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達《游於藝》 Ｘ PaGamO  
2020 廣達 藝-Sports 全國線上大賽 

博物館爭霸—藝統天下 
 

報名簡章 
 

ㄧ、宗旨 

為提升臺灣的美學藝術教育，將過往美學鑑賞與藝術教育學習，透過數位科技結合遊戲

式教育型態，激發國民自主學習動力，進而有效提升國民對美學藝術之涵養。 

透過辦理廣達《游於藝》與 PaGamO 美學線上競賽，刺激國民對美學藝術的興趣，在

答题攻城掠地，爭奪世界名次、保衛自己領土的激烈遊戲中，自主完成美學素養學習課程。 

 

二、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廣達文教基金會、幫你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三、實施對象 

 全國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且對藝術文化知識有興趣者皆可參加 

 

四、參賽資格 

（一） 採個人賽制，不分年齡皆可報名，一人僅限用一組帳號報名。 

（二） 可透過 PaGamO 帳號、FB、Google、Open ID 等第三方帳號登入並報名。 

（三） 報名需透過 PaGamO Esports 登入頁報名，並請留意所有資料之正確性與完整

性，以免影響參賽資格。 

五、活動日期 

 

 

 

報名： 

11/16(12：00PM) 

12/04(06：00PM） 

線上競賽： 

12/14(12：00PM) 

12/21(06：00PM） 

成績公告： 

12/23 

獎狀寄送： 

12/23~1/15 

 

․ PaGamO Esports 指定 
報名網頁報名 

․ 可透過 FB、Google、 
open ID 或 PaGamO 帳 
戶登入報名 

․ 一人僅限用一組帳號 
報名 

 

 

․ PaGamO 線上對戰 
․ 計分方式：答題數×6＋ 

領土數×4＋特殊博物館 
數 x50 

․ 另有博物館參觀獎、博物 
館鑑賞獎、博物館收藏 
獎、廣達藝-Sports 雄心 
壯志獎、廣達藝-Sports  
MVP 會員獎、廣達藝- 
Sports 推廣大使獎 

 

․ 於 PaGamO、廣達平台 
公告比賽結果 

․ 依照名次、獎項陸續 
提供相關獎狀及獎品 

․ 部分虛寶獎勵會直接 
提供至參賽者遊戲中 

 



六、報名方式 

（一）報名網址：https://esports.pagamo.org/register/2020quanta 

（二）報名時間：2020/11/16 12:00 p.m.~2020/12/04 06:00 p.m. 

（三）報名帳號：可使用 FB、Google、Open ID、PaGamO 帳號，進行註冊及登入報名 

（四）一人僅能用一組帳號報名參加（若經查獲使用多組帳號報名，則取消比賽資格，並有

權追回已頒發之獎項。） 

（五）報名資料送出後，即無法更改任何資料，主辦單位亦無法更動資料。若因資料不正確

或不完整導致獎勵無法確實寄送，主辦單位概不負責。 

（六）報名完成後，請登入電競賽場選擇人物角色，若在 12/4 報名時間結束前未選擇人物

角色，則由系統隨機分配。 

七、比賽規則 

（一）比賽時間：2020/12/14 12:00 p.m.~2020/12/21 06:00 p.m.（每日 00:00 a.m.~06:00 a.m.

為禁用時段。禁用時段期間內，所有玩家皆無法進行攻擊或訓練等動作） 

（二）賽制說明：個人線上競賽制，一人僅能用一組帳號報名參加。在 PaGamO 電競世界

中答題佔領土地，依照答對題數及土地佔領數計算積分，佔領特殊博物館地形可獲得

額外積分，最終取前 3 名頒發相關獎項。其他獎項可參考第八點獎勵辦法說明。 

（三）答題範圍：廣達《游於藝》提供之美學知識題庫，包含東西方美學與藝術鑑賞。 

（四）成績計算： 

A. 答題數×6＋領土數×4＋特殊博物館數 x50＝個人總積分 

B. 依遊戲中的排行榜，選擇獲勝玩家。（若遇到同分，系統會依照達到該分數的時

間排序） 

登入電競報名頁

(網址如下)

個人報名

輸入相關資料

再次確認

所有報名資料

完成報名

資料送出後
無法更改報名資料

登入競賽世界
選擇遊戲角色



C. 每位參賽者每天能量值為 300~360（視玩家角色能力而定），每答對一題扣 6，答

錯扣 15。能量恢復速度平均為每分鐘 0.21（視玩家角色能力而定）。 

（五）玩家角色： 

 能量值 能量恢復 攻擊力 土地血量 土地產錢量 戰鬥金錢 

蜜雅 300 100% 100% 100% 120% 125% 

麻呂 300 100% 100% 120% 105% 100% 

巴塔爾 300 100% 110% 100% 100% 100% 

蘇菲 300 120% 105% 100% 100% 100% 

卡希娜 330 100% 100% 100% 100% 120% 

亞弭爾 360 100% 100% 100% 110% 100% 

 

八、獎勵辦法 

（一）前十名： 

A. 廣達金獎：Chromebook 一台與廣達實體獎狀乙份。 

B. 廣達銀獎：廣達《幸運草》文創品－「海洋」異境三件杯組與廣達實體獎狀乙

份。 

C. 廣達銅獎：廣達《幸運草》文創品－「悠遊」DIY 燈具組與廣達實體獎狀乙份。 

D. 第四～十名：普希金博物館導覽手冊乙份。 

E. 以上名次除個別獎項外，另有數位獎狀乙份與 PaGamO 黃金防護罩道具十二個。 

（二）博物館參觀獎：凡參賽者，可獲得數位參賽證明乙份與隨機一款廣達博物館地形。 

（三）博物館鑑賞獎：競賽結束後，從累積積分 100 分(含)以上的參賽者中隨機抽出 30 名中

獎者，可獲得 PaGamO 隨機虛寶一份。 

（四）博物館收藏獎：競賽結束後，凡佔領特殊博物館地形 10 個(含)以上的參賽者，可獲得

廣達博物館地形一套八個與石磚地形寶箱一個。 

（五）廣達藝-Sports 雄心壯志獎：最終排名前 30 名的參賽者中，年紀最小的前 3 名，可獲

得廣達《幸運草》文創品－「海洋」異境三件杯組與數位獎狀乙份。 

（六）廣達藝-Sports MVP 會員獎：從最終排名第 11 名之後，且完成 2020 年度廣達藝術任務

次數最多的參賽者中，國中、國小各取 3 名（次數相同時，以比賽名次較佳者為優

先），可獲得廣達《幸運草》文創品－「悠遊」DIY 燈具組與數位獎狀乙份。 

 



（七）廣達藝-Sports 推廣大使獎： 

A. 最多學生參與的學校，取 3 間 

B. 被填寫最多次的推薦人，取 3 名 

以上學校及推薦人皆可獲得廣達《幸運草》文創品－「海洋」異境三件杯組與廣

達實體獎狀乙份。 

備註： 

A. 部分獎項因有實體獎品，因此將同步寄發相關領據（包含需檢附能核對身分文件影

本，如身分證、健保卡、駕照等）由獲獎者簽領，還請獲獎者務必簽領。 

B. 所有 PaGamO 虛寶獎勵將會直接放入參賽者在國中世界或國小天地的背包中。 

 

九、注意事項 

（一）主辦單位保留活動辦法修改之權利，且為確保賽事公平性，若經查獲或他人舉報發現

有違反比賽規則之行為，該玩家將喪失比賽資格，且需自行承擔相關賠償及法律責

任，並賠償主辦單位因此所承受之一切損失。 

（二）請注意！PaGamO 電競賽初衷為透過良性競爭進而學習，因此若在比賽過程中經舉報

有以下列舉之惡意攻擊或破壞比賽公平性之行為發生，且查證屬實後，主辦單位有權

未經通知即取消參賽者的比賽資格。 

A. 使用多組帳號報名者 

B. 報名資料填寫不完全者 

C. 圍攻、霸凌其他參賽者 

D. 其他經舉報且查證屬實之惡意行為 

（三）再次提醒！報名完成後，請登入電競賽場選擇人物角色，若在 12/4 報名時間結束前

未選擇人物角色，則由系統隨機分配。 

（四）為鼓勵選手保持良好作息，PaGamO 電競世界將於每晚 12 點至早上 6 點執行禁用時

段。於禁用時段，玩家無法於世界內攻擊、訓練土地，所有人強制處於假期模式中。 

 

十、聯絡方式 

PaGamO 聯絡人：電競大賽小組 王自瑄 02-33931663#204 

廣達文教基金會聯絡人：科創處 楊潔如 02-2882-1612#666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