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Hong Kong Mathematical Olympiad Association, HKMO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日 上午十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及 下午二時至六時三十分（公眾假期除外） 

地址：香港九龍彌敦道 545號安利大廈 4樓  電郵：info@hkmo.cc  比賽網站：http://www.hkmo.com.hk/ 

2018 COMO 兩岸菁英奧林匹克數學邀請賽兩岸菁英奧林匹克數學邀請賽兩岸菁英奧林匹克數學邀請賽兩岸菁英奧林匹克數學邀請賽 

暨暨暨暨 第第第第 47 屆台灣奧林匹克數理競賽屆台灣奧林匹克數理競賽屆台灣奧林匹克數理競賽屆台灣奧林匹克數理競賽 

比賽詳情比賽詳情比賽詳情比賽詳情 

 

一一一一、、、、比賽對象比賽對象比賽對象比賽對象：：：： 小學一至六年級、中學一至三年級 

 

二二二二、、、、比賽比賽比賽比賽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2018年 4月 22日（星期日） 

小學組 小一級 小二級 小三級 小四級 小五級 小六級 

時間 12:00 – 13:00 10:00 – 11:00 12:00 – 13:00 10:00 – 11:00 16:00 – 17:00 14:00 – 15:00 

 

中學組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時間 14:00 – 15:00 12:00 – 13:00 16:00 – 17:00    

實際安排可能因參賽人數而稍作變更實際安排可能因參賽人數而稍作變更實際安排可能因參賽人數而稍作變更實際安排可能因參賽人數而稍作變更，，，，請留意比賽網站公布請留意比賽網站公布請留意比賽網站公布請留意比賽網站公布 

 

三三三三、、、、比賽地點比賽地點比賽地點比賽地點：：：： 香港潮商學校（香港薄扶林道 79號 B，港鐵香港大學站 A/C出口） 

比賽地點將由比賽籌委會按參賽者所屬學校區域安排比賽地點將由比賽籌委會按參賽者所屬學校區域安排比賽地點將由比賽籌委會按參賽者所屬學校區域安排比賽地點將由比賽籌委會按參賽者所屬學校區域安排，，，，參賽者不得異議參賽者不得異議參賽者不得異議參賽者不得異議。。。。 

若參賽人數過多若參賽人數過多若參賽人數過多若參賽人數過多，，，，比賽地點比賽地點比賽地點比賽地點或會改動或會改動或會改動或會改動，，，，地點將以准考證為準地點將以准考證為準地點將以准考證為準地點將以准考證為準。。。。 

 

四四四四、、、、比賽費用比賽費用比賽費用比賽費用：：：： 每位參賽者港幣每位參賽者港幣每位參賽者港幣每位參賽者港幣 280 元正元正元正元正（（（（此費用不設退款此費用不設退款此費用不設退款此費用不設退款）））） 

    正接受「綜援計劃」的家庭可申請半額半額半額半額資助，即減免 140元正 

    （申請資助的參賽者必須遞交有關證明文件之影印本＊） 

 

五五五五、、、、參賽參賽參賽參賽形式形式形式形式：：：： 不設學校團體參賽，所有學生皆以個人名義參賽。 

 

六六六六、、、、比賽報名及截止日期比賽報名及截止日期比賽報名及截止日期比賽報名及截止日期：：：： 

 填妥第三第三第三第三頁頁頁頁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連同比賽費用 280 元正，於 2018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6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或以前或以前或以前或以前 遞交 至

 香港九龍彌敦道 545號安利大廈 4樓全層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 若資料不齊者，本會有權取消學生的參賽資格。 

 ＊＊＊＊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資助資助資助資助的合資格同學須同時遞交正接受的合資格同學須同時遞交正接受的合資格同學須同時遞交正接受的合資格同學須同時遞交正接受「「「「綜援計劃綜援計劃綜援計劃綜援計劃」」」」之證明之影印本之證明之影印本之證明之影印本之證明之影印本。。。。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Hong Kong Mathematical Olympiad Association, HKMO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日 上午十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及 下午二時至六時三十分（公眾假期除外） 

地址：香港九龍彌敦道 545號安利大廈 4樓  電郵：info@hkmo.cc  比賽網站：http://www.hkmo.com.hk/ 

七七七七、、、、比賽規則比賽規則比賽規則比賽規則：：：： 

比賽 

比賽以筆試形式舉行，參賽者須於限時 60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內完成試卷。 

比賽不設時間獎勵；除特殊情況，參賽者一概不能提早交卷或離場。 

甲部：20題，基本學力之檢定考試，皆為選擇題，共 60分。 

乙部：10題，為課外範圍，共 40分。 

全卷滿分為 100分。 

細則 

參賽者必須按照就讀學校之年級參賽，違者將被取消資格。 

參賽者須獨自完成試題，期間不得與其他參賽者交談。 

比賽期間必須關掉所有通訊工具。 

參賽者應自備書寫工具（黑色或藍色原子筆或鉛筆）。 

參賽者須帶備學生證或學生手冊供監考人員核實身份。 

比賽時不得使用任何輔助計算工具。 

比賽時只准使用本會提供之草稿紙。 

本會對比賽中所有爭議有最終決定權。 

 

八八八八、、、、比賽比賽比賽比賽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獎項 細節 將獲頒發 

特等獎 計算參賽者總分，每級首十名*最高分的參賽者為特等獎得主 獎狀 

一等獎 計算參賽者總分，約佔該級參賽人數 10% 獎狀 

二等獎 計算參賽者總分，約佔該級參賽人數 20% 獎狀 

三等獎 計算參賽者總分，約佔該級參賽人數 30% 獎狀 

 *如有同分情況，獎項名額將會增加及頒發予所有同分參賽者。 

 

九九九九、、、、晉級說明晉級說明晉級說明晉級說明 及及及及 海外交流海外交流海外交流海外交流：：：： 

 本輪初賽獲得獎項的學生將有資格參加總決賽 及 獲邀代表香港 遠赴台灣參加兩岸四地交流賽兩岸四地交流賽兩岸四地交流賽兩岸四地交流賽。 

 

十十十十、、、、參賽確認參賽確認參賽確認參賽確認：：：： 

 准考證將於 2018年 4月上旬寄出，並有手機短信確認手機短信確認手機短信確認手機短信確認。如有查詢，請電郵至 info@hkmo.cc。 

 

十十十十一一一一、、、、成績公成績公成績公成績公布布布布：：：： 

 比賽成績將於 2018年 5月 8日由比賽網頁 http://www.hkmo.com.hk 公布。 

 

十十十十二二二二、、、、獎項發佈獎項發佈獎項發佈獎項發佈：：：： 

 所有獎狀一律通知參賽者所屬學校於 2018年 6月上旬或之後代為領取。 

 

所有資料以所有資料以所有資料以所有資料以 http://www.hkmo.com.hk發佈為準發佈為準發佈為準發佈為準，如有更改，恕不個別另行通知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Hong Kong Mathematical Olympiad Association, HKMO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日 上午十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及 下午二時至六時三十分（公眾假期除外） 

地址：香港九龍彌敦道 545號安利大廈 4樓  電郵：info@hkmo.cc  比賽網站：http://www.hkmo.com.hk/ 

 為了讓參加「2018 COMO 兩岸菁英奧林匹克數學邀請賽暨第 47 屆台灣奧林匹克數理競賽」的同學

提升比賽狀態，我們特別為 貴子弟安排了培訓計劃，並誠意邀請 貴子弟報讀。本培訓計劃所採用之

筆記由主辦機構中華數學協會提供，並由本會奧數精英針對香港學生精心編制，旨在讓同學了解自己對

各類型題目之把握能力，並作針對性強化，內容精闢、簡潔。 

 

 

培訓日期：2018年 4月 14或 21日（星期六）       ***所有日子的課程內容均相同 

上課時間：3小時（一節） 

 

年級 課程編號 上課日期（星期） 上課時間 

小學一年級 
C161 4月 14日（六） 9:00am – 12:00nn 

C172 4月 21日（六） 12:40pm – 3:40pm 

小學二年級 
C262 4月 14日（六） 12:40pm – 3:40pm 

C271 4月 21日（六） 9:00am – 12:00nn 

小學三年級 
C361 4月 14日（六） 9:00am – 12:00nn 

C373 4月 21日（六） 4:00pm – 7:00pm 

小學四年級 
C462 4月 14日（六） 12:40pm – 3:40pm 

C473 4月 21日（六） 4:00pm – 7:00pm 

小學五年級 
C563 4月 14日（六） 4:00pm – 7:00pm 

C572 4月 21日（六） 12:40pm – 3:40pm 

小學六年級 
C663 4月 14日（六） 4:00pm – 7:00pm 

C671 4月 21日（六） 9:00am – 12:00nn 

中學一年級 C761 4月 14日（六） 9:00am – 12:00nn 

中學二年級 C862 4月 14日（六） 12:40pm – 3:40pm 

中學三年級 C963 4月 14日（六） 4:00pm – 7:00pm 

 

上課地點為九龍油麻地區，詳情請參閱本會網頁 http://www.hkmo.com.hk 

彌敦道 515-517號好收成商業大廈 1樓「傳藝中心」（油麻地港鐵站 C出口轉左直行） 

彌敦道 545號安利大廈（油麻地港鐵站 A1出口右側） 

彌敦道 494 – 496號晉利商業大廈（油麻地港鐵站 C出口對面，萬寧樓上） 

砵蘭街 61 – 63號長盛大廈（油麻地港鐵站 A1出口，翠華餐廳對面） 

上海街 383號華興商業中心 1樓「博雅補習社」（油麻地港鐵站 A1出口，沿碧街直行 2個路口） 

 

為了有效運用課室為了有效運用課室為了有效運用課室為了有效運用課室，，，，暫只提供大廈地址暫只提供大廈地址暫只提供大廈地址暫只提供大廈地址。。。。確實課室資料將於確實課室資料將於確實課室資料將於確實課室資料將於上課前兩天上課前兩天上課前兩天上課前兩天以手機短訊通知家長以手機短訊通知家長以手機短訊通知家長以手機短訊通知家長。。。。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Hong Kong Mathematical Olympiad Association, HKMO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日 上午十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及 下午二時至六時三十分（公眾假期除外） 

地址：香港九龍彌敦道 545號安利大廈 4樓  電郵：info@hkmo.cc  比賽網站：http://www.hkmo.com.hk/ 

2018 COMO 兩岸菁英奧林匹克數學邀請賽兩岸菁英奧林匹克數學邀請賽兩岸菁英奧林匹克數學邀請賽兩岸菁英奧林匹克數學邀請賽 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甲部（學生及家長聯絡資料） 

學生中文姓名：             就讀年級：        

學生收件地址（以郵寄准考證）：                   

家長香港手提電話（以接收確認短訊）：      如有更改請在右方填寫： | | | | | | |  

**非香港手提電話號碼不能

不能不能

不能接收確認短訊 

乙部（比賽報名、報讀課程及訂購書籍）： 

2018 COMO 兩岸菁英奧林匹克數學邀請賽 暨 第 47 屆台灣奧林匹克數理競賽 比賽費用 

 

正接受「綜援計劃」的家庭 獲半

半半

半額資助

額資助額資助

額資助 

□ $280 

 

□ $140 

2018 COMO 培訓計劃：課程為 1 節 3 小時 

（繁體中文筆記，粵語授課） 課程編號： | | | . □ $560 

※請在適當的 □ 加上  號。 共計： $ 

備註： 1) 2018 COMO 兩岸菁英奧林匹克數學邀請賽 暨 第 47 屆台灣奧林匹克數理競賽 比賽費用不設退款

不設退款不設退款

不設退款。 

  2) 《COMO 培訓試題》2016 年版尚有少量存貨，歡迎於辦公時間內親臨本會購買，不設郵購服務

不設郵購服務不設郵購服務

不設郵購服務。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報名方法報名方法報名方法報名方法    及及及及    截止日期請詳見背頁截止日期請詳見背頁截止日期請詳見背頁截止日期請詳見背頁。。。。    

 

付款方法： □ 現金（只適用於親臨親臨親臨親臨本會遞交報名表之申請。） 

    （切勿郵寄現金，如有遺失，恕不負責。） 
 

   □ 支票（銀行名稱：      支票號碼：     ） 

    支票抬頭請填寫「HKMO」。（如因抬頭錯誤以致延誤報名程序，本會恕不負責。） 

    並於支票背面寫上學生中文姓名及家長香港手提電話。 
 
 
 
 
 
 
 

家長簽署：            日期：          

收據    日期：       

茲收到     （學生姓名）「2018 COMO 兩岸菁英奧林匹克數學邀請賽 暨 第 47 屆台灣奧林匹克數理競賽」

及 培訓計劃       （課程編號）之報名表及有關款項。 

 

付款方法： 

□ 現金      □ 支票（支票號碼：   ） 

 

合共費用：港幣    元正 

 

協會蓋印： 



 

 

報名方法及截止日期： 

 

郵寄申請郵寄申請郵寄申請郵寄申請：：：： 於於於於 2018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6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或以前或以前或以前或以前 將報名表及劃線支票（抬頭為「HKMO」） 

   郵寄郵寄郵寄郵寄（日期以郵戳為準）至以下地址，封面請註明「COMO 初初初初賽報名賽報名賽報名賽報名」。 

 

親臨遞交親臨遞交親臨遞交親臨遞交：：：： 於於於於 2018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6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或以前或以前或以前或以前 將報名表及劃線支票／現金 親身遞交親身遞交親身遞交親身遞交 至以下地址 

 

   香港九龍彌敦道 545號安利大廈 4樓全層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注意事項： 

 

1) 2018 COMO 兩岸菁英奧林匹克數學邀請賽暨第 47 屆台灣奧林匹克數理競賽 比賽費用不設退款不設退款不設退款不設退款。 

 

2) 本會將於 4月上旬 以手機短訊通知比賽詳情，及於 上課前兩天 通知特訓計劃上課地點，請確認

所填手機號碼能夠接收短訊。如在 上課前一天 仍未收到通知，請致電本會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