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 

2020-2021年香港珠心算暨數學精英盃邀請賽 
(一) 日 期：稍後公佈               頒獎時間：2-5pm 

(二) 時 間：9am-1pm 按參賽證安排 ； 珠心算組 9 分鐘， 數學組 30 分鐘     (以現場為準) 

(三) 比賽地點：九龍灣展貿徑 1號國際展貿中心 - 六樓展貿廳 3 
(四) 比賽組別：(以參賽證時間安排) 

        1.  珠心算比賽:幼稚園組；小學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公開組；選手組  

        2.  數學比賽:幼稚園組;小學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五年級；六年級  

(五) 報名費用：  單年度  珠心算組(共兩卷) HK$410    數學組 HK$400 ； 同時報考兩組 (共三卷) HK$780 

                              同時參加 20 及 21 年度  珠心算組 HK$810 ； 數學組 HK$790   同時報考兩組  HK$1500 

(六) 繳費方式  ﹕轉數快、轉帳、支票                 公 司：Creative Abacus (HK) Ltd. 

          匯豐帳戶：004-534-609508-001    中銀帳戶：012-676-1-000652-1     轉數快 ID：9007584 

                   請於繳費後拍下入數紙傳至 Whatsapp：2155 9006 

 (七) 報名方法   ﹕ ①   WhatsApp 入數紙及報名表； 

                                ②   郵寄支票及報名表(切勿郵寄現金，以郵政局郵印日期為準，逾期不接受) 

(八) 截止報名日期 ﹕2020 年 11 月 27 日(只接受郵寄或 Whatsapp 報名)。 

(九) 如疫情持續影響比賽須再度延期，本會將以本報名表的參賽級別為準，不能再次更改級別，
能增加參賽項目。 

(十) 查詢電話 / WhatsApp：2155-9006                   
                                                                                                                                                                                                                                                                                               

< 2020-2021年香港珠心算暨數學精英盃邀請賽 >  非本會學員報名表 

請以正楷書寫 
授課中心名稱  

授課導師姓名  

※ 以上資料作為製作獎狀之用，必須清楚填寫並正確無誤。    

本人同意學生參與比賽並明白活動上拍攝的照片及影片可作為主辦機構日後推廣宣傳之用。 

 
家長姓名                         簽署        
 
 
聯絡電話        日期         

學生姓名： (中文)   （英文） 

出生日期：        日        月            年 性別：男  女 
身份証號碼： 
必須填寫作查閱成績之用 

郵寄地址： 
 

聯絡電話： 

必須填寫作 WhatsApp 通知之用 

 電郵地址： 

(幼稚園或小學) 

就讀學校： 
19-20 年度：            年級 
20-21 年度：            年級   越級挑戰：  珠心算組   數學組 

參加            2020年度 2021年度    (雙年度請複選) 
參加 珠心算比賽 HK$410   HK$810【幼稚園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公開組選手組】 
參加 數學比賽  HK$400  HK$790【幼稚園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五年級六年級】 
參加 珠心算及數學比賽HK$780 HK$1500【請於上列表示參賽級別】  
如需訂購模擬試題(只可依據參賽級別訂購)，請填寫以下資料(如適用)：                                          
領取方式 : ※疫情期間暫不接受自取 順豐到付  (WhatsApp 通知及確認收件地址) 

訂購     珠心算比賽                組 模擬試題 每本 HK$85 
訂購     數學  比賽                組 模擬試題 每本 HK$85 (不設幼稚園組，請查閲網上模擬試題) 

注意事項： 

1. 所有參賽選手必須出席同日下午的頒獎禮，所有獎盃、獎牌及獎狀只會在頒獎禮頒發，若因要事不能出席頒獎禮， 

可以填寫 ＜代領獎通知＞ 委託親人或朋友於頒獎禮代領。 

＜代領獎通知＞ 會隨 ＜比賽須知＞ 統一於寄出時以 WS 通知，如需本會代領獎項，須支付行政費每項收費 HK$50. 

2. 曾參與本會珠心算比賽並獲總冠軍的選手，不得重複參與同一組別。 



比賽宗旨 

1.公開選拔選手參加國際性珠心算及數學比賽。 

2.推廣普及珠心算，提升學生數學水平，建立世界相同地位的比賽標準。 

3.使學童清晰了解本身程度，以頒獎之方式鼓勵學童之學習動力。 
 

主辦機構 : 

 
  

支持機構：  

世界珠算心算聯合會 

中國學前教育研究中心 

國際珠心算優才館 

啟迪音樂舞蹈藝術中心 

左右腦力數學中心 

浩瀚互動教育中心 

 

現代小學士教室 

盈思幼稚園 

七彩嘟嘟珠心算 

梁美娟教室 

嘉聲琴行 

天鳥音樂王國 

 

Auxano House 

欣悅彩虹教室 

肥皂泡教室 

 

各組比賽基本須知： 
(一) 《比 賽 時 間》 ： 

 珠心算組(兩卷) : 所有組別珠算卷限時 7 分鐘，心算卷限時 2分鐘 

 數學組（一卷） : 所有組別:限時 30 分鐘 
 

(二) 《 獎 項 》: 

珠心算組 : 每組每級均設總冠軍一名，一等獎 10%，二等獎 15%，三等獎 25%及四等獎 50% 

       三等獎或以上可獲獎杯一座，四等獎可獲獎牌一個，所有出席參賽者可獲獎狀一張。 
 

數 學 組 : 每組每級均設總冠軍一名，一等獎 10%，二等獎 15%，三等獎 25%及四等獎 50% 

       三等獎或以上可獲獎杯一座，四等獎可獲獎牌一個，所有出席參賽者可獲獎狀一張。 
 
(三) 《 評 分 》： 

珠心算組 ：以參賽者答對之心算及珠算題數作評審準則，可以跳題作答。 

           每級最高分者為該級總冠軍，若有相同分數者，則比較心算答對題數， 

           仍有同分者則作同名次論。 
 
數 學 組 ： 以參賽者答對之數學題數作評審準則，可以跳題作答。 

           每級最高分者為該級總冠軍，若有相同分數者，則比較計算思考題答對題數， 

           仍有同分者,則作同名次論。 
 

*比賽模擬試題，請登入此網站：www.creativeabacus.com.hk  
註： 

(一) 所有郵寄報名本會會於收到報名表後 7天內以 whatsApp通知。 

(二) 各參賽者可以越級參賽，每名參賽者每組只可報一個級別。 

(三) 截止報名日期後所收的報名表一概不獲處理。若獲本會特別處理之逾期報名須繳交每份額         

外 HK$50行政費。 

(四) 珠心算組分兩卷:珠算卷可以使用算盤或不用算盤作答，心算卷則不可以用任何工具。 

(五) 參賽者必須得到家長同意，並於家長欄簽署作實；如有虛報出生日期及年級，經大會查明屬實，將

會被取消參賽資格或取消所得獎項。 

(六) 如於比賽前一個月仍未收到參賽証及參賽者須知，請即致電 2155-9006查詢。 

(七) 比賽不設補賽，凡缺席或遲到者，當自動棄權論，所繳費用一概不予發還。 

(八) 報名費已包括所有行政費(試卷、判卷、監考及獎盃、獎牌、獎狀)。 

(九) 獎狀之中、英文姓名及網上查閱成績所用之身份証號碼均以報名表填報為準，若要求修改非報名表

提供之資料，則需繳交行政費每項港幣 50元。 

(十) 所有名次由大會最終決定，不得異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