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三

科目
中國語文

English

2018-19年度下學期考試範圍
卷一閱讀能力：甲部、閱讀理解70%，白話文、文言文各一篇；乙部、課文問答(講讀篇章)30%，單元六1《歸園田居》(其一)、2
《項脊軒志》；單元七《不求甚解》；單元八1《孔明借箭》、2《人間有情》(節錄)。
卷二寫作：甲部長文，題目三選一(記敍抒情、描寫抒情及議論文)；乙部實用文（啟事）。
卷三:聆聽[兩段錄音,約30分鐘]
卷四說話：個人短講及小組討論
English
Paper 1 (Reading)(1 hour)
Part A_Reading (70% of subject marks). Read 3 texts and answer 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fill in the blanks, True/False, matching, answer some
questions.
Part B_Usage (30% of subject marks)
1. vocabulary (unit 3,4,5)
2. grammar items: (unit 3,4,5)
a. ed/ ing as adjectives
b. bare infinitives
c. conditionals about unreal situations
d. Giving advice
e. Reported speech with tense change
Paper 2 (Writing) (1 hour)
Part A_Short Task (30% of subject marks) Write in 50 words
Part B_Long Task (70% of subject marks) Write in 180-200 words. Choose ONE topic only. (Topics learned in unit 3,4,5 and a picture story)
Paper 3 (Listening) (1 hour)
Part A_Assorted Task (40% of subject marks) 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fill in forms, messages, charts.
Part B_Integrated Tasks (60% of subject marks) Complete 3 tasks by using information in the recording and the Data File.
Paper 4 (Speaking)
-Group Discussion (4 min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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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

1.概率的認識
2.公式的主項變換
3.全等三角形和相似三角形
4.多邊形的內角和及外角和
5.四邊形的特性
6.三角比
7.三角學的應用 (書P.10.2至P.10.3除外)
8.續百分法
9.直角坐標幾何
物理
第44章 光與視覺
第47課 應用光的折射及全內反射
化學
第一章 化學導論
第二章 大氣
第三章 海洋
第四章 岩石和礦物
1.革命運動 p.101-118
2.五四運動 p.140-145
3.抗日戰爭 p.190-199
4.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p.219-221
5.三面紅旗與文化大革命 p.237-245
課本: 個人成長

歷史

題型: 引用資料，原因／因素，建議，分析影響，漫畫
卷別: 卷一 資料回應題
中三級歷史科 全卷1小時

綜合科學

中國歷史

A. 考試範圍:
第一次世界大戰影響(書P.29-37及一戰小冊子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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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 (1939-1945)(書P.40-87及二戰小冊子)
1. 1919巴黎和會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政治及經濟情況
2. 極權主義, 希特拉及納粹統治的特色
3. 1930年代國際局勢的發展: 軸心國的擴張, 英法綏靖政策, 慕尼黑協定, 美國孤立政策…等
4. 戰爭的爆發, 經過及結果
5. 戰爭的影響

B. 考試形式: 選擇題, 供詞及不供詞填充, 改錯, 時序排列,問答題, 資料題, 創意題等。
地理
與自然災害共處
1.世界上主要的自然災害
2.熱帶氣旋
3.山泥傾瀉
4.地震
電腦/資訊及 http://moodle1.nwcss.edu.hk
通訊科技
中三->電腦(S3)
- 網頁設計及製作
- FLASH 綜合練習
- 數據庫理論
- SCRATCH 程式設計
-多媒體温習:
--多媒體包括: 文字、影片、聲音、動畫、圖片
--格式: 音頻: MP3, WMA, 影片: AVI, MP4,
--圖片: GIF(256色, 可去背) PNG (16777216色, 可去背) JPG(16777216色, 高壓縮比)
--動畫: GIF(逐格動畫), SWF(FLASH 動畫 支援移動補間, 形狀補間及路徑動畫)
宗教

甲：宗教（15分）
1. 英文經文默寫
2. 我走星光路 (第6,7課)
乙：倫理（15分)
功利主義; 義務論; 價值與美德理論;價值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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