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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機構：主辦機構：

數學至專  博學之選



Ａ.比賽宗旨

全港學界(小學組)解難大比拼由數博研習中心主辦，是一個為香港學生而設的數學競賽

平台，其宗旨是鍛煉小朋友成為未來的數學「專家」。從小養成運用左右腦的良好習慣，

從而幫助小朋友建立專注、自信心、能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比賽能培養克服困難的意

志力，充實學前知識，為順利升讀心儀中學的打好紮實的基礎。

全港學界(小學組)解難大比拼首次舉行，讓來自全港的學生，按學校級別作公開比試。

我們期盼學生能發掘自己在數學方面的天份及潛能，鼓勵他們往數學的殿堂邁進，爭奪

數學「專家殊榮」！

B.比賽對象

歡迎所有小一至小六學生參加。主辦機構將根據參賽者於 2018/19 學年所就讀的學校年

級，分成六個級別，比賽參加者需由家長或監護人推薦學生參賽。

C.比賽形式

比賽以筆試形式進行，參賽者須作答所有試題。問題難易參半，較前面的問題較簡單，

隨後其難度逐漸提高，適合天資較高的學生挑戰。不同程度的學生將在循序漸進時發現

不同的挑戰點。官方網站設有模擬試題可供參考。

P1 – P6 級別

‧ 限時 45 分鐘完成。

‧ 試題內容包含基礎數學、進階數學及高階思維數學，合共 40 題速算題及短答題，

   每題所佔分數不同。

就讀年級

小一 / Grade 1

小二 / Grade 2

小三 / Grade 3

小四 / Grade 4

小五 / Grade 5

小六 / Grade 6

比賽級別

P1

P2

P3

P4

P5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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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比賽賽卷

E.比賽獎項

首10題是速算題，其後的25題是校內課堂上常見的題目。這些題目是由來自香港各經驗

豐富的數學老師謹慎審核，以確保它們適合於有關的年級和程度學生作答。 最後的5

題較為困難，終極挑戰難度頂峰。該組題目是經過分級，以確保所需的技能與相關年

級所教授的內容相符。經過數博老師謹慎審核後，最後由經驗豐富的學者作最後審核。

F.比賽日期

2019 年 8 月 10 日（星期六）10:30 am – 5:30 pm 期間分組進行。

參加比賽的學生中 將按以下成績，獲得獎項。

所有完成比賽的參加者可獲完賽獎牌一個，以示鼓勵。

若參賽者的分數相同則按下列項目決定名次順序：

(i) 得分分佈較佳者 – 若兩名或以上參賽者的分數相同，則按各人在佔分較高

的部份答對題數較多者為「得分分佈」較佳。約佔分相同，則考慮佔分第二高

的部份，如此類推。

(ii) 出生日期較遲者

‧ 參賽者須把答案填在答題紙上，注意不需呈交任何證明或計算步驟。

參賽獎項

金帽子

銀帽子

銅帽子

一等獎

二等獎

三等獎

名額

各級別首名最高成績的參賽者

各級別第二名最高成績的參賽者

各級別第三名最高成績的參賽者

約佔級別參賽人數的10%

約佔級別參賽人數的20%

約佔級別參賽人數的40%

將獲頒發

1000元現金禮劵、獎盃及獎狀

500元現金禮劵、獎盃及獎狀

300元現金禮劵、獎盃及獎狀

獎盃及獎狀

獎盃及獎狀

獎盃及獎狀

G.比賽地點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 天水圍天盛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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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參賽費用

每名參賽者 $220

報名費用將用作支付：印刷品、宣傳、命題、考場、監考、評卷、獎盃、獎牌、

證書等費用。

I.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 2019 年 7 月 20 日截止。

J.報名辦法

立即經以下4種途徑報名，確保預留位置：

1. 到 www.mathblocks.edu.hk下載，填妥表格後，於報名截止日期或以前（以郵

   戳日期為準）連同參賽表格、參賽費用(支票或銀行入數紙)一併寄回本會或可

   於以下地點遞交 :

   數博研習中心(天盛教學中心)

   郵寄地址: 天水圍天盛商埸1樓124L鋪，信封面註明「數博盃解難大比拼」

   連同表格及付款收據電郵至MathBlocksCup@mathblocks.edu.hk 或 Whatsapp: 67041813

2. 親臨以下中心報名

   可於各中心報名時間親臨填妥參賽表格及遞交參賽費用。

   數博研習中心報名時間: 逢星期一至六，下午12時正至7時正(公眾假期休息)　

   以個別教學中心開放時間為準。親臨前，敬請查詢該天實際開放時間。

   中心地址:

鳳琴教學中心 – 元朗鳳琴街18號玉龍樓地下9號鋪

元朗大廈教學中心 – 元朗大馬路196-202號元朗大廈2樓6室

天盛教學中心 – 天水圍天盛苑天盛商場1樓124L

栢麗教學中心 – 屯門栢麗廣場1樓130-131

大埔教學中心 –大埔廣場2樓聚龍閣A3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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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發放比賽通知書（准考證）

參賽者將於2019年8月1日或之前經電子方式(Whatsapp/email)獲取比賽通知書。

若8月5日或之後仍未收到通知，敬請儘快聯絡數博(天盛教學中心 – 3158 0824陳先生

或香小姐)。

凡於比賽日期後才提出未收到通知，恕本校不能受理。

L.成績公佈及領獎

M.比賽規則

得獎名單將9月中旬透過數博官方網站公佈。

官方網站公佈成績後，到數博(天盛教學中心)領取；領取前，請先致電3158 0824預約

時間領取。(不設任何郵寄)

繳費方法：

1. 支票抬頭:【Mathod (Man Wai) Academy Ltd】 (支票背面請寫明

   參賽學生姓名及參賽組別)

2. 直接存入銀行賬戶: 您可透過銀行櫃位/自動櫃員機/網上理財轉賬直接存入

   以下銀行戶口:

   大新銀行戶口號碼: 040-748-15803564

   戶口名稱: Mathod (Man Wai) Academy Ltd

3. 親臨數博研習中心: 比賽費用可以現金 / 支票 / EPS 繳付。(須視乎中心是否提供)

4. 網上付款： 支付寶(HK)           / 微信 

參賽者必須遵守以下規則，違者將被取消資格，所得成績亦告作廢，所繳報名費用將

不獲退還：

1. 申請人須按參賽者於 2018/19 學年所就讀的學校年級填報參賽級別，

   不可越級作賽。

參賽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報名一經接納，參賽費用恕不退還。若資料有任何錯誤，

請在報名截止前聯絡主辦機構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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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名參賽者只可遞交一次報名表格，如被發現重複投遞，其所有報名表格將不獲

   受理。

3. 主辦單位在截止報名後會通知申請人核實參賽者個人資料。申請人有責任確保遞

   交的資料準確無誤。

4. 參賽者須於比賽當日，於大會指定的時間提前20分鐘到場，並必須攜同附相片的

   就讀證明（如有效的學生手冊或學生證）。

5. 開始比賽後5分鐘，遲到之參賽者一律不予進場，以免騷擾其他參賽者。

6. 參賽者不得於比賽期間騷擾其他參賽者或提早交卷離場。

7. 主辦單位不會提任何供書寫文具，學生須自行攜帶；學生不得帶計算器、書籍、

   口訣表等輔助計算工具進場參賽。（大會供應之用具除外）

8. 如有作弊，監賽員會記錄，並且在成績上扣減5分。如有再犯，則取消所有分數，

   並且大會可以要求該名學生離開。例如在監賽員指示下不停筆或在未有同意下看

   試題等情況，均屬作弊。

9. 所有通訊工具必須於比賽期間關掉。

10.賽事其間的宣佈以廣東話進行。

11.參賽者於比賽時只准使用本會提供之草稿紙。比賽完成後，參賽者不得帶走任何

   試卷或算草紙。

12.賽例如有修改，以比賽當日宣佈為準。

13.如對比賽過程或試題內容有任何疑問或爭議，參賽者須於完卷後15分鐘內向監考

   員提出，否則主辦單位有權不予受理。

14.主辦單位對比賽中所有爭議有最後決定權。　

N. 惡劣天氣（颱風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1. 如天文台懸掛三號或以下颱風信號、紅色或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原定當日之比賽將

   如常舉行。

2. 如天文台於上午六時十五分仍然懸掛八號或以上之颱風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則原定於當日舉行之比賽將告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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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天文台於上午六時十五分或以前除下八號或以上之颱風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則原定於當日之比賽將如常舉行。

4. 如比賽進行期間發出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比賽將繼續進行直至完結為止。

5. 如比賽進行期間懸掛八號或以上之颱風警告信號，比賽將即時中止，家長需儘快安排

   接送子女離開比賽場地。

6. 留意：

 - 比賽安排的措施與教育局有別，請勿以教育局的宣佈視作為本校的安排。

 - 主辦單位不作另行通知，家長需自行留意數博 Facebook 專頁消息或於比賽當

   天致電本校查詢 (手提/Whatsapp: 6704 1813 )。

O.條款及細則

1. 主辦單位於比賽及培訓期間之攝影作品，將用作日後宣傳推廣用途，毋須事先

   徵求參賽者同意及或支付任何費用。

2. 比賽結果將一併公佈參賽者之中英文姓名及就讀學校名稱，家長如不欲公佈就

   讀學校名稱，可於報名時先行聯絡數博(天盛教學中心)紀錄在案。

3. 如有關獎品出現缺貨情況或其他問題，主辦機構有權以其他獎賞取代，並毋須向

   有得獎者作另行通知。

4. 主辦機構保留所有權利，一切以最新公佈為準。

5. 參賽者一旦遞交報名表格，則相等於接納上列的比賽規則、條款及細則，如主辦

   機構相信有任何違反此活動的相關細則及條款的行為，主辦機構將保留隨時取消

   其參賽及獲獎資格的權利，是次比賽亦不設任何上訴機制。

P.資料查詢

電話：3158 0824　　　 WhatsApp：6704 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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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athblocks.edu.hk

數博研習中心
瀏覽Facebook專頁索取更多優惠

天盛教學中心
電話: 3158 0823

地址: 天水圍天盛苑天盛商場1樓L124

栢麗教學中心
電話: 2312 2628

地址: 屯門栢麗廣場1樓130─131

鳳琴教學中心
電話: 2687 3577 

地址: 元朗鳳琴街18號玉龍樓地下9號鋪

元朗大廈教學中心
電話: 2476 1099

地址: 元朗大馬路196-202號元朗大廈2樓6室

大埔教學中心
電話: 9344 4028

地址: 大埔廣場2樓聚龍閣A30A

諾晴教育中心(合辦)
電話: 2664 2788

地址: 新界大埔超級城商場E區地下335-336號舖

數博研習中心及旗下集團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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