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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寶垣盃小學校際數學挑戰賽 

  數學教育致力培養學生的解難能力及建立學生的抽象概念，從而讓學生觸類旁通，提升持續學

習的素養及技巧。為提升小學生對數學科的興趣，本校將舉辦「侯寶垣盃小學校際數學挑戰賽」，

現謹特函誠邀 貴校的小五及小六級學生參加。比賽詳情如下： 

 

 比賽日期： 2021 年 12 月 3 日（五） 

 比賽時間： 上午 11:00 至中午 12:00 （報到時間：上午 11:00） 

 比賽地點： 青松侯寶垣中學（新界屯門恆富街 21 號） 

 

  其他有關本比賽的資料，可參閱下列附件： 

    【附件 A】：比賽詳情及細則 

    【附件 B】：計分方法及獎項分布 

    【附件 C】：模擬題目 

 

  如 貴校有意派學生參賽，請在 2021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五）或之前，以下列其中一種方式

報名： 

(1) 填寫網上報名表格（二維碼：      ）；或 

 

(2) 填妥後附的報名表格（請清晰書寫參賽學生的姓名），並傳真至 2459 7785 或 電郵

至 email@cchpwss.edu.hk。 

 

  本校收妥報名表格後，會向各參賽學校發出「參賽確認信」以核實報名資料。如各參賽學校在

2021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五）仍未收到「參賽確認信」，或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457 7154 聯絡

本校蕭偉權主任。 

  

附件一： 

請轉交數學科

科主任 

mailto:email@cchpwss.edu.hk
mailto:email@cchpws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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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松侯寶垣中學 

2021 - 2022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數學挑戰賽」報名表格 

（請在 2021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五）或之前傳真至 2459 7785 或電郵至 email@cchpwss.edu.hk） 

敬覆者： 

  本校有意參加 貴校所舉辦的「侯寶垣盃小學校際數學挑戰賽」，並附上相關的參賽資料： 

學校名稱：  

學校電郵地址：  學校電話：  

負責／聯絡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手提）：  

負責／聯絡教師電郵地址：  

  參賽隊伍資料： 

組别 學生姓名 

小五組 

1. 

 

2. 

 

3. 

 

4. 

 

小六組 

1. 

 

2. 

 

3. 

 

4. 

 

備註：  

 

  此覆 

青松侯寶垣中學鄭鍾榮校長 

校印 

 

校長簽署：  

校長姓名：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網上報名表格

 

附件一： 

請轉交數學科

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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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2022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數學挑戰賽 

比賽詳情及細則 

 

1. 比賽資訊及流程 

 日期： 2021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五） 

 時間： 11:00am – 12:00nn 

  （「小五組」及「小六組」比賽會同時進行） 

 地點： 青松侯寶垣中學 

  （地址：屯門恆富街 21 號、電話：2457 7154） 

 程序： 11:00am – 11:10am 到達比賽場地及報到 

  11:10am – 11:20am 比賽簡介 

  11:20am – 11:50am 數學挑戰賽 

  11:50am – 12:00nn 收題目及宣布（有關獲獎名單公布及獎項發送事宜） 

  12:00nn 比賽結束及解散 

 

2. 參賽資格 

 比賽組別： 分為「小五組」及「小六組」 

 參賽人數： 每隊由 3 至 4 名同級學生組成 

    每校可派出最多 1 隊小五學生及最多 1 隊小六學生參賽 

 

3. 比賽形式 

 比賽以「個人賽」形式進行，限時 30 分鐘。每名參賽者須獨自完成題目。 

 比賽題目： 由本校數學科團隊擬訂（具中國奧林匹克壹級教練員資格） 

所有試題均為中文題目，間中或有英文註釋 

題目樣本請參閱【附件 C】：「模擬題目」 

 

4. 比賽獎項 

 「小五組」及「小六組」各設下列獎項： 

  「個人賽」獎項：  金獎、銀獎、銅獎 

            （各得獎學生將獲發個人獎狀以茲鼓勵） 

  「團體」獎項 ：  冠軍、亞軍、季軍 

            （各得獎學校將獲頒發獎盃乙個及獎狀以茲鼓勵） 

  「參與嘉許狀」：  未獲個人賽獎項的參賽者將獲頒發嘉許狀以茲鼓勵 

 比賽計分方法： 請參閱【附件 B】：「計分方法及獎項分布」 

 比賽結果公布： 結果將於 2021 年 12 月中旬經本校網頁公布 

     結果亦會同步經電郵/傳真發送予參賽學校 

     所有獎盃及獎狀將於 2022 年 3 月或之前送抵各得奬學校。 

 

5. 賽事取消或延期 

若在比賽當日，教育局宣布全港日校停課，則比賽將會取消或延期，詳情將另函通

知。 

 

  

附件一【A】 

請轉交數學科

科主任 



青松侯寶垣中學  升中校園導賞日及「侯寶垣盃」小學校際比賽邀請函           頁6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數學挑戰賽 

計分方法及獎項分布 

 

 (1) 「個人賽」獎項： 

  - 只參考每名參賽者在「個人賽」的得分，由高至低計算排名。 

  - 各獎項分布如下： 

金獎：「個人賽」得分最高的 5% 

銀獎：「個人賽」得分最高的 20%，而未獲「金獎」者 

銅獎：「個人賽」得分最高的 40%，而未獲「金獎」及「銀獎」者 

  - 每名得獎者均會獲發獎狀乙張。 

- 在「個人賽」未能獲獎的參賽者，將獲發「嘉許狀」乙張，以茲鼓勵 

 

 (2) 「團體」獎項： 

- 某參賽學校的「學校得分」S為該校所有參賽者在「個人賽」得分的算

術平均值。 

- 參考每所參賽學校的「學校得分」S，由高至低計算排名。 

首三所學校依次奪得「冠軍」、「亞軍」及「季軍」。 

- 如兩校所得的「學校得分」S相同，則按兩校的參賽者在「個人賽」的

得分排序，以定高下。（範例參看下表） 

   - 每所得獎學校均會獲發獎盃乙個及獎狀乙張。 

 

「團體」獎項計分範例： 

學校 
參賽者的 

「個人賽」得分 
「學校得分」S 按 S 排名 

「個人賽」 

最高得分 

「團體」 

獎項 

學校 A 20 20 23 21 
20 20 23 21

4

+ + +
 21=  第一 23 冠軍 

學校 E 13 26 21 22 
13 26 21 22

4

+ + +
 20.5=  第二 26 亞軍 

學校 G 20 21 25 16 
20 21 25 16

4

+ + +
 20.5=  第二 25 季軍 

學校 F 12 16 33  
12 16 33

3

+ +
 20.33  第四 33 

無 

學校 D 25 0 28 11 
25 0 28 11

4

+ + +
 16=  第五 28 

學校 C 21 17 7  
21 17 7

3

+ +
 15=  第六 21 

學校 B 11 4 18 16 
11 4 18 16

4

+ + +
 12.25=  第七 18 

附件一【B】 

請轉交數學科

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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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寶垣盃小學校際數學挑戰賽 

模擬題目 

 

 

運算題 

計算
2000

11996199719981999 ++−+− 
。 

答案：
2

1
 

 

概念題 

200070 有多少個質因數？ 

答案：3 

 

枚舉題 

如果要將 2000 罐完全相同的汽水分成三組，而任何兩組的汽水數目至多相差 5 罐，共有多少

種分組方法？ 

答案：7 (種) 

 

幾何題 

圖中，D及 E分別為 BC及 AC上的點，其中 cm 48=BD 、 cm 32=CD 及 ECAE = 。AD與

BE相交於點 F。 

 

如果 ABC 的面積為 2cm 2000 ，求 BFD 的面積。 

答案： )cm(450 2
 

 

 

B C 
D 

A 

E 

F 

48 cm 32 cm 

附件一【C】 

請轉交數學科

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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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式題 

在以下算式中，不同的字母代表 0 至 9 的不同數字。 

HPWS

S

SWPH

  

求 WPH ++ 的值。 

答案：9 

 

邏輯題 

建侯、家寶及維垣參加了一場比賽，當中只有一人奪得金牌。以下是他們的宣稱： 

建侯：「我奪得金牌。」 

家寶：「我沒有奪得金牌。」 

維垣：「建侯沒有奪得金牌。」 

已知他們的宣稱中，只有一句是真的。 

問誰奪得金牌？ 

答案：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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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寶垣盃小學校際公民問答比賽 

  在高中學制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是四個核心科目之一，所有學生都必須修讀。為讓小

學生加深對該科的認識，乃至喚起對該科的興趣，本校將舉辦「侯寶垣盃小學校際公民問答

比賽」，而現謹特函誠邀 貴校派學生參加。至於比賽安排的詳情如下： 

 

參賽資格： 青松觀屬觀小學或屯門、元朗及荃灣區小學之小五、小六學生 

參與人數： 每校派出四名學生 

比賽地點： 青松侯寶垣中學 

比賽日期： 2021 年 12 月 3 日上午（星期五） 

比賽安排： 

  11:55 – 12:15 報到 

  12:15 – 12:20 比賽簡介 

  12:20 – 12:35 公民問答比賽 (第一回合：紙本題目) 

  12:35 – 12:40 小休 

  12:40 – 12:55 公民問答比賽 (第二回合：電子題目) 

  12:55 –13:00 宣佈比賽結果及解散 

 

命題方向： 

中國國情知識、國家安全、《基本法》、香港歷史與文化有關的內容，及近期的時事議題 

 

參考資料：  

《國家憲法》 (https://www.basiclaw.gov.hk/tc/constitution/index.html ) 

《基本法》 (https://www.basiclaw.gov.hk/tc/basiclaw/index.html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http://www.gov.cn/zhengce/2015-07/01/content_2893902.htm ) 

香港政府架構 (https://www.gov.hk/tc/about/govdirectory/govstructure.htm ) 

認識國旗、國徽、國歌及區旗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

tasks/moral-civic/newwebsite/flagraising.html)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https://www.nsed.gov.hk/?l=tc ) 

國史教育中心 (https://www.cnhe-hk.org/ ) 

中國文化研究所 (https://chiculture.org.hk/tc/ ) 

 

附件二： 

請轉交常識科

科主任 

https://www.basiclaw.gov.hk/tc/constitution/index.html
https://www.basiclaw.gov.hk/tc/constitution/index.html
https://www.basiclaw.gov.hk/tc/basiclaw/index.html
https://www.basiclaw.gov.hk/tc/basiclaw/index.html
http://www.gov.cn/zhengce/2015-07/01/content_2893902.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15-07/01/content_2893902.htm
https://www.gov.hk/tc/about/govdirectory/govstructure.htm
https://www.gov.hk/tc/about/govdirectory/govstructure.htm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newwebsite/flagraising.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newwebsite/flagraising.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newwebsite/flagraising.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newwebsite/flagraising.html
https://www.nsed.gov.hk/?l=tc
https://www.nsed.gov.hk/?l=tc
https://www.cnhe-hk.org/
https://www.cnhe-hk.org/
https://chiculture.org.hk/tc/
https://chiculture.org.hk/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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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寶垣盃小學校際公民問答比賽 

計分方法及獎項分布 

 

計分方法：  

 第一回合（紙本題目）：以紙本形式作答 

題目共 25 題，每題 10 分，答錯不扣分 

此部分得分作為「個人賽」的成績依據，亦作團體賽的分數。 

（4 位參賽者之得分均會計算，每隊最高可獲 1000 分。） 

 第二回合（電子題目）：由本校提供的平板電腦作答 

按作答正確／錯誤數量、回答時間快慢作加減分數依據，一切以

當日電子平台紀錄為準。 

(4 位參賽者之得分均會計算，每隊最高可獲 1000 分。) 

獎項： 

(1) 個人獎項： 

 只參考每名參賽者在「第一回合」的得分，由高至低計算排名。 

 各獎項分布如下，每名得獎者均會獲發獎狀乙張： 

 金獎：「第一回合」得分最高的 10% 

 銀獎：「第一回合」得分最高的 30%，而未獲「金獎」者 

 銅獎：「第一回合」得分最高的 50%，而未獲「金獎」及「銀獎」者 

嘉許狀：在「第一回合」未能獲獎的參賽者，將獲發「嘉許狀」乙張，以茲鼓勵 

 

(2) 團體獎項： 

 以每間參賽學校於「第一回合」及「第二回合」的總得分由高至低計算排名。 

 首三所學校依次奪得「冠軍」、「亞軍」及「季軍」。 

 如首三名的學校中，有多於一間學校於「第一回合」及「第二回合」的總得分相

同，則一同獲得該名次之獎項。 

 每所得獎學校均會獲發獎盃乙個及獎狀乙張，而所有參賽者可獲頒發參與嘉許狀以

茲鼓勵。 

 

  如 貴校有意派學生參加是項比賽，請填妥下列報名表格，並在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五）或之前傳真至 24597785。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4577154 聯絡李文靖主任。 

 

 

 

  

附件二： 

請轉交常識科

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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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寶垣盃小學校際公民問答比賽」報名表格 

（請在 2021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五）或之前傳真至 24597785 或 

電郵至 email@cchpwss.edu.hk，如於 11 月 19 日仍未收到確認電郵，請與負責老師聯絡。） 

 

敬覆者： 

   

      本校有意參加 貴校所舉行的「侯寶垣盃小學校際公民問答比賽」，並附上相關的參

賽資料： 

 

學校名稱：＿＿＿＿＿＿＿＿＿＿＿＿＿＿＿＿＿＿＿＿＿＿＿ 

 

學生（一）：＿＿＿____＿＿（小五/小六*） 學生（二）：＿＿＿____＿＿（小五/小六*） 

 

學生（三）：＿＿＿____＿＿（小五/小六*） 學生（四）：＿＿＿____＿＿（小五/小六*） 

 

負責／帶隊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負責老師常用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刪去不適用年級 

 

 

  此覆 

青松侯寶垣中學鄭鍾榮校長 

校印 

 

校長簽署：  

校長姓名：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二： 

請轉交常識科

科主任 

mailto:電郵至email@cchpwss.edu.hk，如於11月19
mailto:電郵至email@cchpwss.edu.hk，如於11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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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松侯寶垣中學 主辦    藍天足球會 協辦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足球競技賽 

 

本校自 2013 年開始舉辦了小學五人足球比賽，反應熱烈，區內小學同學均透過足球比賽，

互相交流，爭逐殊榮。但受疫情影響，本年度之比賽將改為足球競技賽，希望 貴校踴躍支

持。活動詳情如下： 

 

比賽日期： 2021 年 12 月 4 日(星期六) 

比賽地點： 青松侯寶垣中學 

比賽安排： 08:45 – 09:00 報到 

   09:00 – 10:00 分組個人初賽 (每隊 6 位參賽者以小組及個人形式作賽) 

   10:00 – 10:30 計分及小休 

   10:30 – 11:30 「侯寶垣盃」決賽 (初賽最高分的 4 隊作賽) 

   11:30 – 11:45 頒獎禮 

賽制及章程：請參閱附件一 

參賽資格： 青松觀屬下小學、屯門、元朗及荃灣區小學 

隊伍上限： 每校一隊，上限 12 隊。如報名隊伍超出上限，將以抽籤形式選出參賽隊伍。 

報名方法︰ 請參閱比賽規則(附件)，填妥報名表後以電郵或傳真交回本校。 

截止報名日期︰2021 年 11 月 12 日 (星期五)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與本校張志芬老師聯絡 (學校電話：24577154)。 

 

 

  

附件三： 

請轉交體育科

科主任 



青松侯寶垣中學  升中校園導賞日及「侯寶垣盃」小學校際比賽邀請函           頁13 

青松侯寶垣中學 主辦    藍天足球會 協辦 

「侯寶垣盃」小學足球競技賽比賽章程及報名表 

1. 比賽規則 

i. 賽事為足球競技賽，報名人數為 6 人，後備最多 2 人。 

ii. 採用 4 號足球進行比賽。 

iii. 所有參賽者必須配戴口罩及於比賽前消毒雙手。 

iv. 賽事分為初賽及「侯寶垣盃」決賽。 

v. 初賽章程如下： 

 項目一 

射 9 格龍門 

項目二 

控球 

項目三 

三人頂頭鎚 

賽

制 

1. 各校每位隊員有 4 次

射球機會。 

2. 球員定點站在距離龍

門 9 米外，在球證吹

哨後射球。 

3. 球員射中該格的數

字，將獲得所示分

數，例如「1」字將獲

1 分，「8」字將獲 8

分。 

4. 1-8 的排列方法如

下： 

8 5 8 

4 3 4 

2 1 2 

5. 如射中門框或門楣，

將以 0 分計。 

6. 球員可以重覆射向同

一格。 

1. 各校隊員分2組輪流作

賽 1 分鐘 

2. 3 名球員同時站在約 4

米 x 4 米方框內以身體

各部位控球  (雙手除

外)。 

3. 每控 1 下，可獲 1 分，

最多 30 分。 

4. 如足球跌出方框外，球

員須自行拾回足球，所

損失的時間將不獲補

回。 

 

1. 每校分成 2 隊作賽，

每隊 3 位球員。 

2. 3 位球員須分兩邊站

在指定位置，左右相

距約 2 米。 

3. 3 位球員分別負責拋

球、頂頭鎚及手

持呼拉圈。負責拋球

及頂頭鎚的球員須站

在指定呼拉圈範圍

內。 

4. 負責拋球的球員用手

將足球拋向負責頂頭

鎚的同學，頂頭鎚的

同學要將球頂入隊員

手持的呼拉圈內。 

5. 每小組 1 分鐘時間，

每入一球將獲 5 分，

最多 20 球共 100 分。

如非使用頭鎚方式入

球，將不獲發分數。 

分

數 

每隊 6 位球員，每人 4 球，

最高得分為 192 分。 

每隊 6 位球員，每人 1 分

鐘，最高分數為 180 分。 

每校 2 隊，每隊 1 分鐘，

每球 5 分，最高分數為 200

分。 

獎

項 

個人獎： 

⚫ 項目一及項目二最高分的球員將獲頒「神射手獎」及「最佳控球獎」。 

⚫ 項目三最高分的小隊，將獲頒「最佳合作獎」。 

⚫ 每位參賽者將計算個人得分，設個人賽冠亞季軍三個獎項。 

⚫ 以上各得獎者可獲獎盃一座。 

團體獎： 

⚫ 三項初賽將分別以均等比例(即 1:1:1)計算為每所學校的總得分。 

⚫ 最高分的 3 間參賽學校，將分別獲頒「侯寶垣碟」第一、二、三及四名，第

五至第八名為優異，各可獲獎碟一座及獎牌八面。 

晉

級 
於初賽最高分的 4 隊將晉級決賽爭奪「侯寶垣盃」。 

 

附件三： 

請轉交體育科

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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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侯寶垣盃」決賽章程如下： 

1. 「侯寶垣盃」採用淘汰制。 

2. 4 隊晉級決賽的隊伍將以抽籤形成分成 2 組作賽。 

3. 比賽以兩隊互射龍門方式進行。AB 兩隊將輪流作賽。A 隊將獲發 2 個「足球吹

充氣人牆公仔」2 個，A 對可以將人牆公仔放在”半月位”內指定 6 個位置的任何

2 個，作賽期間有一次機會轉移位置。A 隊派出 1 位球守門員，B 隊將派 5 名球

員射球。射手可以選擇在半月位線上的任何一點作定點射球。 

4. 分組勝出隊伍將晉級決賽，分組被淘汰的 2 隊將參與季軍賽。 

5. 如得分相同，則以「即時死亡」形式定出勝負。 

 

有意參賽隊伍可參考以下示範影片，以了解各賽事的比賽方式。 

www.cchpwss.edu.hk/primary/football 

 

2. 球衣及服飾 

i. 所有球員必須穿著合適的球衣及平底運動鞋作賽，可自行決定是否穿戴護脛，以作

保護。 

ii. 不可穿著船襪作賽。 

iii. 不可配戴眼鏡或任何飾物作賽，以策安全。 

 

3. 球證 

 由本校老師及藍天足球會代表擔任。 

 

4. 上訴 

賽事不設上訴，一切決定及賽果以當場球證之判決為依歸。如有詢問，須由領隊老師向

本校老師提出。 

 

5. 獎項 

i. 「侯寶垣盃」賽事設有冠、亞、季及殿軍，各可獲獎盃一座及獎牌八面。 

 

6. 其他事項 

i. 如比賽當天早上七時前天文台懸掛任何暴風訊號或任何暴雨警告，賽事將會取消。 

ii. 比賽會亦會因應天氣、場地及報名情況對賽制賽例作出更改，務求使賽事安全及順

利進行，敬請各參賽隊伍留意。 

  

http://www.cchpwss.edu.hk/primary/football
http://www.cchpwss.edu.hk/primary/foot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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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松侯寶垣中學 主辦    藍天足球會 協辦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足球競技賽《報名表》 

截止報名日期︰12/11/2021(五) 
 

報名表請傳真至 2459 7785 或電郵至 email@cchpwss.edu.hk，如於 2021 年 11 月 19 日仍未收到確認

電郵，請致電 24577254 與郭紫恩老師聯絡。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領隊老師/教練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領隊必須為十八歲或以上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提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領隊老師常用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球衣顏色：________ 

 A 組 B 組 

正選 

(必填) 

姓名 就讀年級* 姓名 就讀年級* 

1. 小五/小六 1. 小五/小六 

2. 小五/小六 2. 小五/小六 

3. 小五/小六 3. 小五/小六 

後備 

(選填) 
1. 小五/小六 2. 小五/小六 

*請刪去不適用年級 

豁免法律責任及聲明： 

根據前述事項，本隊員及領隊之繼承人，各隊員及領隊之管理人謹此豁免青松侯寶垣中學及任何有

關之團體對於本隊伍因參加小學校際足球競技賽而由於任何原因，所引致之疾病、死亡、個人損失

及經濟損失之任何法律責任，以及放棄任何有關之權利、索償及追究行動。此外，本隊伍亦受權予

舉辦者及其代理機構選用任何有關賽事之相片、錄影及賽事記錄作任何合法用途。而以上未滿十八

歲的參加者亦已獲家長/監護人授權同意參加是次活動。並聲明上述球員健康良好並無任何疾病足令

他們不宜參加足球比賽。 

**本校將為參與是次足球比賽的小學同學購買相關活動保險。 

 

領隊老師/教練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印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三： 

請轉交體育科

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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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寶垣盃小學校際中文作文比賽 

為推廣中國語文教育，加強小學生對中文作文的能力，本校將舉辦「侯寶垣盃小學校際

中文作文比賽」，現特函誠邀 貴校學生參加。比賽安排詳情如下： 

參賽資格： 青松觀屬觀小學或屯門、元朗及荃灣區小學之小五、小六學生 

賽制：  比賽分小五及小六兩組，進行兩階段比賽：初賽及複賽 

初賽細則： 

比賽方法 1.參賽同學透過學校代為報名及繳交作品。(此階段只須繳交作品，無

須到本校現場寫作。) 

2.參賽作品須寫於原稿紙/學校作文紙上。(不接受電腦打字，須在作品

上清楚寫上所屬學校中文全名、參賽組別及參賽同學的中文姓名。） 

參賽組別及題目 • 小五組： 一件美好的往事 

• 小六組： 這件事讓我學會一個道理 

作品規格 

 

• 小五組：字數不少於三百字 

• 小六組：字數不少於三百五十字 

繳交作品方法及

截止日期 

 

請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一）或之前，將  貴校學生之參

賽作品及報名表格製成 PDF 檔案(所有參賽作品及報名表格放於同一

檔案便可)並電郵至 chinese@cchpwss.edu.hk   

獎項 

 

⚫ 比賽設有特等獎、優異奬及良好獎，得奬同學可獲獎狀乙張，其

餘參賽同學也可獲「參賽證書」乙張。 

⚫ 設「最佳參與學校」獎，藉以表揚積極參與的學校。 

⚫ 特等獎得主可進入複賽進行現場寫作比賽，爭奪冠、亞、季軍三

個獎項。 

複賽細則： 

比賽方法 於初賽獲特等獎的參賽同學須親臨本校參與現場寫作比賽。 

參賽組別及題目 分小五及小六兩組，題目於現場派發。 

比賽日期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四日 (星期六)上午十一時至十二時 

(參賽通知書將於比賽前一星期發出) 

比賽地點 青松侯寶垣中學(地址：香港屯門恒富街 21 號) 

獎項 每組別各設冠、亞、季軍三個獎項，得獎者將獲頒獎杯乙個及獎狀乙

張。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聯絡本校尹景峰老師（聯絡電話：24577154；聯絡傳真：24597785）。 

  

附件四： 

請轉交中文科

科主任 

mailto:電郵至chinese@cchpwss.edu.hk
mailto:電郵至chinese@cchpws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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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松侯寶垣中學 

2021-2022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中文作文比賽 

報名表格 

請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一）或之前，將  貴校學生之參賽作品及報名表格製成

PDF 檔案(所有參賽作品及報名表格放於同一檔案便可)並電郵至 chinese@cchpwss.edu.hk 

 

學校名稱(中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地址(中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老師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先生/小姐 負責老師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老師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組別及人數：(如有需要，此表格可自行印製) 

參賽學生姓名 

小五組 小六組 

1. 6. 1. 6. 

2. 7. 2. 7. 

3. 8. 3. 8. 

4. 9. 4. 9. 

5. 10. 5. 10. 

共______________人 共______________人 

 

 

校印 

 

校長簽署：  

校長姓名：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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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轉交中文科

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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