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2 中三級上學期考試範圍 
中國語文科 

考試範圍： 

卷一 閱理能力 ( 60分鐘) 

1. 課文：《歸園田居》、《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天淨沙‧秋思》、《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詞、曲體制」 

2. 課外篇章---閱讀理解三篇 (段意、寫作手法分析、內容探討和比較題等) 

3. 《成語及韻文自學手冊》：成語第 31-50個 (其他成語不予接受) 

4. 修辭、寫作手法、語文運用：各單元已有知識 

 

卷二  寫作能力 (1小時 30分鐘) 

1. 命題作文：三題選答一題 

2. 實用文：書信 

 

卷三  聆聽能力  (約 30分鐘) 

 

卷四  說話能力     

(分組名單將張貼在中三各班及地下中文科的壁報板上)  

 

English Language 

Textbooks in use: 

 New Treasure Plus 3A (NTP) 

 Success in Grammar 3 (SG) 

 Essential Listening Book 3 (EL) 

 

Paper 1  

General English 

Paper 2  

Writing 

Paper 3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Paper 4 

Speaking 

NTP Units 1-4 

(grammar) 

NTP Units 1,2,4 

(vocabulary) 

SG Units 1-4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B. Vocabulary 

C.  Grammar Usage 

NTP Units 1,2,4 

A1-4,7-8 

 Text types 

covered, 

vocabulary 

and themes 

of NTP 

NTP Units 1,2,4  

 Vocabulary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Supplementary 

Revision 

Worksheet for 

Listening Exam 

A. Reading Aloud 

B.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Textbook passages 

 Vocabulary and 

themes of NTP 

Units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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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s for Paper 1: 

Vocabulary 

30-hour fasts household chores 

adjustments infectious diseas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w immigrant 

automatic patient 

awareness popularity 

charity concert portable 

cost-effective refugees 

destinations responsibility 

disadvantaged sensors 

drones virtual reality 
 

Grammar Usage 

 Indefinite Pronouns (U1) 

 Passive Voice (U2) 

 Conditional sentences about possible or 

unreal situations (U2, U3) 

 Unless (U2) 

 Using so, so that and so as to (U.3) 

 Questions tags (U3) 

 Reporting statements (with and without 

tense change) (U4) 

 Reporting questions (U4) 

 Giving advice and bare infinitives (U4) 

 

Details for Paper 4:  

Topics & related vocabulary for reading passage and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International travel 

 Charity & volunteer work 

 Technology  

 Film 

★ Plus prior knowledge 

 

數學科 

測驗範圍：Ch1-5 (5.4不考) 

 

基礎商業 

2021 基礎商業（甲部課程）上學期考試範圍： 

單元 1 經濟學的基本概念 校本筆記 和 工作紙（1） 及（2） 

單元 2 國際金融中心 校本筆記 和 工作紙 

單元 3 香港的經濟表現 校本筆記 

2021 基礎商業（乙部課程）上學期考試範圍： 

單元 1 企業擁有權 校本筆記 和 工作紙 

單元 2 市場營銷策略 校本筆記 和 工作紙 

單元 3影響商業決定的因素 校本筆記 和 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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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科 

3A冊生物部分 

 第 12.1課 至 12.3課（P.2 - P.39） 

3B冊化學部分 

 第 13.1課 至 13.3課（P.2 - P.39）, 另加同位素(P.3- P.44) 

3C冊物理部分 

 課本：P. 3 - P.31 

 作業：P. 2 - P.11 

 所有筆記 

 所有練習紙 

 

中國歷史科 

考試範圍： 

 太平天國、英法聯軍之役、洋務運動、甲午戰爭及維新運動(背景)  

 (課本：P. 2.18 – P. 2.31 及 P. 3.2 – P. 3.18) 

考試形式： 

 選擇題、填充題、配對題、歷史時序題、地圖題、歷史資料題、問答題   

溫習重點提示： 

1. 溫習內容以課本為主，作業為輔 

    2. 地圖：課本 P.3.16  (列強勢力範圍及租借地的地名) 

3. 歷史資料題、問答： 

課本 P.2.31  (英法聯軍之役的影響) 

課本 P.3.7   (洋務運動的失敗原因)  

課本 P.3.15  (甲午戰爭的影響) 

 

地理科 

考試範圍： 

 變化中的氣候 11. 1 至 11. 5 章 

 地圖閱讀技巧 

 

創科教育科 

考試範圍： 

 機械人學課程 

 微電子控制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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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科 

考試範圍：書 P.2 – P.39 及 P.48 – P.68；筆記；校本工作紙 

考試題型：選擇題、填充題、資料題、問答題 

溫習重點：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背景及 

 巴黎和會: 三巨頭目的、凡爾賽條約及德國對條約的看法/感受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政治、經濟及社會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遺留的問題 (經濟問題、德意不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