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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考 2017-2018 各學科考試範圍及溫習內容  
Revision guide for First Term Exam 2017-2018 

為使 貴家長更能了解 貴子弟在本學年第一段考各學科的考核內容，現整理有關大綱以供參考。各科老師亦已向同學

發放詳細的考評要求及評核重點，請同學留意並作全面之溫習。如 貴子弟有任何問題，可與科任老師了解。希望同學能努

力溫習，運用得宜的應試策略，取得理想成績。 

教務副校長 

謝萃輝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一日 

中三級 Secondary Three 
學科 

Subject 
考核內容  

Topics to be covered in exam  
課本/ 作業 / 工作紙/ 形式 

Textbook/ Workbook/ 
worksheets/ format 

備註 (如特別物品或 
其他注意事項) Remarks   

宗教  第一學期筆記資料冊：單元 1-4 及聖

經大事年表 
 查閱聖經及理解 

 學年筆記冊 P.5-16  學生須自備聖經進試場 
 開考後不得借閱聖經 

中文 
 
 
 
 
 
 
 
 

1. 閱讀理解卷 
- 針對單元一及二能力點設題，包括： 
- 記敘方法和作用 (順敘、倒敘、插敘) 
- 人物描寫 (言語描寫、行動描寫、心理

描寫、肖像描寫) 
- 描寫方法和作用 (正面描寫、側面描寫) 
- 場面描寫 
- 文章的結構—— 首尾呼應、過渡銜接、

劃分  結構段、尋找中心句、文章詳略 

1. 課本《爸爸的花兒落了》、《口

技》、《廉頗藺相如列傳》相關

筆記 
2. 文言文工作紙：《去私》、《扁

鵲見蔡桓公》、《郭貓兒》、《黠

鼠賦》 
3. 單元一學習重點 
4. 單元一小測《這不是一顆流

星》、單元二小測《山中避雨》 
5. 試前模擬試題 

(白話文 1 篇、文言文 1 篇、  
課文問答) 
 
*必須注意分配作答時間 
 
 
 

2.語文運用卷 
a. 修辭：溫習以往曾學習的修辭 (如比

喻、明喻、暗喻、借喻、襯托、正襯、反

襯、等) 
b. 錯別字、金句、成語、實用文格式辨正 
c. 中國文化：5 個｢朋友之倫」的標準和相

關金句及評論 
d. 文言文語文知識：字詞解釋、語譯、詞

性、通假字、詞性活用、古今詞義不同、

文言虛詞、句子結構 

1. 修辭定義 
2. 「排比」、「層遞」、「借

喻」、「借代」、「襯托」、

「對比」工作紙 
3. 修辭重溫小測 (一) 
4. 錯別字工作紙 (一至四) 
5. 活學名言工作紙《勤學上進

篇》、《恆心實踐篇》、《刻苦

自強篇》及《修身律己篇》 
6. 語文學習手冊 P. 182-193; 
194-199，共 36 個 
7. 啟事、通告、建議書相關筆記 
8. 朋友之倫筆記 
9. 文言文工作紙《去私》、《扁

鵲   見蔡桓公》、《郭貓兒》、

《黠鼠賦》 

有關中文科詳細溫習項

目，請參閱學科已派發給

同學之參考資料 

3. 寫作卷 
 命題寫作： 
考核題型 1 : 描寫人物 
考核題型 2: 所見所聞和感受 
 實用文：啟事、通告、建議書，重溫

文體的格式、內容、措辭等部份 

相關工作紙、校本系統寫作筆

記、綜合能力模擬試卷、TSA 試

題 2007、2008 
形式： 
1.「命題寫作」一篇 (不少於 600
字，以 800 字以上為佳) 及 
2.「實用文」一篇 

其他：字詞摘錄簿、比喻

抒情 50 句、名言金句 4
篇、語文自學手冊 
 
 

4. 聆聽及視聽卷 
本卷多考核長短答題和評價題 

- 課文單元一、單元二聆聽部份 
考核同學聆聽及視聽理解能力 

 

5. 說話能力卷 
個人短講 (5 分鐘準備，2 分鐘演講) 

 說話工作紙 
 說話內容不得少於 1 分 45

秒，否則嚴重失分。 

 必須攜帶准考證，並須於

考試時間前 15 分鐘到達

409 室。遲到、無故缺席

將作 0 分處理) 



English 
 
 
 
 
 
 
 

1. GE paper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30%)  
 2 reading passages 
b. Vocabulary (20%):  
 Vocabulary items in TB Unit 1& 4 
c. Grammar: (50%) 
 Tenses (Present perfect tense, Past 

perfect tense, Mixed tense) 
 Reported questions 
 Question tags 
 Reflexive pronouns  
 Articles 

There are 3 components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b. Vocabulary:  
- Vocabulary in Textbook 3A Unit 
1, 4 
 
c. Grammar 
- Textbook 3A unit 1 & 
- Worksheets 
- Textbook 3A unit 4 & 
- Worksheets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revision 
guide given to 
students 
 

2. Writing paper 
a. Short writing (30%) 
b. Long writing (70%) 

Text type: Formal Letter/ email, 
article  
Theme: TB3A Units 1 and 4 

Maths  Chapters 1, 2, 4 
 TSA Questions (F.1 Chapters 1-9) 

 TSA Revision Exercises 
 

 Calculator (with “HKEAA 
approved” label) is allowed 

通識科 
 

 單元 2 個人成長-- 抗逆力的提升、

青少年吸毒與犯罪問題 
 單元 23 維護社會核心價值 
 時事問答題 

 課本 P.4,6,9,12,15; 38-44 
 工作紙（鞏固和課堂） 
 時事問答題附件 (學科派發) 

 詳情可參閱學科派發

之溫習大綱及附件 

普通話 
 

筆試分為聆聽部分及譯寫部分。 
i) 譯寫重點詞語 (參照學科派發溫習紙) 
ii) 語音知識: 
 P.9 韻母 an、en、in、ang、eng、ing 
 P.19 韻母 an、en、ang、eng 

 譯寫部分選自課文第一及

第二課 
 有關譯寫詞語及口試

安排，請參照學科派

發與同學之資料 

中史 
 
 

課題一：同光年間救國運動的起落 
第一至五節 
課題二：革命運動與中華民國的成立 
第一至第二節 

 課本 P.4-9;11-16; 17-23; 
25-29; 31-33; 44-48; 50-53 

 課堂筆記工作紙 
 論述題工作紙(洋務運動及

維新運動失敗原因、八國

聯軍之役主要責任最屬) 
 第一、二次小測 

注意課本 p.16 
「列強劃分勢力範圍示

意圖」 

經濟 
Economics 

單元 1a 香港商品貿易 
單元 1b 香港無形貿易 
單元 1c 香港與其他國家經濟關係 
Module 1a: Hong Kong’s Merchandise Trade 
Module 1b: Hong Kong’s Invisible Trade 
Module 1c: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Hong Kong and other countries 

 課本 P.1 – 26; 作業 P.1-12 
 校本教材 第一學期 
 Textbook P.1 – 26; WB 

P.1-12 
 School-based material 

Term1 

 筆記簿 
 第一段考詞彙溫習 
 Notebook 
 Vocabulary revision 

list  

地理 
Geography 

核心單元第 6 冊 爭奪能源  
單元 1.1-3.2 (P.1-39; 44) 
 
Core Module 6 – Scramble for Energy (Unit 
1.1 to 3.2 (P.1-39; 44) 

 相關課堂工作紙及習作簿 
 核心工作紙 
 Related class worksheets 

and workbooks  
 Concept worksheet 

 參閱學科已派發之參

考資料 
 Please refer to the 

revision guide given 

電腦 
Computer 
Literacy 

 HTML 编碼及 Dreamweaver CC 在網

頁編寫的應用。 
 HTML codes and Dreamweaver CC in 

Web Authoring. 

 相關筆記 
 
 Respective teaching notes 

 

Physics 
 

 Chapter 1 Reflection of Light  
Pre-DSE Series Physics Basic Study Pack 
(Optics) 

 Unit 1.1 Light Rays 
 Unit 1.2 The Laws of 

Reflection 
 Unit 1.3 Images formed by a 

plane mirror (P.1-38) 

Please bring calculators 
(HKEAA approved model) , 
rulers and pencils for 
drawing diagrams 

Chemistry  First 20th elements: Names & symbols 
 Unit2: The atmosphere  

 Textbook Unit 2- 2 p.16-42 
 Formats: 2 parts only (MC 

and structured questions) 

 

Biology  Chapter 1 Introducing biology 
 Chapter 2 Cell (Section 2.1 and 2.2) 

 Textbook 1A: Ch1 &Ch2 p.1–18 
 Revision Exercise Book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