学 周川昇 x5agsrx 

J226 科学 庄雨薇 qctmppx 

J227 科学 卓奕全 tsd2xgr 

J228 科学 张亚南 5yzmpug 

J229 科学 谢智婷 ze2r4ma 

J311 科学 谢智婷 vypsvou 

J312 科学 庄雨雯 cbzb2dt 

J313 科学 林祺业 py2tigz 

J314 科学 王静文 y37ywxw 

J314 IG science 林瑾聪 qxtrlco 

J321 科学 杨家荣 muyfgnr 

J322 科学 庄雨薇 o6zriv7 

J323 科学 杨家荣 muyfgnr 

J324 科学 庄雨雯 gcgsnhm 

J325 科学 庄雨薇 avo2dvw 

J326 科学 杨家荣 muyfgnr 

J327 科学 王静文 bc2t6fs 

Update： 24/3/2020 

 



 
  

  

初中-地理 

班级 科目 指导老师 Class code 

J111 地理 刘善美 hsinf52 

J112 地理 林诗锳 ydgycuw 

J113 地理 刘善美 hsinf52 

J114 地理 林诗锳 hkxsurm 

J115 地理 陈春福 Ib5r7he 

J121 地理 刘善美 hsinf52 

J122 地理 刘善美 hsinf52 

J123 地理 林诗锳 aznww3a 

J124 地理 刘善美 hsinf52 

J125 地理 林诗锳 wopa7md 

J126 地理 刘善美  hsinf52 

J127 地理 陈春福 Ib5r7he 

J128 地理 陈春福 Ib5r7he 

J211 地理 余丽君 7kzbfoc 

J212 地理 吴振昇 mqqo4sr 

J213 地理 余丽君 7kzbfoc 

J214 地理 刘善美 dwndeit 

J221 地理 余丽君 7kzbfoc 

J222 地理 林诗锳 nij56wf 

J223 地理 吴振昇 75t7wjw 

J224 地理 刘善美 dwndeit 

J225 地理 吴振昇 biqqflf 

J226 地理 余丽君 7kzbfoc 

J227 地理 吴振昇 jdlhr45 

J228 地理 林诗锳 dvlxv7j 

J229 地理 余丽君 7kzbfoc 

J311 地理 陈年舜 t463bur 

J312 地理 刘建煌 aanl7oa 

J313 地理 余丽君 r6veqaq 

J314 地理 刘建煌 aanl7oa 

J321 地理 陈年舜 zt6s4tm 

J322 地理 余丽君 r6veqaq 

J323 地理 陈年舜 t463bur 

J324 地理 陈年舜 t463bur 

J325 地理 余丽君 r6veqaq 

J326 地理 刘建煌 aanl7oa 

J327 地理 陈年舜 t463bur 

 

 



 
  

  

高中-地理 

班级 科目 指导老师 Class code 

S1C1 地理 黄玉萍 ezw6pz6 

S1C2 地理 陈年舜 a3w7su6 

S1C3 地理 黄玉萍 ezw6pz6 

S1C4 地理 黄玉萍 ezw6pz6 

S1C5 地理 陈年舜 a3w7su6 

S1C6 地理 陈年舜 a3w7su6 

S1C7 地理 黄玉萍 ezw6pz6 

S1C8 地理 陈春福 jehzac5 

S2C1 地理 曾宪齐 mtlkau5 

S2C2 地理 吴振昇 nz4ly4w 

S2C3 地理 曾宪齐 mtlkau5 

S2C4 地理 曾宪齐 mtlkau5 

S2C5 地理 吴振昇 edg7luw 

S2C6 地理 吴振昇 yegair6 

S2C7 地理 曾宪齐 mtlkau5 

S2C8 地理 吴振昇 2sjgrfk 

 

 

 Update： 24/3/2020 

 

 

 

 

 

 

 

 

 

 

 

 

 

 

 



 
  

  

初中-历史 

班级 科目 指导老师 Class code 

J111 历史 何伟荣 tuyec23 

J112 历史 黄碧莹 wjbrrnt 

J113 历史 黄秀君 mhbsihe 

J114 历史 陈美玲 rvpxjnn 

J115 历史 黄碧莹 44eyxsk 

J121 历史 何伟荣 ytcz4cy 

J122 历史 黄碧莹 t4mgjut 

J123 历史 黄秀君 mhbsihe 

J124 历史 何伟荣 ifrmtwd 

J125 历史 黄碧莹 cqjijbn 

J126 历史 陈美玲 hmunz6x 

J127 历史 何伟荣 kc4liun 

J128 历史 黄碧莹 kfyxqje 

J211 历史 王静平 ivpoadf 

J212 历史 叶毓辉 3sqkw7v 

J213 历史 林雪芳 264u4qk 

J214 历史 赵珮卿 ee6q3le 

J221 历史 林雪芳 uvzl5qy 

J222 历史 王静平 4dtk3zp 

J223 历史 赵珮卿 ee6q3le 

J224 历史 叶毓辉  5z55dvy 

J225 历史 王静平 4yzpt6v 

J226 历史 赵珮卿 ee6q3le 

J227 历史 叶毓辉 2ed2pas 

J228 历史 林雪芳 kcv7nt7 

J229 历史 赵珮卿 ee6q3le 

J311 历史 黄秀君 7ral2bk 

J312 历史 林雪芳 jd57cve 

J313 历史 林雪芳 saxfbwl 

J314 历史 林雪芳 t2kcmyf 

J321 历史 黄振荣 zt6s4tm 

J322 历史 林雪芳 4vufvb2 

J323 历史 黄振荣  zt6s4tm 

J324 历史 林雪芳 csthhpq 

J325 历史 黄振荣 zt6s4tm 

J326 历史 黄振荣 zt6s4tm 

J327 历史 黄秀君 7ral2bk 

 



 
  

  

高中-历史 

班级 科目 指导老师 Class code 

S1C1 历史 黄碧莹 chu5egk 

S1C2 历史 王静平 txiskrr 

S1C3 历史 王静平 aw5exff 

S1C4 历史 黄碧莹 chu5egk 

S1C5 历史 王静平 2ir4nyt 

S1C6 历史 王静平 kc2cyzh 

S1C7 历史 王静平 nxugbnm 

S1C8 历史 黄碧莹 chu5egk 

S2C1 历史 陈进隆 iwzcfsx 

S2C2 历史 赵珮卿 htopab3 

S2C3 历史 赵珮卿 htopab3 

S2C4 历史 陈进隆 iwzcfsx 

S2C5 历史 赵珮卿 htopab3 

S2C6 历史 赵珮卿 htopab3 

S2C7 历史 陈进隆 zk6g4xn 

S2C8 历史 陈进隆 zk6g4xn 

 

 

Update： 24/3/2020 

 

 

 

 

 

 

 

 

 

 

 

 

 

 



 
  

  

初中-华文 

班级 科目 指导老师 Class code 

J111 华文 姚丽美 7nmhdat 

J112 华文 叶素丽 r3k5ene 

J113 华文 张月 enfdhzq 

J114 华文 陈丽莹 o7szy7v 

J115 华文 陈素琴 gfwat27 

J121 华文 余敏绮 def72va 

J122 华文 陈丽莹 kor3oqq 

J123 华文 余敏绮 zdocv2j 

J124 华文 叶素丽 tfsmxv3 

J125 华文 李嘉敏 gy7la4c 

J126 华文 李嘉敏 jqludo4 

J127 华文 陈丽莹 wnalfb6 

J128 华文 姚丽美 nkfmuuz 

J211 华文 李嘉敏 iew7ksn 

J212 华文 夏莉 phkmwlc 

J213 华文 林佳锨 7xn5rt7 

J214 华文 叶素丽 xixz7go 

J221 华文 王康玮 xelxaws 

J222 华文 李嘉敏 5gtooow 

J223 华文 叶素丽 cha5a6s 

J224 华文 王康玮 wh25ivk 

J225 华文 王康玮 d5as5gq 

J226 华文 余敏绮 2o6yjfs 

J227 华文 夏莉 7jtvkec 

J228 华文 林佳锨 7xn5rt7 

J229 华文 余敏绮 qxrddqz 

J311 华文 王康玮 k4vkdsc 

J312 华文 夏莉 nuoq2gk 

J313 华文 林佳锨 4tu2wob 

J314 华文 陈美玲 rib5kwa 

J321 华文 姚丽美 b3sro2f 

J322 华文 夏莉 x2jvhn3 

J323 华文 陈丽莹 62znmcv 

J324 华文 姚丽美 b3sro2f 

J325 华文 陈美玲 swucqq5 

J326 华文 林佳锨 4tu2wob 

J327 华文 陈美玲 aymuu2l 

 



 
  

  

高中-华文 

班级 科目 指导老师 Class code 

S1S1 华文 陈淑贤 pbo3gja 

S1S2 华文 谢義钦 lhcqyn3 

S1C1 华文 刘国寄 ynkmvbk 

S1C2 华文 谢義钦 abkhvr2 

S1C3 华文 张月 ukzq2xa 

S1C4 华文 张月 wrchq4n 

S1C5 华文 谢義钦 dvoc5hp 

S1C6 华文 洪恩美 q7aw5zv 

S1C7 华文 张月 yr3xicx 

S1C8 华文 洪恩美 q7aw5zv 

S2S1 华文 何保伦 7wiklan 

S2S2 华文 钱理洁 scm6lby 

S2C1 华文 张诗雯 mtbze7p 

S2C2 华文 何保伦 q66u5l5 

S2C3 华文 洪恩美 avwkne7 

S2C4 华文 陈爱琪 x6cjn4z 

S2C5 华文 陈爱琪 u7y4mhf 

S2C6 华文 谢義钦 n2bykpp 

S2C7 华文 钱理洁 scm6lby 

S2C8 华文 何保伦 bey27rk 

S3S1 华文 李盛裕 pg7cqab 

S3S2 华文 张诗雯 pvkc473 

S3C1 华文 陈素琴 fca6opj 

S3C2 华文 钱理洁 axq6sxy 

S3C3 华文 陈爱琪 yz3rdon 

S3C4 华文 陈爱琪 s2623lt 

S3C5 华文 张诗雯 cuazttr 

S3C6 华文 陈素琴 hdtmrzr 

S3C7 华文 陈素琴 wrcto4d 

S3C8 华文 李盛裕 7is5fbe 

S3C9 华文 钱理洁 axq6sxy 

 

Update： 24/3/2020 

 

 

 

 



 
  

  

初中-华文 

班级 科目 指导老师 Class code 

J111 华文 姚丽美 7nmhdat 

J112 华文 叶素丽 r3k5ene 

J113 华文 张月 enfdhzq 

J114 华文 陈丽莹 o7szy7v 

J115 华文 陈素琴 gfwat27 

J121 华文 余敏绮 def72va 

J122 华文 陈丽莹 kor3oqq 

J123 华文 余敏绮 zdocv2j 

J124 华文 叶素丽 tfsmxv3 

J125 华文 李嘉敏 gy7la4c 

J126 华文 李嘉敏 jqludo4 

J127 华文 陈丽莹 wnalfb6 

J128 华文 姚丽美 nkfmuuz 

J211 华文 李嘉敏 iew7ksn 

J212 华文 夏莉 phkmwlc 

J213 华文 林佳锨 7xn5rt7 

J214 华文 叶素丽 xixz7go 

J221 华文 王康玮 xelxaws 

J222 华文 李嘉敏 5gtooow 

J223 华文 叶素丽 cha5a6s 

J224 华文 王康玮 wh25ivk 

J225 华文 王康玮 d5as5gq 

J226 华文 余敏绮 2o6yjfs 

J227 华文 夏莉 7jtvkec 

J228 华文 林佳锨 7xn5rt7 

J229 华文 余敏绮 qxrddqz 

J311 华文 王康玮 k4vkdsc 

J312 华文 夏莉 nuoq2gk 

J313 华文 林佳锨 4tu2wob 

J314 华文 陈美玲 rib5kwa 

J321 华文 姚丽美 b3sro2f 

J322 华文 夏莉 x2jvhn3 

J323 华文 陈丽莹 62znmcv 

J324 华文 姚丽美 b3sro2f 

J325 华文 陈美玲 swucqq5 

J326 华文 林佳锨 4tu2wob 

J327 华文 陈美玲 aymuu2l 

 



 
  

  

高中-华文 

班级 科目 指导老师 Class code 

S1S1 华文 陈淑贤 pbo3gja 

S1S2 华文 谢義钦 lhcqyn3 

S1C1 华文 刘国寄 ynkmvbk 

S1C2 华文 谢義钦 abkhvr2 

S1C3 华文 张月 ukzq2xa 

S1C4 华文 张月 wrchq4n 

S1C5 华文 谢義钦 dvoc5hp 

S1C6 华文 洪恩美 q7aw5zv 

S1C7 华文 张月 yr3xicx 

S1C8 华文 洪恩美 q7aw5zv 

S2S1 华文 何保伦 7wiklan 

S2S2 华文 钱理洁 scm6lby 

S2C1 华文 张诗雯 mtbze7p 

S2C2 华文 何保伦 q66u5l5 

S2C3 华文 洪恩美 avwkne7 

S2C4 华文 陈爱琪 x6cjn4z 

S2C5 华文 陈爱琪 u7y4mhf 

S2C6 华文 谢義钦 n2bykpp 

S2C7 华文 钱理洁 scm6lby 

S2C8 华文 何保伦 bey27rk 

S3S1 华文 李盛裕 pg7cqab 

S3S2 华文 张诗雯 pvkc473 

S3C1 华文 陈素琴 fca6opj 

S3C2 华文 钱理洁 axq6sxy 

S3C3 华文 陈爱琪 yz3rdon 

S3C4 华文 陈爱琪 s2623lt 

S3C5 华文 张诗雯 cuazttr 

S3C6 华文 陈素琴 hdtmrzr 

S3C7 华文 陈素琴 wrcto4d 

S3C8 华文 李盛裕 7is5fbe 

S3C9 华文 钱理洁 axq6sxy 

 

Update： 24/3/2020 

 

 

 

 



 
  

  

初中-电脑 

班级 科目 指导老师 Class code 

J111 电脑 陈薇雯 xrn3urs 

J112 电脑 郑涌山 6puseob 

J113 电脑 郑涌山 qo2qlje 

J114 电脑 陈薇雯 4nt6li5 

J115 电脑 潘雪贞 dprjfjq 

J121 电脑 郑涌山 eoobel4 

J122 电脑 郑涌山 kla2hs7 

J123 电脑 潘雪贞 dprjfjq 

J124 电脑 郑涌山 yuphqnz 

J125 电脑 郑涌山 ixkdemy 

J126 电脑 陈薇雯 gz4n2su 

J127 电脑 郑涌山 4cqo54f 

J128 电脑 潘雪贞 dprjfjq 

J211 电脑 郑涌山 h6gurml 

J212 电脑 黄宏川 ss6cwxm 

J213 电脑 黄宏川 2nvmkgl 

J214 电脑 郑涌山 3n5u6mb 

J221 电脑 黄宏川 Ynwd3mz 

J222 电脑 郑涌山 cs52fup 

J223 电脑 黄宏川 7rdp5zw 

J224 电脑 郑涌山 opi4hd6 

J225 电脑 黄宏川 Y2ci7vz 

J226 电脑 黄宏川 2snvmx2 

J227 电脑 郑涌山 d2hvbio 

J228 电脑 陈嘉伟 g4co6cq 

J229 电脑 陈嘉伟 dj266iz 

J311 电脑 陈薇雯 ygw5p4v 

J312 电脑 陈薇雯 judrygl 

J313 电脑 潘雪贞 dprjfjq 

J314 电脑 潘雪贞 dprjfjq 

J321 电脑 陈薇雯 e4vdbfh 

J322 电脑 陈薇雯 zbvd3wk 

J323 电脑 陈薇雯 6q3lgpe 

J324 电脑 陈薇雯 2j2lwdj 

J325 电脑 陈薇雯 cpsh6vl 

J326 电脑 陈薇雯 ghjhhr3 

J327 电脑 陈薇雯 kevzrvx 

 



 
  

  

高中-电脑 

班级 科目 指导老师 Class code 

S1S1 电脑 黄宏川 oth6jnt 

S1S2 电脑 潘雪贞 dprjfjq 

S1C1 电脑 潘雪贞 dprjfjq 

S1C2 电脑 黄宏川 ek2fmrb 

S1C3 电脑 潘雪贞 dprjfjq 

S1C4 电脑 黄宏川 vhux3hk 

S1C5 电脑 黄宏川 vegcuq5 

S1C6 电脑 黄宏川 nxedzzt 

S1C7 电脑 潘雪贞 dprjfjq 

S1C8 电脑 潘雪贞 dprjfjq 

S2S1 电脑 章川源 isrosie 

S2S2 电脑 章川源 isrosie 

S2C1 电脑 林为佳 4hvgeq6 

S2C2 电脑 林为佳 4mhdijg 

S2C3 电脑 章川源 isrosie 

S2C4 电脑 章川源 isrosie 

S2C5 电脑 林为佳 pdgxdga 

S2C6 电脑 章川源 isrosie 

S2C7 电脑 林为佳 uaqvt5x 

S2C8 电脑 章川源 isrosie 

 

Update： 24/3/2020 

 

初中- 美术 

班级 科目 指导老师 Class code 

J111 美术 连素心 y4ctn7h 

J112 美术 赖欣艺 jyc5p2r 

J113 美术 赖欣艺 ufgs4td 

J114 美术 连素心  3gbqj4h 

J115 美术 赖欣艺 cagh23s 

J121 美术 连素心 V7q3mf4 

J122 美术 连素心 uj6ig6c 

J123 美术 赖欣艺 yta5fx5 

J124 美术 连素心 skqvmoa 

J125 美术 连素心 xzjfmfu 



 
  

  

J126 美术 连素心 wcnt7j3 

J127 美术 赖欣艺 yr7ugld 

J128 美术 赖欣艺 ikzia36 

J211 美术 刘政琦 kgjrzp2 

J212 美术 黄文塑 x7f3lht 

J213 美术 连素心 7w7zhyh 

J214 美术 黄文塑 azcz3zm 

J221 美术 连素心 kas2vwj 

J222 美术 刘政琦 kgjrzp2 

J223 美术 连素心 damsps 

J224 美术 刘政琦 kgjrzp2 

J225 美术 黄文塑 vdo6rpu 

J226 美术 连素心 baqwn7t 

J227 美术 连素心 mfeu5sr 

J228 美术 刘政琦 kgjrzp2 

J229 美术 黄文塑 wgoyels 

J311 美术 陈杰峰 2cwvbhm 

J312 美术 李静芬 44ajrfu 

J313 美术 李静芬 7ce3qnp 

J314 美术 陈杰峰 zy6v6rm 

J321 美术 赖欣艺 z5fdj62 

J322 美术 陈杰峰 umvn7xb 

J323 美术 赖欣艺 bdrhtu5 

J324 美术 赖欣艺 qd4kc3e 

J325 美术 李静芬 h6oiake 

J326 美术 李静芬 tqxpf24 

J327 美术 陈杰峰 wnho55f 

 

 

 

 

 

 

 

 

 

 



 
  

  

高 中 – 美 术 

 

Update： 24/3/2020 

 

 

 

 

 

 

 

 

 

 

 

 

 

 

 

 

 

 

 

 

 

 

 

 

班级 科目 指导老师 Class code 

S1C1 美术 陈杰峰 j6cglkz 

S1C2 美术 刘政琦 jqqsz3p 

S1C3 美术 刘政琦 jqqsz3p 

S1C4 美术 刘政琦 jqqsz3p 

S1C5 美术 刘政琦 jqqsz3p 

S1C6 美术 陈杰峰 3hataba 

S1C7 美术 刘政琦 jqqsz3p 

S1C8 美术 刘政琦 jqqsz3p 

S2C1 美术 黄文塑 hz3v33o 

S2C2 美术 黄文塑 a4o5pps 

S2C3 美术 陈杰峰 rgr77lo 

S2C4 美术 黄文塑 bf5pgcr 

S2C5 美术 黄文塑 coottyi 

S2C6 美术 黄文塑 4zr3gyx 

S2C7 美术 陈杰峰 s4rsrwy 

S2C8 美术 黄文塑 725o67u 



 
  

  

初中-数学 

班级 科目 指导老师 Class code 

J111 数学 王慧绮 5wsdrah 

J112 数学 杨瑞珊 mrsk5mn 

J113 数学 谭瑞维 hh7q6bt 

J114 数学 郑祺卫 tvgfb7x 

J115 数学 马晓曼 fqmwjdh 

J115 IG Math 吴翌永 ngdcp2r 

J121 数学 谭瑞维 r22r4fn 

J122 数学 郑祺卫 6gynf6j 

J123 数学 谭瑞维 nvbkd4z 

J124 数学 王慧绮 kxfons5 

J125 数学 郑祺卫 np3f3yq 

J126 数学 杨瑞珊 a2zxsfz 

J127 数学 谭瑞维 kwdxy4m 

J128 数学 郑祺卫 vqm4m4p 

J211 数学 杨瑞珊 vsp3y57 

J212 数学 连秀美 oqvizyc 

J213 数学 许诗韵 7x7kpke 

J214 数学 吴翌永 geti6ih 

J214 IG Math 马晓曼 qianx4v 

J221 数学 邱僅喻 ersg2fj 

J222 数学 邱僅喻 qtjn2tr 

J223 数学 蔡展恒 5h6sq7d 

J224 数学 王进兴 c44h2l6 

J225 数学 邱僅喻 vl7zwpe 

J226 数学 邱僅喻 tjyawqc 

J227 数学 林盼龙 pblouzd 

J228 数学 蔡展恒 5h6sq7d 

J229 数学 王进兴 c44h2l6 

J311 数学 连秀美 ycj6zvd 

J312 数学 陈思梅 kppc4ey 

J313 数学 蔡展恒 xcicysx 

J314 数学 连秀美 ycj6zvd 

J314 IG Math 杨瑞珊 heyybdv 

J321 数学 陈思梅 e2m22tr 

J322 数学 王进兴 ircxs77 

J323 数学 吴翌永 qjpb2n3 

J324 数学 连秀美 ycj6zvd 

J325 数学 王进兴 ircxs77 



 
  

  

J326 数学 吴翌永 ibmvxsg 

J327 数学 蔡展恒 xcicysx 

 

高中-高级数学 

班级 科目 指导老师 Class code 

S1S1 高级数学 2  林盼龙 3nbuyme 

S1S2 高级数学 2   林佩萱 76yqats 

S1C1 高级数学 林佩萱 u7hjnon 

S1C2 高级数学 林盼龙 drope56 

S1C3 高级数学 马晓曼 pnbwbua 

S1C4 高级数学  林佩萱 mdjdpat 

S1C5 高级数学 许诗韵 jedbtt3 

S1C6 高级数学 林佩萱 qqmtkmn 

S1C7 高级数学 马晓曼 pnbwbua 

S1C8 高级数学 林盼龙 drope56 

S2S1 高级数学 2  黄文熔 igkbrs7 

S2S2 高级数学 2   廖清南 igkbrs7 

S2C1 高级数学 黄书丰 4nk33n2 

S2C2 高级数学 庄怡凡 hyjvdf5 

S2C3 高级数学 黄书丰 sohpz5j 

S2C4 高级数学 邬履和 z33mnr7 

S2C5 高级数学 陈思梅 wi4oarz 

S2C6 高级数学 邬履和 z33mnr7 

S2C7 高级数学 陈思梅 dipa5du 

S2C8 高级数学 庄怡凡 ti6wu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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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簿记 

班级 科目 指导老师 Class code 

S1C1 簿记 卓冠佑 eimihdk 

S1C2 簿记 卓冠佑 cnjwp7s 

S1C3 簿记 张欣宜 da42asm 

S1C4 簿记 周嘉鸿 a3bhoaj 

S1C5 簿记 陈嘉伟 jbply5n  

S1C6 簿记 陈嘉伟 isjxjpf 

S1C7 簿记 张欣宜 de3w7oq 

S1C8 簿记 周嘉鸿 6vft2uj 

S2C1 簿记 林萍旺 5yhei7t 

S2C2 簿记 黄丽丽 uvrnjmg 

S2C3 簿记 卓冠佑 3cesya4 

S2C4 簿记 林萍旺 cz67lb6 

S2C5 簿记 黄丽丽 toojqyv 

S2C6 簿记 张欣宜 ue3voqy 

S2C7 簿记 张欣宜 5u5ce55 

S2C8 簿记 卓冠佑 5avcage 

 

高中-商业 

班级 科目 指导老师 Class code 

S1C1 商业学 苏芸仪 xxueya2 

S1C2 商业学 李衍汉 nadj63w 

S1C3 商业学 苏芸仪 hg7c3gt 

S1C4 商业学 李衍汉 3wgzpph 

S1C5 商业学 苏芸仪 edcsdmv 

S1C6 商业学 李衍汉 fetkxp5 

S1C7 商业学 苏芸仪 4ufrtjx 

S1C8 商业学 李衍汉 hh3pkht 

S2C1 商业学 李衍汉 nufzplv 

S2C2 商业学 苏芸仪 7nyhves 

S2C3 商业学 李衍汉 5bq3pwl 

S2C4 商业学 苏芸仪 7eo3jv7 

S2C5 商业学 苏芸仪 qky5kh2 

S2C6 商业学 苏芸仪 btdivqo 

S2C7 商业学 苏芸仪 wn5djum 

S2C8 商业学 李衍汉 nobvfdk 

Update： 24/3/2020 



 
  

  

高中化学 

班级 科目 指导老师 Class code 

S1S1 化学 刘慕贞 jiybiox 

S1S2 化学 陈林月 l2ybex3 

S2S1 化学 刘慕贞 6wf6jao 

S2S2 化学 刘慕贞 ymqqpm7 

 

高中生物 

班级 科目 指导老师 Class code 

S1S1 生物 卓奕全 nxju2ot 

S1S2 生物 卓奕全 nxju2ot 

S2S1 生物 王静文 ufra5l7 

S2S2 生物 王静文 tsk7sbd 
 

高中物理 

班级 科目 指导老师 Class code 

S1S1 物理 陈振宁 4q3vh4d 

S1S2 物理 陈振宁 4q3vh4d 

S2S1 物理 陈振宁 mdujbuk 

S2S2 物理 陈振宁 mdujbuk 

Update： 24/3/2020 

 

 

 

 

 

 

 

 

 

 

 

 

 

 

 



 
  

  

初中-马来西亚文 

班级 科目 指导老师 Class code 

J111 马来西亚文 叶宝荣 hq5roko 

J112 马来西亚文 FATIN iqh5gp4 

J113 马来西亚文 AMIZA 6zqyldu 

J114 马来西亚文 FATIN abp57hh 

J115 马来西亚文 AMIZA ds5csel 

J121 马来西亚文 AMIZA jcfl7m4 

J122 马来西亚文 FATIN om4bcvm 

J123 马来西亚文 AMIZA lghr660 

J124 马来西亚文 FATIN sipsdh4 

J125 马来西亚文 朱福清 spzzrmv 

J126 马来西亚文 FATIN vaaangt 

J127 马来西亚文 AMIZA 2rrdgq6 

J128 马来西亚文 叶宝荣 febiebo 

J211 马来西亚文 叶宝荣 exhmea7 

J212 马来西亚文 曹佳莹 y3hzlas 

J213 马来西亚文 IZZATI R6xujjr 

J214 马来西亚文 曹佳莹 wbbxdpq 

J221 马来西亚文 IZZATI y5dybq4 

J222 马来西亚文 陈宣富 tp3cnrp 

J223 马来西亚文 朱福清 aonrzxv 

J224 马来西亚文 朱福清 unkwe5b 

J225 马来西亚文 叶宝荣 jvfljjy 

J226 马来西亚文 叶宝荣 v6qk5a3 

J227 马来西亚文 IZZATI 454pl24 

J228 马来西亚文 陈宣富 qf6zqkz 

J229 马来西亚文 朱福清 pkprzvu 

J311 马来西亚文 王薇莹 7s2uwao 

J312 马来西亚文 曹佳莹 jzomvwu 

J313 马来西亚文 陈宣富 myy5acg 

J314 马来西亚文 IZZATI xmpzyp4 

J321 马来西亚文 NORMASNI  anyoemg 

J322 马来西亚文 NORMASNI 36r5rfp 

J323 马来西亚文 周世巧 lmde5f7 

J324 马来西亚文 曹佳莹 ybz2uxz 

J325 马来西亚文 陈宣富 2b5p6b5 

J326 马来西亚文 王薇莹 rcgi2p7 



 
  

  

J327 马来西亚文 周世巧 x6ehgtv 

 

高中-马来西亚文 

S1S1 马来西亚文 洪素华 y72sygm 

S1S2 马来西亚文 NOORAISHAH 66jcjgt 

S1C1 马来西亚文 FATIN kstwzhb 

S1C2 马来西亚文 SUHIBAH bfb2ljh 

S1C3 马来西亚文 SUHIBAH dlryqif 

S1C4 马来西亚文 周世巧 bgfnxgn 

S1C5 马来西亚文 ARASU yrj5e5m 

S1C6 马来西亚文 FATIN v3qsm3p 

S1C7 马来西亚文 周世巧 vktdgbn 

S1C8 马来西亚文 洪素华 bltzmvk 

S2S1 马来西亚文 NORAZLINA br5nyns 

S2S2 马来西亚文 NORAZLINA br5nyns 

S2C1 马来西亚文 NOORAISHAH jxerqsa 

S2C2 马来西亚文 SUHIBAH  dt2olvr 

S2C3 马来西亚文 ARASU 5b52mbx 

S2C4 马来西亚文 ARASU Wz7vz5e 

S2C5 马来西亚文 SUHIBAH 5427pkv 

S2C6 马来西亚文 NOORAISHAH e3diwbb 

S2C7 马来西亚文 ARASU LLy4j4c 

S2C8 马来西亚文 NOORAISHAH obmg6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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