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姓名
考　　生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考生性別  男　　　 女
考　　　生
身分證號碼

就讀學校 　　　　　縣巿　　　　　鄉鎮巿區　　　　　　　國小 / 國中　　　年　　　班

家長姓名 家長手機
(發送通知簡訊) 09 

― ―
－

― ― ―
－

― ― ―

住家電話 (　　) E-mail

通訊地址
－ 郵遞區號

※相關成績資料寄發，請務必以正楷清楚填寫正確之完整地址。
※如因填寫地址錯誤導致未收到資料者，本會不負責補發。

　　　　　縣　　　　鄉鎮
　　　　　市　　　　市區

報考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七年級 八年級
 ※請依2019年9月份就讀年級報考

報考科目
報考數學競賽：800元整。   報考數學競賽+閱讀競賽：1,200元整。
數學競賽+考前衝刺包：1,800元整。 數學+閱讀競賽+考前衝刺包共2,200元整。

(請依實際報考科目繳費。閱讀競賽不可單獨報考。)

請選擇

一個

優先考場

注意：1.報名時請務必勾選考場，若未勾選則由主辦單位視通訊地址分發。
　　　2.單一考場若報名人數額滿時，主辦單位可視實際報考情況將部分考生調整至附近考場。

推廣業務

01  基隆聖心小學 基隆市中山區 17  苗栗后庄國小 苗栗縣頭份市 33  臺南文元國小 臺南市北區

02  北市臺灣大學 臺北市大安區 18  臺中順天國小 臺中市大甲區 34  臺南永康國小 臺南市永康區

03  北市新民小學 臺北市大安區 19  臺中惠文高中 臺中市南屯區 35  高雄高師大附中 高雄市苓雅區

04  北市臺北大學 臺北市中山區 20  臺中立人高中 臺中市大里區 36  高雄新莊國小 高雄市左營區

05  北市德明科大 臺北市內湖區 21  臺中福科國中 臺中市西屯區 37  高雄三民家商 高雄市左營區

06  北市北士商 臺北市士林區 22  臺中豐原高商 臺中市豐原區 38  高雄瑞祥高中 高雄市前鎮區

07  新北江翠國中 新北市板橋區 23  彰化精誠中學 彰化縣彰化市 39  高雄岡山農工 高雄市岡山區

08  新北北新國小 新北市新店區 24  彰化大同國中 彰化縣員林市 40  高雄國光高中 高雄市楠梓區

09  新北厚德國小 新北市三重區 25  南投光華國小 南投縣南投市 41  高雄龍華國中 高雄市左營區

10  新北麗園國小 新北市林口區 26  雲林中山國小 雲林縣西螺鎮 42  屏東屏東女中 屏東縣屏東市

11  新北丹鳳國小 新北市新莊區 27  嘉義大同國小 嘉義縣朴子市 43  宜蘭羅東國中 宜蘭縣羅東鎮

12  桃園武陵高中 桃園市桃園區 28  嘉義崇文國小 嘉義市東區 44  花蓮中華國小 花蓮縣花蓮市

13  桃園振聲中學 桃園市桃園區 29  臺南復興國小 臺南市東區 45  臺東臺東商職 臺東縣臺東市

14  桃園普仁國小 桃園市中壢區 30  臺南麻豆國小 臺南市麻豆區 46  澎湖馬公國小 澎湖縣馬公市

15  新竹十興國小 新竹縣竹北市 31  臺南新營國小 臺南市新營區 47  金門中正國小 金門縣金城鎮

16  新竹載熙國小 新竹市北區 32  臺南瀛海中學 臺南市安南區

※所有資料皆必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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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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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獎勵內容

數學
個人競賽

全國各年級排名第 1 名 獎盃及獎狀、獎學金 5,000 元、禮品一份

全國各年級排名第 2 名 獎盃及獎狀、獎學金 4,000 元、禮品一份

全國各年級排名第 3 名 獎盃及獎狀、獎學金 3,000 元、禮品一份

全國各年級排名第 4-6 名 獎盃及獎狀、獎學金 2,000 元、禮品一份

全國各年級排名第 7-10 名 獎盃及獎狀、獎學金 1,000 元、禮品一份

金質獎 - 各年級達全數成績前 5% 「金質獎」獎盃及獎狀

銀質獎 - 各年級達全數成績前 10% 「銀質獎」獎牌及獎狀

銅質獎 - 各年級達全數成績前 30% 「銅質獎」獎狀

優選獎 - 各年級達全數成績前 60% 「優選獎」獎狀

進步獎 「進步獎」獎狀

數學
團體競賽

全國團體排名第 1 名 獎盃及榮譽狀、榜單紅布條、團體獎金 20,000 元

全國團體排名第 2 名 獎盃及榮譽狀、榜單紅布條、團體獎金 10,000 元

全國團體排名第 3 名 獎盃及榮譽狀、榜單紅布條、團體獎金 5,000 元

全國團體排名第 4-15 名 獎盃及榮譽狀、榜單紅布條

團體 得獎名單同步於卓越盃團體菁英榜曝光。

閱讀競賽

金質獎 - 各年級達全數成績前 5% 「金質獎」獎盃及獎狀

銀質獎 - 各年級達全數成績前 10% 「銀質獎」獎牌及獎狀

銅質獎 - 各年級達全數成績前 30% 「銅質獎」獎狀

進步獎 「進步獎」獎狀

 【特別說明】

1.本競賽各獎項不重複頒獎，故若已獲數學優選獎(含)以上獎項，則不再頒發進步獎。

2.進步獎採計僅限2019年報考年級較 2018年高一個年級者，如:2018年報考1年級、2019年報考2年級者方採計。

3. 個人競賽若遇兩位同分，則同列該獎項，而次一獎項不再頒發；若逾三人同分，則同列該獎項，而次兩獎項不再頒發，以此類推。

4. 各年級金質獎(含)以上得獎者將獲邀參加頒獎典禮。若不克出席者獎盃及獎學金將於頒獎典禮後由專人送至就讀學校，獎狀統一連同報告書一併寄發。

5.一~六年級各年級前10名獲獎者請依通知填寫「康軒學習雜誌贈閱單」回傳，逾期視同放棄。
6.三~六年級數學成績優異者將取得「卓越資優冬令營」報名資格。12/16簡訊通知（冬令營專線:02-8665-1746）

報 名 表
編號：

2019
第12屆

        
( 各年級詳細競賽範圍請上官網詳閱 )

競賽別 年級別 第一試基礎挑戰題 第二試進階挑戰題 數學競賽總分

數學競賽

1~2年級 採答案卷書寫填答 
共 20 題　每題 6 分共 120 分

採答案卷書寫填答 
共 10 題　每題 8 分共 80 分

總分 200 分

3~4年級 採答案卡畫卡 
共 24 題　每題 5 分共 120 分

採答案卷書寫填答 
共 10 題　每題 8 分共 80 分

總分 200 分

5~6年級 採答案卡畫卡 
共 26 題　每題 4 分共 104 分

採答案卷書寫填答 
共 12 題　每題 8 分共 96 分

總分 200 分

7~8年級 採答案卡畫卡 
共 26 題　每題 5 分共 130 分

採答案卷書寫填答 共 7 題 
　每題配分依難易度不同 共 50 分

總分 180 分

※數學競賽皆以最終答案判定對錯，答案卷不需寫上計算過程，答案全對才給分，無局部斟酌給分。

※數學競賽排名以總分排定，若遇總分同分則並列名次，下一名從缺。

閱讀競賽 3~6年級 採答案卡畫卡　依據配分表，每題配分依難易度不同
 ( 請至官網下載閱讀競賽配分表 )

總分 200 分

作答及記分方式

成績報告書

獎勵辦法

注意事項

本人 同意　 不同意 提供個人資料予康軒文教基金會，於存續期間

辦理卓越盃成績公告及通知、相關活動推廣、行銷優惠通知之特定目的範圍內，得

在國內蒐集、處理及利用以上本人及家長之個人資料，本人及家長並得以電話或電

子郵件告知之方式，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之權利。

本人為上述同意前，已取得家長之允許。如本人不願意提供完整個人資料，將無法享有上

述服務。　

考生簽名：　　　　　　 　　　 　　　　　　

競賽日期

108年 11月 10日 (日 )

報名資格

數學競賽
個人組 一至八年級學生

團體組
以學校、安親補習班為單位，
5 人以上團體報名者

閱讀競賽 三至六年級學生

( 閱讀競賽僅限已報名數學競賽者加考，不得單獨報考 )

※ 請依 2019 年 9 月份就讀年級選擇報考年級，數學 / 閱讀競賽皆可越
級報考，但不可降級報考，且閱讀競賽報考年級需同數學競賽。如經

主辦單位查明考生降級報考之情事，則取消考生之競賽資格。

報名費用

數學競賽：新台幣 800 元整

數學加閱讀競賽： 新台幣 1,200 元整

報名方式

網路報名
請上卓越盃官網報名並完成線上刷卡或轉
帳手續，始完成報名。

通訊報名
詳填報名表格連同報名之付款收據，掛號
寄至 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二段 218
巷 11 號「2019 卓越盃全國競賽」收。

報名處報名
詳填報名表格並至全國各報名處繳交報名
費即可。

康軒業務報名
詳填報名表格後與報名費一併繳交予康軒
業務即可。

繳費方式

銀行轉帳

華南銀行 ( 銀行代碼 008) 新店分行

帳號 : 166-10-0040256

戶名 : 財團法人康軒文教基金會

進場時間 考試時間

2019/11/10
08：40－ 09：20
陪考家長務請於 09:20前離開試場       

試場清空，競賽規則說明 09：20~09：30

數學競賽-第一試基礎挑戰題 09：30－10：10　(40分鐘)

數學競賽-第二試進階挑戰題 10：20－10：45　(25分鐘)

閱讀競賽 (加考者方得應試) 11：00－11：40　(40分鐘)

競賽時間

數學競賽二試之間不散場，第一試結束後所有考生一律留在教室內，接續第二試競賽。

報告書中完全透明公開全國落點、整體分數區間統計表，

呈現個人與全國平均成績比對。

詳列個人答題狀況及每題施測重點，針對數學主題 / 閱讀

素養專業分析，給予個人客製化評語及學習建議，掌握學

習強弱項！

1. 本競賽繳交報名資料並繳費後，始完成報名手續，報名後恕不接受

退費、退書，謝謝您！

2.本競賽響應無紙化，故不寄發紙本准考證，請注意：

(1) 請考生務必於11月4日上午11:00起，自行上官網查詢考場、試場、

准考證號碼、試場規則，並可自行列印准考證或抄寫應試資訊。

(2) 考試當天請攜帶考生身分證明證件，如：健保卡、學生證，或證件

無照片亦可入場。

3. 本競賽於報名成功後將贈送贈品，請注意：

(1) 採通訊、網路或洽康軒學習雜誌專員報名者，主辦單位收件並確認

繳費成功後，將於15個工作天內遞送贈品。

(2)採報名處或洽康軒業務報名者，請於報名時直接領取。

4. 個人成績報告書一律採郵局平信寄送，報名時請務必清楚填寫正確

之完整地址。

5. 主辦單位寄送贈品或個人成績報告書等信件時，收件人姓名將以考

生姓名呈現，若寄送地址為機關行號，請務必主動留意信件！

6.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改，並於網站上公告。

7. 本辦法公告後實施，若遇不可抗拒之天災必須延期舉行時，本會將

於競賽前一天於網站公告。如因特殊原因無法參與延期後之競賽，

相關退費辦法請上官網查詢。

重要活動時程表

查詢准考證號碼及試場分配 108/11/04(一 )

競賽日期 108/11/10(日 )

題目解答公佈 108/11/11(一 )

個人成績公佈 108/12/04(三 )

成績複查申請 108/12/04(三 )～ 108/12/11(三 )

冬令營報名資格通知 108/12/16(一 )

正式成績及得獎名單公佈 108/12/25(三 )

成績單寄出 108/12/26(四 )

頒獎典禮 109/01/12(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