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教育發展協會、粵港澳大灣教育發展協會、領域國際集團與思沛國際聯合主辦 

2020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精英盃大賽(香港賽區) 
Mathematics Elite Cup Championship for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Hong Kong Division)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精英盃大賽於本年度舉行，非常難得，很榮幸獲得教育界學者、校長、老師和社會人士

的支持和認同，使比賽授學界高度評價，比賽旨在鼓勵同學在數學中有效運用解題運算的技巧，提升他們

數理能力的水平！ 

章 程 
[報名] 

1)   報名時須繳交填妥的報名表、報名費支票、回郵信封及郵費。(經由學校報名免交信封和郵費) 

2)   未能接受報名者，將郵寄退回支票及報名表。 

3)   賽會接受報名後會發出參賽證，參賽者應憑證參賽。經由學校報名的，「參賽證」會寄給

學校，由學校轉交參賽者；個別報名者，應在報名時附回郵信封(信封面清楚填寫收信地址

及貼上 2 元郵票)，賽會將會把「參賽證」直接郵寄給參賽者。 

4)   資料不全或錯誤者，恕不受理。 

5)   報名表一經遞交，資料不得更改。 

 6)   除大會取消比賽外，已繳費用，概不退還。 
 

[比賽規則] 

1) 參賽者必須按照就讀學校之年級參賽，違者將被取消資格。 
2) 比賽以筆試形式舉行，參賽者須於限時（小學組：60 分鐘、中學組：70 分鐘）內完成試卷。 

全卷共 20 道填充題，每道題只需填寫答案，不需填寫步驟。第 1 至 8 題每題 4 分， 
第 9 至 16 題每題 5 分，第 17 至 20 題每題 7 分，總分 100 分。 

3) 參賽者須自行帶備書寫工具（如黑色、藍色原子筆或鉛筆等），大會將不設借用有關工具。 

4) 於比賽期間，參賽者必須關掉所有通訊工具，並禁止使用任何輔助計算工具。 
5) 於比賽期間，參賽者只准使用本會提供之草稿紙。 
6) 參賽者需把答案填寫在本會提供之答題紙，否則將不予評分。 
7) 參賽者須獨自完成試題，期間禁止與其他參賽者交談。 

8) 如非特殊情況並事先取得本會許可，參賽者不能提早交卷或離場。 
9) 參賽者須帶備學生證 或 學生手冊 供監考人員於比賽期間核實身分。 
10) 本會對比賽中所有爭議有最終決定權。 

 

 [比賽獎項] 

獎項 計算方法 將獲頒發 

香港區冠軍獎 

(小一至中三共 9 級） 

計算香港區參賽者總分 

每級最高分的參賽者為冠軍獎得主 
冠軍獎盃、獎牌及獎狀 

金獎 
約佔該年級參賽人數之 10% 

且考獲分數高於銀獎之最高分數 
獎狀 及 獎牌 

銀獎 
約佔該年級參賽人數之 20% 

且考獲分數高於銅獎之最高分數 
獎狀 及 獎牌 

銅獎 
約佔該年級參賽人數之 30% 

且考獲分數達到指定分數 
獎狀 及 獎牌 



 

 

 

[比賽詳情] 

比賽日期：2020年 12 月 19 日 (星期六)  

比賽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5 時 

比賽地點：本會尖沙咀辦事處 

報  名  費：每人 300 元  

＊ 正接受「綜援計劃」家庭可獲半額資助 (申請資助的參賽者必須遞交證明副本) 
 

參賽資格：小一至小六學生 (小學)、中一至中三學生 (初中)  
 

[比賽顧問名單] 

張國鈞 太平紳士 香港行政會議成員 
  香港立法會議員 
洪錦鉉 議員 前觀塘區議會副主席 
  香港城市智庫召集人 
黃家偉 博士 香港大學助理教授 
  香港科普及創客教育推廣協會聯合創辦人 
王煒文 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講師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理事 

許國輝 博士 前香港教育大學講師 

  活知識立群社創會社長 

余綺華 會長 教育工作人員總工會會長 

  前教育局教師中心委員會副主席 

陳思敏 會長 粵港澳大灣區教育發展協會(香港)會長 

  香港教師專業發展協會會長 
 

報名方法：填妥報名表，連同支票(抬頭：香港教育發展協會有限公司)寄送香港灣仔港灣道18號 

        中環廣場32樓8室香港教育發展協會遞交。(請註明「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精英盃大賽」) 

      或存入本會的銀行戶口：香港滙豐銀行 HSBC 582-348843-838 

        HONG KONG EDUCATION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LTD 

       然後把銀行入數紙連同報名表一併呈交。 
 

截止日期：2020 年 11 月 23 日 
 

參  賽  證：報名獲接納後會發出參賽證，參賽者須憑證參賽，並依大會指定時間出席賽事 

   *經由學校報名：「參賽證」由學校轉交參賽者(可免交回郵信封及郵費) 

   *個別報名：報名時需附上回郵信封(信封面清楚填寫收信地址並貼上 2 元郵票)， 

     大會會將「參賽證」直接郵寄給參賽者 

如大會未能接受其報名，將會以郵寄退回支票及報名表。 
 

 如有查詢 ( 包括：比賽試題範例  )，請致電 29111298 或 WhatsApp 96112895 聯絡陳先生。 
 

 備註： 

1. 香港賽區每級冠軍將晉級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精英盃大賽總決賽 (澳門 ) 

2.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精英盃大賽總決賽 (澳門 )：冠軍$1000 亞軍$500 季軍$300 獎學金 

3.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精英盃大賽總決賽冠軍將獲資格參加全球華人數學精英盃大賽 ( 台灣 ) 
 



 

 

 

2020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精英盃大賽(香港賽區) 
Mathematics Elite Cup Championship for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Hong Kong Division) 

報名表格 
 

1. 參賽人姓名：(中文)  ( 英文)    

2. 就讀年級：   

3. 參賽組別擬參加組別（請以✓表示） 
 

小學組別（請以✓表示） 中學組別（請以✓表示） 

□ 小一  (P1) □ 中一  (S1) 

□ 小二  (P2) □ 中二  (S2) 

□ 小三  (P3) □ 中三  (S3) 

□ 小四  (P4) 

□ 中文版試卷  /  □ 英文版試卷 □ 小五  (P5) 

□ 小六  (P6) 
 
 

請注意：(1) 每位參賽者獨立填寫一份表格； 

(2) 報名表連同支票一併繳交； 

(3) 個人報名者，須另交貼足郵資的回郵信封； 
 

12 月 2 日尚未接獲參賽證或退款支票者，請致電 29111298 (陳先生) 

校 印 

 

 

證明上述參賽人為本校學生 

經由學校報名請填本部分 

4. 就讀學校名稱：   

5. 學校電話號碼：  6. 傳真號碼：   

7.指導老師姓名：   

8.聯絡人：   

9.聯絡電話：   

個人報名請填本部分(請附參賽者就讀證明或學生手冊影印本) 

4. 通訊地址：   

5. 家長姓名：   6.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指導老師姓名(若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