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亞太盃全國心算數學公開邀請賽 

***比賽簡章辦法*** 

一、 比賽宗旨：發揚國粹，普及心算教育功能，提升學生數理能力 

；發揮公平、公正、公開比賽精神，帶動學習熱潮。 

二、 指導單位：台南市政府教育局 

              台灣省商業會 (ISO 9001:2008「技能檢定認証及証書核發」認証單位 

三、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珠心算發展學會 亞太盃心算數學比賽委員會 

四、 承辦單位：全國珠算心算數學聯合測試台南考區 

五、 比賽日期： 104 年 8 月 23 日(星期日) 上午 8 時至 12 時 

六、 比賽地點：台南市勞工育樂中心(南區南門路 261 號) 

七、 大會會長：中華民國珠心算發展學會理事長 黃月珠女士 

八、 總 幹 事：台灣省商業會珠算執行委員 陳賀斌先生 

九、 比賽類別：心算組(依年級分組計 7組) 數學組(依年級分組計 7 組) 

十、 參加資格：歡迎全國各公私幼稚園.補習班及國小學童團體組隊參加 

十一、報名方式： 

  ◎報名費用：心算、數學每項各為 600 元(請利用郵政匯票或即期支票繳納)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4 年 7 月 24 日截止,請以郵政掛號報名,逾期恕難受理 

◎報名手續：報名時請將報名費（郵政匯票或即期支票  抬頭:陳賀斌）及選手報 

名彙總表一併採掛號郵寄至以下通信地址:  
             

702 台南市南區灣裡路 74-1 號  陳賀斌老師收 
亞太盃洽詢電話：(06)262-2844   0931941213 

十二、注意事項： 

  1.幼稚園組以 97 年 09 月 01 日以後出生者。 

  2.團體報名，報名單位人數心算數學二項合計未達五人恕難受理，報名人數達 

25 人次以上者致贈績優單位<傑出教練奬>獎盃乙座。 

3.參賽組別報名後，不得更正且不得退費。 

4.選手資料請詳細填寫，如有不實或冒名頂替者，經本大會調查屬實時取消參賽資

格，爾後並不得參加本大會之比賽，如已比賽完畢則取銷名次並追回獎項。 

5.比賽遲到視同棄權論不得補考及退費,另比賽需全程參與至領獎結東。 

 6.比賽前一星期寄發選手證、座位表、試場位置圖等相關資料。 

 7.比賽當天請家長及帶隊老師自行負責選手安全。 

 8.大會視參賽人數多寡及其他特殊狀況(如颱風等天災)保留比賽辦理與否或延期 

權利；參賽單位需配合大會處理不得議異。 

9.若該組報名人數未超過 10 人；本比賽大會保留取消或合併權利。 

10.參賽單位參與比賽即認同比賽簡章規定，需配合大會比賽規則。 



11.如有未盡事宜之處，將另行通知各參賽單位。 

 

十三、心算及數學題型.錄取率.評分及排名方式： 
 

【心算部份】 
 

1.心算比賽依年級分組.題型程度及錄取獎勵標準詳附件一。 

2.比賽規則係依省商會全國珠算心算聯合測試檢定及比賽辦法執行。 

3.心算評分標準－心加減算及乘除每題得分一分。 

4.心算各組滿分均為 48 分，以二科總分高低判定個人名次。 

5.心算總分相同時以同分加賽分數高低決定之，高者為先。 

6.心算成績完全相同者以出生年月日後出生者為先；如仍相同並影響名次者以 

抽籤決定之。 

7.各組需按年級分組規定參賽,不可越組或降級參加。 

8.比賽題型格式與參考教材相同【訂書專線：(0800)221077 明智出版社】。 
 

【數學部份】 
 

1.數學比賽依年級分組.題型程度及錄取獎勵標準詳附件二。 

2.比賽規則係依省商會全國數學聯合測試檢定及比賽辦法執行。 

3.數學組題型為選擇 15 題(每題 3 分,計 45 分),填充 15 題 (每題 5 分,計 75 分)，

限制時間 15 分鐘，總分 120 分。 

4.以總分高低判定個人名次，總分相同時以以出生年月日後出生者為先；如仍相同

並影響名次者以抽籤決定之。 

5.數學組考題全部答案需填入答案格內，否則不予計分。 

6.請依年級報名，不可進組或降組。 

7.數學比賽請自備量尺、量角器、圓規等，賽程中不得使用電子計算機、算盤及任

何計算器，比賽時大會提供計算紙。 

8.本次數學比賽基本題 80%、資優題 20%、圓周率以 3.14 計算，題型範例如下: 

一.選擇題:15 題(每題 3分)計 45 分 

1.(     ) 「17 個 4」是多少？【  68    78    21    47 】 

二.填充題:15 題(每題 5分)計 75 分 

1.答: (        公克 ) 草莓一顆 4 公克,8 顆草莓重幾公克？ 

台灣省商業會珠算全球資訊網:www.abacu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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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心算組比賽程度及錄取獎勵標準 

 
第一科 

限制時間二分鐘 

第二科 

限制時間二分鐘 
總分

同分加賽 

限制時間 30 秒 
參考教材

幼稚園組 

限幼稚園 

以下學生 

一位三口心加減算 

24 題每題 1分 

滿分 24 分 

10 級心加減算 

24 題每題 1分 

滿分 24 分 

總分 

48 分

10 級心加減算 

24 題每題 1分 

滿分 24 分 

11 戊 

10 戊 

一年級組 

 

10 級心加減算 

24 題每題 1分 

滿分 24 分 

9 級心加減算 

24 題每題 1分 

滿分 24 分 

總分 

48 分

9 級心加減算 

24 題每題 1分 

滿分 24 分 

10 戊 

9 戊 

二年級組 

 

9 級心加減算 

24 題每題 1分 

滿分 24 分 

8 級心加減算 

24 題每題 1分 

滿分 24 分 

總分 

48 分

8 級心加減算 

24 題每題 1分 

滿分 24 分 

9 戊 

8 戊 

三年級組 

 

9 級心加減算 

24 題每題 1分 

滿分 24 分 

8 級心加減算 

24 題每題 1分 

滿分 24 分 

總分 

48 分

8 級心加減算 

24 題每題 1分 

滿分 24 分 

9 戊 

8 戊 

四年級組 

 

8 級心加減算 

24 題每題 1分 

滿分 24 分 

7 級心加減算 

24 題每題 1分 

滿分 24 分 

總分 

48 分

7 級心加減算 

24 題每題 1分 

滿分 24 分 

8 戊 

7 戊 

高年級組 

(限國小 

5.6 年級) 

5 級心乘除算 

2×1.3÷1 各 15 題每題 1分 

滿分 30 分 

5 級心加減算 

18 題每題 1分 

滿分 18 分 

總分 

48 分

5 級心加減算 

18 題每題 1分 

滿分 18 分 

5 乙 

5 戊 

國中組 

(限國中 

1.2.3年級) 

4 級心乘除算 

2×1.3÷1 3×1.4÷1 每題 1分 

滿分 30 分 

4 級心加減算 

18 題每題 1分 

滿分 18 分 

總分 

48 分

4 級心加減算 

18 題每題 1分 

滿分 18 分 

4 乙 

4 戊 

 

名次 錄取比率 心算各組獎項 

第一名 3﹪ 獎狀、獎盃乙座、獎金 600 元、獎章、冠軍教練獎盃

第二名 17﹪ 獎狀、獎盃乙座 

第三名 30﹪ 獎狀、獎盃乙座 

第四名 35﹪ 獎狀、獎盃乙座 

優勝獎 15﹪ 獎狀、優勝獎品一份 

註:各年級組榮獲前 10 位選手頒發台南市政府教育局長獎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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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數學參賽組別、範圍及錄取獎勵標準 

組別 比賽範圍(依教育部頒定之數學分年細目為基準) 

幼稚園組 
一、二位數加減計算、分與合、圖型、數一數多少元、偶數、奇數、順序、比較大小     

◎部份參考試題教材編號 LB002（下冊） 

一年級組 以下冊課程為主並參考各版本重點      ◎部份參考試題教材編號 B104（下冊）

二年級組 以下冊課程為主並參考各版本重點      ◎部份參考試題教材編號 B204（下冊）

三年級組 以下冊課程為主並參考各版本重點      ◎部份參考試題教材編號 B304（下冊）

四年級組 以下冊課程為主並參考各版本重點      ◎部份參考試題教材編號 B404（下冊）

五年級組 以下冊課程為主並參考各版本重點      ◎部份參考試題教材編號 B503（下冊）

六年級組 以下冊課程為主並參考各版本重點      ◎部份參考試題教材編號 B602（下冊）

備註 

1、限制時間 15分鐘,各組別全部為選擇題 15題(每題 3分,計 45分),填充題 15題

(每題 5分, 計 75 分)，滿分１２０分。比賽附計算紙,答案需填入答案格內,否

則不予計分。 

2、幼稚園至二年級題目有注音標示,各年級填充題答案格皆無需填寫單位。 

3、教材參考請洽明智出版社 電話:0800-221077。 

4、基本題 80%、資優題 20%、圓周率以 3.14 計算。 

 

名次 錄取比率 數學各組獎項 

第一名 3﹪ 獎狀、獎盃乙座、獎金 600 元、獎章、冠軍教練獎盃 

第二名 17﹪ 獎狀、獎盃乙座 

第三名 30﹪ 獎狀、獎盃乙座 

第四名 35﹪ 獎狀、獎盃乙座 

優勝獎 15﹪ 獎狀、優勝獎品一份 

註:各年級組榮獲前 10 位選手頒發台南市政府教育局長獎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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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通知單*** 
 

貴家長您好：                                            

    為提昇小朋友心算數學能力，對外比賽可讓小朋友有多元學習機會，請鼓勵小

朋友參加，比賽題型範圍及範本，請洽指導老師，報名時請將下列班內報名回條填

妥撕下連同報名費 (心算 600 元、數學 600 元) 一週內交予老師統一向主辦單位報名。 
  
一、指導單位：台南市政府教育局 

台灣省商業會 (ISO 9001:2008「技能檢定認証及証書核發」認証單位 

二、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珠心算發展學會 亞太盃心算數學比賽委員會                 

三、比賽日期： 104 年 8 月 23 日(星期日) 上午 8時至 12 時                         

四、比賽地點：台南市勞工育樂中心(南區南門路 261 號) 

五、心算分組：幼稚園組、國小一至四年級.高年級.國中組計 7 組。 

六、數學分組：幼稚園組、國小一至六年級組計 7 組。考各年級下冊各版本重點。  
 

2015 亞太盃心算數學比賽特色： 

◎公平、公正、公開；榮獲各年級組前 10 位選手,頒發台南市政府教育局長獎狀。 

◎錄取率高；未得名者亦有優勝獎品。 

◎獎盃精緻、獎狀，獎金、獎品獎勵。 
……………………………………………………………………………… 

收據 
茲收到___________同學參加 2015 年亞太盃(□心算、□數學)報名費_____元 

 
                                   經手人:_________              
……………………………延虛線撕下連同報名費交予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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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內報名回條 

姓名 出生年月日 就讀班級 參賽類組(請打勾)

  
    年    月    日
 

 
   年級 

□心算____年級組

□數學____年級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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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算數學比賽報名彙總表 

                                                        參賽單位編號：        ____ 

報名單位  
代表

老師
 

聯絡 

電話 

行動:______________

市話:______________

郵寄地址 
 郵遞 

區號 

 

號序 選手姓名 出生年月日 報名參加心算數學組別 人數統計及監賽老師 

1   □心算___年級組  □數學___年級組  

※心算人數統計(計 7 組) 

心算幼稚園組（ ）人 

心算一年級組（ ）人 

心算二年級組（ ）人 

心算三年級組（ ）人 

心算四年級組（ ）人 

心算高年級組（ ）人 

心算國 中 組（ ）人 

 

※數學人數統計(計 7 組) 

數學幼稚園組（ ）人 

數學一年級組（ ）人 

數學二年級組（ ）人 

數學三年級組（ ）人 

數學四年級組（ ）人 

數學五年級組（ ）人 

數學六年級組（ ）人 

 

◎心算數學總合計（   ）人◎

 

監考老師  1.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 

※監考老師視實際需要聘任 

※提早入學者請註明 

※ 本表依參賽人數自行影印 

＊請繕寫二份,一份自行存查＊

2   □心算___年級組  □數學___年級組

3   □心算___年級組  □數學___年級組

4   □心算___年級組  □數學___年級組

5   □心算___年級組  □數學___年級組

6   □心算___年級組  □數學___年級組

7   □心算___年級組  □數學___年級組

8   □心算___年級組  □數學___年級組

9   □心算___年級組  □數學___年級組

10   □心算___年級組  □數學___年級組

11   □心算___年級組  □數學___年級組

12   □心算___年級組  □數學___年級組

13   □心算___年級組  □數學___年級組

14   □心算___年級組  □數學___年級組

15   □心算___年級組  □數學___年級組

16   □心算___年級組  □數學___年級組

17   □心算___年級組  □數學___年級組

18   □心算___年級組  □數學___年級組

19   □心算___年級組  □數學___年級組

20   □心算___年級組  □數學___年級組

21   □心算___年級組  □數學___年級組

22   □心算___年級組  □數學___年級組

23   □心算___年級組  □數學___年級組

24   □心算___年級組  □數學___年級組

25   □心算___年級組  □數學___年級組

註 1：報名超過 25 人次授獎單位全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2：報名彙總表及報名費（郵政匯票或即期支票 抬頭:陳賀斌），請於截止日期 7 月 24 日前 

掛號郵寄至：※＜702＞台南市南區灣裡路 74-1 號   陳賀斌老師收   洽詢電話：06-26228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