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文燕紀念中學 (沙田) 
2018-2019 年度下學期考試範圍 

(中三級) 
中文科 
 
卷一閱讀理解 (1 小時) 
課文：論語八則、論四端 
其他溫習材料: 
1. 成語書：成語 76 至 100 (其他成語不予接受)。 
2. 課外篇章：閱讀理解設語體文一篇，文言文一篇。 
3. 過往已學語文知識。 
評估重點：寫段意、內容理解、文章體裁、修辭、寫作手法、文言詞解、句子語譯、成語填空、思考

題等等。 
 
卷二 寫作卷 (1 小時 30 分鐘) 
1. 命題作文(550 字以上)，題型包括：記敘文、抒情文、描寫文、說明文等，三題選答一題。 
2. 實用文：通告、報告之內容及格式 
 
卷三 聆聽卷 (約 30 分鐘) 
 
卷四 說話卷  
形式：小組討論； 時限：5 人組 10 分鐘 
 
科技與生活科 
 
1. 教科書 (單元 14-9 至 14-11) 
2. 教科書 (單元 20-2 至 20-6) 
3. 補充資料 (什麼是時裝) 
**考試時，請帶備木顏色一盒、鉛筆、擦膠。** 
 
地理科 
 
 救救雨林：課本 1.1 至 5.3 章 (書 P.1-80) 及工作紙 
 地圖閱讀技能 
(帶鉛筆、間尺、量角器及計數機) 
 
綜合科技(企商科) 
 
第 5 課 管理功能 
第 6 課 普通日記簿 
第 7 課 現金簿 
第 8 課 試算表 
第 9 課 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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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 
英文科 
 
Textbooks in use: 
 New Treasure Plus 3B (NTP) 
 New Treasure Plus 3B Workbook 
 Vocabulary and Writing Book 3B (VW) 
 Teach and Practice Listening Book 3 (T&P) 
Paper Unit Part Details / Remarks 
English 1  
General 
English 

Vocabulary: 
NTP Units 5-
8 
 
Grammar: 
NTP Units 5-
8 

A. Comprehension  
B. Vocabulary 
C. Grammar 

Usage 

Vocabulary 
budgeting investigated courage 
detective slippery comedian 
witness over the hill competition 
innocent trekking determination 
conquered suspicious burglary 
committed criminals audition 
victims  scenery  

 
Grammar Usage 
 Present and past participles as adjectives (U5) 
 Present and past participle phrases (U5) 
 Past perfect tense (U6) 
 Using wish/if only with the past perfect tense (U6) 
 Conditional sentences about unfulfilled past 

situations (U6) 
 Using to-infinitives and gerunds (U6) 
 Although/Though and despite/in spite of (U7) 
 Would rather … (than…) and prefer … (to…) (U7)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adverbs (U7) 
 The passive voice (U7) 
 Reported speech with tense change (U8) 
 Simple past tense and present perfect tense (U8) 
 Past perfect tense with before and after (U8) 
 Defining and non-defining relative clauses (U8) 

English 2  
Writing 

NTP Units 5-
8 

 Vocabulary and themes of NTP Units 5-8 

English 3 
Listening 

T&P All 
Units 

 Vocabulary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English 4 
Speaking 

NTP Units 5-
8 

A.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B. Group 
Discussion 

Textbook passages 
Vocabulary and themes of NTP Units 5-8 

★ Plus prior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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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科 
 
第四課至第六課 
 
數學科 
 
Ch.1 – 12 (中、英文卷) 
Ch.1 More about Factorization of Polynomials 續多項式的因式分解 
Ch.2 Linear Inequalities in One Unknown 一元一次不等式 
Ch.3 Percentages (II) 百分法(二) 
Ch.4 Quadrilaterals 四邊形 
Ch.5 Special Lines and Centres in a Triangle 三角形的一些特殊的線和中心 
Ch.6 More about 3-D Figures 續立體圖形 
Ch.7 Areas and Volume (III)  面積和體積（三） 
Ch.8 Coordinate Geometry of Straight Lines 直線的坐標幾何 
Ch.9 Trigonometric Relations 三角比的關係 
Ch.10 Applications of Trigonometry 三角的應用 
Ch.11 Measures of Central Tendency 集中趨勢的量度 
Ch 12 Introduction to Probability 概率簡介 
 
經濟科 
 
1． 微觀經濟單元一 經濟學基本概念 
2． 宏觀經濟單元一 國民收入 
3． 宏觀經濟單元二 勞動市場  
4． 探索生活與社會 單元 12 香港的公共財政（不包括 P21-28 及探究活動 5，6，及 8） 
 
題目形式： 
1． 選擇題 （30 分） 
2． 填充 （18 分） 
3． 填圖及填表題（20 分） 
4． 問答（3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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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科 
 
日期：14-6-2019 
範圍: 第二次世界大戰經過、冷戰與 1945 年後香港 
 
題型：選擇題、配對題、填充題、短問題及歷史資料題 
 
溫習重點： 
 一戰至冷戰基本時序 
 二戰經過 
 歐洲地圖 (1939)  
 冷戰基本資料、成因、特式、發展與影響 
 香港自 1945 年至 1997 年經濟、社會、普及文化與政治發展 
 
物理科 
 
筆記 p. 1 – 50 
 
綜合科技(設計與科技) 
 
(1) 人體工學 
(2) 設備及工具的使用和保養 
(3) 居住環境和室內設計 
(4) 徒手畫圖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