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第二屆生源盃生物競賽  競賽簡章

壹、 主辦單位

生源盃生物競賽中心

Email： genesisbiocompetition@gmail.com

官網： https：//sites.google.com/view/genesisbiology/

FB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genesisbiocompetition

貳、 主辦成員

一、 2022年國際生物奧林匹亞競賽(IBO)國家代表隊選手

二、 歷屆國際生物奧林匹亞國手

貳、 宗旨

鑒於台灣舉辦之高中生物競賽相當稀少，茲舉辦團體型式生物競賽

培養參賽選手對生物的熱情與興趣，增進生物愛好者的知識與能力

由此嶄新的競賽，增進同儕間交流、培養互助合作、帶動生物愛好風氣

提供平台促進學生校際交流，使台灣高中生的生物能力與科學素養提升

培養高中生對生物知識之學習、應用、思維、語意表達、合作能力等素養

透過初試與複試測驗與交流，激發思考與創造能力，學習生物研究的基礎

提昇及推廣生命科學教育為目標，挖掘生物研究領域人才，培養對生命科學有熱忱的學生

參、 競賽簡介

本競賽是針對全國高級中學以下在學學生所設計之生物競賽活動

每隊由四位隊員組成，競賽項目可在比賽中與隊友討論，藉由分工合作爭取榮譽

肆、 參加對象及名額

一、 參加對象： 全國高級中學在學學生(含高三畢業生)

二、 名額： 以隊伍為單位報名參賽，每隊1至4名學生，名額無上限

※   參賽學生經查證不符參賽資格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隊伍之參賽資格

mailto:genesisbiocompetition@gmail.com
https://sites.google.com/view/genesisbiology/
https://www.facebook.com/genesisbiocompetition


伍、 競賽日期

一、 初賽：2022年9月3日(星期六)，下午2時至4時

二、 決賽：2022年9月24-25日(六、日)

※   如遇颱風、地震、洪水等重大天然災害、傳染病流行或其他重大事故

，無法如期考試時，由主辦單位另行擇訂考試時間， 請參賽隊伍多加配合

陸、 競賽地點

一、 初賽： 今年於線上舉行

二、 決賽： 今年於線上舉行

柒、 競賽報名規定

一、組隊規定

※   每隊由1至4名隊員組成(可跨校組隊)，報名隊數無上限

※   一人僅能代表一隊參賽，不得重複報名

二、報名日期

2022年7月25日00：00起至2022年9月1日23：59止

三、報名費用

(一) 本比賽初賽毋須繳交報名費用

(二) 決賽收取報名費每人新台幣150元整

※  經濟困難者，出具相關證明得以減免

四、報名方式

(一) 報名網址將於本會官網、粉絲專頁公布

(二) 報名相關事項

1.  欲參賽隊伍由Google表單報名，需自行設定隊名

2.  需填入四位隊員之就讀學校、班級、學號、姓名與性別

3.  需指派一名隊長，留下其電子信箱以利聯繫



※ 報名完成三個工作天內，若未收到確認報名的電子郵件

隊長請主動聯繫主辦單位，以保障參賽隊伍之權利

(三) 更換隊員相關事項

1.  2022年7月25日00：00起至2022年9月1日23：59止

2.  以隊長信箱寄信至主辦單位告知欲更換隊員

3.  將新隊員及更換隊員就讀學校、班級、學號、姓名與性別寄至主辦單位

4.  收到主辦單位確認郵件後，方完成更換隊員手續

(四) 取消報名相關事項

1.  2022年7月25日00：00起至2022年9月1日23：59止

2.  以隊長信箱寄信至主辦單位告知欲取消報名

3.  收到確認受理之郵件後，方完成取消報名程續

※  參賽隊伍報名時應詳閱各項規定，並如實填寫基本資料

，若因個人疏失導致參賽權益受損，參賽隊伍需自行負責



捌、競賽規則

零、總則

(一)  競賽期間，參賽者若無特殊情形者，只能與隊員及本競賽工作人員連絡

(二)  競賽期間需自行準備網路備用方案，以利及時上傳答案

決賽以Cisco-Webex進行視訊、監考，請備妥相關設備

(三)  參賽者可以在競賽期間上網或翻書搜尋相關知識

(四)  參賽隊伍若違反上述規則，或嚴重干擾比賽進行

經主辦單位查證，得立即取消該隊參賽資格

(五)  若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修改競賽規則之權利

一、初賽

此部分考驗生物五大領域知識內容(詳見台灣國際生物奧林匹亞初、複試規章)

(一) 競賽方式：  團體賽，全隊共同作答，只需簡答

(二) 競賽時間：  120分鐘

(三) 競賽題數：  60題 含單多選混合、填充題

(四) 配分方式：  依試題標示之配分為準

(五) 作答須知

1. 在競賽期間於答案表單輸入參賽隊伍帳號密碼，上傳各題答案

2. 全隊共同繳交一份

3. 不限上傳次數，以最後上傳之表單為評分依據

4. 詳細方法當日會於作答區首頁公告

(六) 初賽成績複查須知

1. 初試當日晚間公布初試答案於官網

2. 自答案公布日開放為期2天之成績複查期，至2022年9月5日23：59止

3. 本會接受任何對於題目及評分標準的理性質疑

4. 時程截止後，召開工作委員會討論疑義，最終答案將以更新後版本為準



(七) 成績公告

1. 考試結束一周內，工作人員陸續寄發成績個人成績至隊長信箱

2. 若成績有誤，請於入選名單公布前聯絡主辦方，請各隊隊長隨時留意信箱

※  初試統計資料、解答、入選決賽名單將於官網、粉專統一公布

二、決賽

(一) 決賽資格

1.  正取初賽成績前 15名隊伍得晉級參加決賽

※  若調查其意願後參加隊伍少於 15 隊， 依序初賽名次遞補至 15 隊

2.  保障名額：為平衡區域發展，台灣北、中、南、東與離島地區各保障一隊進入決賽

　(必須要所有隊員同屬一地區內，以內政部縣市區分為主)

※  若啟動保障名額機制，保障隊伍採增額錄取 (不佔原晉級15隊之名額)

(二) 決賽參賽隊員必須與初賽相同，不得更換隊員

※  經主辦單位查出更換隊員者，該隊取消參賽資格

※  本競賽並無涉及具危險性活動，參加期間請留意自身健康及安全

(三) 決賽方式

1.  破台賽

考驗考生對於生物議題的掌握，及高時間壓力下的知識判讀能力

※  題型模擬生物研究過程與結果判讀

(1)  競賽時間：  1小時，共AB兩卷

(2)  競賽題數：  每卷3大題

(3)  配分方式：  依題配分，兩卷依原始分數高低兩分別排名，計算量尺分數

(4)  作答方式：

i.    依題目需求填答，紙本書寫、打字或平板書寫皆可

，接受圖片檔、PDF、WORD之形式上傳於答案表單

ii.   全隊共同，作答於規定時間內，輸入隊伍帳號，密碼，上傳答案

， 全隊共同繳交一份，各賽制規定時間請見 (六) 決賽時程



2. 思考賽

考驗考生對於所學知識的聯想力與掌握程度

※大範圍申論題，根據題目整理、推論相關生物知識作答

(1)  競賽時間：  5小時，共一卷

(2)  競賽題數：  約10題

(3)  評分方式：  每題各別計算量尺分數，思考賽分數為各題平均分數

每題將由三位評審評分，評審將由歷屆生奧國手擔任

(4) 評分標準

評審依據下列要件進行評分考量：滿足題旨要求、作答內容正確性

知識內容豐富程度、思路脈絡邏輯性與聯想能力、創新與洞見能力

(5) 作答方式

i.   全隊共同作答

ii.   依題目需求填答，紙本書寫、打字或平板書寫皆可

接受圖片檔、PDF、WORD之形式上傳於答案表單

iii.  於規定時間內，輸入隊伍帳號，密碼，上傳答案，全隊共同繳交一份

※    各賽制規定時間請(五)決賽時程

(四) 決賽計分方式

1. 破台賽A卷 30% 破台賽B卷 30%  思考賽 40%

2. 量尺分數計算 : 該卷第一名得15分、第二名14分，隊伍共15組，依此類推

總分相同者，則以思考賽排名為比較依據

(五) 決賽時程

2022年9月24日 (六)、2022年9月25日 (日)

9月24日 ：開幕式、入場報到、破台賽A卷、思考賽、線上交流活動(自由參加)

9月25日：報到、破台賽B卷、 遊戲、交流活動、閉幕式暨頒獎典禮

※決賽詳細時程請隨時注意最新公告



玖、 獎勵辦法

一、初賽

1.特優 總分前10%之隊伍

2.優選 總分前20%之隊伍  (不含特優)

3.佳作 總分前30%之隊伍  (不含優選)

4.榮譽獎 總分前50%之隊伍  (不含佳作)

※賽後參賽隊伍之分數、排名將開放查詢系統

※將於粉絲專頁上公布錄取決賽分數及名單，並頒發特別獎

※初賽的獎狀簽名檔會在查詢系統供下載，不提供紙本

二、決賽

1.依照總分名次頒獎、特別獎，會於會後提供獎狀、禮品等

2.所有參加決賽的學生將獲得決賽參賽證明、獎狀(以紙本寄發)及參賽獎品

3.詳細獎勵與以更新之公告為主

拾、 個人資料使用說明

本競賽基於建立完整的報名資料，使用參賽隊伍所提供之個人資料

如學校、班級、學號、姓名、性別、聯絡方式、電子郵遞地址、連絡住址

個人資料使用規範如下，為保障參賽隊伍之權益，請詳細閱：

一、對於參賽隊伍所提供之資料，本競賽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五條規定

以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範圍

二、參賽隊伍所提供之資料，僅限於本主辦單位於本競賽中使用

三、 本主辦單位將於決賽結束後刪除蒐集之個人資料，不另作其他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