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奧冠教育中心 

Olympiad Champion Education Centre  

奧冠教育集團旗下奧冠教育中心 Olympiad Champion Education Centre under Olympiad Champion Education Group（教育局註冊編號：598216） 

地址：九龍佐敦道 8號 3樓 309-310及 703室  電話：3153 2028  傳真：3153 2074  

電郵：olympiadchampion@gmail.com 網址: www.olympiadchampion.com 

個人報名表 

※個人參賽：家長可自由提名就讀幼稚園、小學、中學的子女參加。 

填妥後循以下一種方法遞交，傳真或影印報名恕不受理。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參考編號：________ 

（由職員填寫） 

郵寄申請： 於下列截止日期或以前將報名表 郵寄 （日期以郵戳為準）至 

            九龍佐敦道 8號 3樓 309及 310室。請註明「初賽報名」。 

            家長或監護人必須簽名作實，否則報名作廢。 

親臨遞交：  於下列截止日期或以前親身遞交報名表 至 

   九龍佐敦道 8號 3樓 309及 310室 奧冠教育中心。 

網上報名： 於下列截止日期或以前遞交網上報名表 至本中心網頁  

            www.olympiadchampion.com，成功報名後將於 5個工作天內有確認短訊。 

*每位參賽者每個比賽港幣貳佰元正（HKD$200.00）（此比賽費用全部由奧冠教育集團慈善基金贊助） 

**8月 1日起公開接受網上報名，歡迎透過上述任何一種方式報名，本年度起比賽將以網上比賽形式至另行公佈。 

請用正楷清楚填寫本報名表的所有資料，如填寫資料有缺漏或錯誤者，本中心將保留取消學生參賽資格的權利。 

比賽名稱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 

初賽（香港賽區）2022 - 2023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 

大灣盃 預選賽（香港賽區）2023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 

初賽（香港賽區）2023 

請以 表示    

比賽日期 2022年 10月 9日（日） 2022年 12月 11日（日） 2023年 3月 5日（日） 

截止日期 2022年 9月 18日（日） 2022年 10月 30日（日） 2023年 1月 15日（日） 

學校名稱（中文）：  

學生就讀年級（請剔選所屬年級，不設越級）（計 2022年度 9月份）： 

□幼稚園組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中一    □中二   □中三  □高中組 

學生姓名（中文）：  （英文）： 

學生出生日期： 家長或監護人聯絡電話： 

學生住址（中文）（只限中國香港住址，以便郵寄准考證）： 

本人欲加入專屬會員 

每日不需要$2 

□會籍費
（HKD$500.00） 

（此費用不設任何退款） 

請 whatsapp聯絡 6216 7953。  

會籍禮遇 

- 優先處理閣下之報名，並獲學生證乙張，證明自己專貴的身份 

- 以超值優惠價參加奧冠教育集團之夏令營或冬令營特訓- 獲優先提示報名比賽、購買書籍及培訓課程。 

- 獲專人溫馨提示是否於比賽前已成功報名、收妥准考證及比賽前準備 

- 於每次比賽限期前，皆有專屬同事負責提醒報名 

- 獲獎後由專屬同事優先領取比賽證書或獎牌(如有)或獎盃(如有)，順豐不包運費  

本人謹代表 貴子弟接受奧冠教育集團慈善基金全額贊助初賽 / 預選賽 2022-2023之饋贈，並同意日後此報名表或作奧冠教育集團慈善基金作稅務

及會計之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          （日期） 

不需要回郵信封 



奧冠教育中心 

Olympiad Champion Education Centre  

奧冠教育集團旗下奧冠教育中心 Olympiad Champion Education Centre under Olympiad Champion Education Group（教育局註冊編號：598216） 

地址：九龍佐敦道 8號 3樓 309-310及 703室  電話：3153 2028  傳真：3153 2074  

電郵：olympiadchampion@gmail.com 網址: www.olympiadchampion.com 

時序表 

比賽名稱  

世界國際數學競賽 

總決賽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 大灣盃

 

適合年級 幼稚園組、小學一至六年級、中學一至三年級、高中組 

初賽  

/ 

預選賽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 

總決賽 

或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 

總決賽 

或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 大灣盃 

總決賽 

金獎選手 

初賽（香港賽區）將於 

2022年 10月 9日（日） 

於中國香港舉行 

初賽（香港賽區）將於 

2023年 3月 5日（日） 

於中國香港舉行 

預選賽（香港賽區）將於 

2022年 12月 11日（日）

於中國香港舉行 

題數 20 20 20 

時限 60分鐘 60分鐘 60分鐘 

形式 網上考試直至另行通知 

    

晉級賽  

/ 

選拔賽 

晉級賽（香港賽區）將於 

2022年 11月 20日（日） 

於中國香港舉行 

晉級賽（香港賽區）將於 

2023年 5月 14日（日） 

於中國香港舉行 

選拔賽（大灣賽區）將於 

2023年 1月 15日（日） 

於中國香港舉行 

題數 25 25 25 

時限 90分鐘 90分鐘 75分鐘 

    

總決賽 

總決賽將於 

2023年 1月 7日（六） 

於南韓首爾舉行* 

總決賽將於 

2023年 4月 1日（六） 

於泰國清邁舉行* 

總決賽將於 

2023年 8月 26日（六） 

於中國香港舉行 

全國總決賽將於 

2023年 3月 19日（日） 

於中國珠海舉行* 

題數 30 30 30 30 

時限 120分鐘 120分鐘 120分鐘 90分鐘 

     

題型 

✓ 邏輯思維 

✓ 算術 / 代數 

✓ 數論 

✓ 幾何 

✓ 組合學 

內地大型奧數競賽 

題型為主 

官方網址 www.worldimo.org www.thaiimo.com www.hongkongimo.com www.bigbaybei.org 

電郵地址 contact.worldimo@gmail.com contact.thaiimo@gmail.com hongkongimo@gmail.com beibigbay@gmail.com 

*現時所有總決賽地點皆以最新公佈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