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2022/2023 年度幼稚園數學邀請賽 

 

本校向來重視培養學生的數學能力，自2013年開始舉辦幼稚園數學邀請

賽。透過比賽，增進小學教育和幼兒教育互相交流的機會，誘發兒童對學習

數學的興趣，啟發思考和創造力。今年本校繼續舉辦比賽，詳情如下︰ 

 

 

 

參 賽 資 格 ︰ 參賽學生須在本學年就讀幼稚園K2或K3級別，年齡不限。 

日       期 ︰ 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日(星期六) 

時       間 ︰ 下午二時至四時半 

地       點 ︰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屯門湖景邨湖昌街4號 

參賽確認通知︰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星期五) 或之前 

報名日期︰ 二零二三年四月七日(星期五) 或之前 

 

 

參加辦法 : 

每間學校可派出K2 (5人) 及/或 K3 (5人) 級別各一隊學生參賽，上、下午

校作兩間學校計算。(即上、下午校可各派K2隊 及/或 K3隊參賽) 

 

 

獎項 : 

1. K2及K3隊際組別獎項：每級別設有冠、亞、季軍及優異獎。(以最高分之

四位學生的成績為隊際總分，如同分則比較第五位學生的成績，以高分者

為勝。) 

2. K2及K3個人組別獎項：每級別設有冠、亞、季軍及優異獎。(如同分以年

齡較小者為勝) 

3.     傑出表現獎項：每間學校各級別最高分的學生皆會獲頒傑出表現獎項。(如

同分以年齡較小者為勝) 

4.每名學生均可獲本校頒發參賽證書一張。 

 

 

比賽內容 : 

1. 比賽題目包括算術題和應用題。(本校會安排監賽老師朗讀每道題目) 

2. 有關比賽題目示例可瀏覽本校網頁https://www.tccpswke.edu.hk 

 

 

 

 

 

https://www.tccpswke.edu.hk/


填寫報名表格注意事項 : 

1. 請填寫「報名表格及參賽學生資料（K2組及K3組）」。 

2. 請把報名表格及參賽學生資料寄回： 屯門湖景邨湖昌街4號  道教青松

小學(湖景邨)。(信封註明：幼稚園數學邀請賽) 

3. 當本校收到報名表格及參賽學生資料後，將會以電郵通知確認。 

4. 參賽人選一經填報，如沒有合理理由，不能更改。 

5. 如需額外報名表格，可自行影印，或於本校網頁下載： 

   https://www.tccpswke.edu.hk 

6. 為方便統計人數，以安排比賽設施，請參賽學校於三月二十四日(星期

五)或之前把參賽確認通知傳真或郵寄到本校，而報名表格及參賽學生

資料則可於四月七日(星期五)或之前郵寄到本校。 

 

 

比賽注意事項： 

1. 請幼稚園通知獲選參賽之學生及家長出席。(由於場地所限，每位參賽

學生只能由一位家長陪同出席) 

2. 參賽證書將於比賽當日派發，請領隊老師當日到報到處領取。 

3. 請學生穿著整齊校服/運動服，並自備鉛筆和膠擦參加比賽。 

4. 比賽當日帶備附學生相片的學生證/手冊，以便確認學生身份。 

5. 每間幼稚園請安排每組一位領隊老師。 

6. 比賽當日如於正午十二時或以後懸掛(或仍然懸掛)紅色或以上之暴雨警

告訊號 / 三號或以上之颱風訊號，當日的比賽將會取消。 

7. 比賽程序： 

程序 時間 地點 

1.學生報到 2:00-2:10pm 禮堂 

2.本校老師帶領學生到比賽場地準備 2:10-2:30pm 課室 

3.學生比賽(本校將安排監賽老師朗讀題目) 2:30-3:10pm 課室 

4.小休時間/攤位遊戲 3:10-4:00pm 禮堂/操場 

5.頒獎典禮 4:00-4:30pm 禮堂 

 

 

 

 

 

 

 

 

 

 

https://www.tccpswke.edu.hk/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2022/2023年度幼稚園數學邀請賽 

 

參賽確認通知 
 

請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星期五)或之前回覆      

本校傳真號碼：24656863 

 

 

學校名稱：                                                       

 

致：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本校將會參加以下 貴校所舉辦的幼稚園數學邀請賽的比賽組別 

         K2組 
         K3組 

 

 本校未能參加 貴校所舉辦的幼稚園數學邀請賽 

 

(請在適當的加) 
 

                                  校長簽署：                     

                                  校長姓名：                    

                                  日    期：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主辦 

2022/2023 年度幼稚園數學邀請賽 

 

報名表 

學校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組別：  K2組           K3組   (請加) 

K2 組領隊老師姓名：               K2 組領隊老師聯絡電話：               

K3 組領隊老師姓名：               K3 組領隊老師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 

 

備註： 

1. 報名表及參賽學生資料請寄回：屯門湖景邨湖昌街 4號 道教青松小學（湖

景邨）(信封註明：幼稚園數學邀請賽)    

2. 參賽人選一經填報，如沒有合理理由，不能更改。 

3. 比賽當日，比賽學生需帶備附相片的證明文件（學生證／手冊），以便確認

學生身份。 

4. 學生須自備鉛筆和膠擦參加比賽。 

5. 每間幼稚園請安排每組一位領隊老師，如有查詢，請與本校有關老師聯絡。 
主辦學

校：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聯絡人： 雷小婷主任 

電話： 2465 6363 

傳真： 2465 6863 

電郵： ting@tccpswke.edu.hk 

6. 比賽當日如於正午十二時或以後懸掛(或仍然懸掛)紅色或以上之暴雨警告訊

號 / 三號或以上之颱風訊號，當日的比賽將會取消。 

7. 如需額外報名表格，可自行影印，或於本校網頁下載

https://www.tccpswke.edu.hk 

 

校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      校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www.tccpswke.edu.hk/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主辦 

2022/2023 年度幼稚園數學邀請賽 

 

 

學校名稱：                                                                         

 
參賽學生資料(K2 組) 

 

姓名：(中文)                           

性別：_________       年齡：_______歲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參賽編號 

______________ 

(由大會填寫) 

姓名：(中文)                           

性別：_________       年齡：_______歲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參賽編號 

______________ 

(由大會填寫) 

姓名：(中文)                           

性別：_________       年齡：_______歲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參賽編號 

______________ 

(由大會填寫) 

姓名：(中文)                           

性別：_________       年齡：_______歲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參賽編號 

______________ 

(由大會填寫) 

姓名：(中文)                           

性別：_________       年齡：_______歲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參賽編號 

______________ 

(由大會填寫)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主辦 

2022/2023 年度幼稚園數學邀請賽 

 

 

學校名稱：                                                                         

 
參賽學生資料(K3 組) 

 

姓名：(中文)                           

性別：_________       年齡：_______歲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參賽編號 

______________ 

(由大會填寫) 

姓名：(中文)                           

性別：_________       年齡：_______歲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參賽編號 

______________ 

(由大會填寫) 

姓名：(中文)                           

性別：_________       年齡：_______歲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參賽編號 

______________ 

(由大會填寫) 

姓名：(中文)                           

性別：_________       年齡：_______歲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參賽編號 

______________ 

(由大會填寫) 

姓名：(中文)                           

性別：_________       年齡：_______歲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參賽編號 

______________ 

(由大會填寫)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幼稚園數學邀請賽 

題目示例 
 

 

 
1. 下面每隻碟子可放一條香腸，請把多出的物件圈出來。 
 

 

 

 

 

 

 

 

 

 

 

 

 

 

 

2. 下面有多少塊膠擦 ?  

 

                            

 

 

                                                                  塊 

 

3. 在橫線上填上適當的數字。 

 

20          18   17         15 
 

第 1 頁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幼稚園數學邀請賽 

題目示例 
 

 

4. 請圈出下列最大的數。 

 

4    13    21    9     17    
 

 

 

5. 依排列次序，在方格內畫上缺去的圖形。 

 

 
 

 

6. 在下圖中，從左至右排列，排列在第幾? 

 

 
                    
                                                         第              

 

 

 

 

 

 

 

 

 

第 2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