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第 26 屆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 

決賽行前通知 

決賽入圍團隊 您好 

一、 競賽當日時程表如【附件一：參賽隊伍時刻表】 

二、 決賽時間：110 年 11 月 6 日(星期六)，須依「各梯次團隊報到時間」準時上線。 

三、 線上競賽原則 

(一) 帳號登入及身分確認機制 

⚫ 所有團隊成員皆須參與線上競賽，每個團隊「至多使用 4 個帳號登入」Webex

視訊系統，但每一帳號「視訊鏡頭內的隊員人數不限」。 

⚫ 團隊線上報到時，所有團隊成員均須「出示學生證」，大會將進行身分查

驗並截圖存查。(指導老師及非團隊成員不得參與線上競賽) 

(二) 登入 Webex 的命名規則： 

⚫ 入圍組別-編號-專題名稱+帳號數1~4 (ex：該團隊若有2個帳號登入Webex，

則請依序命名為：資訊應用組 1-01-源源不絕 1、資訊應用組 1-01-源源不絕

2)，詳見「附件二、決賽團隊 Webex 操作手冊」P.8-9 說明。 

(三) 同時入圍 2 個組別(含以上)之注意事項 

⚫ 決賽共開設 4 組 Webex 競賽網址，請同時入圍兩組以上的團隊，會需要登

入 2 組不同的 Webex 競賽網址，請先以序號在前面的組別進入該組 Webex

帳號，完成該組競賽後，請退出 Webex，再於第二組的競賽報到時間，依

據命名規則登入第二組 Webex 帳號。 

四、 線上競賽網址：(共開 4 組 Webex 帳號,各組 Webex 連結詳見下表) 

組別 Webex會議連結 

資訊應用組 1 

資訊應用組 2 

資訊應用組 3 

資訊應用組 4 

資訊應用組 5 

資訊應用組 6 

資訊應用組 7 

會議名稱：InnoServe 競賽-線上決賽(連結 1) 

會議鏈結: 

https://tca-tw.webex.com/tca-tw-tc/j.php?MTID=mb1b8911cd6172db266

496e87928155cf 

 

會議號碼:2516 823 2817 

會議密碼:1106 

資訊應用組 8 

資訊應用組 9 

資訊應用組 10 

會議名稱: InnoServe 競賽-線上決賽(連結 2) 

會議鏈結: 

https://tca-tw.webex.com/tca-tw-tc/j.php?MTID=m54d3f3367d95e56e523

https://tca-tw.webex.com/tca-tw-tc/j.php?MTID=mb1b8911cd6172db266496e87928155cf
https://tca-tw.webex.com/tca-tw-tc/j.php?MTID=mb1b8911cd6172db266496e87928155cf
https://tca-tw.webex.com/tca-tw-tc/j.php?MTID=m54d3f3367d95e56e5231b437e911542d


組別 Webex會議連結 

產學合作組 1 

產學合作組 2 

產學合作組 3 

產學合作組 4 

1b437e911542d 

 

會議號碼:2515 582 7087 

會議密碼:1106 

高中高職組 

亞太英文組 

亞太中文組 

亞洲矽谷組 

智慧交通組 

商業資訊組 

臺北生活組 

會議名稱: InnoServe 競賽-線上決賽(連結 3) 

會議鏈結: 

https://tca-utc.my.webex.com/tca-utc.my/j.php?MTID=m6d3043db3cd42

d97976ed0a714f094b2 

 

會議號碼:2555 253 1949 

會議密碼:1106 

教育開放組 

資安組 

TGOS地圖組 

AIoT組 

AWS雲端組 

Azure雲端組 

耐能 AI組 

鈦坦敏捷組 

會議名稱: InnoServe 競賽-線上決賽(連結 4) 

會議鏈結: 

https://tca-csb.my.webex.com/tca-csb.my/j.php?MTID=m3a3fc84e80ad6b

47e91a6fed009afd92 

 

會議號碼:2556 640 5986 

會議密碼:1106 

五、 線上決賽流程 

1. 報到區：於各梯次報到時間準時上線，並以競賽命名規則（入圍組別-編號-專題名稱

+帳號數 1~4）登入。 

2. 查驗區：查驗每位參賽團隊成員學生證、測試設備及競賽重點說明 

3. 等待區：等待進入競賽區 

4. 競賽區：由大會播放 6 分鐘決賽簡報說明及展示影片(由團隊預先錄製，並於 11/1(一)

下午 5 點前提供)→3分鐘委員提問→4分鐘團隊回答 

六、 注意事項 

1. 決賽簡報說明及展示影片：最多 6分鐘，「超時」將由大會播放人員終止播放，「不

足」則視同放棄剩餘時間，團隊不能現場補充，也不能增加回答時間。 

2. 7 分鐘詢答時間，將採「統問統答」，請同學自行記錄評審委員提問，不論委員使用

多久時間提問，團隊一律有 4分鐘的回答時間。 

3. 線上決賽 11/06(六)當日競賽採「匿名審查」方式，團隊提供之資料、影片、衣著及

回答問題內容期間均不得提示或暗示參賽單位及指導老師相關資訊(如學校 logo、學

校名稱、學校簡稱、指導教授姓名及其他可識別學校及指導教授姓名之訊息)，如有

違反規定者，由評審委員及競賽委員會決議扣分或取消資格。 

https://tca-tw.webex.com/tca-tw-tc/j.php?MTID=m54d3f3367d95e56e5231b437e911542d
https://tca-utc.my.webex.com/tca-utc.my/j.php?MTID=m6d3043db3cd42d97976ed0a714f094b2
https://tca-utc.my.webex.com/tca-utc.my/j.php?MTID=m6d3043db3cd42d97976ed0a714f094b2
https://tca-csb.my.webex.com/tca-csb.my/j.php?MTID=m3a3fc84e80ad6b47e91a6fed009afd92
https://tca-csb.my.webex.com/tca-csb.my/j.php?MTID=m3a3fc84e80ad6b47e91a6fed009afd92


4. 參賽團隊若未於排定的線上競賽時間至競賽區完成準備，大會有權取消資格。 

5. 競賽區除大會工作人員之外，參賽團隊不得攝影、錄影、截圖或錄音及其他方式保

存或對外傳輸會議內容。 

6. 競賽過程如果發生下列情況，將暫停計時： 

(1) 超過半數競賽評審委員發生離線情形，將暫停計時。 

(2) 團隊成員在競賽過程因個人網路不穩或設備狀況，而發生離線狀況時： 

①團隊主要負責詢答的成員發生離線狀況，若有 2個以上的帳號登入，由其他成

員立即替補，繼續進行競賽。 

②若沒有替補成員，團隊須於暫停計時後 3分鐘內重新登入繼續進行競賽。 

③為避免競賽超時導致其他團隊權益受損，超過 3分鐘等候時間，團隊仍未登入

競賽會議室，則將取消該場次競賽。請團隊回到競賽報到區大廳外等候，將安

排於最後一組重新進行團隊剩下之回答時間。 

七、 特別活動 

1. 最佳人氣獎票選活動： 

⚫ 活動資格：以「決賽團隊為參加單位」 

⚫ 活動時間：11 月 7 日(星期日)09:00 至 11 月 11 日(星期四)12:00 

⚫ 活動辦法： 

◼ 活動時間內於競賽官網點選決賽特別企劃或活動 Banner 進入活動頁面，(請

團隊一人代表用報名時「組員 1」的 email 帳號登入) 

◼ 每隊最多可投 5 隊(至少要投滿 3 隊)，可以投給自己的團隊，得票最高的五個

團隊(高中高職組 x1 隊，大專校院團隊 x4 隊)將獲得「最佳人氣獎」 

⚫ 活動獎項： 

◼ 最佳人氣獎 1 隊為高中高職組，4 隊為大專校院團隊，得獎隊伍可獲得新台幣

3,000元及由經濟部工業局、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及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

會共同頒發的中英文獎狀乙紙。 

◼ 加碼抽：參與投票的團隊也有機會獲得參與投票獎，大會將於活動結束後由

電腦隨機抽出五隊，可各獲得 1,000元超商禮券 

2. 觀摩獎活動： 

⚫ 活動對象：所有決賽團隊成員每個人均可參加 

⚫ 活動時間：11 月 7 日(星期日)09:00 至 11 月 19 日(星期五)12:00 

⚫ 活動辦法： 

◼ 於活動期間內至競賽官網點選決賽特別企劃或活動 Banner 進入活動頁面(請

用報名時「組員 1」的 email 帳號登入) 

◼ 累積點選觀摩 5 家企業/政府單位介紹，即可獲得抽二~七獎資格(每人限得獎



一次) 

◼ 頭獎加碼抽：團隊有同時完成最佳人氣獎投票(經大會複查符合資格者)，團隊

所有人即可再參與（Switch）抽獎。 

⚫ 活動獎項： 

獎項 產品名稱 數量 

頭獎 Switch 1 

二獎 【Acer】 Halo Google 智慧音箱                             1 

三獎 【Logitech G】G331 電競耳機麥克風 1 

四獎 【aibo】輕量型 乾溼兩用手持無線吸塵器  2 

五獎 【aibo】USB 8 吋可攜帶收納折疊風扇 2 

六獎 【ASUS 華碩】行動電源 3 

七獎 超商禮物卡 200 元 20 

八、 線上頒獎典禮 

1. 舉辦時間：11 月 13 日(星期六) 14:00-16:00 

2. 獲獎名單將於頒獎典禮公布，請參賽團隊保留時間，亦歡迎邀請指導老師及親朋好

友線上參與觀禮，共襄盛舉。 

3. 11/08(一)寄發頒獎典禮行前通知信，請參賽團隊注意 E-mail 資訊。 

九、 大會聯絡方式 

1. 以上如有未盡事誼，請洽-競賽執行單位：台北市電腦公會 02-2577-4249 劉會心小

姐#836、王品潔小姐#813、劉光儀小姐#356  

2. 11/6(六)決賽現場緊急聯絡方式將於「資服創新競賽粉絲團」公告

https://www.facebook.com/InnoServe.tca.org/ 

https://www.facebook.com/InnoServe.tc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