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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數學大王國際邀請賽 ( 香港區 ) 報名章程 
 

   “數學大王”國際邀請賽是一個頗具規模的國際性數學交流比賽，包括中國各省市、香港、

澳門、台灣、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家或地區，均有選派代表隊參加。初賽在各國各地

舉行，挑選三等獎以上數學精英參加每年在香港舉辦的國際邀請總決賽。“數學大王”是國際

數學精英學生交流及創新思維比試的優良平臺，促進國際各地中小學數學教育水準的提髙，孕

育出更多的資優數學愛好精英，回報社會。 

 

比 賽 詳 情 
 

主辦機構：國際數學大王組委會，香港資優教育學會 

香港科創（國際交流）協會，澳門數學奧林匹克學會， 
 

一. 參賽對象：幼稚園K.3, 小學一,二,三,四,五,六年級，中學一,二,三年級學生 ( 特設越級挑戰 ) 

 

二. 比賽日期：2021 年 02 月 28 日 ( 星期日 ) 

 

三. 比賽時間：09 : 00－12 : 30 

          實際安排可能因參賽人數而稍作變更，具體時間以參賽證為準 

 

四. 比賽地點：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 沙田秦石邨（暫定） 

如因疫情影響，2021 數學大王國際邀請賽會改為線上進行。  
 

 …實際安排會因疫情而作變更，請留意本學會網站或 Facebook 公佈…       
 

五. 比賽規則： 

            i. 比賽以筆試形式舉行，參賽者須於限時內完成試卷，不設時間獎勵 

ii. 參賽者須獨自完成試題，期間不得與其他參賽者交談 

iii. 除特殊情況，參賽者不能提早交卷或離場 

iv. 參賽者於比賽期間應帶備學生證或學生手冊供監考人員核實身份 

v. 參賽者於比賽期間應帶備書寫工具（如黑色或藍色原子筆或鉛筆等），大會將不

會提供相關工具給未有帶備的參賽者 

vi. 參賽者於比賽期間必須關掉所有通訊工具 

vii. 參賽者於比賽時不得使用任何輔助計算工具 

viii. 參賽者需把答案填寫在本會提供之答題紙，否則將不予評分 

ix. 參賽者於比賽時只准使用本會提供之草稿紙 

x. 本會對比賽中所有爭議有最終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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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報名方法：於本學會網站 http://www.hkgea.org，Competition-比賽分頁中，選取比賽-報名， 

然後填寫正確資料提交後，會收到一個參考編號，繳納相關費用時請註明，參

考編號和考生姓名，並將入數資料 Email：2021kmc@hkgea.org 或 WhatsApp：

635954241，即可完成報名。 

如繳納支票或轉帳收據寄至九龍彌敦道 555 號九龍行 405 室。 
 

七. 報名費用：每位參賽學生費用為港幣 250 元正，本學會 VIP 會員可享優惠價港幣 220 元正，

報名成功，報名費不設退款。 

可訂購 2015 或 2016 數學大王國際邀請賽試題集，每本港幣 100 元，售完即止，

歡迎訂購。 

如需本地順豐代郵，費用港幣 50 元 ; 海外順豐代郵，費用港幣 80 元 。 

郵寄地址：九龍油麻地彌敦道 555 號九龍行 4 樓 405 室，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資優教育學會有限公司”並請在支票背面 或 轉帳收據寫

上學生姓名、班別及聯絡電話。  

轉帳:中國銀行“012-883-1-040740-4”帳戶  

櫃面轉賬，需要另加行政費港幣 20 元。  

轉數快識別碼: 0468777 

請以 WhatsApp 將報名及入數資料傳送到 63595241 ( 只適用於香港 ) 
 

八. 截止時間：由即日起至 2021 年 1 月 10 日 

 

九. 參賽確認：參賽證將於2021年2月7日或前，電郵至報名登記的郵箱，自行打印。 
 

十. 成績公佈：初賽成績將於 2021 年 3 月 21 日在網站 http://www.hkgea.org 公佈 

 

十一. 獎勵   ：各級參賽學生中成績優異者將分別授予一、二、三等獎和優異獎； 

優異獎學生將頒發證書； 

一、二、三等獎學生將頒發證書及獎牌； 

三等獎或以上的學生將有資格參加 2021 環亞太杯進階賽。 
 

十二. 查詢方法：Tel : 27235948 / 27235949       WhatsApp : 63595241 

Email : 2021kmc@hkgea.org    WeChat  : GEA2723 
 

 

http://www.hkge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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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數學大王國際邀請賽 ( 香港區 )  
賽前培訓時間 ( 面授或線上 ) 

 

 
 

 

培訓地址 :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 555 號九龍行 4樓 405 室 ( 油麻地MTR站A1出口 ) 

如因疫情關係，賽前培訓班可選 online上課。 

 

 

 
重要提示 1：請細閱「比賽詳情」；只接受網上報名，其他方式報名申請將不受理。 

重要提示 2： 參賽者有責任確保填寫資料屬實，如有虛報或漏填，組委會無需通知參賽者下取消參賽資格並不 

接受補充資料。 

重要提示 3：遵從「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參賽者填寫以下資料謹用作發出參賽確認、初賽通知。 

重要提示 4：香港資優教育學會保留一切參賽安排和成績的闡釋之最終決定權。 
 

級 別 培訓時間 (周六) 

日 期  2021/1/2、9、16、23 

K.3 全期 HK$1,200 11:00-12:00 

P.1 全期 HK$1,200 16:30-17:30 

P.2 全期 HK$1,200 09:00-10:00 

P.3 全期 HK$1,800 11:30-13:00 

P.4 全期 HK$1,800 15:00-16:30 

P.5 全期 HK$1,800 10:00-11:30 

P.6 全期 HK$1,800 13:30-15:00 

F.1-F.3 全期 HK$2,400 17:30-19:00 

 
注意事項: 
 
1) 已辦理之報名均不設退款及轉班安排。 

2) 如遇天文台發出八號以上颱風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當日所有課堂將會取消，將不設補堂及退還該

堂學費之安排。 

3) 為確保學生安全及需時整理課室設備，學生將安排於上課前 5 分鐘開始進入本中心，接送者亦需於

中心外等侯，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4) 培訓班時間: K3,P.1,P.2 每堂一小時; P.3-P.6,F.1-F.3 每堂一小時三十分鐘。 
 

http://www.hkge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