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學燃動課程 —
「幾何」

程德永博士

E1IMO002C

數學奧林匹克基礎課程

預期學習成果

2022年5月3日

正午12時截止報名

如學員於截止報名日期後取消報名，其代幣將不獲退還。

(代幣課程)

2022年5月27日

報名結果發佈

完成本課程後，學員應能：

1. 擴闊初中基礎數學課程以外的幾何知識；

2. 加強學員的解難及高層次思維技巧；

3. 了解更多有關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訓練的課程範圍。

http://ge.hkage.org.hk/b5/students/important-information/token_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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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 中一至中三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學員
• 名額：30

• 所有報名之學員必須出席2022年5月14日由香港資優教育學苑舉行的能力傾向測試。已完
成於2021年8月21日丶2021年11月20日丶或2022年2月19日所舉行的能力傾向測試的學
員除外。

* 不適合曾修讀以下任何一期的學員
1. 「中國女子數學奧林匹克訓練」(E1IMO007C) 或
2. 「數林匹克初探」 (E1IMO008C) 或
3.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訓練」

備註：
• 如報考是次能力傾向測試的人數超出限額，我們會以電腦系統隨機抽選學員參加是次的測
試。只有獲抽中的學員才可以出席2022年5月14日的測試。

• 如報考是次能力傾向測試的人數超出限額，曾出席2022年2月19日面試的學員將不獲准參
加2022年5月14日的測試。學員在2022年2月19日的面試成績仍適用於此課程的甄選。

• 能力傾向測試的報名結果將會在2022年5月6日以電郵方式通知各考生。
• 所有未獲抽中的學員均視作不獲接納修讀此課程。

本課程與19/20年度的「數學奧林匹克基礎課程：數學燃動課程-幾何」(MATS1112) 相同。

◆講授語言
粵語授課與英文筆記

◆課程簡介

• 數學燃動課程是一項銜接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訓練課程的基礎課程，其中包括一系列不同主

題的課程。

• 數學燃動課程：「幾何」為此系列的第二個課程，旨在透過探索及研究方式，在初中數學

課程基礎上擴闊學員的幾何知識。完成數學燃動課程系列中任何兩個課程的學員，將有機

會直接獲取錄參加由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委員會(IMOHKC)提供的奧林匹克數學進階課程

「2023數林匹克初探（第一期）」(E1IMO008C)。

• 此課程由本學苑與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委員會(IMOHKC)合辦。

◆先備知識
學員應能掌握以下基礎知識：

1. 全等及相似

2. 三角形特性及各類四邊形

3. 畢氏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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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傾向測試

• 凡想報讀此課程之學員，必須參與於 2022年5月14日 (下午 2:00 –下午 4:00或下午4:00 –下午
6:00)舉行的能力傾向測試作甄選用途，已完成於 2021年8月21日丶11月20日或2022年2月19日所
舉行的能力傾向測試的學員除外。

• 此能力傾向測試涵蓋數學的多個課題，合共有 100 題多項選擇題。其目的是找出申請人在不同數學
領域的知識，以便為不同的課程選擇最合適的學員就讀。資格不足或資格過高的學員都不會被取錄。

• 下一次的能力傾向測試，定於 2022年8月20日。能力傾向測試的結果有效期為一年。若學員參加多
於一次的測試，學苑將以其最新的結果作準。下表列明相關的能力傾向測試結果的適用範圍。

課程
舉辦日期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能力傾向測試涵蓋課程

21年8

月21日
21年11

月20日
22年2

月19日
22年5

月14日

2022年8月 E1IMO001C 數學燃動課程 —「組合數學」 ✓ ✓ ✓ ✓

2022年8月 E1IMO002C 數學燃動課程 —「幾何」 ✓ ✓ ✓ ✓

2022年9月 E1IMO003C 數學燃動課程 —「數論」 ✓ ✓ ✓

2022年11月 E1IMO004C 數學燃動課程 —「代數」 ✓ ✓

2023年2月 E1IMO005C 數學燃動課程 —「坐標幾何」 ✓

2023年3月 E1IMO007C
2023 中國女子數學奧林匹克
訓練（第一期）

✓

2023年3月 E1IMO008C 2023 數林匹克初探（第一期） ✓

注意事項：

1. 能力傾向測試日期一經確定，不另作安排；

2. 不准使用計算機；

3. 請帶備身份證明文件，如身份證丶學生證；

4. 請於開考前15分鐘到場登記。

凡已報考能力傾向測試的學生，若於當天無故缺席，日後再報考此測試時，其獲准參加測試的優先權將

低於其他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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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範例

◆日程表

課節 日期 時間 地點

能力傾向
測試

2022年5月14日
下午2:00 –下午4:00

下午1:45 –下午3:45；或
下午4:00 –下午6:00

旺角彌敦道585號富時中心7樓
天行電腦培訓中心

(位置圖)

1 8月25日

下午2:00 –下午5:00

資優教育學苑203室

2 8月29日 資優教育學苑403室

3 8月30日 資優教育學苑204室

4 8月31日 資優教育學苑303室

• 能力傾向測試的報名結果將會在2022年5月6日以電郵方式通知各考生。

• 課程內所有評估，不設補考。

• Explain why SSA cannot be used to prove congruent triangles. Are there 

special cases in which SSA can guarantee congruence?

• Work out different proofs to Pythagoras' Theorem and its converse. Is it 

logically correct to prove the converse of Pythagoras' Theorem using 

Pythagoras' Theorem?

◆證書
學員必須達到以下要求方能完成此課程，並獲發電子證書：

▪ 出席最少3節課堂；及

▪ 完成所有作業並表現良好。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Welkin+Computer+Education+Centre/@22.3150634,114.1694909,20.04z/data=!4m5!3m4!1s0x340400c73ceb51ff:0xb5278e1c8e444e6d!8m2!3d22.315633!4d114.1698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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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相關課程
•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相關課程 (IMO-related programmes) 為一系列提供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相關訓練的課
程。課程目標為遁序漸進地加強學員對數學知識及奧林匹克範圍的認識丶解題能力及高層次思維能力

• 這些課程分為三個級別：基礎丶進階丶深造

• 各課程有不同的報讀方法，例如：能力傾向測試；詳情請參閱各課程的海報

數學燃動課程
(MI)

• 對象為中一至中三資優教育學苑學員
• 按課題進行的數學奧林匹克基礎訓練
• 五個數學燃動課程分別於每年4丶7丶10月接

受報名
• 需通過能力傾向測試

基礎課程

數林匹克初探
(ITOM)

基礎至
進階課程

• 對象為中一至中六資優教育學苑學員
• 兩階段的數學奧林匹克訓練
• 每年1月份接受報名
• 需通過能力傾向測試；或
• 已完成兩個數學燃動課程可獲直接取錄

國際數學奧林匹
克(IMO) 訓練

深造課程

• 對象為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選拔賽初賽 – 香港
得獎者；或

• 於數林匹克初探任一階段獲得「certificate of

distinction」的學員；或
• 已完成任一階段中國女子數學奧林匹克培訓

的學員
• 三階段的奧林匹克數學深造訓練
•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代表隊成員將按訓練

中的表現及選拔賽初賽的表現挑選

中國女子數學奧
林匹克(CGMO) 

訓練

• 對象為中一至中六資優教育學苑女學員
• 三階段的數學奧林匹克訓練
• 每年1月份接受報名
• 需通過能力傾向測試
• 中國女子數學奧林匹克香港代表隊成員將按

學員於訓練中的表現挑選

基礎至
深造課程

*詳盡的流程圖及時間線請參閱此連結（只供英文版）
**請參與此海報的「能力傾向測試」一欄，以了解末來一年內將開辦
的數學燃動課程丶數林匹克初探及中國女子數學奧林匹克暫定日程表

https://www.hkage.org.hk/file/student_programme/7198/IMO%20Related%20Programmes.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