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4 

臺北市111年度資通訊應用大賽疑義申訴書 

申訴案件 
類別名稱： 

項目組別： 

競賽日期 111年____月____日 

申訴事由 

□參賽隊伍違反比賽規則、秩序  □參賽隊伍不符資格 

說明：(申訴事由、期望獲得之補救) 
 

申訴時間 111年       月     日      時        分 

申訴單位 
 □機關學校申訴         □個人申訴 

機關學校申訴立書人由校長或指導教

師簽署，參賽者個人申訴由其所屬隊

伍指導教師或學生法定代理人簽署。 
連絡電話 

 

申訴立書

人簽名 

 

評審委員

會決議 

受理時間：111年       月     日      時        分 

裁判長簽名：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代表簽名： 

備註： 
一、申訴方式及時效：參賽者應服從評審評判，如有意見或申訴事項，應以書面向該場次

評審或學校工作人員提出申請並舉證，最遲應於各該項比賽成績公布後30分鐘內為之，

逾時不受理。 

二、申訴事項：以違反比賽規則、秩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限，對評審委員資格、其評分專

業性，及比賽場地、賽程安排等非比賽規則問題，不得提出申訴。 

三、為有效處理申訴事件，比賽時將在場邊進行全程錄影，供評審團處理申訴事件時使用。 



1. 進入活動報名專區
(查看活動資訊)

2. 選擇欲報名的賽事
(任務闖關賽/公開挑戰賽/

主題創意賽)

3. 登入進行報名

報名步驟1:活動報名



本賽事僅提供臺北市學生參賽
請一律使用臺北市單一身分驗證帳號
進行登入報名。

※若不清楚單一身分驗證請洽所屬學校資
訊組長

報名步驟2:登入帳號



1. 填寫並上傳相關隊伍訊息
a. 選擇參賽學程組別(國小/國中/高中職)
b. 隊伍人數由2-3人組成。
c. 隊伍名稱請勿填寫不雅文字或特殊符號，
否則無法通過審核。

d. 選手姓名、身分證字號(護照)、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等請確實填寫，避免無法查核或
接收通知。[同一人僅能擇一比賽項目報名且
只能組一隊]

e. 選手照片請上傳近三個月2吋大頭照、
學生證正反面清晰照，若無法辨識則無
法通過審核。
*若無學生證者，請以JPG檔上傳核章在學證明書

f. 所屬學校為資格審核學校
報名表會由該校審核者進行資格審核。

報名步驟3:填寫相關隊伍資訊



3. 填寫領隊及指導老師訊息
a. 領隊、指導老師訊息請確實填寫，避免
無法查核或接收通知。

b. 領隊須為所屬學校任教老師，並上傳清
晰教師識別證照，以便查證。

c. 指導老師1-2位，領隊老師可同時為指導
老師，則無須在指導老師欄位填寫。

※請詳細閱讀注意事項並同意，避免
影響您的權益。

報名步驟3:填寫相關隊伍資訊

4. 完成後提交
※先由所屬學校做資格審核，審核通

過才由校方送出報名。
※本賽事不提供非臺北市學校參賽。
※填寫完成後請主動通知所屬學校教

務處進行審核。



提交後待 代表學校 / 主辦學校
審核，審核結果會透過郵件發
送並同時顯示於平台上
※審核狀態：
【待審核】可再次進行編輯。
【資格審核中】表示審核進行中，結果
會再另行通知。

【報名成功】表示已成功報名參賽。
【報名失敗】報名不成功，可查看退件
原因，若還需要報名，請於報名截止
前(111/3/14)重新填寫資料再次報名。

報名步驟4:審核結果(適用任務闖關賽/公開挑戰賽)

111年3月18日統一公告
通過參賽隊伍名單



提交後待 所屬學校 / 主辦學校
審核，審核結果會透過郵件發
送並同時顯示於平台上
※審核狀態：
【待校內審核】可再次進行編輯。
【資格審核中】表示審核進行中，結果
會再另行通知。

【校內審核通過】表示已成功報名參賽。
(校內審核通過後，請務必將核章報名表及作品進
行上傳，以便主辦方進行初賽審查)

【校內審核不通過】報名不成功，可查
看退件原因，若要重新報名，請於報
名截止前(111/3/14)重新填寫報名。

【初賽通過】成功晉級決賽，請於決賽
時間前往比賽現場。

【初賽淘汰】未成功晉級決賽。

報名步驟5:審核結果(適用主題創意賽)

111年3月18日統一公告
通過參賽隊伍名單



1. 進入活動報名專區
(查看活動資訊)

2. 選擇欲報名的賽事
(障礙賽/任務賽/格鬥賽)

3. 進行報名

報名步驟1:活動報名

人型機器人競賽



報名步驟2:登入/註冊帳號

單一
身分
驗證
登入

註冊
帳號
登入

1. 臺北市師生報名請使用臺北市
單一身分驗證進行登入報名。
外縣市師生報名請先註冊帳號
再進行登入報名。

※若不清楚單一身分驗證請洽所屬學校資
訊組長

※註冊帳號在活動報名流程下方



1. 填寫並上傳相關隊伍訊息
a. 選擇參賽學程組別(小學組/中學組)
b. 隊伍名稱請勿填寫不雅文字或特殊符號，
否則無法通過審核。

c. 組隊人數至多3人。[選手請勿重複組隊]
d. 選手姓名、身分證字號(護照)、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等請確實填寫，避免無法查核或
接收通知。

e. 選手照片請上傳近三個月2吋大頭照、
學生證正反面清晰照，若無法辨識則無
法通過審核。
*若無學生證者，請以JPG檔上傳核章在學證明書

f. 代表學校為資格審核學校該份報名表送
出後會提供給該校負責審核者查核，請
務必檢查選擇學校正確，避免送錯。

2. 操作手
a. 須選擇比賽項目操作手，於下拉選單選
擇報名選手中1人

報名步驟3:填寫相關隊伍資訊



3. 填寫領隊及指導老師訊息
a. 領隊、指導老師訊息請確實填寫，避免
無法查核或接收通知。

b. 領隊須為代表學校任教老師，並上傳清
晰教師識別證照，以便查證。

c. 指導老師1-2位，領隊老師可同時為指導
老師，則無需在指導老師欄位填寫。

※請詳細閱讀注意事項並同意，避免
影響您的權益。

報名步驟3:填寫相關隊伍資訊

4. 完成後提交
※臺北市隊伍先由代表學校做資格審

核，審核通過才由校方送出報名。
※外縣市隊伍則直接至主辦方審核。



提交後待 代表學校 / 主辦學校
審核，審核結果會透過郵件發
送並同時顯示於平台上
※審核狀態：
【待審核】可再次進行編輯。
【資格審核中】表示審核進行中，結果
會再另行通知。

【報名成功】表示已成功報名參賽。
【報名失敗】報名不成功，可查看退件
原因，若還需要報名，請於報名截止
前(111/3/14)重新填寫資料再次報名。

報名步驟4:審核結果

111年3月18日統一公告
通過參賽隊伍名單



1. 進入活動報名專區
(查看活動資訊)

2. 選擇欲報名的賽事
(遙控障礙賽/程控障礙賽)

3. 登入進行報名

報名步驟1:活動報名



1. 臺北市師生報名請使用臺北市
單一身分驗證進行登入報名。
外縣市師生報名請先註冊帳號
再進行登入報名。

※若不清楚單一身分驗證請洽所屬學校資
訊組長

※註冊帳號在活動報名流程下方

報名步驟2:登入/註冊帳號

單一
身分
驗證
登入

註冊
帳號
登入



1. 填寫並上傳相關隊伍訊息
a. 選擇參賽學程組別(國小/國中/高中職)
b. 隊伍名稱請勿填寫不雅文字或特殊符號，
否則無法通過審核。

c. 選手姓名、身分證字號(護照)、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等請確實填寫，避免無法查核或
接收通知。[同一人僅能擇一比賽項目報名且
只能組一隊]

d. 選手1欄位請填寫操控手，比賽時將以該
選手上場操作。

e. 選手照片請上傳近三個月2吋大頭照、
學生證正反面清晰照，若無法辨識則無
法通過審核。
*若無學生證者，請以JPG檔上傳核章在學證明書

f. 代表學校為資格審核學校，該份報名表
送出後會提供給該校負責審核者查核，請
務必檢查選擇學校正確，避免送錯。

報名步驟3:填寫相關隊伍資訊



3. 填寫領隊及指導老師訊息
a. 領隊、指導老師訊息請確實填寫，避免
無法查核或接收通知。

b. 領隊須為代表學校任教老師，並上傳清
晰教師識別證照，以便查證。

c. 指導老師1-2位，領隊老師可同時為指導
老師，則無需在指導老師欄位填寫。

※請詳細閱讀注意事項並同意，避免
影響您的權益。

報名步驟3:填寫相關隊伍資訊

4. 完成後提交
※臺北市隊伍先由代表學校做資格審

核，審核通過才由校方送出報名。
※外縣市隊伍則直接至主辦方審核。
※臺北市隊伍填寫完成後請主動通知

代表學校教務處進行審核。



提交後待 代表學校 / 主辦學校
審核，審核結果會透過郵件發
送並同時顯示於平台上
※審核狀態：
【待審核】可再次進行編輯。
【資格審核中】表示審核進行中，結果
會再另行通知。

【報名成功】表示已成功報名參賽。
【報名失敗】報名不成功，可查看退件
原因，若還需要報名，請於報名截止
前(111/3/14)重新填寫資料再次報名。

報名步驟4:審核結果

111年3月18日統一公告
通過參賽隊伍名單


	5.附件4：申訴書奉核
	報名流程及相關教學
	臺北市111年度資通訊應用大賽-智組機器人報名流程
	臺北市111年度資通訊應用大賽-人型機器人報名流程
	臺北市111年度資通訊應用大賽-無人機報名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