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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九九文教基金會 
2022 第二屆 ELMC 國小數學競賽 活動計畫書 

（Elementary League of Mathematical Competition） 

壹、 活動緣起及說明 
九九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於 2020 年接受臺北市教育局委託辦理「臺北市國

中青衿伴學計畫」，協助輔導「數學」學習弱勢的同學，成效斐然。在輔導過程中，本

會發現有相當比例的同學，在小學階段的數學學習已經落後，且充滿挫折，因此國中

階段很難跟上進度，尤其在學習遇到瓶頸時更不知如何尋求老師與同學幫助。 

除了協助數學弱勢同學外，近年來本會不斷接收到眾多數學教育先進及各大學的

建議，期待我們能將目前全國最具規模的「TRML 高中數學競賽」及「JHMC 國中數學競

賽」成功舉辦的經驗向下延伸到國小的數學團體競賽，以期讓參與競賽的同學能在互

相討論，共同努力及彼此協助的情形下一起解決有趣且具挑戰性的數學題目，並且能

在同儕中發揮領頭羊的角色，帶領同學在國小階段就能在數理方面扎下堅實的根基，

期盼在未來的學習上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據此，本會特邀眾多美國及國內國中小數學教育專家學者，耗時經年精心設計各

式數學生活化試題，於 2022 年元月正式舉行第一屆「ELMC 國小數學競賽」，於雙北、

苗栗二地辦理，強調團隊合作解題，參與之老師、家長及學生均有正面的迴響。 

本會深知除了城鄉差距外尚有區域差異，特別是在數學學習方面；例如同為都會

區的臺北、新竹、高雄等，亦存在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基於創會宗旨，為使城鄉差

距得以弭平，學術資源得以共享。因此本會訂於今年 12月 10日擴大辦理第二屆 ELMC

國小數學競賽，望能匯集更多資料提供教育主管當局參考。且所有費用均由本會贊助，

望此拋磚引玉之舉，能讓國內的小學數學教育更上層樓，為我國培育更多的人才。 
 

貳、 活動目的 
本會希望藉 ELMC 活動達到以下目標：  
一、希望藉由數學競賽活動提升國小學生對數學學習的興趣。  
二、讓學生跳脫學習窠臼，在競賽過程中發揮自我創意，達成「快樂學習」目的。  

三、以團隊競賽模式，培養學生團隊討論以解決問題的精神。  

四、藉由競賽的方式選拔並培養數學資賦優異的學生，以利國家人才的培育及競爭

力的提升。  

五、透過學生、指導老師與試務人員間的交流以增加學生、老師及家長間的互動並

增進親子與師生的關係。 
 

參、 競賽簡介 
這項活動乃是針對國民小學五、六年級在學學生所設計的數學競賽，命題範圍涵

蓋國小數學內容—數與計算、量與實測、幾何、統計圖表、關係(含尋找規律、邏輯推

理)等五個主題。每隊由 3 位隊員、 1 位試務人員共同組成，部份競賽項目，參賽選

手可藉由共同討論、團體合作的方式為團隊爭取榮譽。競賽項目共分為個人賽、團體

賽與思考賽等三種方式進行，其競賽項目及配分說明，詳見本簡章附件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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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苗栗縣政府教育處 
 

伍、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九九文教基金會 
 
陸、 合辦單位：臺北市南華高中、全國學生學習成就測驗協會、臺北市立明德國民 

           中學、苗栗縣私立建臺中學、高雄市私立明誠高級中學、花蓮縣 
           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柒、 參加對象：公私立小學五、六年級在學學生 
 

捌、 活動日期：2022 年 12 月 10日（星期六） 
 
玖、 活動地點：雙北地區：臺北市立明德國民中學 

      苗栗地區：苗栗縣私立建臺中學 
      高雄地區：高雄市私立明誠高級中學 
      花蓮地區：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 因本活動為競賽活動，為鼓舞參賽隊伍良性競爭互動，本會訂有地區參賽隊伍之下

限(30 隊)，若報名隊伍數未達此一下限，擬將取消該區之競賽或可選擇至他區參

賽。 

※ 活動地點選定後，除非活動地點未達 30隊，恕不接受更改。另因場地限制，各地

區參賽隊伍數額滿後，《ELMC 線上報名系統》即不再受理報名。本會保留調整各地

區隊伍數上限的權利，敬請有意參賽之隊伍，儘快完成報名手續。 

 
壹拾、 競賽時程: 

2022年 12月 10 日（星期六） 

08：30 — 09：00 隊伍報到 

09：10 — 10：20 個人賽（含規則說明及收發卷） 

10：30 — 11：00 團體賽（含規則說明及收發卷） 

11：10 — 11：30 思考賽（含規則說明及收發卷） 

壹拾壹、 競賽活動報名規定 

一、因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影響，本會將依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指引彈性調整活動時程與應試規定。 

 

    二、組隊規定 

（一）每隊必由 3位隊員組成、指導老師 1名及活動當天須有 1名試務人員

（指導教師與試務人員可為同一人)。 

每位試務人員僅能擔任 一隊 之試務人員，指導教師則可指導一隊以 

上之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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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試務人員均須於活動當天擔任監考或閱卷工作，工作由本會安排。 

若活動當天臨時無法出席，請自行找人員擔任試務工作，否則該隊成 

績將不予以計算、不列入競賽評比。 

 

（三）試務人員除了可由學校教師擔任外，亦可由各參賽隊員年滿 20 歲的

親友擔任。 
 

三、報名費用：完全免費（為避免資源浪費、故每隊報名時酌收保證金 500元。

於考試當天隊伍確認出席後，退還保證金；如無故未出席者，保

證金將沒入並運用於數學教育推廣活動） 
 

四、報名時間與方式： 

(一) 報名日期： 

2022 年 11月 7 日(一)起至 11 月 17 日(四)，一律採線上報名，滿額

或逾期即不再受理報名，額滿以隊伍保證金匯款時間為準。 

(二) 報名方式： 

 欲參加本屆競賽之隊伍必須遵照以下報名流程完成報名手續，未完成

者或未依流程順序報名者，一律視為「未完成報名之隊伍」，不列入

各地區隊伍數內。 

1. 各隊完成《線上報名登記》手續。 

2. 請將 3 位隊員家長同意書 掃描、拍照(字體清晰)後 E-Mail

（ELMC@99cef.org.tw）至本會，信件標題為「ＯＯＯ（隊名）ELMC

報名資料」作為資料備查之用。隊名勿超過 3 個中文字或 3 個英文

字母。家長同意書請參見附件二，各參賽隊伍可自行影印，以便報名

之用。 

3. 交納保證金：《繳款證明》或《收據》或《繳款完成擷圖》請妥為

保存，以備日後有異時存查。 

              (1) 列印繳費單後，持繳費單至《聯邦銀行》繳費。 

 
(2) 請至全國聯邦銀行索取「存取款憑條」臨櫃繳款。 

  戶名：財團法人九九文教基金會 

 
(3) 自動櫃員機（ATM）轉帳繳費。 

 自動櫃員機（ATM）轉帳繳費步驟說明： 

 

    
選擇功能 → 輸入銀行代碼 803 → 輸入繳款帳號 → 輸入金額 

→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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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或以跨行匯款方式繳費，匯入銀行為聯邦銀行 公館分行 

  戶名：財團法人九九文教基金會 
  

 

(5) 繳款帳號說明： 

 依《隊長》身分證字號作為繳費識別之用 

 繳款帳號共 14 碼。 

 繳款帳號=10425 +《隊長》身份證字號後 9 碼。 

              例：身分證字號為 A123456789，則繳款帳號為

「10425123456789」。 

 

4. 完成報名手續 
 

五、隊員更換辦法  

(一) 於 2022 年 11 月 17 日(星期四)前，各參賽隊伍可自行於本會 ELMC

報名系統內(網址: http://www.99cef.org.tw)自由更換隊員。並請

於完成隊員更換手續後，自行列印隊員資料，確認隊員是否已更換完

成，以確保參賽權益。 

 

(二) 於 2022 年 11月 18 日(星期五)至 11 月 25日(星期五)期間，參賽隊

伍若需更換隊員，更換之隊員不得超過 2 位，並請依以下辦法辦理： 

 

1. 填寫附件三之《隊伍資料更換申請表》。 

2. 完成申請表填寫後，將《隊伍資料更換申請表》與《家長同意書》

（如更換隊員時）一併以【E-Mail】（ELMC@99cef.org.tw）信件標

題為「ＯＯＯ（隊名）ELMC隊員更換」，至本會辦理更換手續。 

3. 完成 E-Mail申請後，請於 4個工作天後，至本會網站 

(網址:http://www.99cef.org.tw)查詢，並自行列印隊員資料，確

認隊員是否已更換完成，以保障參賽權益。 

 

(三) 若隊員新冠肺炎確診或居家隔離中，請勿參與本次活動，並依以下

辦法辦理隊員更換手續 

1.備妥以下文件 

(1)《原隊員》衛福部之居家隔離、確診證明 

(2) 第二屆 ELMC國小數學競賽《隊伍資料更換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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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隊員在競賽當日無法參賽，12 月 9日(星期五)中午 12:00 之前備

妥上列文件與本會聯繫辦理隊員更換。 

3. 12 月 9日(星期五)中午 12:00之後，請試務人員於競賽當日攜帶

上列文件至試務中心由現場人員處理。 

六、注意事項 
(一) 本會保留修改本活動之權利，參賽隊伍一旦參加本活動，即表示同意接受

本活動相關規定之規範。如有未盡事宜，本會得具保留活動解釋及變更之

權利。 

(二) 本競賽活動不製發准考證，請參賽隊員攜帶隊員之數位學生證、護照、具

照片之 IC健保卡或學校開立之在學證明 (四者擇一)應考，以證明隊員身

份。未持證件應考者，成績不予計算。 

(三) 本活動不寄發應考須知，請所有參賽隊伍務必於 2022年 11月 28日 (星

期一)後，自行上網查詢考場資訊、參賽隊伍代號， 

網址：http://www.99cef.org.tw，如有疑問，請來電向本會查詢。 

(四) 若參賽隊伍需更換隊伍資料，請務必於期限內(2022 年 11 月 25 日前)完

成更換手續，競賽期間，不得臨時更換隊員。 

(五) 參賽隊伍確認報名 2022年第二屆 ELMC國小數學競賽後，即表示同意隊

伍資料與活動期間之活動照片與影像，授權財團法人九九文教基金會運

用於未來推廣之用。 

(六) 本活動已投保富邦產物保險公司活動責任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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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 獎勵辦法 

一、 地區個人獎： 

各考區參加學生的個人賽所得之個人總分，排序前 30%授予獎項 

一等獎→前 5% 

二等獎→前 6%~15% 

三等獎→前 16%~30% 

 

二、 團體總成績獎： 

團體總成績為個人賽團隊總得分(滿分 120分)、團體賽分數與思考賽分數加

總 

(一)【全國團體獎】 

全體參加隊伍的前 6%授予獎項 

金牌→前 1% 

銀牌→前 2%~3% 

銅牌→前 4%~6% 

 

(二)【地區團體獎】 

地區全體參賽隊伍的前 50%授予獎項 

一等獎→前 4% 

二等獎→前 5%~12% 

三等獎→前 13%~24% 

優良獎→前 25%~50% 

 

(三)【女生特別獎】 

全體純女生參賽隊伍的前 20%授予獎項 

一等獎→前 5% 

二等獎→前 6%~10% 

三等獎→前 11%~20% 

 

1. 僅頒發給全數由女生隊員所組成之參賽隊伍，且全國參與之純女生隊

伍須滿 25 隊以上，才頒發此獎；同時並不影響該隊於【全國團體

獎】、【地區團體獎】獲獎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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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團體獎項競賽成績同分給獎原則 

1. 競賽總成績同分時，將優先比較隊伍之思考賽分數，思考賽分數高者

得勝。 

2. 若思考賽二隊分數同分，次比較隊伍團體賽分數，團體賽分數高者得

勝。 

3.團體賽總分相同，則獎項並列，若獎項並列在最後一獎項時，總獎項

數量將會增加。 

 

三、所有競賽結果，皆以經過檢覈參賽隊伍成績後於本會網站上公告之得獎名單

為準。預定於 2023年 1 月 6日(五)前公告。 

四、所有參賽學生頒發參賽證書乙禎與個人成績單乙禎。 

五、協助辦理本次活動之指導老師、試務人員，以及得獎隊伍之學生與指導老

師，均將報請所屬學校給予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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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2 年第二屆ＥＬＭＣ國小數學競賽 競賽規則 

一、 本競賽項目共分為「個人賽」、「團體賽」與「思考賽」等三類，其中團體

賽與思考賽為團隊競賽，由同隊隊員以共同討論之方式解答問題。 

二、 競賽項目及配分一覽表： 

※考試時間：係指考試本身時間，未包含規則說明、收發卷與學生休息時間。 
 
 
 

三、 共同規則 

(一) 不可使用計算機、其他輔助工具或翻閱任何書籍。 

(二) 競賽信號響時開始作答，未響前不准動筆，並不得翻閱試題卷。 

(三) 停止作答後，繼續作答者，該項成績以 0 分計算 

(四) 使用黑筆或藍筆；考生可攜帶三角板、直尺、圓規，但不得攜帶量角器

或附量角器功能之文具 

(五) 若需計算可使用自行攜帶之無記號空白計算紙；大會將不再另行發放

計算紙。 

 

  

項目 考試時間 題數 配分 作答方式 備註 

個人賽 50 分鐘 

每一回合 3題 

四回合共 12 題 

 

全隊滿分 120

（個人滿分 40） 

1. 個人獨立作答 

2. 只須簡答 

1. 每回合 3 題，第一～

第三回合，每回合作

答時間 12分鐘。 

2. 第四回合作答時間 14

分鐘。 

3. 每題 3分，若該回合

3 題全對，得 10 分。 

4. 個人滿分 40 分。 

團體賽 30 分鐘 10 題 60 分 

1. 全隊共同作答 

2. 共同繳交一份答案卷 

3. 只須簡答 

1. 全部作答時間 30分鐘 

2. 每題 6分 

3. 滿分為 60分 

思考賽 20 分鐘 1 題組 20 分 

1. 全隊共同作答 

2. 共同繳交一份答案卷 

（須有計算過程） 

1. 作答時間 20 分鐘，滿

分為 20分 

2. 特聘資深教授、老師

閱卷 

團體總分   2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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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個人賽規則 

(一) 每回測驗 3題，重複 4回，共 12道試題。 

(二) 比賽時間（不含規則說明、收發卷時間）共 50分鐘。 

(三) 第一～第三回合（每回合 12 分鐘）、第四回合（該回合 14分鐘，本回合

的第三題會再細分為 2小題） 

(四) 此項測驗，每回合測驗開始後不准進場，但可參加下一回測驗；每回測

驗中考生一出試場，不得再次進出試場，但可參加下一回測驗。 

(五) 每位考生須填寫隊伍代號及姓名。 

(六) 競賽期間，禁止交談。 

 

五、 團體賽規則 

(一) 隊伍不滿 3人仍可以參賽。 

(二) 共 10道題，比賽時間 30分鐘 

(三) 此項測驗開始後不准進場，但可參加下一項測驗。 

(四) 此項競賽結束後，每隊只須繳交一份團隊的答案卷。 

(五) 此項競賽可相互討論，但不得影響其他參賽隊伍，如經試務委員制止、

勸導不聽者，該項成績以 0分計算 

(六) 答案需完整、清楚與最簡化，並填寫於答案卷上。 

六、 思考賽規則 

(一) 隊伍不滿 3人仍可以參賽。 

(二) 比賽時間 20分鐘，共有一個題組。 

(三) 此項測驗開始後不准進場，測驗中考生一出試場，不得再次進出試場。 

(四) 此項競賽可相互討論，但不得影響其他參賽隊伍，如經試務委員制止、 

勸導不聽者，該項成績以 0分計算。 

(五) 此項競賽結束後，每隊只須繳交一份答案卷。 

(六) 答案需完整、清楚與「計算過程」，並填寫於答案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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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附件二 
 
 

2022 年第二屆 ELMC 國小數學競賽 

家長同意書 
茲同意敝子弟/女__________（姓名）就讀________（國民小學）

_____年_____班參加財團法人九九文教基金會所舉辦之 2022 年第二

屆 ELMC 國小數學競賽活動。叮嚀子弟在活動期間，遵守規定，遵從師

長指導活動，如有爭議，願遵守大會相關規定、國家法令解決並配合

處理之。 

 

活動資訊如下： 

活動日期：2022年 12 月 10日（星期六） 

活動時間：08：30-11：30 

 

 

  ※ 立同意書人(家長/監護人)：               (簽章)   

  ※ 家長緊急聯絡電話： 

  ※ 立同意書日期： 2022 年   月   日 

 

 願意提供 Line ID 加入九九文教基金會官方 Line群組 

Line ID：＿＿＿＿＿＿＿＿＿＿ 

 
備註：每位參賽學生均須提供乙份家長同意書，每隊須有三份家長同意書   

E-Mail(ELMC@99cef.org.tw)至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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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附件二 附件三 

2022 年第二屆 ELMC 國小數學競賽 

隊伍資料更換申請表 
申請日期： 2022  年        月        日  

學校：           隊名：                隊 (隊名不得變更) 

※未更換之資料不用填寫 

原試務人員姓名  新試務人員姓名  

服務單位/科目  

聯絡電話 (O)        (手機) 

原指導教師姓名  新指導教師姓名  

服務單位/科目  
聯絡電話 

(Ｏ) 
(手機) 

生 日 民國 年 月 日 

地 址 
□□□ 

E-Mail 
 

1. 

原隊員姓名  身分證字號  

新隊員姓名  身分證字號  

學校 / 年級班級  聯絡電話 (H) 
(手機) 

地 址 
□□□ 

2. 

原隊員姓名  身分證字號  

新隊員姓名  身分證字號  

學校 / 年級班級  聯絡電話 (H) 
(手機) 

地 址 
□□□ 

備註：一、於 2022年 11月 18 日(五)至 11 月 25日(五)期間，參賽隊伍若需更換隊員，總更換

隊員不得超過 2 位。 
   二、完成申請表填寫後，請將《隊伍資料更換申請表》與《家長同意書》（如更換隊員時）一併以 

【E-Mail】至本會辦理更換隊員手續。 
三、本會電話：02-2365-3995、02-2365-3912 ； E-Mail： ELMC@99cef.org.tw 
 

指導教師簽名處：                    202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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