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優數盃』國際數學大賽 （選拔賽）

「優數盃」數學大賽過去多年來每年均在港舉辦數學競賽，多年來深受各家長及學校支持，
「優
數盃」數學大賽更聯同中國各省市、台灣等地聯合舉辦數學比賽，希望透過是次活動促進兩岸三
地共同交流及推動教育文化發展，提升學生數學水平，發掘數學精英。選拔賽得獎學生皆獲資格
參加 2018 年 7 月 15 日(星期日)決賽，屆時與中國大陸、台灣、英國、馬來西亞等地區的數學精
英同場作賽。其次本會並於選拔賽中挑選精英代表香港參加（北京）舉辦的數學競賽，如被挑選
的學生將會個別通知。
主辦單位:
啟幼教育研習社
啟幼國際數學學會

聯合參加支持單位﹕
台灣 啟幼出版社
上海市昂立教育集團

深圳小太陽教育機構

蘇州優貝國際教育機構
廣州小精靈閃電算
山東省煙臺市珠心算學會
煙臺市金子塔學校
馬來西亞小牛頓珠心算學院
台灣中華國際數學交流協會
(英國)Brain Up Abacus Mental Maths Academy

臺北市珠算心算學會
昂立教育集團北京分校

比賽地點: A.考場 -- 九龍區 ：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6 樓 632 室）
地 址：香港九龍灣展貿徑一號
B.考場 -- 新界區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禮堂
地 址：香港新界天水圍天恆村
比賽日期:

2018 年 5 月 1 日（星期二）公眾假期
數學組: 下午 3:00 ~下午 6:00（按不同年級分比賽時段，以准考證為準）
心算組: 下午 2:00 ~下午 3:00

參賽資格﹕ (心算組) 全港幼稚園及小學各年級均可報名參加。
(數學組) 幼稚園、小學各年級、中學一至二年級均可報名參加。

比賽組別:
1.
2.
3.
4.
5.

A. 心算組

幼稚園低年級組 (幼稚園 K2 學生 )
幼稚園高年級組 (幼稚園 K3 學生 )
小學一年級組 學生
小學二年級組 學生
高年級組 (小學三年級至小學六年級)

比賽費用﹕

B. 數學組
1. 幼稚園組別（現就讀幼稚園的學生）
2. 小學一年級至小學六年級
（每年級一個組別）
3. 中學一年級組別
4. 中學二年級組別

A. 心算報名比賽 : 港幣 150 元
B. 數學報名比賽 : 港幣 150 元
【卓越學校表現大獎】10 人或以上，由學校老師負責跟進。

付款方法﹕

支票﹕劃線支票抬頭 「啟幼教育研習社」
現金﹕存入恆生銀行戶口 227 - 487543 - 001(必須保留銀行入數紙否則報名無效)

報名方法:

1. 郵寄報名（切勿郵寄現金）信封面請註明：「優數盃」2018 選拔賽
截止日期前將報名表格及支票或銀行入數紙副本一并郵寄至荃灣南豐中心 1122 室
(必須保留銀行入數紙否則報名無效)

2. 親身報名
在截止報名日期前，前往荃灣南豐中心 1122 室，遞交報名表格及費用。
3. 現金報名
在截止報名日期前將報名表格及現金交本會導師並取回收據。
比賽獎項:

A. 心算組
各組別均設有一、二、三等獎 頒發 獎狀乙張。
（1）限時 3 分鐘全卷總分 600 分，加時賽 1 分鐘全卷總分 300 分。
（2）心算各組依得分高低評定名次，成績相同時以同分加賽分數決定名次再相同者
以出生日期晚者優先。
B. 數學組 各組別均設有一、二、三等獎 頒發 獎狀乙張。
（1）試卷以筆答形式進行。
（2）全卷總分 400 分，以總分排個人成績，成績相同時以出生日期晚者優先。
C. 卓越學校表現大獎
以每間學校的學生得獎分數評定，一等獎得 5 分，二等獎 3 分，三等獎 1 分，
最高分之學校頒發卓越學校表現大獎 獎座乙座。

附 注:
1)
2)
3)
4)
5)

獎項、獎狀之頒發詳情將在 kidnet-education.com 通知，大會擁有最終決定權，不得異議。
參賽者必須得到家長 / 監護人同意，才可報名。
參賽者經報名後之組別不可更改/所報名之費用不可退回。
2018 年 4 月 25 日前仍未收到准考證，請即致電本中心查詢。
參賽學生可越級挑戰高一個級別的比賽組別，但不能同時報 2 個級別，請註明：越級挑戰。
查詢電話: 2499-1826 / 5199-3689

傳真號碼：2499-1817

重 要 提 示
1：參加卓越學校表現大獎的學校可由學校老師統一交表或學生自行交表。准考証及獎狀統一寄
學校由學校老師負責派發。
2：參賽者有責任確保填寫資料屬實，如有虛報或漏填，本會無需通知參賽者下取消參賽資格。
3：遵從「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參賽者填寫以下資料謹用作發出參賽確認、決賽通知。
4：登入 http://kidnet-education.com 可下載此「報名表」並自行列印填寫。
5: 凡於選拔賽中獲獎學生方可進入決賽，決賽將於 2018 年 7 月 15 日舉行。
6: 以銀行入數報名參賽必須提供銀行入數紙副本否則不接受報名。
7: 比賽成績將於 2018 年 5 月 15 日由網上公佈 http:kidnet-education.com。

8: 截止報名日期﹕2018 年 3 月 17 日。

2018『優數盃』國際數學大賽 （選拔賽 報名表）

參賽學生資料

姓名(中文):

出生日期:

聯絡電話(1)

聯絡電話(2)

年

月

日

就讀學校﹕
參賽年級:

電子郵箱（E-mail）
准考證以電子郵箱寄出

通訊地址﹕（請以正楷填寫詳細地址）

選擇考場： □ 九龍 □ 新界

參加項目
心算組﹕

□幼稚園（低年級組） □幼稚園（高年級組） □小一組
□高年級組（小學三年級至小學六年級）

數學組﹕

□ 幼稚園組
小學組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中學組 □中一 □中二

□小二組

□ 心算一科 $150
□ 數學一科 $150
□ 心算及數學兩科$300
□ 現金
□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 「啟幼教育研習社」銀行﹕______ 支票號碼﹕________
□ 銀行入數恆生銀行戶口號碼﹕227 - 487543 - 001 (必須保留銀行入數紙否則報名無效)
*所有資料必須以正楷中文填寫，資料只作比賽用途作為日後制作証書之用。

收 據 （由本會負責填寫）
茲收到貴 子弟參加2018年『優數盃』選拔賽 報名表。

參加項目
心算組﹕

學生姓名﹕

選擇考場： □ 九龍 □ 新界
□幼稚園（低年級組） □幼稚園（高年級組） □小一組
□高年級組（小學三年級至小學六年級）

□小二組

數學組﹕

□ 幼稚園組
小學組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中學組 □中一 □中二
□ 心算一科 $150
□ 數學一科 $150
□ 心算及數學兩科$300

□ 現金

導師簽收﹕

□ 支票

□ 銀行入數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