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WMI&AIMO 世界數學邀請賽&
世界數學邀請賽&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總決賽
數學菁英台大培訓營暨出國意向書
煩請各位家長收到此意向書後，回覆本協會 貴子弟是否接受培訓，並且代表參
賽，請於
請於 2017 年 3 月 27 日前傳真此意向書報名並
日前傳真此意向書報名並繳費。
繳費。
※繳款方式：
繳款方式：ATM 轉帳－銀行：玉山銀行 七賢分行(代碼 808)
帳號：0299-940-029690
戶名:奧林匹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備註：此次台大培訓營及 WMI 世界數學邀請賽總決賽皆無現場繳費，一律以 ATM
轉帳，
轉帳，並將報名表傳真至高雄總會（
並將報名表傳真至高雄總會（0707-287287-5150）
5150）或繳交至各區培訓營服務處
或繳交至各區培訓營服務處。
各區培訓營服務處。
…………………………………………………………………………………………
請將以下報名表依虛線剪下繳回各區培訓營服務處
請將以下報名表依虛線剪下繳回各區培訓營服務處或傳真
各區培訓營服務處或傳真至高雄總會
或傳真至高雄總會

欲參加比賽
□2017WMI 世界數學邀請賽總決賽

□AIMO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總決賽

交通資訊
※欲搭乘航空(請勾選)： □中華航空 □越捷航空
※家長是否陪同出國 （請勾選）：
□______ 人，與考生之關係：__________
□不陪同，由協會帶去帶回

家長簽名：

數學菁英台大培訓營報名表
學生姓名：

身分證字號：

生日：

飲食：□葷食

連絡電話：

衣服尺寸：

手機：父
就讀學校：

□素食

母
縣市

年

連絡地址：
交通資訊：
※是否搭乘付費巴士專車至台大：□是□否
※若需搭乘，請勾選
□來回 □單趟(去程) □單趟(回程)

地點：__________

班

2017WMI 世界數學邀請賽暨
世界數學邀請賽暨
AIMO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總決賽
參賽通知單
參賽通知單
「2017WMI 世界數學邀請賽總決賽」
世界數學邀請賽總決賽」

●比 賽 時 間 ：2017
2017 年 7 月 14 日(五) ～7 月 18 日(二)，五天四夜
●比 賽 地 點 ：越南胡志明市
越南胡志明市越南胡志明市-國立孫德勝大學
●參 賽 者 費 用 ：台幣
台幣 35800 元（搭乘中華航空搭乘中華航空-直航胡志明市）
直航胡志明市）
台幣 31800 元（搭乘越捷航空搭乘越捷航空-直航胡志明市，
直航胡志明市，機上不供餐需
自費、
自費、登機行李限 7KG，
7KG，超重需自費）
超重需自費）
●陪 同 者 費 用 ：台幣
台幣 32800 元（搭乘中華航空搭乘中華航空-直航胡志明市）
直航胡志明市）
台幣 28800 元（搭乘越捷航空搭乘越捷航空-直航胡志明市，
直航胡志明市，機上不供餐需
自費、
自費、登機行李限 7KG，
7KG，超重需自費）
超重需自費）
備註：
備註：
1. 以上參賽者費用均包含機票、
以上參賽者費用均包含機票、住宿、
住宿、膳食、
膳食、參賽費、
參賽費、頒獎晚宴、
頒獎晚宴、越南遊覽等;
越南遊覽等;陪同者費用
均包含機票、
均包含機票、住宿、
住宿、膳食、
膳食、頒獎晚宴、
頒獎晚宴、越南遊覽等。
越南遊覽等。
2. 此次行程全程無購物站。
此次行程全程無購物站。
3. 南區學員因華航及越捷機位名額
南區學員因華航及越捷機位名額有限
名額有限，
有限，將依報名優先順序安排從高雄起飛
將依報名優先順序安排從高雄起飛，
高雄起飛，若高雄機位已
滿則安排於桃園起飛。
滿則安排於桃園起飛。

「AIMO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總決賽」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總決賽」

●比 賽 時 間：2017
2017 年 8 月 2 日 （三）～8
）～8 月 6 日（日），五天四夜。
五天四夜。
●比 賽 地 點：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參 賽 者 費 用 ：台幣 36000
36000 元

●陪 同 者 費 用 ：台幣
台幣 33000 元
(以上參賽者費用含機票、
以上參賽者費用含機票、住宿、
住宿、膳食、
膳食、參賽費、
參賽費、馬來西亞遊覽等)
馬來西亞遊覽等)

備註：
備註：
1.因主委會尚未公布
1.因主委會尚未公布行程
因主委會尚未公布行程，預計本
預計本週(3/20~3/26
3/20~3/26)
/26)前公布，將於各區培訓營及網站上更新消息。
2.故 AIMO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總決賽報名截止日將順延一周至 4/3。

2017
2017WMI 世界數學邀請賽暨
世界數學邀請賽暨
AIMO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總決賽
數學菁英培訓營
數學菁英 培訓營
親愛的家長，您好：
恭喜您的孩子獲得代表臺灣參加「2017WMI 世界數學邀請賽&AIMO 亞洲國際
數學奧林匹克總決賽」資格，經本會嚴格之篩選， 貴子弟出類拔萃，獲此殊榮，
誠屬難得！特邀 貴子弟參加「2017WMI 世界數學邀請賽&AIMO 亞洲國際數學奧
林匹克總決賽」國家代表隊培訓營。
為了提升個人實力，奪得佳績，將於「國立台灣大學」舉辦 2017WMI&AIMO
選手培訓營，選拔出菁英中之菁英組隊參加，為臺灣於國際數學競賽中大放異彩!

「2017WMI
2017WMI 世界數學邀請賽&AIMO
世界數學邀請賽&AIMO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總決賽」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總決賽」台大培訓營
●培訓時間
培訓時間：
培訓時間：2017 年 7 月 5 日 (三)～7 月 7 日(五)，三天兩夜。
三天兩夜。
●培訓費用
培訓費用：
培訓費用：7500 元（含教材講義、
含教材講義、講師費、
講師費、住宿、
住宿、餐食、
餐食、制服、
制服、保險等）
保險等）
●培訓地點
培訓地點：
培訓地點：台灣大學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台大培訓營本協會提供巴士專
培訓營本協會提供巴士專車登記服務
巴士專車登記服務
●搭車地點
搭車地點：
搭車地點：
台中出發
2台南出發
台南出發集合地點
台南出發集合地點：仁德交流道口(北上方向)
集合地點
3高雄出發
高雄出發集合地點
高雄出發集合地點：中山路與八德路口，光南大批發前(近高雄火車站)
集合地點

※說明：
說明：本協會為節省家長、學生台北往返之時間及費用，特安排巴士共乘至台
大培訓營上課，各區往返費用依實際人數均攤
各區往返費用依實際人數均攤，請要搭乘巴士專車的學
各區往返費用依實際人數均攤
生、家長做登記，以便統籌運作。
※備註：
備註：本協會協助家長，提供巴士接送服務，家長可不陪同，由協會人員負責
帶去帶回。

中華數學協會 敬啟
2017 年 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