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第三十四屆國際數學
奧林匹亞競賽觀察感想與心得
吳宏五、 袁新盛、 單中杰
黃有章、 黃景沂、 曾建城

參加第三十四屆國際數學奧林匹亞競賽全體團員合影

1

2 數學傳播 十八卷二期 民 83 年 6 月

吳宏五

台大數學系學生

由於我們這一次抵達的預定時間是趕在
開幕賽禮前一天抵達, 比起二位參與選題的
教授—陳教授昭地、 顏教授啟麟晚了三天, 所
以在考試之前就沒有很多事可寫。 開幕式實
在是不怎麼樣, 只有一場現代抽象藝術舞蹈,
相信看得懂的人只有編舞的, 有幾個人走來
走去唸著零到九十九的自然數, 跟數學這個
主題的關係還算密切。

函數方程類的題目。 第六題文字更長。 本屆題
目的特色是在於題目的敘述都非常長, 而且
看起來都並非標準的數學題目, 如本題也是
和第三題一樣, 是屬於雜類的題目, 然後用數
學方法分析, 是頗具水準的一題。
伊斯坦堡是一個文化古城, 它曾是東羅
馬帝國之首都, 也曾受回教文化的薰陶, 有很
多藝術性的建築物, 像儲水槽和我們看過的
幾個清真寺, 都蘊涵有古典文化的氣息。 這是

此次考試全體考生都在同一個大禮堂

一個港都, 所以我們也有搭船航行博斯普魯

中, 抬起頭來可看到前排考生, 大禮堂面向地

斯海峽的活動, 看海上風光, 還有坐很便宜的

中海、 博斯普魯斯海峽、 馬摩拉海、 達達尼爾

馬車, 感覺到這是一個風光明媚的城市。

海峽, 黑海中的其中一個海, 反正就是一片大

今年我們也有和別隊交流, 雖然中韓兩

海就對了。 而此次防弊措施做得頗嚴的, 同一

國已斷交, 而且斷航, 但我們學生間仍處得不

桌的考生有厚紙隔開, 又有許多人在監視。 在

錯, 這就是所謂的中韓傳統友誼, 我們和韓國

這種氣氛下一天發下三道試題, 因為有兩天

隊文化交流相當多, 相信日後中韓兄弟之邦

所以共是六道試題, 跟以往差不多。

仍會珍惜此份友誼。 我們也有和彼岸的超級

關於這些題目, 第一題是多項式的題目,

強隊談話, 交換郵票、 拍照, 不過沒有和他們

實際上是用整數論的方法, 雖解答本身不難,

一起打牌或下棋。 由於平時與西方國家距離

卻很容易想歪, 除了臺灣隊的六位代表皆獲

遙遠, 彼此間文化、 語言亦不通, 此次和他們

滿分外, 每隊都有人不會做。 第二題是平面幾

交流還是很少。

何, 和做輔助線之技巧有關, 由於以前在 「波

離開土耳其之後, 向西飛抵希臘, 想像

蘭數學競賽集」 看過一種補助線, 可應用在

中, 希臘是古代文明的發源地, 是歐洲文化

此題上, 故我個人佔了極大的便宜。 第三題

的搖籃, 是數學的故鄉, 相信必有值得參觀

是一種標準的數學競賽式題目, 用中學數學

的。 結果在那邊真的看到了不少遺跡, 不過都

去處理棋類、 團體遊戲、 修理水電、 剪紙拼

被破壞得很淒慘, 大大的減低欣賞的樂趣。 此

圖· · ·等, 本題頗有趣的, 本質是同餘概念。

外, 這個國家都販賣一些奇奇怪怪的物品, 帶

由於第一天題目中沒有不等式, 所以第

有很多性暗示, 這是我們對希臘最大的印象。

二天應該會有, 第二天第一道題即是。 這題要

西方文化的另一個搖藍是義大利半島,

去討論所有情形, 解答一點也不美妙, 題目本

此地真正是文化古國。 在各觀光的城市中, 連

身亦不吸引人, 可算是本屆水平最低的題目。

路燈都可能是藝術品, 更別說是教堂了。 由於

第五題 (第二天第二題) 文字敘述很長, 屬於

各城市間有相當的一段車程, 在車上有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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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老師的教誨, 也有我們學生的表演節

解題能力已有些進步了。 而終於到了出國的

目。 寫到這裡想起吳司長說:「文章或講稿最

時候了。 因為這是第一次出國, 前往陌生的國

好能找出幾個中心主題, 要會提網挈領」。 此

度, 是多麼令興奮及緊張的一件事啊! 而第

處敘述一下這篇文章的綱要, 分成五項, 一是

一次搭飛機的感覺, 大致上還不錯, 我覺得比

剛到時之回憶, 再是對題目做一些評估, 三是

坐車還舒適呢? 經過長途的飛行終於到了土

我們在伊斯坦堡的感受和交流情形, 最後是

耳其, 土耳其的氣候與台北相似, 只是更為乾

在希臘、 羅馬之隨筆, 最後還有一些自己的感

燥。 到了考試當天, 一連二天的考試, 考得大

想。

家都很緊張。 考試過了, 我們和各國代表隊之
出國就要花錢, 義大利更是花錢的好地

間的交流更加頻繁了, 如: 我們和香港隊、 南

方。 在義大利皮件、 手飾都不貴, 還有很多珍

韓隊、 大陸隊、 澳門隊· · ·等, 但大部份是亞

奇的藝術品, 足夠讓你爽得痛快。

洲地區的國家。 在這次土耳其的 IMO, 我認

在外國花錢還有一個好處, 因 「里拉」 是

識了許多各國的隊員, 這是我最大的收穫之

一種很小的貨幣, 不管在土耳其或義大利都

一, 而且交友也是這項競賽的另一個主旨 (

一樣, 所以一次都出手幾千塊、 幾萬塊, 是一

除了比較各國之間的教學)。 另外我們國家很

個難忘的經驗。

重視這項競賽, 所以準備的禮物也特別豐盛,

在義大利諸城市中, 參觀了許多藝術的

我們就找了幾天晚上, 到其他隊的寢室去交

珍品, 許多建築、 雕塑都是藝術家心血的結

換禮物。 另外, 關於考試成績方面, 我國團體

晶, 這真是一個充滿美的國度, 希望我們現在

成績是第五, 表現很突出, 而且吳宏五得到了

的建築師們, 不要只想到蓋高樓賺錢, 最好留

金牌中的金牌 (滿分) 最高榮譽, 更打響了

下一些不朽的設計, 五十年後或一百年後, 人

R.O.C. 的名聲, 離開了土耳其, 我們不直接

家來台觀光也才會有同樣的感受。
這一次參加數學競試, 覺得教授或老師
們準備的課程很緊湊, 也比較有系統。 還有雖
然在高三, 但還是有一整年的時間參加這個
比賽的心理準備。 參加數學競試次數多, 看到
考卷也就不會過於緊張了, 做題目的時候心
理比較正常, 自我壓力也比較小。 總之, 數學
競試總算考完, 高中生涯也完全結束了。

袁新盛

回去, 而去希臘、 義大利這二個擁有許多古
城及各式各樣古文明遺蹟的國家。 而在這七
天的參觀活動中, 對羅馬帝國有更進一步的
了解, 其中有許多是從教科書上得不到的。 而
不僅僅只有這些活動, 另外教授們利用我們
旅途中遊覽車上的時間或用餐的時間, 來教
導我們一些生活中的小細節以及許多待人處
世的方針, 另外吳司長清基也提醒我們一些
說話的小技巧。 除了師長們的諄諄教誨以外,

台大數學系學生

在育、 樂方面, 我們有唱歌、 說故事、 說笑話

終於通過重重的甄選, 如願地當選國手,

等, 所以在這七天的考察活動裡, 是一個充滿

在教授們的指導下及二個月的集訓, 自己的

教育性、 娛樂性的活動。 我很喜歡這個活動。

4 數學傳播 十八卷二期 民 83 年 6 月

回國後, 受到父母親、 校長、 及師長與同學們
的歡迎, 而且據說他們以為我們會在上午八
點半抵達, 可是我們在晚上十點時才出關, 足
足等了大半天的時間, 真是辛苦啊! 當然我對
他們的接機, 感到非常高興以及感謝。
我覺得 IMO 競賽以及前後的活動對我
的影響, 大致上可分成三點:
(1) 從 IMO 我更加肯定自己在數學方
面的潛力, 更加深我對數學的興趣, 而且這對
我繼續走數學這條路, 絕對具有正面的激勵
作用。
(2) 我從中培養出一種國際觀, 首先 「人
外有人, 天外有天」, 我從 IMO 競賽, 更能體
會這句話的意義, 這可以教我不要自滿, 時時

單中杰

建國中學高二學生

這次非常榮幸, 有機會代表我國, 參加在
土耳其古都— 伊斯坦堡舉行的第三十四屆國
際數學奧林匹亞競賽; 不論是在事前的集訓
過程, 在伊斯坦堡的活動、 以及事後赴希臘、
義大利考察, 都得到了各種有形無形的學識
及經驗。
自從獲知自己得到代表權, 我的心中就
七上八下。 因為當時還計劃五月份赴美參加
國際科展, 所以擔心沒有時間完全參與集訓。
感謝大家的體諒與支持, 讓我仍然能夠順利
參加國際科展, 並且在五月底回國以後, 再全
神投入為數學奧林匹亞努力作準備。

要有一種心態, 那就是即使你是優秀的, 與全

在這段集訓期間, 不但有大學教授與學

世界的精英比較時, 你就不是那麼突出了。 另

校老師們, 在建中與師大的黑板上為同學講

外從認識的各國選手中, 可以知道, 他們國家

解各種解題技巧與觀念, 還準備了很多相關

與我國許多不同的地方, 舉個例子: 南韓, 他

的教材給我們自行研讀。 此外又搜集各種考

們沒有保送制度, 而他們的選手回國後, 還要

題, 安排獨立研究、 模擬競試, 讓我們有機會

接受十科的升學大考; 這與我國就有不同了。

體驗真正競賽的試題及環境。 為了紓解緊張

(3) 不僅從 IMO, 並且其後的活動, 更

集訓的壓力, 老師也常帶我們到戶外放鬆身

教我許多東西, 如前所述, 不僅有師長的教誨,

心, 或是觀賞電影; 又向我們說明減輕壓力的

更有藝能方面的培養, 其中吳司長更勸我們

方法。 每位教授與老師, 都不厭其煩地向我們

要有一項專長, 這與我的理念相符。

指出解題時應該改進的地方, 大家不但感覺

最後, 整體來說, 這次 IMO 競賽, 我
國得到了非常好的名次, 而且我自己也得了

自己的功力有所進步, 也在集訓中培養了彼
此融洽的感情。

銀牌, 我想獎牌的背後, 總是有一段刻骨銘心

七月初, 旅行的手續辦妥, 製作的團隊制

的奮鬥歷程, 不僅自己的努力, 其中父親的鼓

服也已拿到。 心中開始期盼, 不知到達伊斯坦

勵, 師長們的教導, 都是必備的。 所以我當然

堡後的情形如何, 又會拿到怎樣的成績。 七月

要感謝父母親及師長們在我失意時, 仍不斷

十五日的下午, 從教育部前往中正機場搭機,

地給我信心, 他們無悔的付出, 才會造就今日

經過兩次轉機後, 抵達伊斯坦堡, 已經是當地

的我, 所以我覺得最應該獲得獎牌的人, 是他

十六日下午了。 主辦單位為每隊安排了一位

們。

導遊, Okan 先生帶我們到旅館安頓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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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的開幕典禮以現代舞開場, 接著

佳績, 其中建中—吳宏五得滿分, 又確定主辦

是主辦單位歡迎大家來到伊斯坦堡, 以及一

1998 年的 IMO 活動, 大家都感到非常興奮;

段介紹土耳其的影片; 簡短但不失隆重。 下午

當然這都是要感謝政府、 各位教授、 以及指導

大家回到旅館稍事休息, 準備翌日開始的考

老師辛苦的成果。 閉幕賽禮以土耳其的民俗

試。 十八、 十九日從 9:00∼13:30 每天四個半

舞蹈、 音樂開鑼, 在頒發各種獎牌之後, 又將

小時, 進行一天三大題的考試; 無論大家成績

主辦的棒子交給明年的地主國—香港。 大家

如何, 第二天考完後總是鬆了一口氣。

在 「We are the world」 的音樂聲中互道再

但是幾位教授與徐老師的工作才剛開始

見。

呢; 剛拿到我們六人的答案卷, 便整晚未睡,

第二天一早, 我們一行人便搭機到達雅

研讀我們潦草的字跡。 後來, 又找我們去說明

典, 參觀古代文明所留下的遺跡, 尤其一睹嚮

自己的想法, 以便能在各隊協調的過程中多

往已久的帕德神殿。 又搭乘遊船, 欣賞愛琴海

爭幾分。 協調工作由陳教授昭地、 林教授哲雄

上的風光秀麗, 湛藍的海水, 圍繞著諸多島嶼

一題一題與協調員進行, 甚至錯過正餐, 而各

的風土人情。 此外也安排了一次希臘式的晚

隊的學生們則趁此空閒盡情享受主辦單位安

餐, 品嘗異國美味。

排的參觀活動, 體驗歐亞兩洲交界處的混合

接著又到水都威尼斯; 聖馬可廣場中有

文化遺產後, 也不忘到公佈欄去, 關心一下

古教堂供人參觀, 成群的鴿子在廣場中央集

目前協調的進展。 也有些隊伍把自己平常想

聚; 當地有名的水晶玻璃製造過程, 師傅們純

到的數學難題公佈出來, 徵求解答。 到了最後

熟精巧的手藝, 兩三下就做出一隻栩栩如生

幾天, 離情依依中, 大家又急忙交換紀念品、

的馬匹, 讓人印象深刻。 比薩斜塔持續緩慢地

通訊地址、 照片等, 希望友誼能夠持續下去;

傾斜, 幾年前還准許人們爬上去, 現在則被圍

我們六人也一起拜訪幾個交流較頻繁的隊伍,

了起來。 佛羅倫斯的文化氣息不但表現在名

贈送國家預先為我們準備好的郵票等小禮物。

勝古蹟中, 也可以在街道上人們的一舉一動

在伊斯坦堡時, 參觀了當地很多名勝古

中感覺到。 參觀完千年前龐貝城保存完善的

蹟。 例如古代收集、 儲存、 分配水資源到全市

遺址, 感受到古人藉由廢墟向現代傳達的訊

的地下水池, 曾經是基督徒與回教徒宗教聖

息, 又驅車往索倫多去, 休息一個下午。 最後

地的聖索菲亞博物館, 珍藏許多寶藏、 真跡的

回到轉機過境多次的羅馬, 利用上機前的最

托卡普皇宮, 以及小販們從古至今聚集的市

後一天, 參觀了有名的競技場、 凱旋門等處,

集。 在博斯普魯斯海峽上乘船, 更可以看到磚

以及梵蒂岡中, 聖彼得大教堂的雄偉壯大, 令

瓦民房、 尖頂皇宮與現代高樓並立的有趣畫

人贊嘆不已。

面。 伊斯坦堡的落日, 映在橫跨博斯普魯斯的
橋頭, 格外地相稱。

七月三十一日搭機回國之後, 深深感到
這次的旅程中受益不少。 不但在伊斯坦堡的

最後競試的成績揭曉, 我國團體成績獲

競賽中獲得了寶貴的經驗, 更結交了不少好

得 73 個參賽國中的第五名、 一金四銀一銅的

友, 無論在當時或是未來, 都能有互相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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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 又體驗了土耳其、 希臘、 義大利三國

們上課, 有時則安排獨立研究。 這段期間中,

不同的文化氣息, 留下美好的回憶。 這次土耳

我們這些學生受益良多, 尤其在解題的技巧

其主辦國際數學競試, 參賽的諸國都對土耳

方面, 並且我們六位代表天天相處在一起, 不

其的各方面印象深刻, 相信在 1998 年, 由我

僅使我們六個人相處的非常融洽, 也使我們

國主辦時, 一定也能讓來訪的各隊稱許。 我心

六個人互相切磋的結果, 讓我們進步的非常

目中期待著明年由香港舉辦的國際數學競試,

快速, 尤其是我自己。

當然也更支持並感激所有為我國參加未來幾

我們全團十個人 (陳昭地教授、 顏啟麟

屆, 以及舉辦 1998 年第三十九屆 IMO 努力

教授提前出發參加選題會議) 於七月十五日

的人們。

晚上搭機經香港、 羅馬到達土耳其伊斯坦堡。
至土耳其的第二天 (七月十七日), 參加第三

黃有章

板橋高中高三學生

十四屆國際數學奧林匹亞的開幕典禮, 隨即
展開長達七天的第 34 屆 IMO 活動, 有來自

今年四月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亞競賽的

七十三個國家的 412 位的學生參加這次競賽。

選訓營, 原本是不太抱著希望, 完全以平常心

今年的 IMO 主辦國—土耳其, 是一個

參加三天的模擬考, 結果意外的被教授們選

橫跨歐亞的國家, 當然活動也就安排各國的

中, 代表中華民國參加第三十四屆國際數學

領隊及代表乘船在博斯普魯斯海峽航行, 除

奧林匹亞競賽, 心裡感到又興奮又緊張, 興奮

此之外, 還有迪斯可晚會, 在皇宮中享用晚餐

的是一方面代表國家比賽, 一方面也是自己

等, 每天都有各式各樣的活動, 使我徹底忘了

第一次出國, 緊張的是如果沒有拿到獎牌回

考試的煩悶, 還有在愉快的心情和香港、 大

來, 不是辜負了很多人的期望嗎? 所以當初

陸、 韓國等代表交談, 交換彼此的紀念品等

剛知道這個消息時, 心中真是七上八下, 不知

等。 這次出國, 我要特別感謝建中的徐正梅老

所措, 後來各位老師以及教授們不停的安慰

師, 因為他非常關心我們, 在建中集訓時, 他

以及鼓勵我, 才使我放鬆心情, 全力衝刺。

幾乎每天都會來看我們, 了解我們的狀況並

今年因為六位正選代表都在北部 (三位

且安慰、 鼓勵我們, 在土耳其時, 他每天都會

建中、 兩位武陵高中、 一位板中), 所以教授

買礦泉水送到我們房間, 並且照顧我們無微

和老師們決定從四月三十日至七月十日, 安

不至, 使我們能在無後顧之憂的情況下, 考完

排每星期一至星期六至建中集訓, 其中並安

兩天的競試。

排五次回師大受訓, 平常在建中, 集訓的課程

當成績還沒揭曉以前, 我的心情非常緊

排得十分緊湊, 但教授和老師們考慮到我們

張, 因為我這次沒有考好, 一直擔心自己拿不

六位代表可能會缺乏運動, 所以安排我們有

到獎牌。 後來當大會成績揭曉時, 我才知道自

時下午自由活動, 打打球等等, 使我們六位代

己得到了一面銀牌, 當時真是欣喜若狂, 想到

表不會只專心於數學而忽略了健康。 在這段

從四月中旬開始, 一連串的考試以及培訓, 總

期間由建中、 武陵高中以及板中的老師替我

算沒有白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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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 IMO, 使我結識了不少其他國家

(2) 曾經教導我的各位教授們, 尤其是

的代表, 如南韓、 香港、 泰國、 大陸等等, 也

陳昭地教授和顏啟麟教授, 每次不計辛苦的

和他們玩成一片, 白天在海上一起遊玩, 晚上

參與選訓及選拔工作, 正如吳司長清基對我

一起在 Oyak 旅館的室外餐廳玩撲克牌、 西

們說的一句話一樣: 「一將功成萬骨枯」, 許多

洋棋等等。 我們和南韓的三位代表相處的尤

教授們為 IMO 默默付出, 才使我有今日的

其融洽, 其中有一位是高二的, 希望我和他明

成就。

年都還能再次參加明年在香港舉行的第三十
五屆國際數學奧林匹亞。

(3) 建中的傅銘東老師、 王元坤老師、 林
礽堂老師、 徐正梅老師、 武陵高中的盧澄根老

第三十四屆國際數學奧林匹亞結束後,

師以及板中的洪聖惠老師和楊朗生老師, 在

我們代表團由亞達旅行社的柳經理帶領, 參

我們集訓期間, 盡心盡力的照顧我們, 使我能

觀義大利和希臘的名勝古蹟, 如雅典的拜占

在最好的環境下成長。

庭博物館、 威尼斯的水都風光、 龐貝古城
以及羅馬的鬥獸場和梵蒂岡的聖彼得大教堂

黃景沂

台大數學系學生

等, 使我們在考完數學競試後的緊張情緒鬆

今天我能夠在國際數學奧林匹亞競賽中

弛, 也使我們在讀完萬卷書之後, 也有行萬里

獲得銅牌的成績, 首先要感謝教育部對於國

路之感。

際數學奧林匹亞競賽的全力支持, 以及來自

沿路上, 教育部吳清基司長、 陳昭地教

各大學的教授們從在國內的集訓, 一直到在

授、 顏啟麟教授、 林哲雄教授、 王懷權教授

土耳其比賽期間對於我們數學、 生活等方面

以及徐正梅老師不斷的教導我們國際禮儀以

的指導。 還有從我在桃園國小、 文林國小、 明

及做人處事的道理, 使我這次不僅在數學上

德國中, 一直到建國高中, 曾經教導過我的老

進步頗多, 在做人處事的方面也受益匪淺。 在

師們對於我的指導。 當然更重要的是, 感謝我

回國的前一天, 每一位教授、 吳司長以及徐老

的父母親對於教育的重視, 使我得以在最好

師, 都各自唱了一首歌, 使我知道: 教授們也

的環境中成長、 茁壯。

有輕鬆的一面。

第一次知道 「數學競試」 這個名字是在

一個人要成功, 必定有許多其他人的幫

高一剛進建中的時候, 由傅銘東老師的口中

助, 畢竟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而要成就一

聽到的。 當時對於數學競試還是相當陌生, 更

件大事, 必須要許多人的努力。 我這次能在國

不敢奢望要在國際級的數學奧林匹亞競賽中

際數學奧林匹亞競試中獲得銀牌, 主要要感

得獎。 事實上, 高一的時候我在建中的校內選

謝:

拔時就已經被淘汰了。
(1) 國家給我這個機會來參加國際數學

高二時第一次參加了由文復總會舉辦的

奧林匹亞競試, 而且撥出經費成立 IMO 委

高中數學競試, 很幸運地通過一次次的考試,

員會, 使我得以參加 IMO。

最後得到了三等獎。 我自認為可能與當時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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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桓同學和我一起作的科展有很大的關係,

最後兩個月於建中集訓期間指導我們的傅銘

因為從作科展的過程中, 我學到、 想到了許多

東老師、 徐正梅老師、 林礽堂老師、 王元坤老

的數學方法。 由於這次得到三等獎, 使我能夠

師, 以及武陵、 板中的三位老師致上最高的謝

參加寒假期間在師大分部的亞太數學奧林匹

意。

亞競賽集訓營, 在此之前, 班上除了吳宏五同

此次去參加比賽, 最高興的莫過於我們

學之外, 還有不少同學在數學方面的能力都

的團體成績由去年的第十七名一舉進到第五

比我好, 但是我在有幸參加一次次的研習營,

名, 還有吳宏五同學得到四十二分滿分的佳

接受許多大學教授的指導之後, 使我能夠不

績, 相信這樣的成績一定有助於其他國家對

斷地增加在數學競試方面的知識。 我認為這

於我們的印象。 至於我個人的成績, 老實說並

些研習營對於提昇數學競試的能力是無庸置

不是非常滿意。

疑的。

除了參加比賽之外, 此行的一大收穫就

高二時, 我曾經有機會跳級參加大學聯

是有機會認識許多來自別的國家的同學。 一

考, 並且已經通過了甄試。 現在想起來如果當

方面可以磨練自己的英語能力, 另一方面也

時真的去跳級的話, 現在就不可能有機會代

可藉此多了解其他的國家。

表我國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亞競賽, 那時候

這十多天的行程中, 能有機會和六位教

當然不是為了想要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亞競

授、 老師朝夕相處, 他們不但在生活上照顧我

賽而放棄了跳級的機會, 但是如果因跳級而

們, 更經常利用在車上的時間告訴我們許多

失去參加數學競試的機會, 真的會感到很可

的人生寶貴的經驗, 尤其是吳司長常藉著許

惜。

多的小故事來說明一些道理, 陳昭地教授更
升上了高三, 我在學校的主要活動便是

為我們細說中華民國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亞

準備聯考, 那時候我並沒有把握能夠保送大

競賽的歷史。 不但化解了在車上無聊的時間,

學, 所以也和同學們一起準備聯考, 即使最

更使我們獲得了許許多多在書本中學不到的

感無趣的三民主義都背的很熟, 浪費了不少

知識。

的時間。 後來在文復總會的數學競試中, 我並

我們這次所到的幾個國家土耳其、 希臘、

沒有考得很好, 所以當我知道能夠以曾經參

義大利, 都是古代羅馬帝國、 拜占庭帝國、 鄂

加亞太數學奧林匹亞競賽得到銅牌獎級的成

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彊域, 因此我們看到了許

績, 參加寒假在師大分部所舉行的研習營時,

多古代遺留下來的遺跡, 不禁令人深深佩服

有點感到意外。

古人在工程方面進步的技術, 更體會到了 「讀

到了高三下學期, 很幸運地得到亞太數

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的道理。

學奧林匹亞競賽的銅牌, 又獲得保送台大數

我們這次由台灣前往土耳其一共花了超

學系, 在沒有聯考的後顧之憂, 以及班上兩位

過二十四小時, 轉了兩次飛機才到。 轉機是一

同學獲選為國際化學奧林匹亞競賽的激勵下

件很浪費時間的事, 希望將來安排行程時, 能

, 我也幸運地獲選為代表團的一員。 在此對於

夠盡可能地減少轉機的次數。

參加第三十四屆國際數學奧林匹亞競賽觀察感想與心得

9

其實在台灣應該還有不少人有能力可以

心想: 「如果早半年退出數學競試, 大可考個

去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亞競賽, 但是在面臨

喜歡的科系, 加強其他科的能力, 而如今這麼

聯考與數學競試的抉擇時, 很多人寧願選擇

下去, 高三這一年我學到什麼呢?」 此時已確

要準備聯考。 我想如果保送大學的制度能夠

定保送, 只想靜下來休息幾個月, 讀些自己想

有所擴充, 現在只能夠保送基礎科學的科系,

看的書 (除了數學外, 我對語文、 歷史和機

假如將來參加數學競試還能保送工學院、 甚

械更有興趣), 但我提出我的想法時, 身邊竟

至於醫學院的話, 相信一定可以吸引更多有

找不到人支持我, 經過一番掙扎, 還是走上了

數學方面潛力的同學來參加數學競試, 提昇

IMO。 所幸有許多長輩、 老師的關心鼓勵, 處

我們數學競試的水準。

處為我著想, 而所有隊員在訓練中, 生活了兩
個月, 相處得十分愉快, 留下了難忘的回憶。

曾建城

台大數學系學生

總之, 參加這次 IMO, 雖然歷經徬徨、 痛苦
與抉擇, 終能苦盡甘來, 皆大歡喜, 這是所有

能夠執筆寫這份報告是我莫大的光榮,

參與者的功勞, 大家對我的幫助。

因為我參加了這麼一個受世界廣泛認同的國

這次 IMO, 關於類似流水帳的過程敘

際競試。 有幸得到這份榮耀, 得歸功於所有教

述, 相信在很多報告中, 都會有詳細紀載, 在

導愛護我的人: 首先是我任勞任怨的母親及

此談的則偏重個人感受。 說起這次 IMO, 非

已過世半年的父親, 沒有他們的苦心, 我絕不

得從選訓營寫起, 今年的選拔提前在四月舉

會有半點成就; 其次感謝國家的栽培, 讓我有

行, 為期約十天中, 同時發揮選拔和訓練的功

這機會代表國家出賽。 而尤其不可忘記的是

能, 學習新知和訓練思考外, 照例的又認識了

費心培養我三年的盧澄根老師, 這次六位代

不少朋友, 同時整個過程因為已有經驗而比

表中就有兩位是他教導出來的, 我們有任何

去年嚴謹得多, 選出六位正選及二位候補代

成績, 他是最大幕後功臣。 此外, 對於所有指

表後, 六名正選代表恰好都在北區, 所以安排

導我支持我的人, 在此一併感謝。 希望我們的

在建中做集訓, 這次集訓為我們保留更多的

一點成果, 能報答他們的恩情於萬一。

空間和自主性, 自己分配時間作完一定進度,

近些年參加了許多數學競試, 其間的心

休息之餘大家打牌、 看報紙、 聊天或打桌球,

境, 曾有過一番起伏游移。 從高一到高三, 幾

相當融洽 (適值 NBA 及台灣職棒高潮, 大

乎所有全國性數學競試, 我都有幸參與, 成績

家話題不斷), 精神上才不枯燥, 同時建中、 武

也都還好, 興趣日漸濃厚; 但自去年在莫斯科

陵、 板中的指導老師也都定時來輔導, 讓我們

參加 IMO 鍛羽而歸後, 信心和興趣大減, 開

獲得充實與暖身, 助益良多。 值得一提的, 準

始懷疑這些所學的價值, 到了去年十月初, 父

備期間有一次做國際禮儀訓練, 對一個中學

親在福州的工廠病逝, 心情更是受了影響, 幾

生而, 這是難得學到的常識; 另外有位心理學

次競試都沒有好表現, 所以在四月 IMO 選

家教我們做的心理壓力訓練, 也是一次難得

拔完後, 萌生退意, 那時承受的壓力很大, 常

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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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密的準備後, 七月十五日終於正式啟

連在一起), 出去活動、 聊天也常為伴, 特別

程, 抵達伊斯坦堡後, 隔天 (十七日) 就開

地, 我和南韓的鄭盛澤常常在一起, 談論一些

幕準備考試 (對坐了二十餘小時飛機的我們

兩國間教育制度、 社會現象, 甚至致治經濟的

而言, 這安排稍嫌緊湊), 十八、 十九日正式

粗淺現況, 不過大部份談的還是些生活話題,

競試, 兩天上午各考三題四個半小時, 考完

他還提到不久前的中韓斷交, 他說, 大部份南

後, 由領隊教授和裁判去批考卷, 而我們學

韓人喜歡台灣人甚於大陸人 ( 可能因為台灣

生則由大會安排四處遊玩, 藉此機會和他國

是個民主政權吧!), 斷交完全是政府的意思,

學生交流認識。 這一次競試從旅館、 餐廳、 試

還頗為嚴肅地向我們道歉 ( 有兩三位南韓學

場、 交通工具、 到遊玩地點都比去年崩潰中

生都說過類似的話)。 我認為四海一家, 做好

的俄羅斯還好, (不過蘇聯終究是個古老大國,

國民外交, 互相增進認識本是應該的, 和國家

在莫斯科考察的價值和樂趣遠勝於伊斯坦堡,

短暫的外交並無關聯, 斷了交民間豈不更該

可見經濟好壞是一回事, 隱藏的實力和文化

交流才可能復合嗎? 除此之外, 和香港的翁

內涵才是長久)。 尤其試場的設計完善, 讓大

暉也談了不少 (一個月後, 我到香港去玩還

家有充分的空間和自由, 又不會產生弊端, 而

打電話和他聊過), 不過唯一遺憾, 香港隊六

且其政府也下令各運輸單位, 讓我們在伊斯

位中竟有四位不講北京話, 中國人和中國人

坦堡市區內免費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設想周

在一起竟得用英文溝通, 這是何等悲哀呀! 在

到, 不過有一缺點是在旅館安排上, 學生和教

IMO, 我們看到中國人大放異彩, 全場四百

授的旅館好壞差別實在太大, 顯得十分不當,

多位學生, 至少有 30 個華人, 僅有的兩個滿

不過大體而言, 這次競試是相當成功的。

分, 一個在大陸, 一個在台灣。 有人說:「21 世

另外, 和他國學生的交流才是一大重點,

紀是中國人的世紀。」 由此處看, 絕非不可能

十六日在羅馬轉機時, 首先就遇到了泰國隊,

的。 我們這次成績一金四銀一銅, 團體成績第

在報到後, 又陸續遇到了其他隊, 由於時間短

五, 前四名依次大陸、 德國、 俄羅斯、 保加利

促, 73 個國家中, 接觸過的只有十餘個國家,

亞, 照例都是以前共產集權下訓練出來的, 所

諸如: 南韓、 香港、 澳門、 菲律賓、 泰國、 日

以這個名次得來不易 (去年成績第十七, 今年

本、 大陸、 外蒙等, 是在考完後五天內較有

原訂目標是前十名內), 相信此後高中數學競

認識的國家, 大家見面寒暄、 聊天、 交換紀念

試會推向另一個高潮, 九八年主辦 IMO 的

品、 照張相等, 從原本不認識的一堆人, 到大

可能性也就愈濃了。

家玩得其樂融融, 眼前所看到的人, 談論的事

考完之後, 整個團到希臘和義大利考察,

情, 都有平常感受不到的新鮮, 尤其是和南韓

這段旅程說起來完全要感謝政府和教育部經

隊,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感覺和他們在一起比

費支持, 很多國家比賽完畢閉幕後, 都打道回

較親切有趣, 不但車次編在一塊兒 (按字母排

府了, 只有我們才有這機會順道去別國增長

列, 我們的 R.O.C. 和他們的 R.O.K. 是緊

見識。 首先到數 (哲) 學發源地希臘雅典, 看

參加第三十四屆國際數學奧林匹亞競賽觀察感想與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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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古老的神殿、 神壇及古希臘數學家的遺

老師, 在出國十多天裡對我們噓寒問暖, 照顧

跡和故事, 加上王懷權教授 (數學史專家) 偶

我們起居作息, 特別在土耳其時沒水喝, 他們

爾解說, 覺得收穫很多。 接著再到義大利的幾

特地買水送到我們旅館房間來。 有了這幾位

個城市參觀, 比薩斜塔、 聖比得教堂及威尼斯

長輩, 讓我們過了一段順利而又充實的旅程,

到處是水的風貌都令人印象深刻, 而旅程途

一直到八月一日晚上, 我們終於返抵國門, 我

中多用遊覽車為交通工具, 再坐車的數小時

們這次的出國才告一段落。

空檔裡, 團長與各位教授對我們講了很多話,

第 34 屆 IMO 總算落幕了, 大家把出國

上了很多課, 對大家幫助很大, 吳司長常向我

的主要目的大抵都完成了, 不但有甚為滿意

們說些做人的道理, 教導些說話演講的技巧,

的成績; 每個人都抱了獎牌回來, 認識許多新

最後甚至要我們上台練習, 王教授則多說些

朋友, 對世界有更深的認識, 最重要的是大家

數學方面的故事和道理, 另外像林教授和徐

全程都平安順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