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Hong Kong Mid-Summer Gifted Math Cup 2017

參賽資格 所有小學或中學學生
比賽日期

2017 年 8 月 26 日（星期六）

比賽地點 香港城巿大學 康樂樓 LT401 （游泳池旁邊）
同日下午 3 時

頒獎禮

於香港城巿大學 康樂樓 LT401

比賽費用 每人每項港幣 260 元
截止報名日期 ： 2017 年 8 月 18 日（星期五）
查詢方法
網址：
電郵 :
電話 :

http://www.hkgtdi.org 或 http://www.hkgeta.org
tinghkgtdi@gmail.com 或 info@hkgtdi.org
25237688 / 25237618

全港資優數學仲夏盃 2017
比賽章程
1. 比賽目的
a. 提升青少年對數學的興趣及速算能力。
b. 發掘及發展參賽者在數學上的潛能。

2. 鳴謝單位 香港城市大學、蒲公英(香港)兒童文化中心、文達出版社、
國際獅子總會、香港資優教育教師協會、
香港資優及才華發展學院

3.

參賽資格
小學組： 小一、小二、小三、小四、小五、小六 (共 6 個年級組別)
中學組： 中一、中二、中三、高中 (共 4 個年級組別)

4.

比賽地點

5.

比賽日期、時間

香港城巿大學

康樂樓

LT401（游泳池旁邊） (地址：九龍塘達之路)

2017 年 8 月 26 日（星期六）
比賽組別
小一、小三、小五
小二、小四、小六

比賽時間
09:30am － 10:15am （卷長 45 分鐘）
10:30am － 11:15am （卷長 45 分鐘）
11:30am － 12:15noon （卷長 45 分鐘）

中一、中二、中三、高中

* 參賽名單會於 8 月 21 日 (星期一) 於網站公佈 (http://www.hkgtdi.org) 。

6.

頒奬禮 同日頒獎

7.

比賽詳情

下午三時

香港城巿大學 康樂樓 LT401

按小一、小二、小三、小四、小五、小六、中一、中二、中三、高中， 10 個年級分組命題，每級組
別獨立考試。時間均為45分鐘。試卷設有中英文版本，題型為選擇題及短問題。

8.

比賽費用

9.

截止報名日期 2017 年 8 月 18 日 (星期五)

每人每項港幣 260 元正。

11. 奬項
個人獎項
獎項分四項：金獎、銀獎、銅獎及優異獎。同學比賽成績是根據所參加的組別分別評定的。
奬項

金奬

銀奬

銅奬

優異奬

獎品

獎狀及獎盃

獎狀及獎盃

獎狀及獎盃

奬狀及獎牌

團體獎項
大會另設團體大獎。團體大獎以每間學校每組分數最高的 5 名同學的成績總和計算。如總分相同，則
比較第 6 名同學的得分，較高者團體名次較高。

12. 成績公佈 比賽結果將於同日下午二時前於比賽場地及本院網站公佈結果。
13.

比賽規則
a.
b.
c.
d.
e.
f.

參賽者須在比賽前十五分鐘到達考場，並帶備身份證、學生證或學生手冊登記。
參賽者於比賽期間不得使用計算機。
參賽者必須帶備鉛筆作答 ，大會不會提供任何文具。
參賽者於比賽期間須遵照大會工作人員的指示。未得到監考員批准，不得擅自離開考室。
在比賽過程中有任何爭議，一切以大會的判決為準。
同學可由老師或家長陪同，亦可自行到比賽場地參賽。

14. 核對個人資料
本比賽不設參賽證，參賽者須於 8 月 21 日(星期一)自行上網查核本會公佈之賽程表，並核對清楚所有
資料(包括組別、姓名、比賽時間及地點)。如有錯漏，須通知本會以作更改。

15. 注意事項
1. 比賽章程規則、安排、獎項設定如有修改，恕不另行通知，本會並保留最終決定權。一經報名，
參賽者或家長即表示同意並遵守比賽章程及大會之安排。
2. 任何因提供資料不足而影響參賽者接收本會各項通知及訊息，本會恕不負責。
3. 得獎而缺席頒獎禮者，請於頒獎禮後一個月內，到本會領取獎盃及證書。

16. 查詢
網址: http://www.hkgtdi.org或 http://www.hkgeta.org
電郵 : info@hkgtdi.org 或 tinghkgtdi@gmail.com
電話 : 25237688 / 25237618

全港資優數學仲夏盃2017
個人報名表格
請於8月18日前寄回

個人資料
姓名(中文) : 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________

就讀學校名稱 : (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讀年級 :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手提): _________________ (日間) 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賽組別

請在所屬選項加上 號

小學組： 口 小一
中學組： 口 中一

口 小二
口 中二

口 小三
口 中三

口 小四
口 高中

口 小五

口 小六

家長資料
姓名(中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手提): _________________ (日間) 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費

(必須清楚填寫，以作報名核實用途)

每人每項港幣 260 元正

報名方式

( 郵寄或 Facebook / Whatsapp)
1. 請連同申請表、支票或入數紙郵寄本院，期票恕不接受。
支票抬頭 : 香港資優及才華發展學院有限公司
入數銀行 : (香港中國銀行) 012-875-0-053738-8
郵寄地址 : 北角英皇道 338 號華懋交易廣場二期 609 室
信封面註明 : 「全港資優數學仲夏盃 2017」
支票及入數紙背面註明： 參賽者姓名、比賽年級、比賽項目及聯絡電話
2. 請登入 www.facebook.com/hkgtdi，填妥並提交網上報名表，於繳交報名費後在銀行入數紙填上參
賽者姓名、比賽項目及級別，拍照 WhatsApp 到 52395747。
*一經報名，費用不獲退還。

核對個人資料
本比賽不設参賽證，參賽者須於 8 月 21 日(星期一)自行上網查核本會公佈之賽程表，並核對清楚所有資
料(包括組別、姓名、比賽時間及地點)。如有錯漏，須通知本會以作更改。本人已詳閱比賽章程及規則，
並同意遵守。網址: http://www.hkgtdi.org

簽署：＿＿＿＿＿＿＿＿＿＿＿＿＿＿

日期:＿＿＿＿＿＿＿＿＿＿＿＿＿＿

全港資優數學仲夏盃2017
學校 / 團體 報名表
學校/團體名稱:

(請於 8 月 18 日前寄回)
聯絡人姓名:

學校/團體電話:

傳真:

聯絡人電話(必須填寫):

聯絡電郵(必須正楷填寫):
聯絡地址:
本會將以網頁或電郵或電話短訊發佈比賽等消息，欠缺電郵、手提電話或填寫不清者，報名不獲處理

參賽者資料及報名項目

中文姓名

No

英文姓名

就讀年級

參賽組別

1.
2.
3.
4.
5.
6.
7.
8.
9.
10.
如報名表不敷應用，請自行複印

報名費
報名方式

每人每項港幣 260 元正

( 郵寄或 Facebook / Whatsapp)

1. 請連同申請表、支票或入數紙 郵寄本院，
支票抬頭 : 香港資優及才華發展學院有限公司
入數銀行 :(香港中國銀行) 012-875-0-053738-8
郵寄地址 : 北角英皇道 338 號華懋交易廣場二期 609 室
信封面註明 : 「全港資優數學仲夏盃2017」
支票及入數紙背面註明： 參賽者姓名、比賽年級、比賽項目及聯絡
電話
2. 請登入 www.facebook.com/hkgtdi，填妥並提交網上報名表，於繳交

報名費合共 : $___________
支票 No.: _______________
付款銀行: _______________
支票抬頭:
香港資優及才華發展學院有限公司
學校/機構印章

日期: 2017 年

月

日

報名費後在銀行入數紙填上參賽者姓名、比賽項目及級別，拍照 WhatsApp 到 52395747。
3. 本比賽不設參賽證，參賽者須於 8 月 21 日(星期一)自行上網查核本會公佈之賽程表，並核對清楚所有資
料(包括組別、姓名、比賽時間及地點)。如有錯漏，須通知本會以作更改。一經報名，費用不獲退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