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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環亞太春季『幼苗杯』 
 

主辦機構:  香港資優教育學會     香港科創（國際交流）協會    

卓兒協會(香港註冊慈善團體) 

協辦機構： 蒲公英幼兒教育 

史豐收速算國際教育總部 
 

(1) 活動簡介： 
 

環亞太『幼苗杯』是一個為幼兒而設的數學比賽，以創新思維，啟發潛能。基於“承上啟

下，寓教於樂”的理念，讓幼兒於益智數學遊戲中培餋對數學學習的興趣和認知。 
 

香港資優教育學會及蒲公英幼兒教育與香港幼稚園共同合作，携手促進對幼稚園數學資優

學生交流，發揚數學教育文化，造就未來香港數學精英和科學人才。『幼苗杯』是香港創新

思維幼兒教學交流的優良平台，是提高香港幼稚園學前教育水平見證。我們致力提升參賽

者對數學的興趣及解難能力，並鼓勵參賽者互相交流，促進彼此間的友誼。 
 

(2)  活動宗旨： 
 

『幼苗杯』的宗旨就是鍛煉幼兒從小養成運用左右腦的良好習慣，幫助幼兒建立專注、自

信、 能獨立解決問題，培養克服困難的意志力，積極地充實學前知識，為順利銜接升讀心

儀小學的學習打好優質基礎。 
 

(3)  參賽組別：  
 

幼兒低班 K2 Level 數學基礎能力 / K2 Level 數學思維能力 

幼兒高班 K3 Level 數學基礎能力 / K3 Level 數學思維能力 

(參賽者如沒有參加數學基礎能力,不可參加數學思維能力。) 
 

(4)  比賽日期：  
 

2021年 5月 2 日 ( 星期日 ) 
 

(5)  比賽時間：  
 

10:30-11:10（ 數學基礎能力 ） 

11:30-12:10（ 數學思维能力 ） 

( 比賽時間以參賽證為準 ） 
 

(6)  比賽地點：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沙田秦石邨）暫定 

如因疫情影響，2021環亞太春季『幼苗杯』會改為線上進行。  

…實際安排會因疫情而作變更，請留意本學會網站或 Facebook 公佈… 

(比賽地點以參賽證為準） 

http://www.hkge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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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比賽形式： 
  

 參賽者須於限時內完成試卷。所有填充題只需填寫答案。  

 幼兒低班/幼兒高班，每一項比賽筆試時限為 40分鐘。 
 

(8)  獎項及評分 ( 評分賽計算 ) ： 
                                                                                                                                                                                                                                                                                                                 

 各級參賽學生中, 只參加單項數學基礎能力, 成績優異者, 將獲頒發一等獎、二等

獎、三等獎之證書。 

 各級參賽學生中, 同時參加兩項比賽, 成績優異者將分別頒發冠軍、金、銀、銅； 

成績最高分,將獲頒發『幼苗杯』及證書，金、銀、銅之得獎者均獲頒發獎牌及證書。 

 如有同分將以學生出生日期作為參考，評判對一切事宜有最終決定權。 
 

(9)  成績公佈：  
 

請關注學會 Facebook 專頁 ( https://www.facebook.com/hkgea.org ) 了解詳情， 

於 2021年 5月底，成績將在網站 http://www.hkgea.org公佈 
 

(10) 報名方法：  
 

於本學會網站 Competition / 比賽 分頁中，選取 比賽 - 報名，然後填寫正確資料，提

交後，會收到一個參考編號，並繳納報名相關費用後，即可完成報名手續。  
 

(11) 報名費用： 
 

 數學基礎能力報名費港幣 250 元,數學基礎能力及數學思维能力競賽，比賽報名費港

幣 500元，附送模擬試題一份。如需本地順豐代郵, 另加港幣 50元。 

 
 報名費及賽前培訓班費，如報名成功, 均不設退款。 

 

 支票繳納 :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資優教育學會有限公司」，並請在支票或轉帳收

據背面寫上學生姓名，參賽組別及聨絡電話,郵寄至九龍油麻地彌敦道 555 號九

龍行 4樓 405 室。 

 轉帳 : ATM 轉帳到香港中國銀行「012-883-1-040740-4」帳戶,如櫃面轉賬，需

要另加行政費港幣 20元。 請將報名及入數資料傳送到 WhatsApp 63595241。 

 轉數快識別碼: 0468777  
 

(12) 報名日期： 

由即日起到 2021年 3月 28日止 
 

(13) 查詢參賽及訂購事項： 
 

請致電 27235948 / 27235949 或 WhatsApp:63595241 

或電郵到 info@hkgea.org 查詢 

 

 

http://www.hkgea.org/


 

 

地址: 香港九龍彌敦道 555 號九龍行 405 室 

電話: (852) 2723 5948 / (852) 2723 5949 

網址: www.hkgea.org 

電郵: geainfo@yahoo.com.hk 

 
 

2021 環亞太春季『幼苗杯』 
 

賽前培訓班 
 
 

級 別 培訓時間 (周二、四) 填寫 培訓時間 (周三、五) 填寫 

時 間 2/3, 4/3, 9/3, 11/3  3/3, 5/3, 10/3, 12/3  

K.2基礎 HK$1,200 10:00 - 11:00  15:00 - 16:00  

K.3基礎 HK$1,200 15:00 - 16:00  10:00 - 11:00  

K.2基礎+思维 HK$1,500 10:00 - 11:00  15:00 - 16:00  

K.3基礎+思维 HK$1,500 15:00 - 16:00  10:00 - 11:00  
 

   
培訓地址 :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 555 號九龍行 4樓 405 室 ( 油麻地 MTR站 A1出口 ) 

如因疫情關係，賽前培訓班可選 online 上課。 
                                        
 

香港資優教育學會保留一切會員參賽安排和成績的闡釋之最終決定權。  

http://www.hkge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