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居家自主学习任务表 

Students “Study-From-Home” Task List 
 

班级 Class：初中三 - 统考华文 Junior Three UEC-Chinese (J31, J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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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31) 

课文： 

下册第 27 课《读孟尝君传》 

作文习作：议论文写作练习 

作业练习（三） 

第 27 课 ppt 可在网络学习平台

下载。 

华文 

(J32) 

1．熟语：谚语和歇后语 

2.   诗歌：水调歌头 

      王菲《但愿人长久》 

 借助歌曲来背诵诗歌 

熟语额外习题 (15 题)：自行下载完

成练习 

作业簿：练习 3 (语文知识) 

成语辅助作业：第 7 周(含义及拼音) 

完成假期功课： 

* 华文作业 

* 成语辅助作业 

登入网络学习平台下载相关课

件、习题、歌曲。 

Bahasa 
Malaysia 

1. Karangan: 
Pembacaan contoh karangan :  
i. Fakta Pencemaran  
ii. Surat Aduan  
2. Penulisan:  
Rumusan Pelan Rumah 

Rumusan berbentuk pelan rumah.  Jawab semua soalan dalam 
kertas Foolscap. 

English 
(J31) 

 Summary Writing 

(JUEC format) 

 Cloze Text Exercise 1+

（20 gaps） 

 Language Forms and 

Functions Exercise 1 

 

Study-from-home  

 Summary Passage 

 Topic: Zoo Negara 

 Topic: Leatherback Turtle 

 5 dialogues 

Analyze the underlined sentence and 

circle the correct answer from among 

options A, B, C and D. 

 

 Summary Writing 

    (JUEC format) 

 Cloze Text Exercise 1+（20 

gaps） 

 Language Forms and 

Functions Exercise 1 

 

English 
(J32) 

o Summary Writing (Moodle) 

 

 

 

o Active and Passive Voice 

(Moodle) 

o Cloze Test (Moodle) 

o Skim and scan for the main idea 

and specific information & write a 

summary based on the passage 

given. 

o Complete the exercise on active 

and passive voice. 

o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a suitable  

word to demonstrate the 

understanding of a text as well as 

the knowledge of vocabularies. 

o Summary Writing (E-

learning platform) 

 

 

o Active and Passive Voice (E-

learning platform) 

o Cloze Test (E-learning 

platform) 

 

  



数学 第 5 章：相似形 

5.1  相似形 

5.2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与应用  

        (Part A 之判定) 

 
 

练习 5.1  

课本第 126，127 页 

练习 5.2a  

课本第 141，142 页 

 

1.   需在规定的日期完成功课 

2.   把练习做在数 A,  

 若没有数 A，可以先作答在   

Test pad. 

3.  所有的图都必须用 

 铅笔画出来，不必抄题。 

科学 第 8 章：食物与营养 

8.1  食物中的营养物质 

8.2  营养与健康 

8.3  均衡饮食 

8.4  关注食品安全 

科学作业簿：第 8 章练习题 完成作业簿第 8 章习题，开学

再进行讨论 

历史 第 3 单元 第 3 单元全部 登入网上学习平台 ppt。 

地理 自学影片： 

国家领地变化图 

 

初一地理（总复习） 

第 1 章至第 4 章 

初一地理（总复习） 

 下载复习单自习 

 每周的最后一天有习题或小

测 

测验：初三第 5 章 

              5.3 两个世界 

              （以开卷方式进行测验） 

1.  完成假期功课： 

地理作业（Pg. 22-26） 

开学讨论答案 

 

2.  登入网上学习平台观看教学

影片、下载相关课件、习学习

单、完成测验等 

美术 

(J31) 

素描和平面设计 

 

素描: 铝罐 

平面设计: 壁钟 

 

1. 作品需在开学时呈交。（如

果没有 A3 图画纸就用 A4 纸或

单线纸）。重要是练习线条和

绘图。 

2. 平面设计教学全部已经在

PPT。每个步骤需尝试完成。 

美术 

(J32) 

素描和平面设计 

 

素描：花瓶，茶壶和饭餐 

平面设计：（任选一题目作答） 

面包超人店店牌/ 

明天会更好（新冠肺炎）的海报设

计/新冠肺炎小说封面设计/新创意的

新婚照相框 

1. 作品需在开学时呈交。（如

果没有 A3 图画纸就用 A4 纸或

单线纸）。重要是练习绘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