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第 4 届陈景润杯中学数学比赛 

~ 简章 ~ 

1.  名         称： 陈景润杯中学数学比赛 

2.  主 办 方 ：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3.  宗        旨： 在我国，中学数学的教学，往往只注重考试，而没有注重思考能力的

培养。为了提供一个管道让学生有机会接触更多有助于提升思维能力

的数学题目，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主办陈景润杯数学比赛，其宗旨

如下： 

(a) 提高学生对数学的兴趣，栽培国家的数理人才。 

(b) 鼓励学生学习数学，提升逻辑思维能力。 

(c) 促进各区域学校学生之间在学问上互相切磋。 

(d) 发掘学生的数学天分，鼓励学生往数学的殿堂进军。 

4.  区域及地点： 这项比赛分为 5 个赛区： 

赛区 州属 

中马区 吉隆坡，雪兰莪，彭亨 

南马区 柔佛，马六甲，森美兰 

霹雳州 霹雳 

北马区 吉打，槟城，吉兰丹，玻璃市，登加楼 

东马区 沙巴，砂劳越 

学校可自设考场，唯须事先签署合作协议，保证严格遵守主办方定下

的细则，防止考题泄露，确保比赛的公信力。 

不愿设考场的学校，主办方将安排参赛者到其他考场比赛。 

5.  比赛日期： 2020 年 4 月 1 日 (星期三) 

6.  比赛时间： 上午 9 时 45 分进入考场，上午 10 时至中午 12 时比赛。 

7.  参赛资格： 凡马来西亚在籍中学生或大学预科班学生都可以报名参加。 



8.  比赛组别： 比赛分为三组：初阶组，中阶组，高阶组。 

(a) 初阶组：初中一年级，初中二年级 

                Form 1, Form 2 

(b) 中阶组：初中三年级，高中一年级 

                Form 3, Form 4 

(c) 高阶组：高中二年级，高中三年级 

                Form 5, Form 6, Foundation, A Level or Equivalent 

各校每组的报名人数不限。 

9.  比赛媒介： 各组皆以中、英两种语文出题。 

10.  出题方式： 共有 30 题: 

第  1  至第 10 题，选择题，每题 4 分 

第 11 至第 20 题，问答题，每题 5 分 

第 21 至第 25 题，问答题，每题 6 分 

第 25 至第 30 题，问答题，每题 8 分 

11.  比赛用具： (a) 自备 2B 或 HB 铅笔及橡皮擦 

(b) 赛场提供草稿纸 

(c) 不准使用计算机 

12.  报名日期： 即日起至 2020 年 1 月 24 日 (星期五) 

13.  报名费： 每名学生 RM 12，其中 RM 8 须交给主办方，余下的 RM 4 是考场学校

的行政费。 

14.  报名方式： 由学校负责老师填妥电子报名表格，在报名截止之前电邮至 

                    mathcompetition@xmu.edu.my 

并将报名费汇给主办方 (见第 16 项报名费缴交方式)。 

若学校不愿替学生报名，学生也可以直接将报名表格发至以上的邮

箱，以个人身份参赛，由主办方安排考场。 

15.  奖励方法： 这是一项分区比赛，每个赛区每组都设有个人奖及团体奖。 

A.  个人奖： 个人成绩优异的参赛者，将获得奖励。 

 第 1 名至第 10 名： 奖牌及奖状 

 杰出奖： 奖状 

 优秀奖： 

表扬奖： 

奖状 

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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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团体奖： 每间有 10人或以上参加该组比赛的学校，以最佳十名

学生的总积分为准；若少于 10人参赛，则以所有参赛

者积分为准。依积分高低，设有 

(a) 团名第一名 

(b) 团体第二名 

(c) 团体第三名 

竞争激烈的区域将会有团体第四名。 

另外，主办方将选出各组全国最佳的 100 名学生。 

第 1 名： 奖金 RM 800 及奖状 

第 2 名： 奖金 RM 500 及奖状 

第 3 名： 奖金 RM 300 及奖状 

第 4 及第 5 名： 奖金 RM 200 及奖状 

第 6 至第 10 名： 

第 11 至第 100 名： 

奖金 RM 100 及奖状 

奖状 

成绩优异的高阶组学生，报读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将可得到奖学

金优惠，按成绩高低，最高可达 100%，学生可报读任何科系。持中国

护照的学生只能以高考进入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16.  报名费 

缴交方式： 

如果学校自设考场，可以保留每人 RM 12 的 报名费中的 RM 4 作为行

政费，而将 RM 8 缴交给主办方。学校也可自行减免该校学生 RM 4 的

行政费，但不能增加。 

如果学校不设考场，须将每人 RM 12 的报名费缴交给主办方，由主办

方将其中的 RM 4 交给考场学校。 

请将报名费汇至/存入以下户口： 

银行账号：112371086176 (Savings Account) 

银行名称：Maybank 

户名：Teo Lee Peng & Lim Min 

汇/存款后，请将收据扫描并发质邮箱 mathcompetition@xmu.edu.my，

以便作账及查账。 

本简章若有未尽善处，主办方有权随时增删及裁夺之。若有任何疑问，请电邮至

mathcompetition@xmu.edu.my 或致电 012-2853013/ 012-3163036 询问。 

比赛官方网站：http://mathcompetition.wixsite.com/chenjing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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