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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第 31 屆國際生物奧林匹亞競賽 

初賽報名簡章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承辦單位：國立中山大學 

一、初賽日期：108 年 11 月 2 日(星期六) 

考試時間：上午 9：30～11：30 

錄取名額：到考人數錄取前 5%，不少於 200 位。(單一性別人數

不低於錄取總人數 20%) 

報名日期：即日起～108 年 10 月 3 日(四)截止。 

考試地點： 

 

 

 

 

二、報名資格：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之高中(職)學校在學學生，得由生物科任課教師推薦

並以學校團體方式報名。 

(二)教育部『基礎科學人才培育計畫』等計畫之生物資賦優異學生或曾代

表國家參加國際科學競賽得獎者，得由指導教授推薦，經資格審查，

得以個人方式報名，請另與本會聯絡。 

   

  聯絡單位：中華民國生物奧林匹亞委員會 07-5253621  陳聖寶助理 

    網址：http://www.ctbo.org.tw/  Email：taiwanibo@gmail.com 

 

 

 

考區 學校名稱 考區 學校名稱 

台北區 建國中學 高雄區 高雄中學 

桃竹區 武陵高中 台東區 台東高中 

台中區 台中一中 花蓮區 花蓮高中 

雲嘉區 嘉義高中   

http://www.ctbo.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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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團體報名：採網路線上報名，網址：www.ctbo.org.tw 

學校團體報名分兩種：1.已註冊的學校(去年曾報名)  2.未註冊的學校(未曾報名) 

1. 已註冊的學校：請務必參閱系統流程說明，如附件一。 

(1) 首頁畫面右方，使用者登入區，用原「帳號(學校代碼)及密碼登入」 

(2) 進入「報名管理」，輸入報名資料：年級、班級、姓名、性別、身份證

字號、出生年月日、指導老師、考區。上傳 Excel 完成報名。 

 請注意因版本關係，請務必自本系統下載 xls 檔，切勿用自己的 Excel！ 

 請注意上傳特殊字姓名會有漏報情形，因此線上報名完成時，請務必 再

次逐一確認「報名資料」及「總人數」！ 

2. 未註冊的學校：請務必參閱系統流程說明系統說明，如附件二。 

(1) 首頁右方，使用者登入區，第一次登入者請用「帳號：學校代號，密碼：

學校代號後四碼」登入。 

(2) 登入後請填寫「各校管理者資訊」並請「務必修改密碼」。 

(3) 進入「報名管理」，再下載 Excel，填寫資料後上傳即可。 

(4) 帳號密碼請留存並延用至隔年。 

3. 忘記密碼：請至首頁點選「忘記密碼」，下載並填寫「忘記密碼申請書」教務

處核章後，拍照或掃瞄 mail 至 taiwanibo@gmail.com，或電 07-5253621，帳號

密碼請留存可延用。 

4. 報名截止日為 10 月 3 日(四)，線上可隨時更新報名資料，逾期不受理。 

四、注意事項： 

1. 本屆考生需攜帶「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件」正本應考，准考證將改為「考生

通知單」預計 10 月底，本通知單將由本會郵寄至各校，再請各校協助發放。 

2. 初賽選拔依國際大會規定應 開放給所有學生參加，沒有名額限制。 

3. 本考試教育部全額補助，考生無需負擔任何費用，為避免浪費國家資源，敬

請各校務必提醒 學生參加考試並訂定『自律公約』，明列未到考生之懲處辦

法，請各校教師善盡督導之責。各校之到考率將公告於本會網站。 

4. 本考試採用電腦閱卷方式、題型、配分及命題範圍將公布於本會網站 

5. 本會預計 11 月 13 日將於網站公佈初賽正確答案、公佈錄取名單 ，屆時可於

系統上查詢成績，本會將另行公文通知。 

6. 複賽預計於 109 年 2 月 8 日(六)分北區及南區舉行，詳細考場將另行公告。 

7. 物理奧林匹亞同時於 11 月 2 日(六)下午舉辦，請考生注意其考區分配。 

8. 隨函附寄之海報煩請代為張貼 

9. 聯絡人：陳聖寶助理 07-525362 taiwanibo@gmail.com  www.ctbo.org.tw 

http://www.ctbo.org.tw/
mailto:taiwanib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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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學校已註冊過(去年曾報名成功)，線上報名流程說明如下： 
(一) 學校登入  （已註冊之帳號密碼登入，帳號為學校代碼及各校密碼） 

 
(二) 登入後畫面 

 

依各校帳號密碼登入 
帳號：學校代號 
密碼：各校自訂 

 

若有更換承辦人，請更新相關資料。 

按登入鍵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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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後台管理－點選報名管理 

 
(四)新增報名－團體報名（匯入 Excel 檔） 

 

 
 
 
 
 
 

若有更換承辦人，請更新相關資料。 

點選<報名管理> 

點選<團體報名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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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報名管理－新增報名-下載 Excel 檔(xls 檔) 

 
 (六)報名管理－新增報名－下載 Excel 檔(xls 檔)－並填入考生報名資料 

 

 

(七)報名管理－新增報名－上傳 xls 檔 （請不要使用 xlsx 或其他格式檔案） 
 (八)報名管理－新增報名－按確定新增－上傳成功－完成報名。 
 

(九)資料刪除及修改，查詢時請設條件查詢。

 

(十)特殊字姓名會有漏報，因此線上報名完成時請務必再次逐一確認「報名

資料」及「總人數」。 關於系統有問題，請與本會聯絡。07-5253621 陳聖寶 小姐 

因版本關係，請務必自本網站下載

xls 檔，切勿用自己的Ｅxcel 

查詢 

刪除、修改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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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線上註冊及報名流程說明 
(一) 學校註冊及登入（第一次使用，未曾註冊之學校） 

 
 
(二) 登入後畫面 

 

依各校帳號密碼登入 
註冊注意事項： 
第一次登入 

帳號：學校代號 
密碼：學校代號後 
四碼 

 

點選<修改個人資料> 

各校帳號密碼登入資
訊請點選(學校註冊)內

有詳細說明。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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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後台管理－點選報名管理 

 
(四)新增報名－團體報名（匯入 Excel 檔） 

 

 
 
 
 
 
 

填入資料後，即可開始報名。 

點選<報名管理> 

點選<團體報名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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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報名管理－新增報名-下載 Excel 檔(xls 檔) 

 
 (六)報名管理－新增報名－下載 Excel 檔(xls 檔)－並填入考生報名資料 

 

 

(七)報名管理－新增報名－上傳 xls 檔 （請不要使用 xlsx 或其他格式檔案） 
 (八)報名管理－新增報名－按確定新增－上傳成功－完成報名。 
 

(九)資料刪除及修改，查詢時請設條件查詢。

 

(十)特殊字姓名會有漏報，因此線上報名完成時請務必再次逐一確認「報名

資料」及「總人數」。  關於系統有問題，請與本會聯絡。07-5253621 陳聖寶 小姐 

因版本關係，請務必自本網站下載

xls 檔，切勿用自己的Ｅxcel 

查詢 

刪除、修改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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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資格：具中華民國國籍之高中(職)學校在學學生，得由生物科任

課教師推薦以學校團體方式報名。 

報名地點：請至 各校教務處 辦理。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8 年 10 月 3 日(四)截止 

考試範圍：國際生物奧林匹亞競賽指定範圍 

考試時間：108 年 11 月 2 日（六）上午 9:30 至 11:30 

考試地點：全國七考區同時舉行 

活動網址：http://www.ctbo.org.tw/ 
◎初賽試場： 

台北區 建國中學 

桃竹區 武陵高中 

台中區 台中一中 

雲嘉區 嘉義高中 

高雄區 高雄中學 

台東區 台東高中 

花蓮區 花蓮高中 

108 年 11 月 2 日初賽 
採學校團體報名 

到考人數錄取前 5％，不低於 200 名 
 

109 年 2 月 8 日複賽 
選出 30 名+生物科學能力競賽前 10 名 

109 年 4 月 24~28 日 
國手選拔營 
選出 8 名 

108 年 4 月 29~5 月 1 日 
由決選營參賽選手中 

選出 4 名 

109 年 7 月 5~11 日於日本 
參加 2020 年第 31 屆 

國際生物奧林匹亞競賽 

2020 年國際生物奧林匹亞競賽 
國家代表隊選拔初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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