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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全國高級中學資訊學科能力競賽決賽考生須知 

一、 決賽時間：110年 12月 17日（週五）～ 18日（週六） 

二、 決賽地點：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300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號台達館及資訊電機館） 

三、 本次決賽有來自全國各高中共 47名考生參賽。 

四、 時程表： 

110年 12月 17日(五) 

 參賽學生 老師/家長 

時間 活動與地點 

15：00-15：30 報到：清大光復校區 台達館 1樓 

15：30-15：50 
開幕/競賽說明： 

台達館 107教室 

16：00-17：00 
競賽環境練習 

資電館電腦教室 R328 

綜合座談會 

台達館 106教室 

17：00-17：30 搭接駁車 

17：30-19：00 晚宴：竹湖暐順 

19：00-19：30 住宿參賽生辦理入住 

110年 12月 18日(六) 

 參賽學生 老師/家長 

時間 活動與地點 

07：30-08：30 住宿參賽生：早餐/退房前往清大 

08：30-08：50 搭接駁車 

08：50-09：00 進場：資電館電腦教室 R328 

09：00-14：00 
正式競賽 

電腦教室 R328 

競賽實況轉播/午餐： 

台達館 106教室 

14：10-15：00 午餐： 台達館 107教室 自由活動 

15：00-16：00 
專題演講： 

台達館 107教室 

16：00-17：00 頒獎：台達館 107教室 

 

五、 命題範圍：以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教材範圍為原則，包括資料

結構與演算法應用，以評測參加學生之潛能。 

六、 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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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主辦機關聘請專家學者 7 至 15 人組成命題及評審委員會；

凡參與國教署「110 學年度高中學生科學研究人才培育計畫」之教

師，如有指導學生與決賽，於口試階段應迴避擔任評審委員。 

(二)競賽評分方式以國際資訊奧林匹亞競賽（IOI）規則為原則，並

由命題及評審委員會決定後於賽前公布 

七、 獎勵： 

(一)凡參加者均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發給參賽證明。 

(二)獲得前三等獎者，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頒發獎狀及獎               

學金，另未入選前三等獎者，增列優秀獎若干名，核發獎狀(不提供

獎金)。 

(三)獲前三等獎之學生之指導教師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發   

給獎狀，並由各該主管機關酌予敘獎。 

     (四)獎學金標準如下： 

獎別 第一等獎 第二等獎 第三等獎 

人數 3人 7人 10人 

金額 15,000元 10,000元 7,500元 

備註 

1. 本項獎學金發給以學生為對象。 

2. 在不超過獎學金總金額前提下，得由評審委員會視競賽

成績酌予調整獎別獎額及得獎人數（或從缺）。 

(五)獲一、二等獎之學生得由競賽主辦單位推薦參加國際資訊奧                         

林匹亞研習營。 

八、 報到： 

(一)參賽考生請先至台達館一樓服務台量體溫，體溫正常方能進行

報到，如經體溫量測額溫達攝氏 37.5度以上，轉請工作人員再次以

耳溫槍量測達攝氏 38 度以上，經確認為發燒者，一律禁止參加競

賽。 

(二)憑學生證（或身分證）辦理報到及上機程式設計競賽座位就座，

以利身分識別。 

(三)報到後，領取考生識別證及考生報到資料袋。 

(四)請將識別證戴上，並至台達館 107教室入坐。 

(五)指導老師及家長 110年 12月 18日(六)中午午餐地點:台達館 106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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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專題演講：歡迎考生、指導老師及家長共同參與。 

十、競賽方式與規定 

(一)競賽方式以程式設計實地測驗進行，時間為 12 月 18 日(週六) 

09：00-14：00，計五小時。 

(二)解題語言：以 C＋＋（包括 C）為限。 

(三)評分方式： 

       (1)本競賽採電腦線上自動評分，程式必須依規定上傳至評分主   

機。請嚴格遵守每一題目所規定之輸出格式。若未遵守，該題   

將以 0分計算。 

       (2)程式送審時須上傳原始程式碼 (.c, .cpp)，輸出入皆以標準輸

入、標準輸出進行。注意：所有讀寫都在執行檔的工作目錄下進

行，請勿自行增修輸出入檔的檔名或路徑，若因此造成無法評

分，該次評分結果將以 0分計算。 

       (3)競賽試題有不同難易度的測試資料和配分，上傳之程式將依據     

可正確解答的測試資料計分，詳細配分及限制條件請詳各題題目

說明。 

       (4)競賽試題設定有記憶體上限，每題題目上明確標註記憶體限

制，限制如試卷所示。程式執行時佔用記憶體超過記憶體限制視

同未完成，該組測試資料得分將以 0分計算。 

       (5)競賽試題設定有執行時間上限，限制如試卷所示。程式執行時

間超過時間限制視同未完成，該組測試資料得分將以 0分計算。

每筆測試資料執行時間個別計時（以評分主機執行時間為準）。 

       (6)本競賽採取全面回饋機制，程式上傳至評分主機後，將自動編

譯並進行測試。視等待評分題數多寡，該題測試結果及該題得分

數將可於短時間內得知。 

       (7)程式可重複上傳及評分，但同一題兩次上傳之間必須間隔二分

鐘以上。每題的每個子題之最終分數以該子題所有單次評分結果

之最高分計算，每題之最終分數為所有子題最終分數之總和。 

(8)請用主辦單位分配的隨身碟備份原始程式碼，若因任何原因而

需更換電腦時，僅能將隨身碟內程式複製至新電腦，或下載已上

傳至評分主機的程式碼。 

(四)同分比序：若遇總分同分時，以下列項目依序比較，直到區分         

出名次為止。 

       (1)得滿分的題數較多者優先； 

       (2)首次達到最後總分時的送審時間點較早者優先。  

十一、競賽試場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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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場前請將背包、行李統一置於物品管理區，競賽過程中不得

再行取物；當日請儘量避免攜帶貴重物品，若無法避免，請交給隨

行的指導老師、家長或送交服務處託管。 

(二)請準時入場，並請攜帶競賽識別證、學生證（或身分證）。 

(三)競賽開始後，遲到 30 分鐘不准進場，60 分鐘後始可出場。 

(四)參賽生除必要文具外，不得攜帶任何其他物件，如隨身碟、行

動電話、計算機、英文字典、手冊、電子通訊器材或電腦週邊等。 

(五)參賽生若有上傳與解題無關檔案或惡意干擾線上自動評分系統

運作之行為，承辦單位得依據違規狀況予以警告或取消比賽資格。 

(六)對考題有任何疑義，請以評分系統之提問功能(Communication）

提問。 

(七)其他： 

       (1)競賽進行期間，參賽生可飲水、用餐、如廁，但不得與他       

人研討試題，違者取消比賽資格。 

       (2)競賽期間除如廁不可離開座位。 

       (3)參賽中途如遇緊急事件（如停電等），得依據命題及評審        

委員會決議處理。 

 

十二、競賽環境 

CPU：Intel Core i7 

RAM：8GB 

HDD：Hard Disk 250GB 

OS：Ubuntu 20.04 

比賽語言：C(支援 C11) / C++ (支援 C++14) 

作業系統：評分端與選手端均為 Ubuntu 20.04 系統 

編寫環境：   1. Code：：Blocks 20.03 

                2. Eclipse 2020-06(4.16) 

                 3. Netbeans 12 

                 4. VIM 

5. VS Code 

6. Gedit 

編譯器版本： 

GCC / G++ 8.4.0 或以上版本 

編譯器參數： 

C++14 / g++ / g++ -DEVAL -std=gnu++14 -O2 -pipe -static -s 

C11 / gcc  / gcc -DEVAL -std=gnu11 -O2 -pipe -static –s -lm 

十三、頒獎典禮： 

(一)頒獎典禮預計 16：00舉行，得視評審狀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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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位指導老師、家長及考生均歡迎出席。 

(三)成績將於頒獎典禮中宣布。 

十四、獎金領取： 

頒獎典禮結束後，優勝前三等獎考生請至台達館一樓 107 教室外

獎金發放處，憑考生識別證、學生證（或身分證）領取獎金。 

十五、以上「考生須知」如有更動或未盡事宜，以評審委員會之最後決議

為準。 

十六、開車前來者，請於報到時領取停車卷，停車卷計次處理，請於最後

一次出校園時交給大門口警衛室，以享免費停車優惠。 

十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相關規定： 

(一)因應疫情，各決賽承辦學校應遵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教

育部公告相關指引所定室內、室外人數上限之規定；如超過人數

者，應事前擬訂防疫計畫，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准後，據以實施。 

(二)採固定座位、固定成員方式進行，並落實實聯制。 

(三)所有人員應全程佩戴口罩且落實手部消毒，應試期間禁止飲食。 

(四)教室應保持通風良好及定時清消，如有操作設備機具須妥善消

毒。 

(五)各承辦學校應設置發燒試場，以保障參賽學生之權利。 

(六)報名參賽學生如有居家隔離或確診者，不得參賽。另考量本競

賽之實作性質及公平性，不就受疫情影響而未能參賽之學生辦理補

考；未能參賽之學生，視為放棄參賽資格。 

(七)各決賽承辦學校如因疫情而於原訂競賽日期停課者，其所辦競

賽以停辦，且不另行辦理為原則。 

(八)前開停課標準，以教育部及各決賽承辦學校所在直轄市、縣（市）

政府公布為準。 

(九)各校學生參加決賽時，每位學生陪同人員以 1人為限。 

(十)前開因應疫情之相關規定，仍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隨時公

告之最新規定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