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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足球機器人賽規則	

一、競賽說明	

依據當年度大會公告，競賽組會因為該年度目的性質而有不同主題之場地設計；各組機械裝置除	

特別允許，須完全自動和非人為遙控下執行任務。2019年全國國鼎盃「工程創意競賽」項目之一	

為「遙控足球機器人賽」，機器人必須使用無線裝置（藍芽、WiFi）遙控，並克服場地些微不平	

整。	

二、規格及規則	

１.機械裝置本體規格：	

(1) 大小：在全展情況之下不超過23cm正圓，高度亦不超過23cm，若提把僅做方便抓取功能，則

高度不計。	

(2) 數量：比賽時，每隊只可攜帶兩台機器人進入場地，但可攜帶必要的零件或工具用於維修。	

(3) 重量：含電池重量，機器人不超過1.5kgw。	

(4) 射球機構：允許三種射球機構，說明如下：	

a.機構式：用機械原理（槓桿、連桿、凸輪、彈簧.....等）做出射球動作。	

b.氣動式：給予射球動力之氣體必須是天然之空氣，氣體可先儲存至儲氣槽，然後釋放壓力做

出踢球動作，市售用氣瓶裝置的高壓氣瓶（體）禁止使用。 
c.電磁鐵：通電流產生磁力，吸住彈射裝置後，電磁鐵斷電把擊球機構彈射出去。	

(4) 標示：為了讓裁判易於分辨雙方的機器人，請參賽選手在機器人上自行設計視別裝置。	

(5) 電池及電壓：少年組和青年組不限電池種類，但電壓測量時不可超過DC-12.6V，如使用鋰電

池，即採用三節式（每節電壓：3.7V）。	

(6) 目標：機器人追的目標物是「標準螢光黃硬式網球」，不可刻意設計機構去破壞對方機器人，

如有設計踢球機構，全展時視為機器人的一部份，尺寸不得超過23cm。	

(7) 把手：比賽時，為裁判或隊長方便抓取機器人，避免不慎掉落而造成毀損，每台機器人上必須

設計提把，提把材料不限，但提把上不可裝置其它組件，避免裁判在移動時造成毀損。	

(8) 違規：機器人必須經過規格檢查才能下場比賽，審查內容包含：大小、重量、電池等，任何時

間裁判都可以對機器人進行審核，如發現有不合規定之處，可要求選手把違規之機器人取出場

外進行調整，直到符合規定為止才能再下場。若有隊伍不是拿該隊的機器人下場比賽，一經發

現立即取消所有場次競賽資格。	

(9) 控球區	

a.機器人帶球的控球區定義為機器人身上任何突出部位形成的內部空間（由接觸點開始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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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控球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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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控球區深度不得超過3cm，深度係指從球接觸點量起，水平向外延伸不超3cm，如圖1所

示。	

b.	鼓勵機器人具有能夠釋放球的能力，亦指有明顯“踢球”的動作，但因鼓勵初學者參與本賽	

事，直接推入球門的進球是有效的。	

2.材料：	

(1) 少年組、青年組限用積木類材料，如慧魚、LEGO、智高...等，不可使用非積木套件類單獨購	

入之馬達，如四驅車、遙控賽車、工業等級馬達....等，若有使用疑慮，請於賽前把該隊使用之	

硬體拍照寄到主辦單位確認。	

(2) 參賽隊伍需自備比賽器材、軟體及電腦。	

(3) 參賽機械裝置最多可使用2個控制器。	

(4) 參賽機械裝置所使用的馬達或感應器數量不限。	!
三.場地和足球	

1. 賽台	

(1) 球場區域183cm，寬122cm。賽台尺寸如圖2所示，賽台用木板製成。	

(2) 賽台中央的木質地板上鋪設一層撞球桌布，場地儘量保持平整。	!!!!!!!!!!!!!

2. 邊框	

邊框高度14cm，厚10—20mm的木質擋板，擋板內側貼黑色美耐板。	

3. 球門	

球門內寬為45cm，深度為8cm。每個球門在距離地面14cm處有一橫樑。球門內有高度為14cm，球	

門內側貼黑色美耐板，地面為綠色類似撞球桌布。球門外側面刷黑色啞光漆，或黏貼黑色美耐板	

製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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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足球競賽場地示意圖，若有些微誤差，以比賽當天製作為主



2019全國國鼎盃「工程創意競賽」規則說明 
4. 置球點	

場上有3個置球點，圖2中立點用白色或黑色表示，發球點在場地中間，並做明確標記。	

5. 場地條件	

參賽隊必須有能力應付地面不超過5mm高的輕微起伏。	

6. 比賽用球	

採用“標準硬式網球”；重量：55-60gw、直徑：6.5cm	-	6.8cm之間。	!!!!!!!!!!!!!!
四.運作說明：	

1. 搭建及編程：機器人必須僅由隊伍的學生搭建和編寫。	

2. 開始：雙方在自己的半各放置三顆網球，球的位置如圖2標註，雙方隊長使用猜拳選邊，到該

場次比賽結束都不會再做場地更換。	

3. 中央圓圈：場地上的中央將畫上一個直徑60cm的圓，圓圈是輔助裁判及pk賽開球之用。	

4. 控制：使用藍牙或WiFi和機器人產生溝通和互動。	

6. 發球：雙方把各自的機器人放置在各自的半圓內（方向由隊長決定）。	

7. 啟動：每次只能有一台機器人下場比賽（一對一），同一台足球機器人不能連續出賽。比賽一

開始，雙方開始用無線裝置操控機器人，把球用任何方式送入對方球門框內，只要球碰到門框

背板即算得分，裁判會把踢進球門的球拿起來，先進球的隊伍算贏了一回合，採三戰兩勝制。	

8. 時間：若超過一分鐘雙方無法進球，則比賽終止，雙方各得一分。	

9. 故障：該場次機器人若中途故障，比賽不會暫停，也不能更換機器人。	

10.零件掉落：若比賽期間雙方機器人有零件掉落在場地內，裁判會把零件拿出場外，若不影響機

器人運動，則比賽繼續進行；若隊長認為會防礙機器人運動，隊長可向裁判提出示意，表示機

器人故障，經同意後，可拿出場外，但比賽仍繼續進行，直到一分鐘結束。	

11.進球：球只要碰到門框背板即算得分，得分後裁判後取出該球；球若是因碰撞或其它因素滾到	

對方球門內，裁判會立即把球放置到中間的中立/中心點（不算烏龍球）。	

12.球門：雙方球門前上方前緣各有一支橫桿，避免機器人跑入球門框內，球門後壁為黑色不反光

美耐板。	

13.翻覆：若機器人因衝撞而翻倒，裁判會原地協助翻起；若自行碰撞邊界而翻覆，則機器人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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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本賽事所採用之比賽用球（標準硬式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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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場外20秒，此時比賽繼續進行。	

14.遲到：若比賽時間已到，但隊長未有正當原因到達比賽場地超過一分鐘，送對方一回合，直到

兩分鐘，裁判將裁決比賽結束，此時比數為「2：0」。	

15.衝突解決：比賽期間裁判及助理裁判有權處理場區內的問題，並作出所有決定。在比賽期間，

裁判享有最終裁定權。對裁判決定如有爭論將給予警告；若爭論仍不停止或另一爭論發生，則

立即取消其比賽資格。	

16.pk：把球放置在中心點，雙方機器人放在等距球的位置，先進球的一方獲勝。	!
五.仲裁規則：	

1. 每回合競賽結束後，由當場次裁判進行分數計算。若選手對判決無異議，請於記分表上簽名。	

2. 選手如有任何疑議，應於比賽時立即向裁判當場提出，由裁判進行處理或判決，一旦選手離開	

比賽場地，則不受理事後提出之異議。如有意見分歧或是規則認知上之差異，可以提出申訴後經

委員會開會決議之共識為最終決議。	!
六.評分及晉級方式：	

1. 採單淘汱、三戰兩勝制（一個場次輸兩場就被淘汱）。	

2. 賽程將在報名截止後公告之，可依報名隊伍數做適當調整。	

!
七.其他注意事項	

為維護場館之安全與賽程順利特訂定此規則，需在賽前進行評估及告知參賽選手補充細則。	

1.競賽作品若使用機械及電器裝置，在下列各項規定下得以操作。	

(1) 參賽者必須於現場親自操作。 	

(2)使用電源時須符合用電安全規定。 	

(3)場內禁止奔跑，若飲水請注意電器用品。 	

(4)手機、平板或其它通訊裝置若作為通訊使用禁止帶入場內，但可用在遙控足球機器人操作，火

星任務項目機器人必須完全自主運動，若發現選手使用3C產品對外聯絡，則取消該隊競賽資格

；創意賽若配合通訊器材使用，需提出申請。	!
2. 檢查	

比賽開始前和比賽過程中的任何時間，評審可因需求審查隊伍及裝置是否符合比賽之規定。比賽	

期間任何時間機械裝置若有修改，參賽隊伍有責任讓該裝置重新接受檢查。評審亦可要求講解其	

機械裝置的操作，以證實機械的構建和編程是由參賽隊伍所完成之作品。在比賽進行當中，若裁	

判，或其它選手對機器人有疑問，都需要被檢查。	!
3. 修改	

大會評審委員會若於審查時間發現違規之機械裝置，該隊伍須於五分鐘內修改違規之構件，若因	

此影響比賽過程，該隊必須自行負責。若未於時間內修正完成以符合參賽機器人之規範，則不可	

參加該回合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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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申訴	

除可當下向裁判口頭提出外，須於三十分鐘內填妥申訴表，並由指導教練簽名，向大會窗口正式

提出。申訴事項，以違反比賽規則、秩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限，並應於各該梯次比賽結束前為之

（如對參賽人員資格提出申訴，應於該參賽隊伍離開該組比賽場地前為之），逾時不予受理。	

在比賽期間，大會評審委員會擁有最高的裁定權，請尊重裁判之專業裁決，在比賽結束之後也不	

會因觀看比賽影片而更改判決。	!
5. 其它	

(1) 所有選手不可攜帶行動電話，或其它具有通訊功能的3C產品進入比賽場內（電腦除外），一經

查獲，該隊將被取取消所有比賽資格。	

(2)競賽期間，參賽選手及隊伍成員得以進入練習場區進行校準、測試和調校，教練於練習和比賽

期間不得進入競賽區域指導選手。	

(3)在機械裝置比賽運行期間，每隊允許兩名隊員在比賽現場，任何時間只有隊長能向裁判示意或

解釋比賽情況，其他同組選手只能待在準備區觀看。		

(4)不管參賽隊伍是否準備完畢，每輪比賽將按照預先通知的順序開始，大會將透過司儀廣播提醒	

比賽時間。	

(5)每一回合，每一輪的時間將由裁判負責計時。	

(6)「校準」是指取得傳感器讀數並透過程式修正參數，以提供機器人定位車頭方位之用途，可使	

用「電子羅盤」做為機械裝置辨別方位之功能。本賽事的校準，係指電腦的無限裝置和機器人	

之間的連線和溝通。	

(7)參賽選手須於比賽中需自行維修或修改參賽機械裝置。參賽者可攜帶存有事前撰寫之控制程式	

的儲存裝置（如隨身碟、硬碟）進入比賽場內修改。	

(8)大會將提供電源線盤至選手準備桌附近，若認為有需求，每隊可自行準備延長線，或其它的轉	

接零件。	

(9)大會將提供該場次選手桌子，方便選手放置電腦、備用零件及備用機器人。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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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火星探險賽規則	

一.競賽說明	

依據當年度大會公告，競賽組會因為該年度目的性質而有不同主題之場地設計；各組機械裝置除	

特別允許，須完全自動和非人為遙控下執行任務。2019年全國國鼎盃「工程創意競賽」項目之一	

為「機器人火星探險」，機器人必須完全自主運動，並克服可能的光線干擾，和場地的些微不平	

整。	!
二.評分方式與詳細規則	

				1.機械裝置本體規格：不限。應注意物件大小將會影響部分關卡通過的可能性。	

				2.材料與構造：	

(1)可分為慧魚（fischertechnik®）組和其它材料組。	

1) 慧魚小學組開放輪胎、履帶、輔助輪及導輪可用DIY或其它材料；另外，中學組開放輪胎、

履帶、輔助輪、導輪和踢球機構（馬達、夾子、電路...等）。	

2) 所有組別電池種類不限，如鎳氫、鋰電池等，唯用鋰電池限三節，電壓測量不可超過DC-

12.6V。	

(2) 參賽隊伍需自備比賽器材、軟體及電腦。	

(3) 參賽機械裝置最多可使用一個控制器。	

(4) 參賽機械裝置所使用的馬達或感應器數量不限。	

(5)可使用「策略物件」協助機械裝置啟動。「策略物件」乃指如使用fischertechnik®積木組裝

而成、與機械裝置並無直接連結的構件，可幫助啟動執行任務，但不可用於遙控機器人。	

(6)參賽機械裝置需為自主式，啟動後能獨力完成指定動作及任務，不得使用無線通訊、遙控

或線控的方式控制機器人，否則將取消該隊參賽資格。	

(7) 機械裝置可使用螺絲、黏著劑、橡皮筋或膠帶等物品來固定零件。	

(8)參賽隊伍進場時應自行斟酌所需的備用零件或器材，若參賽隊伍所攜帶之設備發生故障，

選手需自行排除，主辦單位不負責維修與更換。	

三.運作說明	

1. 機器人必須沿黑色軌跡前進，唯除了繞行火山口外，其它時間不行脫離軌跡線。	

2. 第一層軌跡路徑由30cm＊30cm之木板製成之拼磚所製成，如圖1。一開始，機器人放至在起	

跑區內，正投影不可超過起跑區域，其它時間可視策略應用決定尺寸大小。	

3. 機械裝置正投影超出軌跡線時，則判定為出界，如有出界，可選擇從前一個障礙物前出發，	

如第二次嘗試能繞過障物，則得二分之一的分數。	

4. 競賽開始計時之後，選手不得以任何方式來妨礙或協助裝置運行，及維修機械裝置，否則該	

回合不予計分。	

5. 每隊只能有一台機器人接受器材審核及上場參與比賽。	
6.	少年組任務區用丟鐵餅當作任務（鐵餅以兩個圓形磁鐵對吸，並使用熱溶膠固定），丟到鐵
餅落點區，鐵餅落點處若為接合線，則以分數高的區域為主；如果兩個磁鐵落下時分離，則以
遠處的為主。。 
青年組任務區為踢足球（球為高爾夫球），一開始球會放在2樓場地中間處，並用保特瓶蓋支
撐，使用丟骰子決定進球進的最後位置。奇數為1區（黑色）、偶數為2區（綠色）；當機器人
進入能源補給區後，必須把球踢到骰子決定的顏色三角形區域內，球只要正投影滾動時正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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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到三角形任務區任一點都算，即便最後脫離任務區。 

!
註：鐵餅規格	

· 每個重量約	6	公克		

· 圖片來源：http://www.cox.com.tw/tw/product_details.php?id=305&topage=&series_id=5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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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拼磚軌跡路徑形狀示意圖

*圖1、鐵餅示意圖

http://www.cox.com.tw/tw/product_details.php?id=305&topage=&series_id=59


2019全國國鼎盃「工程創意競賽」規則說明 !
四.仲裁規則：	

1. 每回合競賽結束後，由裁判團進行分數計算。若選手對判決無異議，請於記分表上簽名。!
2. 選手如有任何疑議，應於比賽時立即向裁判當場提出，由裁判進行處理或判決，一旦選

手離開比賽場地，則不受理事後提出之異議。如有意見分歧或是規則認知上之差異，可

以提出申訴後經委員會開會決議之共識為最終決議。	

3. 隊伍排名之根據依序為：最佳分數、次佳分數、最佳分數之回合時間、次佳分數回合時

間；若比序之後，總分仍相同之隊伍，則再加賽一場決定勝負。	!
五.評分方式：	

任務及關卡由「斷線、火山口、斜坡、食物補給、丟鐵餅、踢足球」等組成。	

1. 斷線：每過一個斷線得二十分，有可能有多個斷線，唯斷線必出現在直線上。	

2. 火山口：由市售飲料罐/瓶佈置而成。如能順利繞過火山口得二十分，不可把火山口搬離，

若撞倒火山口，機器人即便是繞過仍不算得分，行進之間若與火山發生碰撞不扣分，若

順利當繞過火山口後，在下個參考線前必須回到軌跡線上。	

註：參考線為兩個板子之間的接縫。	

3. 食物補給	

補給物為一顆橘色乒乓球，該球放置在固定點，固定點利用保特瓶蓋固定在食物補給區。	

(1) 小學組：機器人必須將球推/撞出瓶蓋完成食物補給，順利把球撞/推開得二十分；完成補	

給的機器人必須後退或前進、轉彎....後再沿著主路徑前進。	

(2) 青年組：機器人必須將球夾、抬、抱起後和機器人主體合而為一，但不能用黏的方式把

乒乓球脫離瓶蓋，順利完成後得二十分；完成補給的機器人必須帶著食物（乒乓球）後

退或前進、轉彎....後再沿著主路徑前進。	!
4. 斜坡	

斜坡上有黑色軌跡線導引機器人運動。	

(1) 小學組：機器人需沿斜坡上二樓任務區平台。	

(2) 青年組：機器人需帶著的食物補給物～乒乓球，沿著斜坡爬上二樓，而在斜坡上會放置	

衛生筷或吸管當作斜坡障礙物（位置和障礙物種類當天抽籤決定），成功爬上斜坡得30分。	

1. 能源補給（丟鐵餅或踢高爾夫球）	

(1)小學組：比賽一開始會發鐵餅放置機器人上，當機器人順利爬上斜坡，到達黑色框線時，機器人

需向左（逆時針）旋轉若干角度，把鐵餅丟出到落點區可得分，鐵餅沒有拋出去不計分。得分以第

一個落點計算（紅色區域得20分、黃色區域得40分、外太空得60分（飛出壓克力板外），磁鐵打到

壓克力板彈回到場內，則算40分。	

(2)青年組：在比賽練習前由擲骰子決定球的任務區位置，奇數為1區（黑色）、偶數為2區（綠

色），當機器人順利爬上斜坡，到達置球點把球踢出去 ，球要自然滾到三角形區域，順利完成能源

補給任務分數（50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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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挑戰機會	

(1)若機器人在任一關卡挑戰失敗，還可以在此關卡起始點重新開始（所謂起始點係指障礙

物前一個拼磚末端與下個拼磚接合處，機器人前投影不可超過接磚接合處。）若順利通

過，則可得到1/2的分數，每個任務關卡以兩次機會為限，但中間不可再換程式。（複賽

和決賽計分方式可視比賽隊伍表現而調整，如罐子倒掉完全不計分...）	

(2)第二層的任務只有一次機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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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機器人火星探險場地示意圖，若有些微誤差，以比賽當天製作為主

*圖4：機器人火星探險場地任第二層平面示意圖

·高爾夫球放置區	
，球放置在保特瓶

·食物補給

·起跑

·鐵餅投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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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註：競賽場地參考圖示：如圖2、圖3、圖4、圖5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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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投擲鐵餅區域平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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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它注意事項	

為維護場館之安全與賽程順利進行特訂定此規則，需在賽前進行評估及告知參賽選手補充細則。	

1.競賽作品若使用機械及電器裝置，在下列各項規定下得以操作。	

(1) 參賽者必須於現場親自操作。 	

(2)使用電源時須符合用電安全規定。 	

(3)場內禁止奔跑，若飲水請注意電器用品。 	

(4)手機、平板或其它通訊裝置若作為通訊使用禁止帶入場內，但可用在遙控足球機器人操作，火

星任務項目機器人必須完全自主運動，若發現選手使用3C產品對外聯絡，則取消該隊競賽資格

；創意賽若配合通訊器材使用，需提出申請。	

2.檢查	

比賽開始前和比賽過程中的任何時間，評審可因需求審查隊伍及裝置是否符合比賽之規定。比賽	

期間任何時間機械裝置若有修改，參賽隊伍有責任讓該裝置重新接受檢查。評審亦可要求講解其	

機械裝置的操作，以證實機械的構建和編程是由參賽隊伍所完成之作品。	

3.修正	

大會評審委員會若於審查時間發現違規之機械裝置，該隊伍須於五分鐘內修改違規之構件。若未	

於時間內修正完成以符合參賽機器人之規範，則不可參加該回合競賽。在比賽期間，大會評審委	

員會擁有最高的裁定權，請尊重裁判之專業裁決。在比賽結束之後也不會因觀看比賽影片而更改	

判決。	

4.申訴	

除可當下向裁判口頭提出外，須於三十分鐘內填妥申訴表，並由指導教練簽名，向大會窗口正式	

提出。申訴事項，以違反比賽規則、秩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限，並應於各該梯次比賽結束前為之	

（如對參賽人員資格提出申訴，應於該參賽隊伍離開該組比賽場地前為之），逾時不予受理。	

5.其它	

(1) 所有選手不可攜帶行動電話，或其它具有通訊功能的3C產品進入比賽場內（電腦除外），一經

查獲，該隊將被取消所有比賽資格。	

(2)競賽期間，參賽選手及隊伍成員得以進入練習場區進行校準、測試和調校，教練於練習和比賽

期間不得進入競賽區域指導選手。	

(3)在機械裝置比賽運行期間，每隊允許一名隊員在比賽現場，任何時間只有隊長能向裁判示意或	

解釋比賽情況，其他同組選手只能待在準備區觀看。 	

(4)不管參賽隊伍是否準備完畢，每輪比賽將按照預先通知的順序開始，大會將透過司儀廣播提醒	

比賽時間。	

(5)每一回合，每一輪的時間將由裁判負責計時。	

(6)「校準」是指取得傳感器讀數並透過程式修正參數，以提供機器人判定環境所須，本項目的校

準指機器人的感測器對環境的偵測。	

(7)參賽選手須於比賽中需自行維修或修改參賽機械裝置。參賽者可攜帶存有事前撰寫之控制程式	

的儲存裝置（如隨身碟、硬碟）進入比賽場內修改。	

(8)大會將提供電源線盤至選手準備桌附近，若認為有需求，每隊可自行準備延長線，或其它的轉	

接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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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賽規則	

一.競賽說明	

這是一個類似Maker	Faire的活動，不限任何主題和材料，參賽者可以自由創作，唯尺寸不可超	

過100cm*60cm*100cm（長＊寬*高）。參賽隊伍於活動當天除了展示作品外，亦需製作海報張	

貼在活動場地四周，讓學生能充份展現學習的成果。	!
二.目的	

1. 啟發學生創造力，強化世界級競爭力	

2. 融入中小學課程教學	

3. 落實中、小學基礎科技教育	

4. 培養動手實作、與人溝通、團隊協作的能力	

5. 培養科學人素養	!
三.規則	

需製作海報和現場說明，大會裁判組將會安排時間赴每組觀察，並給予作品評分。	!
四.組別	

不可跨校，每隊由1~3人及一位指導老師所組成，可分成：	

1. 少年組創意賽（7-12歳：國小）	

2. 青年組創意賽（13-18歳：國高中職）	!
五.場地	

1. 參賽隊伍需以書面、實體作品及海報展示其作品。	

2. 不限使用材料（控制器和程式語言等）	

3. 比賽流程如下：	

(1) 作品組裝和測試	

(2) 海報佈置	

(3) 向評審說明和詢答	

(4) 海報需張貼在3張塑膠瓦楞板或珍珠板上（60cm×100cm）上。	

(5) 準備三張A4說明海報（可用正反面製作）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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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遙控機器人足球賽SuperTeam	

一、	競賽說明	

為鼓勵參賽的選手，能混編成一個團隊，達到彼此協助及交流的目地，稱之為「SuperTeam」。	!
二、規則	

1. 由2-3隊伍採抽籤方式混合編組，每個SuperTeam由2-3隊組成。	

2. 所有機器人硬體規格和限制同遙控足球機器人項目。	

3. 每支隊伍可相互協助完成各自任務。	

4. 為實踐孩子才是學習的主人中心思想，老師只是輔導者角色，讓孩子熟悉指令功能，並能自行

設計程式，和機構組裝。	

5. 比賽當天會公布「SuperTeam」規則，並給予適當時間準備、團隊協作及培養默契。	

!
!

!
機器人火星探險任務SuperTeam	

一、	競賽說明	

為鼓勵參賽的選手，能混編成一個團隊，達到彼此協助及交流的目地，稱之為「SuperTeam」。	!
二、規則	

1. 由2-3支隊伍採抽籤方式混合編組，每個SuperTeam由2-3隊組成。	

2. 每支隊伍可相互協助完成各自任務。	

3. 為實踐孩子才是學習的主人中心思想，老師只是輔導者角色，讓孩子熟悉指令功能，並能自行

設計程式，和機構組裝。	

4. 所有材料為開放。	

5. 比賽當天會公布「SuperTeam」規則，並給予適當時間準備、團隊協作及培養默契。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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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作品授權攝影同意書	

!
2019全國國鼎盃「工程創意競賽」授權同意書	

!
!
報名編號(由主辦單位填寫)：＿＿＿＿＿＿＿	

!
一、本團隊(下稱授權人)同意將作品(下稱本作品)授權於「屏東縣政府教育處」進行非營利性或推

廣之使用。	

(一)授權條件：無償	

(二)授權範圍：編輯權、重製權、改作權、散布權、公開展示權、公開演出權、公開上映權、

公開播送權、公開傳播權、公開口述權等。	

二、授權人擁有完全權利與權限簽署並履行本同意書，且已取得簽屬本同意書必要之第三者同意

與授權。	

三、其他未訂事宜，得依相關法令及規定辦理。	

———————————————————————————————————————	

!
參賽團隊代表人： ＿＿＿＿＿＿＿＿＿＿＿＿＿＿＿＿＿＿＿＿＿＿＿＿ (請簽名)	

!
日期：＿＿＿＿＿＿＿＿＿＿＿＿＿＿＿	

授權隊伍名稱
!

被授權人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監護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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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競賽～機器人火星探險任務計分表（小學組） 

!

!

隊伍編號： 隊伍名稱

挑戰次數 1 2 時間 分					秒

得分項目 各項分數 總分

食物補給 20 10

火山口 20 10

斷線 20 10

斜坡 30 15

能源補給	

/丟鐵餅

紅色 20

只有一	
次機會黃色 40

外太空 60

隊長簽名 裁判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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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競賽～機器人火星探險任務計分表（青年組）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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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伍編號： 隊伍名稱

挑戰次數 1 2 時間 分					秒

得分項目 各項分數 總分

食物補給 50 10

火山口 20 10

斷線 20 10

斜坡 30 15

能源補給	

/踢高爾夫球
50 只有一	

次機會

隊長簽名 裁判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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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四：	

競賽～機器人足球賽計分表	

!!
!
!
!
!
!
!
!
!
!

隊伍	
編號

隊伍	
編號

隊伍	
名稱

隊伍	
名稱

場次 1 2 3 場次 1 2 3

勝方	
打勾

勝方	
打勾

隊長	
簽名

隊長	
簽名

裁判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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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附件五：  

創意賽計分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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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項目 配分 細項 得分

主題的創意和價值 50

創意性×20	
未來性×10	
價值性×20

簡報及展示 50

簡報和機器人展示×30	
整體外觀×10	
海報呈現×10

機器人設計 30
符合機構和工程設計×15	
程式的流暢度×15

團隊精神 30

整體表現×10	
團隊分工和活力×10	
默契×10

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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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附件六： 	

獎牌統計	

! !
註：	

1. 獎牌共174面	

2.佳作獎項僅頒發獎狀，錄取名額等報名隊伍數確認再行公告。

項目 組別 獎項 數量 合計

足球

少年組、青年組 金牌 3*2*1(6)	
面/組/隊

18
少年組、青年組 銀牌 3*2*1(6)

少年組、青年組 銅牌 3*2*1(6)

火星任務

（慧魚）少年組、青年組 金牌 3*2*1(6)

72

（不限材料）	
少年組、青年組 金牌 3*2*1(6)

（慧魚）少年組、青年組 銀牌 3*2*2(12)

（不限材料）	
少年組、青年組

銀牌 3*2*2(12)

（慧魚）少年組、青年組 銅牌 3*2*3(18)

（不限材料）	
少年組、青年組 銅牌 3*2*3(18)

創意賽

少年組、青年組 金牌 3*2*1(6)

30
少年組、青年組 銀牌 3*2*1(6)	

少年組、青年組 銅牌 3*2*1(6)	

少年組、青年組 佳作 3*2*2(12)	

足球	
SuperTeam

不分組

金（銀、
銅）牌

3*3*3 27

火星任務
SuperTeam

金（銀、
銅）牌

3*3*3 27

獎牌數 174

!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