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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關系統說明



闖關集章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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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彩方式】
長官於舞臺上使用平板電腦操作後台網頁，可先設定獎項、數量
，有個摸彩鈕，按下後出現摸彩動畫約3秒，才出現中獎人序號，
畫面中呈現最後摸完的名單一覽表。

索取鑰匙圈

學生於服務台索取QRCODE鑰匙圈
至攤位闖關，成功後關主使用手機，
掃描學生的QRCODE，該QRCODE
即累積1點，要在同一路線闖關，到
別條路線不計點數。

掃描集點

累積指定點數後可至服務
台兌換一份小禮品，不可
累計。(不管超過指定點
數多少點，都是換一個獎，
網頁後台可查詢領取紀錄)

換贈品
如累積指定點數
即可兌換一次摸
彩機會，累積指
定點數之2倍點數
，即為2次摸彩機
會，以此類推。

摸彩3 4

1 2

1 進入系統

工作人員使用
電腦或手機進
入系統網址

2 兌換獎品 3 闖關查詢

工作人員掃描學生
QRCODE出現該員闖
關資訊，於後台網頁
點選獎品已領取按鈕。

服務台功能：

可於後台查詢學
生集點數量、已
闖關攤位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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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主使用辦法

1.先查詢自校攤位所屬動物

0.下載雲端連結之所有資料夾

學校名稱(攤位數) 編號 動物 攤位名稱
新市國小 A1 北極熊 拯救北極熊
文德國小 A2 北極熊 對準目標
北大國小 A3 北極熊 攝藝北大
德音國小 A4 北極熊 極地探險
明志國小 A5 北極熊 泰山生態..
北新國小 A6 北極熊 你所不知道的蟲蟲
白雲國小 A7 北極熊 True or False

盛源精密觸控螢幕 A8 北極熊 盛源精密工業..
中園國小 A9 北極熊 勇闖北極島
米倉國小 A10 北極熊 永續樂活小學堂
國光國小 B1 北極馴鹿我是小主播
中正國小 B2 北極馴鹿動畫株式會社
萬里國中 B3 北極馴鹿冰屋內的北極光
大豐國小 B4 北極馴鹿極炫豐
昌福國小 B5 北極馴鹿關愛地球
建安國小 B6 北極馴鹿有藝思
健體國小 B7 北極馴鹿True or False
江翠國中 B8 北極馴鹿極地挑戰
五寮國小 B9 北極馴鹿冰封五寮．勇闖北極
永和國中 B10 北極馴鹿智慧升降機
文聖國小 C1 麝牛 冰原歷險..
重慶國中 C2 麝牛 好運旺旺來
明志國中 C3 麝牛 請你跟我這樣做..
天生國小 C4 麝牛 重回古戰場
長坑國小 C5 麝牛 紙偶總動員
瑞芳國中 C6 麝牛 愛思-Art
豐年國小 C7 麝牛 動滋凍滋..

師大創意科學競賽 C8 麝牛 方塊龍爪手
育林國小 C9 麝牛 北極小英雄
鶯歌國中 C10 麝牛 幫北極熊找食物
義學國小 D1 北極兔 義級玩家..
頂溪國小 D2 北極兔 偵探推理密逃趣
麗林國小 D3 北極兔 極地【鯨】航
重慶國小 D4 北極兔 極地救援..

樹林高中國中部 D5 北極兔 搶救喜德大作戰
貢寮國中 D6 北極兔 貢享好風景..
崇林國中 D7 北極兔 樂活e崇林..
鷺江國小 D8 北極兔 轉動騎蹟
光華國小 D9 北極兔 搶救北極大作戰
中正國中 D10 北極兔 帶北極熊回家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2sNnkZcuq5Q7A2hM73MfiQKGSK0pHIXG?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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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主使用辦法

1.先查詢自校攤位所屬動物

0.下載雲端連結之所有資料夾

學校名稱(攤位數) 編號 動物 攤位名稱
土城國小 E1 北極狐 招喚極地動物
新店國小 E2 北極狐 你今天減碳了沒?
介壽國小 E3 北極狐 AR智慧王
海山國小 E4 北極狐 急速求生_北極戰場
忠義國小 E5 北極狐 北極動物跑跳動
成功國小 E6 北極狐 珍貴的「生」音
大觀國中 E7 北極狐 鋼鐵熊鍛造日誌

盛源精密觸控螢幕 E8 北極狐 盛源精密觸控螢幕
中港國小 E9 北極狐 尋找北極資源

錦和高中國中部 E10 北極狐 搶救北極熊
佳林國中 F1 海豹 閱答悅快
五華國小 F2 海豹 不賴床鬧鐘
江翠國小 F3 海豹 RPG學習樂
瑞芳國小 F4 海豹 冰山危機
成福國小 F5 海豹 公民科學家..
淡水國中 F6 海豹 埔頂越野賽

國泰交通安全演示 F7 海豹 國泰世紀產物..
思賢國小 F8 海豹 極地冰友會
三芝國中 F9 海豹 地球不暖化..
九份國小 F10 海豹 巡遊傳奇樂..
福和國中 G1 雪鴞 VR體驗珊瑚..
光復國小 G2 雪鴞 企鵝你真「形」
直潭國小 G3 雪鴞 侏儸紀世界..
同榮國小 G4 雪鴞 空
碧華國小 G5 雪鴞 記憶金頭腦
後埔國小 G6 雪鴞 極客音樂
二橋國小 G7 雪鴞 熊熊極走

教育局資安政策 G8 雪鴞 教育局-資安推廣
清水高中國中部 G9 雪鴞 尬我的綠化能力

大觀國小 G10 雪鴞 我是神射手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fYDWeqpjGC6trN4PpvQOcaRnAeQfaQ49


關主使用辦法

2.前往所屬動物資料夾

3.找到自己的關主小卡 並掃描QRCDOE闖關系統
4.登入小卡上的帳號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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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登入帳號密碼
(小卡上有帳號密碼)

5.此為已登入畫面

6.跳回照相機(非登出闖關系統) 7.掃描同學QRCODE(剛剛
下載的資料夾內有)，點下
超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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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8.成功集點 9.若回網頁畫面，可輸入
代號可查詢QRCODE闖關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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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鑰匙圈要在同一路線(動物關卡)闖關才
可成功集點，到別條(動物)路線不計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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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關集章系統-說明影片

說明影片

請使用相機內建掃描，
不要用LINE掃描，因為line掃描只是line內建瀏覽器連
到目標網址，掃描後所開啟的是手機內建瀏覽器，兩
者分開，會造成登入記錄不存在，導致出現「請先登
入」的提醒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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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使用相機內建掃描，
不要用LINE掃描，因
為line掃描只是line內
建瀏覽器連到目標網
址，掃描後所開啟的
是手機內建瀏覽器，
兩者分開，會造成登
入記錄不存在，導致
出現「請先登入」的
提醒

注意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