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22 年度 大考 評估範圍(23/06/2022 更新)
級別
S3

科目
中文

評估範圍/內容
卷一
一、工作紙 ----單元三、單元八、單元九
《重返灣仔》、《讀孟嘗君傳》、 《論四端》、《水調歌頭》、《虞美人》
二、《文言文步步升》︰《 銅乳之臭 》、《匠石運斤》、《老馬識途》
詞解、語譯、內容理解
三、成語：單元三、單元八、單元九
暴殄天物、學步邯鄲、優柔寡斷、顛沛流離、耀武揚威、爐火純青、
適得其反、竊竊私語、躊躇滿志、聞過則喜
四、文言知識
五、語文常識
六、自主學習︰電子書閱讀
《文學大師的 25 堂寫作課》︰胡適《我的母親》節錄(P.148)及魯彥
《父親的玳瑁》(P.185)
卷二
命題作文︰記敍抒情文、描寫抒情文、議論文(長文三選一)
實用文
︰啟事、通告、報告、邀請信
卷三

S3

English

聆聽 請帶備鉛筆及膠擦，留意考試地點

Paper 1 Reading & General English
Part 1 Reading Comprehension (novel extract/poem/ article/debate
speech)
Part 2 Vocabulary
Vocabulary from Units 6 and 8
Part 3 Grammar
● Simpl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resent & past perfect
● If-conditionals (Type 3)
● Passive Voice
● Reported speech (sentences and orders)
● Relative pronouns
● Using although/though and despite/in spite of
● Part of speech
● Verb table
●
●

Proofreading
Grammar items that you have learned in Term 1 & Term 2

Paper 2 Writing
Text Types:
complaint letter, debate speech
Paper 3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with self-directed learning component
Part A (4-5 tasks)
Part B (2 tasks)

Paper 4 Speaking
Group discussion
S3

數學

【課本】第 1-11 章 及
代數展開及化簡、
因式分解。
自主學習： 由兩邊及夾角求三角形面積

S3

生社

I 教科書：(1) 課題 3_國際間相互依存 (P.27-36)
(2) 課題 4_世界貿易
(P.37-48)
(3) 課題 5_國際金融中心
(P.49-84)
(4) 課題 6_全球城市
(P.85-98)
(5) 課題 7_寰宇一家
(P.99-110)
II 習作：習作(國際間相互依存、世界貿易、國際金融中心、
全球城市、寰宇一家)
自習(4、5)
III 自主學習：器官捐贈
IV 英文題：keynotes

S3

中史

教科書
1. 抗日戰爭：頁 185-193
2. 戰後國共關係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頁 200-210
3.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與外交：頁 218-254*
4. 筆記(改革開放)*
*重點課題
作業
第二冊及第三冊

S3

歷史

項目：一般考試常見的技能考核(如：選擇題、是非題、填充題、資料
題、問答題等。)
範圍：
1. 20 世紀的國際紛爭及危機
- 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 52 至 84 頁)
- 冷戰 (第 95 至 128 頁)
2. 20 世紀香港的成長與發展
- 日治時期：筆記 (第 1 至 8 頁)
- 戰後香港的發展：筆記 (第 1 至 14 頁) (經濟發展--自主學習部分)
準備：課本、導入課工作紙、工作紙練習及英語部份。

S3

地理

C5 製造業的全球𨍭移: P.6-7, 30-63 及相關英語
地圖閱讀工作紙(格網方格、慣用符號、象限角、坡度、
比例尺、量度距離)
自主學習題 C5 課本 p.52-53
*帶量角器、HB 鉛筆及擦膠

S3

科學

生物部份：3A 單元 12.3-12.6
化學部份：3B 單元 13.4 -13.5
物理部分：3C 單元 14.3-14.7
及
自主學習題

S3

普腦

資訊處理概念
第 1 課 資訊處理簡介 (1.1、1.2 及 1.4)
第 4 課 數據處理方法 (4.1 及 4.2)
第 5 課 資訊演示方式 (5.1、5.2、5.4 及 5.5)
電腦網絡
第 1 課 電腦網絡 (1.1、1.2 及 1.3)
第 2 課 電腦網絡上的數據傳輸 (2.1、2.3 及 2.4)
人工智能與 Python: Google AIY Kit
1.4
2.2
2.3
2.4
2.5

開始編程
變量
輸入
運算符
數據類型

自主學習題：有線網絡傳輸用網絡電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