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國際珠心算暨奧數精英盃邀請賽
**********************************************************************************

(1)  比賽日期   :   2019 年  7 月  7 日 ( 星期日 )
                                       下午  2:00 至  下午 5:00 時正
(2)  比賽時間   :  按參賽准考證安排時間 - 珠心算組 10-25 分鐘 / 奧數組 25 分鐘
(3)  比賽地點   :  香港 九龍 官塘偉業街 181 號盈達商業大廈一樓 全層
(4)  比賽組別   :  1. 珠心算組 2. 奧林匹克數學組       3. 國際珠心算檢定評核
(5)  比賽級別   :  珠心算 – 幼稚園組  / 小學初級組  / 中級組  / 高級組及選手組
                                  奧林匹克數學 - 幼稚園組 / 小學組  國際珠心算各級別檢定 - 評核
(6)         報名方法  :  於截止日期前將填妥之比賽報名表格及費用交回珠心算班導師 或 
                                  郵寄至 新界元朗十八鄉東頭村 97A 地下 滙智專業教育收       查詢電話：66224380      
(7)         報名費用  :  存入香港中國銀行戶口  012-598-0-002537-7 SAPIENT KIDS LEARNING CENTRE
                                   或劃線支票繳交，支票抬頭請寫上  『滙智專業教育』
(8)      截止報名日期 :   2019 年 6 月  22 日 ( 星期六 )

****** 家長存檔 *****
學生姓名: (中文)  (英文)                                 
出生日期:       日/      月/        年     性別:
就讀學校 :
年        級 :

聯絡電話 :
身份証號碼 :                                     (*印製證書需要)

參加   珠算比賽               組  HK$300.00 
           心算比賽               組  HK$300.00
   國際珠算檢定           級  HK$180.00         
   國際心算檢定           級  HK$180.00          

參加  奧林匹克數比賽 HK$300.00/每組別
          □    幼稚園組
          □    小學組

2019 年國際珠心算暨奧數精英盃邀請賽
報名表格 (請全部填寫以下各項資料)                                                          *可自行複印

學生姓名: (中文) (英文)                                 

出生日期:      日/      月/        年     性別:

就讀學校 :

年       級 :

身份証號碼 :                                     (*印製證書需要)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參加   珠算比賽            組  HK$300.00

          心算比賽             組  HK$ 300.00   

   國際珠算檢定            級  HK$180.00         

   國際心算檢定            級  HK$180.00          

參加  奧林匹克數比賽 HK$300.00/每組別

          □ 幼稚園組

          □ 小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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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頒發，若因要未 

     能出席頒獎典禮，請填寫 <代領獎項通知書>，委託親友於頒獎典禮代領。 < 代領獎項通知書 > 會  

     隨比賽通知將於 6 月 25 日前寄出。

2.   上年度參加珠心算比賽獲總冠軍或一等獎者，今年度不得重複參加同一組別

3.    請清楚填寫以上資料，所有准考證及獎狀將根據上述資料由台灣有關方面印刷。

            **本人同意上述學生參與以上比賽及所提供資料正確無誤**

家長姓名:                                                             簽署:                                                           

聯絡電話:                                                               日期:                                                          

本中心專用 比賽日期: 2019 年 07 月 07 日 考生編號:

珠心算比賽 HK$300: 現金 / 支票號碼及銀行: 職員簽署:

檢定珠算 HK$180 / 檢定心算 $180  合共$                   元 其他: 日期:

數學組  HK$300: 現金 / 支票號碼及銀行: □  回郵信封



 比賽宗旨

        (1)   公開選拔選手參加國際性珠心算及奧林匹克數學比賽。

        (2)   推廣普及珠心算及奧林匹克數學比賽，提升學生水平，增加香港學生與其他國家 

              學術交流機會。

        (3)   令學生清晰了解個人水平程度， 以獎項鼓勵及提升學生對珠心算的興趣。

  主辦機構
   滙智專業教育及台灣艾恩出版社合辦

   台灣啟幼出版社協助

   台灣省商業會   指導單位

  

  支持機構
 台灣省商業會    滙智專業教育          台灣艾恩出版社

 台灣中華國際珠心算數學腦訓學會      深圳龍崗早晨教育機構           

 台灣啟幼出版社   天水圍東莞同鄕會熊定嘉幼稚園     天水圍婦女發展聯會  

 天瑞婦聯協會   青康會珠心算教室   單親協會( 沙田 )   新家園協會 (興田邨 )

 英藝幼稚園暨國際幼稚園      牛頭角街坊福利會       新家園協會 (九龍東 )

 雋星專業教育         青英教育資源中心       佛教慈慧幼稚園   

 樂善堂幼稚園      基督教信義會將軍澳幼稚園       幼聯主辦安泰幼兒學校    

 

  各組比賽基本須知
    比賽時間：

  珠心算組共兩卷：    所有組別珠算卷限時七分鐘  /  心算卷限時三分鐘

  奧數組共一卷：       小學一至二年級限時二十分鐘

      小學三至六年級限時二十五分鐘

   獎項 (珠心算 / 奧數組)：

       每組別均設冠中冠一名

       一等獎 10% 減 1位   /  二等獎 25%  / 三等獎 35%  / 四等獎 30%

     *三等獎以上可獲獎杯一座, 所有參賽者可獲獎狀一張

  

評分標準 (珠心算/奧數組) :

       以参賽者答對之珠算及心算題作評審準則, 可以跳題作答。

       每組最高分者為該級總冠軍. 若有同分者, 則以年齡較小者排名為先。

 



賽事分組： 

 

     比賽是按學生年齡而分組的   ，   學生可越級挑戰但不可以降級報名                  
比賽按年齡分為幼稚園組( 6歲 8個月以下 )、初級組( 6歲 9個月至 9歲 )、 中級組 ( 9-10
歲)、高級組(10-12歲)、公開選手組(不限年齡)等共五組 

 ( 見分組方法及比賽題目，曾獲該組總冠軍者必須越級作賽 )。 

比賽詳情如下：  
比賽卷共有四大張，分別是心算比賽卷 2分鐘、心算同分賽 1分鐘，珠算比賽卷 5分鐘、珠
算同分賽 2分鐘；計分方法是乘算、除算每題五分，加減算每題十分，各卷滿分為 400分，
心算和珠算卷的總分各為 800分，同分賽的總分亦分別為 400分。 

各組依得分高低評定名次，總分成績相同時則以同分賽的總分決定名次，再相同者以出生日
期後者勝出。 
 

頒獎部分  
 
大會採用現場即時評分制，成績在頒獎禮時宣佈，各組名次以該組選手的得分高低來排列順
序。比賽不設查卷制度，大會有最終的裁決權，參賽選手不得異議（逾時或缺席頒獎典禮者
將不獲補發獎狀及獎盃)。 
 
一、參賽者依得分高低及按參賽人數比例給獎，第一名 10％ -1名、第二名 25％、 
    第三名 35 ％、第四名 30％，凡屬第四名積分又達到四十分或以上者獲頒發獎狀乙幀，  
    每組名列前三 名者除獲頒發獎狀外更會加發獎盃乙座﹔ 
 
二、公開選手組的全場總冠軍的所屬學校 ( 包括非香港參賽單位 ) 將獲頒贈香港精英際盃 

    珠心算紀念盾牌以示表揚﹔  
 
三、各組十大優異成績學生將表揚於本會網頁的比賽龍虎榜上﹔ 
 
四、各組總冠軍選手均獲贈香港商務印書局現金劵三百元正。 

 

報名辦法 
 
一、參賽選手填妥報名表，連同費用(支票或存款收據)寄回本會比賽組查收： 

 如學生屬於  滙智專業教育  合辦課程的學校或團體，即為本會學生，報名表請交回
本會珠心算班導師查收﹔ 

 非本會學生： 
o 以個人名義報名的非會員：請把報名表郵寄或親自遞交到本協會。 
o 以機構名義報名的學生：請集齊報名表後一次過遞交。准考證和證書只會寄

回該機構，屬同一機構但個別遞交的報名表只當作個人名義報名處理。如需
要個別寄回證書或獎牌請於報名時一併提出本公司會收取 ( $50元郵遞費 ) 

 支票抬頭請寫：「 滙智專業教育 」 
 入賬戶口為中國銀行: 012-598-0-0025377  

二、比賽費用為珠算組 300元正 (已繳費用恕不退回)﹔ 
    心算組 300元正 (已繳費用恕不退回)﹔ 
     奧林匹克數學組 300元正   (所有已繳費用恕不退回)﹔ 



 

三、主辦單位負責報名、比賽、評分、頒獎和授證等事宜，參賽選手不得異議﹔ 
 
四、考生可越級參賽，但不得降級報名﹔ 
 
五、截止報名日期 2019年 6月 22日( 星期 )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以郵遞日期為準) 
 
六、比賽期間，即下午 2時正至 2時 45分，除參賽學生外，一律不准進場﹔ 
 
七、頒獎典禮期間，即下午 4時正至 5時 30分，每位參賽學生只限有一位成人陪同出席﹔ 
 
八、檢定公開試期間，即下午 2時 45分正至 3時 45分，除考生外，一律不准進場﹔ 
 
九、填寫的資料若不完整，本會亦不會接受後補的資料﹔ 
 
十、如比賽當天遇上 8號風球或黑色暴雨，比賽將於 3個月內的星期六 / 日在同一場地補  
    辦，如補辦當天再遇上 8號風球或黑色暴雨，便會取消。本會不設任何退款，敬請見諒。 

 

分組方法及比賽題目  
* 選手可按照自己的能力越級挑戰，分數相同以同分賽成績裁決，若同分賽分數相同則以出

生日期後者勝出。 

 

1、 心算題目：（比賽卷及同分賽試卷共 2張，分別限時為 2分鐘及 1分鐘） 

 

2、 珠算題目：（比賽卷及同分賽試卷共 2張，分別限時為 5分鐘及 2分鐘） 
組別  年齡(2019年 7月 7日減出生日期) 心算及珠算題型說明  

選手組  不限年齡  國際試四、五級程度混合命題 

高級組  10歲 至 12歲 

(2007年 9月 1日至 2009年 7月 18日期

間出生的學生) 

國際試六、七級程度混合命題。 

中級組 9歲 至 10歲 9個月以下 

(2009年 9月 1日至 2010年 8月 31日期

間出生的學生) 

國際試七、八級程度混合命題。 

初級組        ６歲至 9歲 9個月以下 

(2011年 9月 1日至 2013年 8月 31日 

期間出生的學生) 

國際試九、十級程度混合命題。 

幼童組 ６歲 8個月以下 

(只限幼稚園學生) 

國際試十一、十二級程度混合命

題。 

奧林匹克數學 

     幼稚園組 

６歲３個月 至 7歲 

(2011年 9月 1日至 2013年 8月 31日期

間出生的學生) 

 

奧林匹克數學 

     小學組 

分國小小一至六年級各組人數如分別不

足 20人，所有各組選手均併為一組競

賽，以海外組程度為命題標準。 

 



比賽程序表  

比賽一律不設家長席，頒獎典禮則只准一位成人陪同出席 

1:45P.M. 選手就座於 1樓考試會堂。 

2:00P.M. 比賽正式開始。 

2:45P.M. 比賽結束學生可以離場，參加公開試的學生請留步。比賽選手請於 3時 50分回來坐回

原座位，準備收取獎狀或排隊上台領獎。 

4:00P.M. 比賽選手坐回原座位，準備收取獎狀或排隊上台領獎。 

4:15P.M. 頒獎典禮開始，公佈成績並即時進行頒獎儀式。 

5:30P.M. 頒獎典禮結束。 

*同日將於比賽後即 3時至 4時正，舉辦 2019年下半年度檢定公開試，請各位學生留意。 

ISO 9001-2015 認證 珠心算能力國際檢定公開試： 

檢定公開試細則  
 
    2019年下半年度國際珠算和心算公開試，已定於 2019年 7月 7日 (星期日)下午 3時

正，假座香港九龍 官塘偉業街 181 號盈達商業大廈一樓 全層舉行。{同日將會舉行一年一度

的香港精英盃珠心算比賽(詳情見第二頁)} 為使  貴子女能順利通過公開試而獲總會頒發

ISO 9001-2015【珠心算能力國際鑑定證書】，敬請 貴子女及早準備考級事宜。本會提供學

生們虛擬檢定練習，學生可以透過本會購買模擬試題在家訓練，使學生們能充份作出應考的

準備，獲得理想成績。 

 

    為 貴子女爭取國際鑑定證書，是幫助小孩子建立自信心和成就感的大好良機，珠算和心

算檢定分科、分級進行。級試由最初級的準 12級至段位，而準 12和 11級只准幼稚園學生報

名，詳情可到本會老師查看。 

參加檢定公開試的學生須知  
 
一、請於報名表上填上報考的科目，即珠算及心算； 
 
二、除 12和 11級只給幼稚園學生報考外其餘級別並無限制； 
    ( 程度準則和題型可向珠算老  查詢 ) 
 
三、費用分科計算即珠算 180元正，心算 180元正；報考 2科收費 360元正； 
 
四、已報名考生請多加利用 模擬試題 練習以達理想成績； 
 
五、檢定公開試期間，除考生外，一律不准進場； 
 
六、考試成績可在 6星期後老師查索，合格者將於 8星期後獲發証書； 
    (如須郵寄證書請補貼掛號郵費$50，證書只保存 3個月逾期不獲補發) 
 
七、公開試查卷有效期為 3個月，查卷費用每卷 100元正； 
 
八、如檢定當天遇上 8號風球或黑色暴雨，檢定將於 3個月內的星期六/日在同一場地補辦，   
    如補辦當天再遇上 8號風球或黑色暴雨，便會取消。本會不設任何退款，敬請見諒。 

http://www.abacusedu.org/simtest.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