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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 

1. 救救雨林 

1.1 至 3.5 章 

 

中國歷史科 

1. 國共內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課本 P.8.3 – 8.14) 

2.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 (課本 P.9.6 – 9.13) 

 

數學科 

1. Ch. 6 More about 3-D Figures 續立體圖形 

2. Ch. 7 Areas and Volumes (III) 面積和體積(三) 

3. Ch. 8 Coordinate Geometry of Straight Lines 直線的坐標幾何 

4. Ch. 9 Trigonometry Relations 三角比的關係 

5. Ch. 11 Measures of Central Tendency 集中趨勢的量度 

 

基礎商業科 

甲部課程: 

香港的公共財政(課本)  單元 1 政府的收入與開支  P3‐5，P7‐10 

單元 2  政府財政預算        P12‐13，P15‐18 

香港的公共財政(工作紙)  單元 1 政府的收入與開支 P1-4 
單元 2 政府財政預算 P5-6（填充題+配對題）

及 P7 #2(a), (b) (c) 
香港的勞動市場  筆記及工作紙 

 

乙部課程: 

第 3 章 理財之道(課本) 單元 2 理財智商(一): 消費與捐獻 ;  

         單元 3 理財智商(二): 借貸與儲蓄 

第 4 章 複式記帳法 

第 5 章 市場營銷策略 

 

歷史科 

範圍：第二次世界大戰(成因、經過及影響)、冷戰(成因、經過及影響)及 1945-2000 年間香港的發展

(經濟、社會文化及政治發展)  

教科書、校本筆記、Google 表單 2,4,5,7,9 及挑戰題(MC 部分) 

 

題型：選擇題、配對題、短問題(填充)、資料題 

 

化學科 

1. 第四課 至 第六課 From Chapter 4 – Chapt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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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科 

1. 筆記 p.15 – 49 (折射、全內反射、透鏡) 

 

中文科 

試卷一 閱讀能力 (100 分) 

考試時間：1 小時 

1. 閱讀理解：白話文一篇 (40 分) 

2. 課文：《論語八則》、《論四端》(30 分) 

3. 語文知識：成語 81-100、條件複句、選擇複句、對比、映襯及其他已有知識(30 分) 

 

試卷二 寫作能力 (100 分) 

考試時間：1 小時 30 分鐘 

1. 命題作文：三題選作一題 (70 分) 

2. 實用文：通告 (30 分) 

 

English Language 

Textbooks in use: 

 New Treasure Plus 3B (NTP) 

 Vocabulary and Writing Book 3B (VW) 
Paper Unit Part Details / Remarks 
English 1  
General 
English 

Vocabulary: 
NTP Units 5-6 
 
Grammar: 
NTP Units 5-8 

A. Comprehension 
B. Vocabulary 
C. Grammar 

Usage 

Vocabulary 
affirmative argument audience  
ballet beauty breakdancing 
circus comedy complexion 
costumes curtains example 
harmonica joy motion 
musical paparazzi  peace 
performances rehearsal   scenery 
stage fright  stagehands sympathetic 
tanned   

 
Grammar Usage 
 Present and past participles as ad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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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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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2  
Writing 

NTP Units 5-6  Vocabulary and themes of NTP Units 5-6 

★ Plus prior knowled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