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居家自主学习任务表 

Students “Study-From-Home” Task List 
 

班级 Class：高中三美术与设计 Senior 3 Arts & Design (CV3) 

学习日期 Learning Period: 29th March 2020 – 4th April 2020 

 

备注 Notes： 

1. 科任老师需要求的完成的作业/习题。若科任要求打印而你家里没有打印机，请先将功课作答在指定练习簿或 Test 

pad 上。 You are required to complete all homework/exercises assigned by the subject teachers. If you do not have a 

printer at home, kindly answer on exercise book or test pad. 

2. 若科任老师在网上平台没有提供答案，请学生先作答，科任老师开学后将进行讨论。If the subject teachers do not 

provide answer keys on the E-learning platform, kindly complete all homework/exercise. The answers will be discussed by 

the subject teachers when school resumes. 

 

科目 

Subject 

学习范围 

Scope of Study 

需完成作业 

Task to Complete 

备注 

Notes 

华文 第二课：荆轲刺秦王 华文笔记及练习 学生必须把笔记做在笔记簿，

如果学生没带笔记本回家，请

做在单线纸，开学把单线纸贴

在笔记簿，然后交给老师批改 

Bahasa 
Malaysia 

1. Kefahaman 

i. Petikan bebas 

ii. Petikan Komsas 

2. Tatabahasa 

3. Penterjemahan 

 

1. Kefahaman - Latihan 

2. Bina ayat 

3. Mencari kesalahan dalam ayat. 

4. Kefahaman Komsas 

5. Penterjemahan 

 

Pelajar perlu menyiapkan semua 

latihan yang telah ditetapkan 

dalam testpad. 

English 1. Unit 4 (Workbook) 

2. Summary (E-learning 

platform) 

Students to complete: 

 Workbook 

o Critical Reading 

o Contextual Meaning 

o Comprehension 

o Language Use: 

 Error Identification 

 Word Formation 

 Summary (E-learning platform) 

Answers will be elicited during 

lesson. 

 

Write the summary in the long 

exercise book.   

 

 

数学 第 25章;微分 

25.1 曲线上切线的斜率 

25.2 切线斜率与导数 

阅读笔记掌握导数的概念及导数函

数 

25.1 曲线上切线的斜率 

25.2 切线斜率与导数 

参考 , 没在考试范围内 

第 25章;微分 

25.3 微分法则 

 

 

  

笔记 25.3 微分法则 

练习 1, 2, 3 

及 课本第 125页随堂练习 3 

1。所有的习题须在规定的时间

完成。 

2。 须用黑或蓝色笔将答案写

在 testpad 上。 

3。写上姓名，开学需呈科任老

师批阅。 



商业学 第三课 税务 

Chapter 3 Tax  

 

2. 阅读以下单元 

3.1 国家财务预算案 

3.2.1 直接税 

3.2.1.1 公司所得税 

2. 复习高一和高二商业 

完成课本相关课文练 

习。(LeowLH) 

 

 

 

When an economy in a slump, what 

type of budget will be implemented by 

the government? Explain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 tax  (ii) expenditures                                                   

(2%+10%)                                                           

(LeeBC) 

 

美工 表现主义与普普艺术 

 

学习 PPT内容和练习题。 所有教学内容都在网络学习平

台，学生必须阅读 PPT，然后

上网完成 online问答题，无需

打印。 

素描 画出“钢锅与瓷碗”的质感。 以铅笔描绘照片里的“钢锅与瓷碗”。 看照片描绘 

绘画 创作（训练想象能力） 绘画题目“为白衣天使加油” 参考所提供的图片构思创作 

水墨画 观看台湾陈铭显画水墨画（香

蕉园）的影片：学习绘画技巧 

以水墨画颜料绘画类似的图画及写

一份 50个字观后学习心得报告。 

有给指定影片的网址 

电脑绘图 包装设计 

 

 

学习和完成包装设计作业。 所有教学全部会放在网络学习

平台 里面，学生必须播放影片

自主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