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19年度第二學段中三級考試範圍 

中國語文科： 

卷一（閱讀卷）  時限：1小時完卷  6/6/2019 

試卷分兩部分，甲部：閱讀理解，佔50分；乙部：課本問題及語文運用，佔50

分。 

甲部：閱讀理解共有兩篇文章，分別是語體文和文言文。 

乙部的出題形式包括：重點解說、修辭辨識、成語(配對及填充)、 

                    語文運用、古文名篇（字詞解釋及譯寫句子）。 

溫習範圍：  

單元六、七、八 (8.40-8.41語文運用 )及九︰ 

‧重點解說︰6.4頁、7.4頁、單元九工作紙 

‧語文運用︰6.6.54-6.56  7.36-7.39  8.40-8.41  9.34-9.35 

  複    句︰2.47頁承接複句  6.54頁因果複句、6.55頁轉折複句、7.36頁條件複

句、8.41頁選擇複句 

‧各篇章的修辭手法 

古文名篇︰第九至十二篇  

(《周處年少時》、《得過且過》、《快馬加鞭》、及《濫竽充數》)                 

成語手冊：70頁至 75頁 

 

卷二（寫作卷）  時限：1.5小時完卷 31/5/2019 

甲部：實用文寫作，佔 20分  例如公函、調查報告。 

乙部：命題作文，佔 80分，三題選作一題，字數不少於500字，（標點符號計算

在內）。 

 

卷三（聆聽卷）  時限：半小時完卷  11/6/2019 

聆聽錄音，然後回答問題。 

 

卷四（說話卷） 3/6/2019  

小組討論 

1. 細心閱讀題目，然後完成小組討論。 

2. 考生有 5分鐘準備，考生可以在題目紙上空白地方書寫說話內容要點。 

3. 小組討論以 4位考生為一組，時限為 8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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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Paper Scope of examination 

I (Reading)  

 

5/6/2019 

09:30-10:45 

Unit 3-4 focus vocabulary 

Unit 3 grammar: Workbook: p.12-33 

Unit 4 grammar: Workbook: p.10-31 

Macbeth 

II (Writing)  

 

3/6/2019 

09:30 – 10:45 

Short Writing (at least 120 words) – Job Application Letter 

Long Writing (about 200 words) – Letter to the Editor  

  

 addicted to 

online games   

 exercise 

regularly  

 talk to your friends 

or family  

 study pressure   have a 

balanced diet 

 join som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overweight  get enough 

sleep 

 set a timetable   

 addicted to 

smartphones 

 do outdoor 

activities 

 listen to music   

 

III (Listening) 

  

4/6/2019 

11:00 -12:00 

Part A – Listening tasks 

Part B- Integrated Tasks 

 

Macau  yum cha  Temple Street  

Big Buddha  Eye contact  Personal belongings  

Ladies’ Market languages trips 

Blind Experience Street snacks 
 

IV (Speaking) 

 

5/6/2019 

11:15-13:45  

Format : similar to DSE format  

3 minutes for preparation  

5 minutes for discussion (for groups of 4) / 4 minutes (for groups of 3) 

Themes: 

- Teenage problems  

- Voluntary work  

- J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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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1. S3  第10章  三角比的應用 

2. S3  第11章    集中趨勢的量度 

3. S3  第12章    概率簡介 

4. 中三統測前所學的所有課題 

5. TSA 

 

1. S3  Chapter 10 Applications of Trigonometry  

2. S3  Chapter 11 Measures of Central Tendency 

3. S3  Chapter 12 Introduction to Probability 

4. All topics learned before uniform test 

5. TSA 

 

綜合科學科(物理)： 

15.1  Sight and light 

15.2  Reflection at plane surfaces 

15.3  Light and colours 

15.4  Radiation beyond the colour spectrum 

 

15.1  視覺與光 

15.2  平面反射 

15.3  光與顏 

15.4  色譜以外的輻射 

 

普通話科： 

範圍：第 4至 7課（課文、詞語、語音知識）及廣普對譯 

 

形式： 

甲、聆聽（30%）【三段錄音】每段錄音聲帶只播放一次 

乙、語音知識（50%） 

一 填寫各字詞的聲母。 ( j   q   x   z   c   s ) (見練習本 p.13-14及第 4課) 

二 請按照普通話的說法，填寫合適的量詞。例子：一（朵）花 

  （見練習本 p.15 及第 5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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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選出與題目(詞語)相對應的漢語拼音。 

四 把句子中的漢語拼音譯寫成漢字。 

五 辨別兒化韻詞  （見練習本 p.16及第 5 課） 

六 辨別「多音多義字」的漢語拼音 （見練習本 p.19-20及第 7課） 

七 把粵語譯寫成普通話。（見練習本 p.24） 

 

地理科： 

溫習課題： 

善用城市空間 (書本參考 1.1-1.4/1.6-1.7) 

溫習重點： 

議題 1) 市區鄉郊分別 

議題 2) 城市土地利用 

議題 3) 中環成為商業中心區 

議題 4) 香港城市問題及解決方法 

 

地圖閱讀技能： 

1. 格網座標 

2. 地圖比例尺 

3. 實際距離 

4. 羅盤方位 

5. 方位角 

6. 象限角 

(必須溫習筆記 + 所有小測) 

 

考試形式 (45分鐘) 共 50分 

選擇題 14分 (共 14 題) 

短答 18 分 (2題, 共 36分) 

 

中國歷史科： 

甲. 考試範圍：第八章 戰後國共關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至 

第九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與外交   

    課本：P.232 - P.303    作業：P.77 – P.91 

乙. 形式： 

 一. 選擇題(15分)       二. 填充  (25分)     三. 配對(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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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人物猜一猜(10分)     五. 問答(20分)        六. 資料題(20分)  

                          形式           

內容 

選擇 

14分 

填充 

26分 

配對 

10分 

人物 

10分 

問答 

20分 

資料題 

20分 

  第八章     戰後國共關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戰後的國共關係與全面內戰 * *  * *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 *  *   

第九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與外交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 * * * * * *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