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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疫情中三級同學將於 8/6 復課，而本年度學年大考將於 22/6展開。為使 貴家長能有更充分的準備和了解 貴子

弟在本學年大考各科的考核內容，現整理有關大綱以電郵附件供家長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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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部分學科之卷別及方式可能有所改動，請同學留意。希望同學能努力溫習，運用得宜的

應試策略，取得理想成績。如 貴子弟有任何問題，可與科任老師了解。 

教務副校長 

謝萃輝 

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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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筆記冊：單元 6-8 及 10 (P.21-25;28-30) 
 查閱聖經及理解 
 試卷分四部分：選擇題 10 分、填充題 20 分、

簡答題 10 分、思考題 10 分 

 學年筆記冊 (頁數見左欄) 
 單元 6-8; 10 工作紙 

 

 學生須自備聖經進

試場，開考後不得

借閱聖經。 

中文 
 

一. 閱讀理解及語文運用卷 (1 小時 30 分鐘) 
甲部. 閱讀理解 (卷面 60 分) 
 白話文、文言文閱讀理解各一篇 (約 40 分) 
 課文問答考核文章：六國論、五十步笑百

步、王顧左右以言他、魚我所欲也、莊子釣

於濮水、享福與吃苦，共 6 篇 (約 20 分) 
乙部. 語文運用 (卷面 30 分) 
 見右欄 
 

語文運用:  
 背默《六國論》第 1 及 2 段 
 文言文語文知識：六國論、

五十步笑百步、王顧左右以

言他、魚我所欲也、莊子釣

於濮水 
 評價題 (必須運用名言金句

20 句作分析) 
 修辭 
 錯別字工作紙 (五)、(六)、

(七) 
 名言金句 20 句 (假期習作) 
 造句 (出自字詞摘錄簿練習

1-6) 

 
 
註: 因疫情關係，本
年大考之聆聽及口試
卷取消，分數比重將
有所改動 

二. 寫作能力卷 (1 小時 20 分鐘) 
 只考核命題作文一篇 
 二選一 
 題型：記敘抒情文、論說文 

- 命題寫作不少於 650 字。(以
900 字以上為佳) 
 

實用文注意文體格

式、內容要求、措

辭、語氣 

通識科 
 

 單元 23 
 單元 27 
 基本法 

- 課本及相關作業 
- 相關基本法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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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t exam papers 
 Collective Tests 
 Assignment Booklets 
 TSA Revision Exercise Books 
 Key Points of Junior Form 

Math 
 Videos in e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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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話 
 

本科考試包括筆試卷一聆聽卷及卷二譯寫卷 
溫習重點:  
(i) 語音知識: 
P.43  韻母 iao、iou(iu) 、uan、uang、ang  
P.57  人名的拼寫規則、地名的拼寫規則 
P.67  常用多音字 
ii. 譯寫之重點詞語  (參見學科稍後派發之溫習指

引) 
 

卷一滿分為 70 分，卷二滿分為

30 分。 兩卷滿分為 100 分 
 
主要範圍包括課本第四、第五

及第六課之學習重點。 

註: 因疫情關係，本
學年大考之口試取消 



經濟 
Economics 

中文班： 
單元 2 世界貿易 
EMI Class: 
Module 2: World Trade                   

- 課本 27-54; 作業 13-26 
- Textbook P.27-54; Workbook P. 
13-27 
 

不考校本教材(課堂活

動小冊子) 
School-based material 
(Activity Book ) will not 
be assessed 

English 
 

A. General English (1h30m) 
Part A – Reading comprehension (30%) 2 passages 
Part B – Vocabulary (20%) 
• Units 4, 6 & 8  
Part C – Grammar (50%) 
1. Tenses (mixed) 
2. Giving advice 
3. Reported speech with tense change 

- Reported statements 
- Reported questions 

4. Past tense and present perfect tense 
5. Past perfect tense 
6. To-infinitives and gerunds 
7. Passive voice 

 
 Oxford Treasure Plus: Units 4, 

6, 7, 8  
 Oxford iSolution exercises 
 Grammar worksheets  
 Online grammar exercises 
 Vocabulary quizzes  
 Dictations 

 
 
Not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The two papers are 
cancelled in this exam 
due to the epidemic. 
The marks in English 
papers are adjusted 

B. Writing (1h15m) 
Text types: Review; One-sided argumentative writing 

- Writing notes including 
Nearp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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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題五 軍閥政治 (P. 124-145) 
第一節 二次革命與袁世凱稱帝 
第二節 從府院之爭到軍閥混戰 
第三節 五四運動 
 

第三冊 課題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與外交 
第一節 中華人民國和國的內政 (P. 232-245) 
（P.232 至 p.245 文革的影響為止） 

- 試卷考時：40 分鐘 
- 各課題相關工作紙及小測

卷；其中一條將考核之論文題

為「五四運動是否一場成功的

運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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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大考總

分 100 分；考試卷佔

80 分; 第二學期測驗

佔 10 分; 各停課期

間之習作佔 10 分。 

Physics 
 

1. Lenses 
2. The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 Textbook Ch 3-2 to Ch 3-48 
- Supplementary note “The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Ruler, pencils  & 
calculator (HKEAA 
approved) 

Chemistry Unit 3: The Ocean (Section 3.1-3.7 & 3.9-3.10) ---
Textbook 1A P.44-58 & 60-64 
Unit 5: Atomic Structure (Section 5.1-5.9)  
Textbook 1B P.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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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頁超文件標示語言) 
 JavaScript Programming (Javascript 程式編寫) 
 Computer System (電腦系統) 
 Computer Networks  (電腦網絡)  

相關教學筆記 1-4 
Respective teaching notes 1-4 
 

 

音樂 
(筆試提前於
16/6 Day5 班
主任節進行) 

1. 筆試 (70%) 
管弦樂團的樂器，中文校歌歌詞 
 
2. 創意音樂功課 (30%) 

留意學科派發資料附件 (有關
詳細筆試及創意音樂功課、平
時分安排及網上功課連結一覽) 

註：由於疫情關係，
本學年大考取消牧童
笛評核 

 



慈幼英文學校 

2019 – 2020  學年大考考試範圍 

中三級音樂科 

 

考試內容 

1. 筆試  (70%)    (於 6 月 16 日(Day 5)班主任節進行) 

 管弦樂團的樂器，中文校歌歌詞 

2. 創意音樂功課  （原為第二學期考試評分項目）30% 

 於 2 月 28 日後遞交將按比例調整分數 

 補交同學需於 6 月 7 日或之前上載到 Google Classroom，限期過後一律不予給分 

 

平時分 

根據工作紙及網上溫習小測表現給分 

 

 

溫習資源 

1. 溫習工作紙  (復課後堂上完成) 

2. 網上資源 

管弦樂團簡介 

 
https://qrgo.page.link/JF9VK 

 

弦樂器 

 
https://qrgo.page.link/NFA8n

 

木管樂器 

 
https://qrgo.page.link/ftbiU

 

銅管樂器 

 
https://qrgo.page.link/H7332 

 

敲擊樂器 

 
https://qrgo.page.link/HwyZG 

 

3. 網上溫習小測 

 計算平時分，須於 6 月 15 日或之前完成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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