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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2019 - 2020年度下學期考試  

中三級考試範圍及須知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家長簽署：                    

 

班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各同學細閱以下各科的考試範圍及須知，勤加溫習，爭取最佳成績。 

中國語文科： 

卷一（閱讀能力）  

評核模式 考核範圍 學習重點 

甲部： 

閱讀理解 

單元四 ──敘事寫人 

 

 

 

 

 

 

單元六 ──論證的方法（一） 

 

 

 

 

 

單元七 ──論證的方法（二） 

文言單元 ──《念奴嬌．赤壁懷古》 

一、塑造人物的方法 

1. 肖像描寫 

2. 語言描寫 

3. 行動描寫 

4. 心理描寫 

二、場面描寫 

1. 舉例論證 

2. 對比論證 

3. 因果論證 

4. 引用論證 

5. 類比論證 

6. 反面論證 

7. 駁論 

/ 

乙部： 

語文運用 

修辭 

 

語文知識 

層遞、映襯、雙關、誇飾、

排比、借喻及其他已學修辭

多義詞、褒義詞、貶義詞、

慣用語、諺語 

丙部： 

範文探究 

單元四 ──敘事寫人 

單元六 ──論證的方法（一） 

單元七 ──論證的方法（二） 

 

文言單元 ──《念奴嬌．赤壁懷古》 

《孔明借箭》 

《說勤》《談克制》 

《讀孟嘗君傳》 

《雞鳴狗盜未可輕》 

《念奴嬌．赤壁懷古》 

                     

卷二（寫作能力） 

 考核範圍 學習重點 

甲部 命題寫作（三選一） 敘事寫人 

論證的方法 

考試形式 

卷一（閱讀能力）  

考核時間：1小時  

全卷 100分，分甲、乙、丙部份  

卷二（寫作能力）  

考核時間：1小時  

全卷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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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 

範圍 Scope 形式 Format 

I. Vocabulary & Writing 

1. Core vocabulary (Units 5 & 7) 

2. Text type focus: An informal email 

3. Supplementary notes and writing 

II. Grammar and Usage 

1. Longman English Spark! JS3B (Units 5 & 7) 

- Relative clauses 

- Gerunds & to-infinitives 

- Conditional sentences (Type 0, 1, 2, 3) 

2. Supplementary notes and exercises 

Paper 1 – Reading and Usage    (1 hr) 

Paper 2 – Listening and Writing  (1 hr 15 min) 

Reminders: 

1. Use a pencil for MC questions 

2. Speaking assessment (to be conducted in 

Oral lessons) 

 

 

數學科： 

考試範圍 

基礎練習 A–G 習題 

上學期 

第三章  因式分解   （中二上冊）  

[ 抽公因式 、 併項 、 恆等式 、 十字相乘 ] 

第六章  集中趨勢的量度  

[ 不分組數據、分組數據：平均數、中位數、眾數 ] 

[ 加權平均數 ] 

[ 統計工作的各個步驟簡介 ] 

下學期 

第七章  百分法（二）   

[ 百分數增減、增長和折舊、單利息、複利息] 

第十一章  概率簡介 

[ 概率的定義 + 實驗概率 + 幾何概率 ] 

第十章  直線的坐標幾何 

[ 距離公式 + 斜率公式 + 平行線 + 垂直線 + 中點公式 ] 

第五章  面積和體積（三） 

[ 體積、曲面面積及總表面面積：角錐體 / 稜錐 + 圓錐體 + 球體 + 柱體] 

 

**注意：下學期所佔的比例較上學期的高 

 

考試模式 

 

時間  ：1小時 

甲部  ：選擇題 12 題  （12分） 基礎練習及基礎課程 

乙部(1)  ：短題目   （30分）  基礎練習及基礎課程 

乙部(2)  ：短題目及長題目 （10分）  基礎課程 

丙部      ：進階題目   （8分） 非基礎或艱深課程 

 

 

文具 

 

1) 計算機     2) 藍色 / 黑色原子筆 

3) 塗改液 / 改錯帶   4) 鉛筆 / 鉛芯筆 

5) 擦膠      6) 直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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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人科： 

時間：45分鐘 

範圍： 

 地理單元《能源爭奪》單元內容 

 《中國經濟》單元內容 

 《世界公民與人道工作》單元內容 

與以上內容相關之課本、筆記、工作紙、參考資料及網上課堂內容 

         

形式：包括選擇題、時事題、資料回應題、挑戰題（英語詞彙）等。 

 

綜合科學科： 

考試範圍： 

3B 單元 14 物料新紀元 P.71至 P.132 

3C 單元 15 金屬 P.2至 P.85 

註：除課本內容外，還包括工作紙、ETV問答和作業。 

 

帶備文具：藍或黑色原子筆、鉛筆、直尺、計算機、擦膠和塗改液 

 

考試可考核的形式 

1. 是非題 

2. 配對題 

3. 選擇題 

4. 填充題 

5. 問答題 

6. 繪圖題 

7. 閱讀理解 

 

考試時間：45分鐘 

 

中國歷史科： 

考試範圍 

第六章第一節 - 國共第一次合作 

第六章第二節 - 國民軍北伐與國共分裂 

第七章第一節 - 國共第二次合作 

第七章第二節 - 八年抗戰 

第八章第一節 - 戰後的國共和談及全面內戰 

第八章第二節 -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第九章第一節 -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 (I) 

第九章第二節 -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 (II) 

第九章第三節 -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 (III) 

考試時間 

45 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