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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大考 2018-2019 各學科考試範圍及溫習內容  
Revision guide for Final Exam 2018-2019 

為使 貴家長能更了解 貴子弟在本學年大考各科的考核內容，現整理有關大綱以供參考。各科亦已發放詳細的考評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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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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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筆記資料冊：單元 10-15 
 查閱聖經及理解 

 筆記冊 P.30-42 
 補充筆記 
 單元 10-15 工作紙 

 學生須自備聖經進

試場，開考後不得

借閱。 

中文 
詳見中文科另

發之考試範圍

/ 指引 
 

一. 閱讀理解卷： 
白話文兩篇、文言文一篇、課文問答 
文章的結構：首尾呼應、過渡銜接、劃分結構段、

歸納段旨、尋找中心句、找出全文中心思想 

- 單元五：《出師表》、《項脊

軒志》、《歸園田居》 
課文和相關筆記 
- 文言文工作紙：《地震》 

 

二. 語文運用部份 
改正錯別字、修辭、成語、背默美文、名言金句、

文化評論題、文言文、實用文格式辨正 

有關工作紙見學科考試指引  

B. 寫作卷 
1. 命題寫作 (三選一) 
- 文種：記敘抒情文/ 抒情文、話題寫作、議論文 
 2. 實用文 
-啟事、通告、書信、演講辭、報告 

- 命題寫作不少於 650 字。(以
900 字以上為佳) 
- 有關實用文的教材 
- 相關 TSA 練習及 TSA 歷屆試題

分析手冊 

實用文注意文體格

式、內容要求、措辭、

語氣 

C. 聆聽及綜合卷 
實用文一篇 (書信、演講辭、建議書) 

- 系統綜合能力測考練習 
- 有關之校本綜合教材、筆記

及練習 

注意文體格式、內容

要求、措辭、語氣 

D. 視聽理解卷 
 

- 多在答題簿的「摘錄欄」內

記錄有用資訊 
宜帶備鉛筆作答，方

便更正修改答案 
E. 說話卷 
1. 小組討論 (4 人一組，5 分鐘準備，8 分鐘討論)  
 

- 相關小組討論說話教材 必須攜帶准考證，並

須於指定時間到達預

備室報到。遲到、缺

席將不獲分數 

通識科 
 

 單元 9:重點 1.1-1.5 
 單元 28:重點 1.1-1.4 
 時事題 

課本 
時事資料 

 詳細內容可參閱

學科派發之溫習

指引。 

Maths 
 

 All chapters in F.1 - F.3  
 All relevant notes & textbook chapters 
 TSA Summary Book 
Setting of the exam paper is similar to that of TSA 
paper 

- 3 sets of Past exam papers 
- Coll. Tests & Assignment 
Booklets 
- TSA Rev. Ex Bks A1, A2, B1 & B2 
- TSA follow-up Exercises 
- TSA Past Papers 2016-2018 

 Using calculator 
(with “HKEAA 
approved” label) is 
allowed 

普通話 
 

筆試分為聆聽部分及譯寫部分。 
i. 語音知識: 
P.67 常用多音字 
P.81-82 常見錯讀字辨正(一) 
P.91 常見錯讀字辨正(二)   
ii. 譯寫之重點詞語  (參見學科派發之溫習指引) 

譯寫部分包括課本第六、七及八

課之學習重點。 
口試安排 (參見學科

派發之溫習指引) 

經濟 
Economics 

中文班： 
單元 3 國際的相互依存 
 
EMI Class: 

- 課本 55-78; 作業 27-38 
- 校本教材- 第三學期 
 
- Textbook 55-78; Workbook 28-39 

 



 Unit 3 International Interdependence                   - School-based materials - Term 3 

English 
 

A. General English 
Part A – Reading comprehension (30%) 2 passages 
Part B – Vocabulary (20%) 
• Units 6 and 8  
• Prefixes  
Part C – Grammar (50%) 
1. Tenses (mixed) 
2. Relative Clauses 
3. Verb + Question word + to-infinitive 
4. Adjective pattern 
5. Gerunds, to-infinitive and bare infinitive 
6. Expressing Contrast 
7. Subject-verb agreement 

 
- Aristo First Textbook 3B 
Unit 6 P.26-47 
Unit 8 P.74-95 
- Aristo First WB  
Unit 6  
Unit 8  
- Grammar worksheets - Units 6 
and 8 
- Vocabulary quizzes - Units 6 & 8 
- Dictations 

 

B. Writing 
Text types: Speech, Letter to the Editor 

- Writing notes  

C. Listening 
 Listening tasks  
 Integrated tasks (data file) 

  

D. Speaking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Pair/ group interaction 

- Speaking booklet and 
worksheets 

 

地理 
Geography 
 

中文班 
1. 核心單元 第 3 冊– 糧食問題 (P. 1-63) 
2. 概念工作紙 
EMI Class: 
1. Core Module 3 – Food Problem (P. 1-63) 
2. Concept Worksheet 

1. 選擇題 / 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2. 填充題 / Fill in the blanks 
3. 短答題/ Short questions 
4. 資料回應題/ Data Response 
questions 

 

中史 
 

第三冊 課題六 
 第一節「國共合作的背景及其形式」（p.154-157） 
 第二節「北伐與國共關係」（p.160-171） 
        課題七（本次考試之考核重點） 
 第一節「國共第二次合作」（p.182-188） 
 第二節「抗日戰爭」（p.190-197） 
        課題八 
 第一節「國共政治協商」（p.208-211） 
 第二節「國共全面內戰」（p.212-216） 
 第三節「大陸政權易手」（p.219-221） 
        課題九 
 第一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至 p.239 三面紅
旗的挫折、經濟政策的調整為止） 

- 各課題相關工作紙及本學

期之小測卷；其中一條將考

核之論文題為「抗戰勝利之

關鍵因素」。 

題型：選擇題、填充

題（不供詞）、配對

題、排序、填表題及

資料回應題等。 
 
分數：考試卷滿分 80
分，第三學期兩次測

驗（其中一次） 及習

作共 20 分。滿分 100
分 

Physics 
 

1. Lenses 
2. The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Textbook p.79-122 
Supplementary note “The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Ruler, pencils  & 
calculator (HKEAA 
approved) 

Chemistry Chapter 5: Atomic Structure (p.2-23) 
Chapter 6: The Periodic Table (until Section “Group 0 
Elements: Noble Gas”) (p.33-56) 

All notes / worksheets / quizzes 
provided by subject teachers 

Using calculator (with 
“HKEAA approved” 
label) is allowed 

Biology Chapter 5 
 Seven food substances:  
 Carbohydrates, lipids, proteins 
 Minerals, Vitamins, Water and Dietary fibres. 
 Balanced Diet 
 Factors affecting our dietary requirements. 
 Health problems 

 Textbook Ch5 (P.4-29) 
 Revision workbook 2 

(p.14-17) 
 Revision workbook 3 (All) 

 

 

電腦 
Computer 
Literacy 

 HTML  
 JavaScript 
 Database, Relational Database (資料庫)  

相關教學筆記  
Respective teaching no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