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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見附件一 

英文 見附件二 

數學 

第 1-11 課 

中一、二課題：整數指數律、主項變換、百分法、因式分解、聯立方程 

Chapters 1-11 

F1 and F2 topics: Index laws, change of subject, percentage, factorization, simultaneous linear 

equations 

生活與社會 見附件三 

地理 

 與自然災害共處  5.1-5.3
 與自然災害共處  5.5-5.6
 地圖閱讀

歷史 

a. 第一次世界大戰

b. 第二次世界大戰

c. 冷戰

中史 維新運動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Phy 

1. 課本第三冊上

 第一課 光的反射

 第二課 光的折射

 第三課 透鏡

2. 工作紙

 第十一課 力與運動

1. Book 3A

 Chapter 1 Reflection of light

 Chapter 2 Refraction of light

 Chapter 3 Lens

2. Worksheet

 Chapter 11 Force and motion

Chem 

- 3B 書 (單元 13) Book 3B (Unit13)

- 首二十種元素名稱、符號、電子圖、電子排佈

Name, symbol, electron diagram, and electronic arrangement of the first 20 elements

- 同位素及計算相對原子質量

Isotope and calculation of relative atomic mass

- 首二十元素生成的離子、離子化學式及簡易化學式

Ions, chemical formula of ions and simple chemical formula formed from the first 20 elements.

- 第 2 節 大氣 Unit 2 Atmosphere

- 第 3 節 海洋 Unit 3 Ocean

Bio 見附件四



2020-2021中三級 期終試 中國語文科  

期終試範圍及溫習重點 

日期：8/6/2021（卷一 8:30 - 10:00/卷二 11:00-12:30） 

卷一：閱讀理解、讀本問題及語文知識  100分 溫習範圍：單元八「文言鞏固 — 真理在言中」、 

《文言小冊子》、《5**妙用成語警句》 

卷一範圍（滿分：100分） 

 聆聽部分：運用所學聆聽技巧

 閱讀理解部分：白話文及文言文各一篇

 語文運用部分：所有已學的修辭技巧、諺語、文言文省略句

 成語部分：選自《校本教材成語及名言警句》單元三《心繫家國》、單元四《守信重義》、

單元五《勤學自勉》、 單元六《修業育人》 

*詳見下表(P.180-227)

捨生取義 唇亡齒寒 悲天憫人   中流砥柱   鞠躬盡瘁  迎刃而解   

全軍覆沒  紙上談兵 出爾反爾   口蜜腹劍   見義勇為   朝三暮四 

千里鵝毛  倒屣相迎   一丘之貉   聞雞起舞   鍥而不捨  一知半解 

走馬看花  專心致志   交淺言深   囫圇吞棗   頑石點頭  循循善誘   

拔苗助長  三遷教子  上行下效   拋磚引玉   潛移默化   因勢利導

 讀本部分：

課文默寫：《師說》、《勸學》、《寡人之於國也章》第 6-7段、《岳陽樓記》 

課文問答題：《最苦與最樂》、《孔明借箭》、《爸爸的花兒落了》 

卷二範圍 

 甲部命題寫作(70%)︰議論文、記敘文和開放題（須用曾學過的寫作手法及修辭）

 乙部實用文(30%)︰書信、通告

附件一: 



 

閱讀理解文章溫習範圍 

 

《說苑•建本》節錄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

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交，則失

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

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為

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說苑•政理》節錄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

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為以公名？」對

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

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為而與之？」桓公遂歸。明

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

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 

 

 

 

 《說苑•君道》節錄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為其不博

也？」孔子對曰：「為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也？」孔子對曰：「為行惡道也。」

哀公懼焉。有間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

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

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

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https://ctext.org/book-of-poetry/zh
https://ctext.org/book-of-poetry/cao-chong/zh?searchu=%E6%9C%AA%E8%A6%8B%E5%90%9B%E5%AD%90%EF%BC%8C%E6%86%82%E5%BF%83%E6%83%99%E6%83%99%EF%BC%8C%E4%BA%A6%E6%97%A2%E8%A6%8B%E6%AD%A2%EF%BC%8C%E4%BA%A6%E6%97%A2%E8%A6%AF%E6%AD%A2%EF%BC%8C%E6%88%91%E5%BF%83%E5%89%87%E8%AA%AA%E3%80%82&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s://ctext.org/book-of-poetry/cao-chong/zh?searchu=%E6%9C%AA%E8%A6%8B%E5%90%9B%E5%AD%90%EF%BC%8C%E6%86%82%E5%BF%83%E6%83%99%E6%83%99%EF%BC%8C%E4%BA%A6%E6%97%A2%E8%A6%8B%E6%AD%A2%EF%BC%8C%E4%BA%A6%E6%97%A2%E8%A6%AF%E6%AD%A2%EF%BC%8C%E6%88%91%E5%BF%83%E5%89%87%E8%AA%AA%E3%80%82&searchmode=showall#result


附件二: 

 

Areas to be tested in the Final Exam 20-21 
F. 3 
Paper 1  G.E. (1.5 hours)   7/6/2021 

A. Grammar (50%):  

 Vocabulary – NTP(3B) Units 6 & 8 (P. 42-43, 106-108)  *Spelling is required 

 Tenses (All tenses learnt) 

 Participle Phrases 

 To–infinitives & Gerunds 

 Bare Infinitives 

 Conditional sentences Types 0-3 

 

B. Reading Comprehension (50%): 

 3 Reading texts including 1 poem 

 

 

Paper 2  Writing (1 hour)  7/6/2021 

 Writings 11-14 

 

 

Paper 3  Listening (1 hour)  15/6/2021 

 Listening part 

 Integrated Tasks using Data File 
  



附件三: 

生活與社會科

期終試 (2020-21) 範圍 

中三

公共衛生

1. 理解公共衛生

一、 認識公共衛生

二、 傳染病對公共衛生發展的影響

2. 健康與疾病

一、對健康的理解

二、認識疾病

3. 科學、科技與公共衛生

一、醫療科技對公共衛生的正面影響

二、醫學科技發展引發的公共衛生議題

4. 推動香港、地區及國際公共衛生的合作

三、香港與內地公共衛生的合作

現代中國

1. 改革開放的重點與成果

一、改革開放的背景

二、改革開放的重點

三、改革開放的成果

1. 改革開放下的社會問題與政府回應

一、貧富差距

二、三農問題

三、貪腐問題與社會風氣敗壞

四、環境問題

五、文物保育問題



F3 BIOLOGY 

Final examination syllabus (2020-2021) 

Textbook Unit 12 (Oxford, Book 3A) 

Unit 10 (Aristo, Book 2B) 

Workbook Unit 12 (Oxford, Book 3A) 

Unit 10 (Aristo, Book 2B) 

Worksheet 12.1, 12.2FG, 12.3AB, 12.3C 

Notebook All content 

  中三級 生物科 

期終試考試範圍 (2020-2021) 

課本 單元 12 (牛津，3A冊) 

單元 10 (雅集，2B冊) 

作業 單元 12 (牛津，3A冊) 

單元 10 (雅集，2B冊) 

工作紙 12.1, 12.2FG, 12.3AB, 12.3C 

筆記 所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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