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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女中 1 1 1 學年度校內數理資訊學科能力競賽 簡章 
一、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中華民國 111年 3月 23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110037674A號辦理。 

二、 目的： 

(一) 提高學生對科學及地理研究的興趣，激發其思考能力，藉以鼓勵學生間的互相觀摩，提升科

學教育品質。 

(二) 選拔優秀學生代表，參加教育部主辦之分區數學、資訊、自然科能力競賽複賽。 

三、 主辦單位：教務處設備組。 

四、 協辦單位：數學科、自然科、資訊科。 

五、 參加對象：全校學生自由報名，請網路報名。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j6FQmiuN7B4M327y-00AS1hY9DRfAbxjm2N70qXaD6w/edit 

  *高一新生於國中階段代表學校參加任一國家主辦競賽者可報名參加，學生報名時需檢附參賽證  

   明(PDF檔)，所謂國家級主辦競賽參閱附件。 

六、 報名方式：原在校參賽學生即日起必須在 111年 6月 22 (三) 下午 23：55 前利用本校公告網頁

連結完成報名程序。高一新生報名期限為 7月 19日(三)至 7月 20日(四)23:55 截止。 

七、 考試地點： 

(一) 第一階段筆試：除資訊科於圖資藝文館 4F(資訊教室 1)外，採兩階段公告，第一階段為 7 月

15 日(五)公告，第二階段為 7 月 21 日(四)12:00 前於學校官網公告地點，請自行查閱。 

(二) 第二階段實作：依各科規劃，最晚於 7 月 26 日(二)18:00 前公告。 

八、 競賽科別：第一階段初賽可依個人興趣報名若干科，報名後未於 7 月 15 日(五)前取消報名，無

故未到者，科學館自律訓練 1 次。 

九、 考試範圍： 

(一) 數學科：以高級中學課程教材範圍為命題範圍 

(二) 物理科：高一物理、高二選修物理(一）、（二）（含實驗） 

(三) 化學科：以高級中學課程教材範圍為命題範圍（含實驗） 

(四) 生物科：以高級中學課程教材範圍為命題範圍（含實驗） 

(五) 地球科學科：以高中基礎地球科學課程教材為命題範圍（含實驗） 

(六) 資訊科：以高級中學課程教材範圍為原則，並包含部分相關基礎科學理論題目，以評測參加

者潛能，解題語言以 C＋＋（包括 C）為限。 

十、 競賽日期及方式：參加筆試或實作時，請攜帶學生證，無學生證者請帶身分證。 

(一) 第一階段筆試：各科時間如附表(請務必攜帶原子筆、2B 鉛筆應答)。 

科目 初試日期 時間 

化學 7/21(四) (2小時)13:20-15:20 

生物 7/22(五) (2小時)09:10-11:10 

物理 7/22(五) (2小時)13:20-15:20 

 

(二) 第二階段實作： 

參賽資格：由第一階段筆試成績取若干名參加第二階段實作競賽（由各科評審委員依參加人

數決定）。 

科目 複試日期 時間 

資訊 7/27(三) (2小時)09:10-11:10 初複試合併 

地科 7/27(三) (2.5小時) 13:20-15:50 初複試合併 

化學 7/28(四) (3小時) 09:10-12:10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j6FQmiuN7B4M327y-00AS1hY9DRfAbxjm2N70qXaD6w/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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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7/28(四) (3小時) 13:20-16:20 

物理 7/29(五) (3小時) 09:10-12:10 

數學 7/29(五) (2小時) 13:20-15:20 初複試合併 

 

十一、 評審： 

(一) 各科評審委員召集人： 

數學科：數學科主席 

物理科：物理科召集人 

化學科：化學科召集人 

生物科：生物科召集人 

地球科學科：地球科學科召集人 

資訊科：資訊科教師召集人 

(二) 初賽評分方式：依各科評審委員所訂定之標準 

數學科：由評審依第二階段成績決定名次、名額 

物理科：由評審依初賽成績決定複賽名額，初賽淘汰後不得參加複賽 

化學科：由評審依初賽成績決定複賽名額，初賽淘汰後不得參加複賽 

生物科：由評審依初賽成績決定複賽名額，初賽淘汰後不得參加複賽 

地球科學科：由評審依第二階段成績決定名次、名額 

資訊科：由評審依第二階段成績決定名次、名額 

(三) 校內競賽總成績：各科評審依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含實驗操作或筆試)評比後決定成績，其

百分比由各科評審委員決定。 

十二、 獎勵： 

(一) 校內初賽數理及資訊科，由學校頒發獎狀，優勝五名，佳作若干名 

(二) 校內初賽數理及資訊科優勝者經協調後代表學校參加教育部國教署主辦之分區複賽，佳作者

為預備選手。(每人以代表本校一科為限，不得重複) 

(三) 代表本校參加分區複賽榮獲優勝者，除獎金外，將代表分區參加全國決賽。 

(四) 依本校學生參加校外活動或比賽獎勵之敘獎規定，以最高獎項辦理敘獎。 

(五) 依本校菁英點數規定，校內初選各科優勝者前 3 名給予菁英點數 1-3 點。參加分區獲獎特優

者給予 3 點，優勝者給予 2 點，佳作者給予 1點。參加全國競賽獲獎特優者給予 5 點，優勝

者給予 4 點，佳作者給予 3 點。 

十三、 本簡章陳 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補充與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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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1學年度校內數理資訊學科能力競賽校內賽報名採認競賽項目 

領域 競賽名稱 
處理 

方式 
備註 

數理 

國際 

數理 

學科 

奧林 

匹亞 

競賽 

國際國中學生科學奧林匹亞競賽

（IJSO） 
採認 

我國國家代表隊選拔單位 

主辦：教育部 

承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

心 

國際數學奧林匹亞競賽 

採認 
我國國家代表隊選拔單位 

主辦：教育部 

國際物理奧林匹亞競賽 

國際化學奧林匹亞競賽 

國際生物奧林匹亞競賽 

國際資訊奧林匹亞競賽 

國際地球科學奧林匹亞競賽 

亞太數學奧林匹亞競賽 

亞洲物理奧林匹亞競賽 

國際 

科展 

美國國際科技展覽會 

採認 

我國國家代表隊選拔單位 

指導：教育部 

主辦：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指導：教育部 

主辦：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全國 

科展 

中華民國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全國科學展覽會 
採認 

指導：教育部、科技部 

主辦：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全國 

競賽 
網際網路程式設計全國大賽決賽 採認 

指導：教育部 

主辦：國立臺灣大學 

其他 採認 
經教育部或國教署認定之國際性或全

國性競賽或展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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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競賽名稱 
處理 

方式 
備註 

1. 中華民國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之地方科學

展覽會 

2. 臺北市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 

3. 縣（市）政府國中小網路競賽之網路閱讀心

得寫作、網路查資料比賽 

4. 縣（市）政府國中小科學創意營之成果競賽 

5. 區域性資優教育方案（研習課程或活動）之

成果競賽  

6. 高雄市城市盃數學競賽 

7. 環球城市盃數學競賽  

8. 非教育主管行政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主辦-

青少年數學國際城市邀請賽  

9. 各類珠算協會數學競賽  

10. 各類數學檢定考試（如：AMC、澳洲 AMC、

TRML 等數學能力檢定）  

11. 全國中小學機器人大賽暨國際奧林匹克機

器人全國總決賽  

12. 臺灣學校網界博覽會  

13. 各類發明展  

14. 各類創意飛行造物競賽  

15. 資策會電腦資訊比賽 

不採認 

非國際性或全國性學科競賽或展覽活

動、非教育主管行政機關或學術研究

機構主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