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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孔聖盃學界孔聖盃學界孔聖盃學界孔聖盃學界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邀請邀請邀請邀請函函函函 
敬啟者： 

 

 孔教學院與香港奧林匹克協會將於本年七月至九月聯合舉辦「2016 孔聖盃學界數學奧孔聖盃學界數學奧孔聖盃學界數學奧孔聖盃學界數學奧

林匹克公開賽林匹克公開賽林匹克公開賽林匹克公開賽」，現誠邀 貴校組織校隊參與，並歡迎 貴校老師同場指導。 

  素仰 貴校一向熱愛學術交流，更重視青少年身心培養，故特具函誠邀 貴校參與是

項饒有意義之活動，加深莘莘學子對數學的興趣，激發對數學競賽活動之熱情，擴闊學術

視野，促進香港數學學術交流。是次比賽適合小學、初中及高中生參加；其中獲獎學生將

獲邀參加「2016 孔聖盃學界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孔聖盃學界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孔聖盃學界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孔聖盃學界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決決決決賽賽賽賽」，與全港學生比賽和交流，為學校

爭光！ 

 現隨函附上比賽詳情及報名表，截止日期為 2016 年 6 月 3 日。 貴校如有任何查詢，

煩請致電 2666 5926 與本院秘書處林小姐/楊柳青老師聯絡。 

 

  此致 

  

貴校校長 

             孔教學院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附件：2016 孔聖盃學界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一、比賽詳情 

  二、校隊報名表 1 份 

  三、個人報名表 1 份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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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孔聖盃學界孔聖盃學界孔聖盃學界孔聖盃學界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比賽詳情比賽詳情比賽詳情比賽詳情 
 

一一一一、、、、比比比比賽對象賽對象賽對象賽對象：：：：於 2015 至 2016 學年就讀香港小學一至六年級及中學一至四年級的學生 

 (設小一至小二組、小三至小四組、小五至小六組、中一至中二組及中三至中四組)    

二二二二、、、、比賽比賽比賽比賽日期及地點日期及地點日期及地點日期及地點：：：： 

 A. 初賽 

日期：2016 年 7 月 10 日 (星期日) 

地點：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B. 決賽 

日期：2016 年 9 月 10 日 (星期六) 

地點：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C. 爭霸戰及頒獎禮 

日期：2016 年 9 月 18 日 (星期日) 

地點：旺角麥花臣場館 

三三三三、、、、參加參加參加參加費用費用費用費用：：：：全免全免全免全免 

四四四四、、、、參賽方法參賽方法參賽方法參賽方法：：：： 每校每組推薦不多於 6 位同學參加初賽。請連同報名表格，於 6 月 3 日或之前傳

真 2660 7988 孔教學院秘書處（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五五五五、、、、截止報名日期截止報名日期截止報名日期截止報名日期：：：： 2016 年 6 月 3 日 

 

註註註註：：：： 一經確認報名一經確認報名一經確認報名一經確認報名，，，，比比比比賽詳細資料及規則將連同模擬試題一同寄予參賽學賽詳細資料及規則將連同模擬試題一同寄予參賽學賽詳細資料及規則將連同模擬試題一同寄予參賽學賽詳細資料及規則將連同模擬試題一同寄予參賽學校校校校。。。。 

 

六六六六、、、、獎獎獎獎    項項項項：：：： 

初賽： 

獎項 細節 將獲頒發 

團體總成績獎（中學組） 

冠、亞、季軍 
計算中學 2個組別團體成績總和 

冠軍學校：獎盃及現金$2000 

亞軍學校：獎盃及現金$1600 

季軍學校：獎盃及現金$1200 

團體總成績獎（小學組） 

冠、亞、季軍 
計算小學 3個組別團體成績總和 

冠軍學校：獎盃及現金$2000 

亞軍學校：獎盃及現金$1600 

季軍學校：獎盃及現金$1200 

一等獎 每組首 12名 獎狀 

二等獎 次 20名 獎狀 

三等獎 再次 40名 獎狀 
 

 

註註註註：：：： 1. 2016 孔聖盃學界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中獲三等獎或以上孔聖盃學界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中獲三等獎或以上孔聖盃學界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中獲三等獎或以上孔聖盃學界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中獲三等獎或以上，，，，將將將將獲邀參加獲邀參加獲邀參加獲邀參加決賽決賽決賽決賽。。。。 

2. 各組別各組別各組別各組別團隊成績團隊成績團隊成績團隊成績以最高分以最高分以最高分以最高分 4 人計人計人計人計算算算算，，，，若少於若少於若少於若少於 4 人人人人報名報名報名報名，，，，團隊成績總和將團隊成績總和將團隊成績總和將團隊成績總和將失去優勢失去優勢失去優勢失去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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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賽： 

獎項 細節 將獲頒發 

一等獎 每組首 6名 獎狀及進入爭霸戰 

二等獎 次 8名 獎狀 

三等獎 再次 10名 獎狀 

 

爭霸戰： 

獎項 細節 將獲頒發 

分組個人成績獎 

（小一至中四共五組） 

每組於決賽獲一等獎的同學將在頒獎禮中參

加爭霸戰，爭奪狀元等名銜 

狀元：獎盃及現金$1000 

榜眼：獎盃及現金$800 

探花：獎盃及現金$600 

進士(三名)：現金$200 

 

九九九九、、、、參賽確認參賽確認參賽確認參賽確認及模擬試卷及模擬試卷及模擬試卷及模擬試卷：：：： 

准考證及模擬試卷將於 2016 年 6 月下旬或之前傳真、電郵或郵寄予學校或個人，如 7 月初仍

未收到有關通知，請致電 2666 5926 與孔教學院秘書處林小姐/楊柳青老師查詢。 

(如未收到准考證可於比賽當天帶同學生証明文件到比賽地點核實。) 

 

十十十十、、、、成績公佈成績公佈成績公佈成績公佈及初賽獎項發佈及初賽獎項發佈及初賽獎項發佈及初賽獎項發佈：：：： 

初賽成績及進入決賽名單約於 2016 年 8 月中旬上載於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網頁

http://ctshkpcc.edu.hk/ 及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網頁 http://www.hkmo.com.hk/ . 

 

於初賽中獲得團體獎項的學校代表/個人請出席於 2016 年 9 月 18 日下午假旺角麥花臣場館舉

行的頒獎禮，屆時將頒發各項獎盃及獎金。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報名查詢報名查詢報名查詢報名查詢：：：： 

聯絡電話： 2666 5926 

聯絡電郵： info@ctshkpcc.net (孔院秘書處) / yeunglc@ctshkpcc.net (楊柳青老師) 

傳  真： 2660 7988 

聯絡地址： 香港新界大埔富善邨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公眾假期休息） 

 

所有所有所有所有資料以資料以資料以資料以 http://www.ctshkpcc.edu.hk/發佈為發佈為發佈為發佈為準準準準，如有更改，恕不個別另行通知。 
 

 

  * 孔教學院孔教學院孔教學院孔教學院／／／／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保留修改所有保留修改所有保留修改所有保留修改所有比賽資料比賽資料比賽資料比賽資料及細則而毋須事先通知及細則而毋須事先通知及細則而毋須事先通知及細則而毋須事先通知。。。。 

如有任何爭議如有任何爭議如有任何爭議如有任何爭議，，，，孔教學院孔教學院孔教學院孔教學院／／／／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將保留最終決定權將保留最終決定權將保留最終決定權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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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印 

 

2016 孔聖盃學界孔聖盃學界孔聖盃學界孔聖盃學界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校校校校    隊隊隊隊    報報報報    名名名名    表表表表    ((((中中中中    學學學學))))    

參賽學校名稱 ： ＿＿＿＿＿＿＿＿＿＿＿＿＿＿＿＿＿＿＿＿＿＿＿ 

學 校 地 址 ： ＿＿＿＿＿＿＿＿＿＿＿＿＿＿＿＿＿＿＿＿＿＿＿ 

學 校 電 話 ： ＿＿＿＿＿＿＿＿＿＿＿＿＿＿＿＿＿＿＿＿＿＿＿ 

****初賽日期初賽日期初賽日期初賽日期：：：：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11110000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日日日日））））    ****每組可提名每組可提名每組可提名每組可提名 1111----6666 人人人人        

****參加參加參加參加學生級別以學生級別以學生級別以學生級別以 2012012012015555----2012012012016666 年度計年度計年度計年度計。。。。    

****各組別團隊成績以最高分各組別團隊成績以最高分各組別團隊成績以最高分各組別團隊成績以最高分 4444 人計算人計算人計算人計算，，，，若少於若少於若少於若少於 4444 人報名人報名人報名人報名，，，，團隊成績總和將團隊成績總和將團隊成績總和將團隊成績總和將失去優勢失去優勢失去優勢失去優勢。。。。 

  

 

參賽者名單： 

 

中一至中二級 

1.：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 6.：___________________ 

 

中三至中四級 

1.：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 6.：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老師姓名：＿＿＿＿＿＿＿＿＿＿ 聯絡電話 (手提)：＿＿＿＿＿＿＿＿＿＿ 

聯絡電郵：＿＿＿＿＿＿＿＿＿＿＿＿＿＿＿＿＿＿＿＿＿＿＿＿＿＿＿＿＿＿ 

校長姓名：＿＿＿＿＿＿＿＿＿＿＿＿      

校長簽署：＿＿＿＿＿＿＿＿＿＿＿＿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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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印 

 

2016 孔聖盃學界孔聖盃學界孔聖盃學界孔聖盃學界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校校校校    隊隊隊隊    報報報報    名名名名    表表表表    ((((小小小小    學學學學))))    

參賽學校名稱： ＿＿＿＿＿＿＿＿＿＿＿＿＿＿＿＿＿＿＿ 學 校 電 話 ： ＿＿＿＿＿＿ 

學 校 地 址 ： ＿＿＿＿＿＿＿＿＿＿＿＿＿＿＿＿＿＿＿＿＿＿＿＿＿＿＿＿＿＿＿＿＿＿ 

****初賽日期初賽日期初賽日期初賽日期：：：：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11110000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日日日日））））    ****每組可提名每組可提名每組可提名每組可提名 1111----6666 人人人人        

****參加學生級別以參加學生級別以參加學生級別以參加學生級別以 2012012012015555----2012012012016666 年度計年度計年度計年度計。。。。    

****各組別團隊成績以最高分各組別團隊成績以最高分各組別團隊成績以最高分各組別團隊成績以最高分 4444 人計算人計算人計算人計算，，，，若少於若少於若少於若少於 4444 人報名人報名人報名人報名，，，，團隊成績總和將失去優勢團隊成績總和將失去優勢團隊成績總和將失去優勢團隊成績總和將失去優勢。。。。    

參賽者名單： 

 

小一至小二級 

1.：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 6.：___________________ 

 

小三至小四級 

1.：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 6.：___________________ 

 

小五至小六級 

1.：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 6.：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老師姓名：＿＿＿＿＿＿＿＿＿＿ 聯絡電話 (手提)：＿＿＿＿＿＿＿＿＿＿ 

聯絡電郵：＿＿＿＿＿＿＿＿＿＿＿＿＿＿＿＿＿＿＿＿＿＿＿＿＿＿＿＿＿＿ 

校長姓名：＿＿＿＿＿＿＿＿＿＿＿＿      

校長簽署：＿＿＿＿＿＿＿＿＿＿＿＿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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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孔聖盃學界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孔聖盃學界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孔聖盃學界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孔聖盃學界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個個個個    人人人人    報報報報    名名名名    表表表表    
 
 

學生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_（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名稱（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就讀年級（請剔選所屬年級，不設越級）： 

□小一至小二 □小三至小四 □小五至小六 

□中一至中二 □中三至中四 

 

學生出生日期： 

 | | | 年  | 月  | 日 

 

學生住址 (以正楷填寫，以便郵寄准考證及模擬試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監護人聯絡電話： 

 | | | | | | |  

 

家長或監護人聯絡電郵： 

＿＿＿＿＿＿＿＿＿＿＿＿＿＿＿＿＿＿＿＿＿＿＿＿＿＿＿＿＿＿＿＿＿＿＿＿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