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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香港中學 及 小學《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章程

香港於 2006 年起正式舉辦【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活動。

加拿大、星加坡、馬來西亞、泰國、中國及台灣 於 2007 及 2009 年起正式舉辦【希望杯】國際數學

競賽活動。

1. 主辦單位：【 希望杯 】國際數學競賽.

2. 宗旨

《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主要方向為發展國際性最權威的數學競賽，有別於國內的賽事。通過競賽活動，

引導中、小學生學好數學課程中最主要的內容，並適當地拓寬知識面，鼓勵他們探索數學在其他學科和

社會活動中的應用，激發他們鑽研和應用數學的興趣和熱情，培養科學的思維能力、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

同時也為中小學數學教師提供新的資訊和資料，以促進香港數學教育水準的提高，為培養 21世紀有創新

精神的青少年而努力。

3. 對象

小學組： 全港小學的 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年級 (共 4個年級) 的學生。

中學組： 全港中學的 中一、中二、中三、中四、中五 (共 5個年級) 的學生。

4. 考試

小學組：

按小三、小四、小五、小六， 4個年級分組命題，每級組別 獨立考試。

以考查教學進度內現行小學數學課本中應掌握的內容為主，對知識和能力的考查並重。

滿分為 100 分。( 試卷：分中英文考題版本，主要為選擇題及填充題。)

時間：二零一零年七月十日 (星期六) 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至 十一時四十五分。

中學組：

按中一、中二、中三、中四、中五，分 5個年級命題，每級組別 獨立考試。考查教學進度內

現行中學數學課本裏應掌握的內容，對知識和能力的考查並重。初、高中滿分均為 120 分。

( 試卷：分中英文考題版本，主要為選擇題及填充題。)

時間：二零一零年七月十日 (星期六) 下午二時 至 四時。

★地點：由【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統一組織、統一考場、統一監考。考場待報名後通知學校

/學生個人。

★ 注意：為避免學童舟車勞動，凡經學校組織報名，人數在廿人以上，希望杯組委會同意報考學校

可作為考場，並安排考生在原校參與競賽，由學校老師或組委會監考員共同監考。為方便

組委會監考員及鄰近考生，每間考場 ( 學校 ) 最少須提供三個教室作競賽用途。

5．試卷：分中英文考題版本，參賽者請於報名時註明需要英文題目，否則均視作中文考題作答。

6．閱卷： 由命題委員會下發的評分標準 進行閱卷和評分，按成績的分數線評定一等獎第一名及一、二、三等

獎和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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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參賽規則：(a) 參賽學生需穿整齊校服或運動服及帶備手冊或學生證。

(b) 比賽試題均以繁體中文印刷，參賽者可於報名時註明需要英文題目。

(c) 比賽中不得使用任何輔助計算工具。

(d) 本會對比賽中所有爭議及決定有最後決定權。

(e) 郵寄報名表之學校或個人，請附$2.2 郵票之回郵信封。

(f) 參賽確認通知書及考場安排將於每年 6月中下旬前寄出，若於 6月 30 日前仍未收到，煩請

致電本會 3480 0906 查詢，本會將以電郵或傳真補發。

(g) 如遇黑色暴雨警告或八號颱風懸掛至上午九時十五分，賽事將延期舉行，具體日期會另行

通知，並於網站公佈更改之考期及考場，網址：www.xiwanbei.com 或 www. 希望杯.com

8．獎勵

(a)每位參賽學生均獲頒發【希望杯】參賽證書，另學生及指導教師將獲得一枚“希望杯紀念徽章”。

(b)參加考試的學生中 將按成績分獲一等獎第一名及一、二、三等獎和優異獎，分別授予 一等獎

第一名獎盃、金、銀、銅 獎牌 及 獲獎證書。

(c)授予一等獎(金獎) 獲獎學生的指導教師《希望杯》數學優秀教師獎 稱號及證書。

(d)授予組織工作出色的學校《希望杯》積極參與獎 及(金獎)獲獎學生的學校《希望杯》最佳培育獎 稱號

及獎座。

(e)競賽結果於每年 9月中前公佈。並在《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網站內、《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試題及

解答叢書中公佈競賽結果。

(f)獎項頒發：於 10 月中下旬至 11月中旬前，邀請《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組委會負責人及著名教授、嘉賓

在港舉行。（注意：如因天災或疾病蔓延或特殊情況，頒獎禮將取消，獎項將改為速遽送運或自取。）

9. 凡獲一等及二等獎之小五及小六、中二至中三的考生，均可參加 2010 年 8月中下旬舉辦的暑期國際

精英交流夏令營兼總決賽及總決賽頒獎禮，2010年舉辦地點 (國家)及 詳情於網上公佈。

(注意：總決賽只分小六及中三年級兩個組別，小五及中二之獲獎學生均為越級挑戰。)

10．報名辦法：1, 由各學校 / 教育機構組織學生，然後統一向【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報名。

2, 或學生以個人名義 親自向【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報名。

11. 每位參賽學生 報名費港幣 $95 元。

作為非牟利經費及監考、閱卷、獎項、證書、交流、免費出席頒獎典禮(學生及家長) 及 支助國際

交流活動。

12. 報名截止時間：2010 年 6 月 10日.

★ 請各學校或教育機構 隨報名表格 附上回郵信封及郵票、各考生姓名及聯絡電話 交予本會，

以便聯絡安排。

12. 資料查詢：【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 電話： 3480 - 0906 傳真： 3480 - 0905

電郵： xiwanbei@yahoo.com.hk 網址 ：www.xiwanbei.com 或 www. 希望杯.com

13. 交費方法： (1) 以劃線支票 抬頭： 【希望杯】郵寄本會信箱: 九龍觀塘郵政局郵政信箱 62031 號收.

(2)(2)(2)(2) 以自動櫃員機、現金、或支票 抬頭： 【希望杯】或 【XiwanbeiXiwanbeiXiwanbeiXiwanbei】
入數往 中國銀行(((( 012012012012 –––– 699699699699 –––– 000000000000 222244445555 44443333 )))) 入數紙 與 報名表 傳真往： 3480348034803480 ---- 090509050905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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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組委會、命題委員會 主要成員名單；
2.《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報名表。

注意：《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組委會、命題委員會及其他主要委員名單，請瀏覽本會網站：
www.xiwanbei.comwww.xiwanbei.comwww.xiwanbei.comwww.xiwanbei.com orororor www.www.www.www. 希望杯 .com.com.com.com

《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組委會

陳銘賢主席

2006 年【希望杯】頒獎典禮 香港浸會大學大學會堂 出席嘉賓、校長、老師、學生及家長人數 830 多人場面照

2002002002007777年【希望杯】頒獎典禮 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 出席嘉賓、校長、老師、學生及家長人數 950多人場面照

2008 年【希望杯】香港頒獎典禮 及【希望杯】國際總決賽頒獎典禮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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