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年國際奧林匹克機器人大賽
(WORLD ROBOT OLYMPIAD 2006)

全國選拔賽比賽規則
2006/6/8 修訂

競賽總則
（以下簡稱本大賽）之比賽規則僅
1. 『2006WRO 國際奧林匹克機器人大賽全國選拔賽』
適用於本大賽進行期間。國際比賽時，依國際賽主辦單位(WRO)所公佈之比賽規則為
準。
2. 比賽器材：
(1) 本次比賽為了與國際賽接軌，故機器人僅能採用國際賽所使用的樂高（LEGO®）
品牌各種型號的機器人器材或積木。參賽隊伍需自備比賽器材、電腦、軟體。
(2) 參賽隊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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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會不負責維修與更換，大會於比賽場地另設備品區，於比賽進行
期間（即組裝時間、第一回合結束後十分鐘維修時間）
，選手需經裁判團同意後，
由大會工作人員陪同至備品區向其教練更換，但教練不得進入比賽場地指導選手
操作。
(3) 比賽期間所使用的電池，將由大會統一提供，不得自備電池（每隊提供 6 顆三號
電池）。機器人應以大會所提供的電池做電源來完成比賽，不可使用非本大會所
發之任何電力供應器材。機器人最多限用六顆電池，大會亦不再補發。
(4) 選手於比賽中使用的零組件，不得有成品、半成品、疑似機構之物件、器材使用
之說明書、機器人組裝步驟或圖片、賽前寫好之控制程式、已設定控制程式的機
器人控制器或是可能影響比賽公平進行之物品。
(5) 機器人不可使用螺絲、黏著劑或膠帶等物品來固定零件，違者將取消其比賽資格。
(6) 參賽隊伍不得對原裝零件進行任何之修改（例如：RCX、直流馬達、感應器或把
積木鋸短等），違者將取消該隊該回合比賽資格。
(7) 不可使用易燃物品或設備。
3.

機器人的規定：
(1) 全程比賽過程中，機器人的最大尺寸不可超過 250mm × 250mm ×250mm。在
比賽進行時，允許機器人自主改變其形狀及尺寸，但不得以人為方式操控。
(2) 電子零件數量限定為：
A.RCX 1 個。
B.馬達不超過 3 個。(9V 直流馬達，不得使用其他型式馬達)。
C.光感應器不超過 2 個。
D.觸碰感應器不超過 2 個。
E.角度感應器不超過 1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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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比賽時間：
(1) 機器人組裝時間：60 分鐘。
(2) 選手需在大會宣佈開始組裝後，才能組裝機器人、撰寫程式，並可在比賽場地進
行測試。組裝時間結束時，所有選手必須將機器人放到大會指定位置，由裁判進
行機器人的組裝審核，並進行比賽。高中職組的機器人在審核時，需由裁判團當
場隨機指定起點測試，依據色塊標記走至少兩個以上的十字路口，始算審核通
過，才能進行比賽。
(3) 每梯次比賽均有二回合，第一回合結束，有 10 分鐘時間維修機器人(包括下載程
式、更換零件等) ，兩回合取最佳成績排名。
(4) 參賽選手應善盡保管機器人之責，組裝時間內如因保管不良、意外碰撞掉落或其
他因素而致機器人故障、或設備故障無法下載，組裝時間不予延長，但經選手當
場向裁判團反應且獲同意者除外，若選手未在當場提出或提出未獲准仍不予延
長。
(5) 組裝時間結束後，選手不得再對機器人所有的組件進行調整或置換（如下載程
式、換電池等）
，亦不得要求暫停，但在每回合開始前，若選手不慎弄壞機器人，
經裁判同意，允許現地整修機器人一分鐘，但不得再增加或減少任何零件，亦不
得下載程式。

5.

比賽場地：
(1) 各參賽隊伍必須於主辦單位所指定的區域（每隊一個位置）進行機器人的組裝與
程式撰寫，除選手、大會工作人員與大會特許之人員外，其他人員不得進入比賽
區域。
(2) 所使用的道具與比賽場地以大會現場所提供為準。

6.

在比賽期間，裁判團擁有最高的裁定權。裁判團的判決不會也不能再被更改，裁判們
在比賽結束之後也不會因觀看比賽影片而更改判決。

7.

如果裁判判定某隊喪失比賽資格，則該隊之機器人就應立即退出比賽，且該回合成績
不予計算。

8.

參賽隊伍在比賽時如違反大會規定（例：蓄意破壞比賽場地或其他隊伍的機器人；使
用危險物品、或是有其他可能影響比賽進行之行為，或其他經裁判認定為違規之事項
者），則本大會有權決定取消該隊比賽資格或取消該隊參加該項比賽的權利！但如果
非蓄意破壞，而是因機器人組裝不夠牢固而被碰撞解體的話，不在此限。判定標準由
裁判認定。

9.

除操控選手一人之外，其他參賽隊員在裁判結算成績完成之前不得進入比賽場地。

10. 機器人在動作時，參賽隊伍不得以任何方式來妨礙或協助機器人，否則該回合不予計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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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參賽機器人需為自主式機器人，能獨力完成大會之指定動作，不得使用無線通訊或遙
控/線控系統控制機器人，否則以犯規論。
12. 參賽選手於比賽階段一律禁止使用任何通訊設備或通訊方式對非大會工作人員通
訊；亦嚴禁場外人員與參賽選手以任何方式交談或溝通，違者經制止不從則取消參賽
資格。若確有需要，可由選手向裁判報告後，由大會代為轉達，或在大會工作人員陪
同下與其他人通訊之。手機於進比賽會場時皆需關機，電腦需關閉無線網路與藍芽裝
置，且不可有任何開啟舊檔的動作。
13. 比賽時若因大會的場地因素而導致比賽無法順利進行；或因突發因素而無法判定成
績；則由裁判判定是否重賽，選手不得異議，否則視為棄權。若是選手認為因大會場
地因素而影響其成績者，參賽選手得當場提出異議要求重賽，由裁判判定該回合是否
重賽，賽後提出則不予受理。若經裁判認定重賽時，則不論該回合有無過關，原來成
績不計，以重賽成績為準。
14. 選手如遇有任何疑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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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裁判團最終決議為準。
15. 大會對各項參賽作品擁有拍照、錄影、重製、修改及在各式媒體上使用之權利，各隊
不得異議。
16. 若本規則尚有未盡事宜或異動之處，則以比賽當日裁判團公佈為準。裁判團擁有對比
賽規則之最後解釋權力。
17. 參賽隊伍需於報到時向大會繳交一式六份的書面報告。參加决賽的隊伍則需進行口頭
報告。（報告書之規格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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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解釋
1. 「比賽場地」係為供機器人完成比賽白色之平面地板。所有的比賽場地的總尺寸不得
超過 1150mm × 2370mm。
2. 「軌跡線」係為分佈在場地中，寬 18 至 25mm 之黑線。除非另有特別說明，機器人
移動或行走其投影必須涵蓋指定路徑的全部軌跡線。
3. 「色塊」係為 50mm ×50mm 之正方形色區，其色度應介於比賽場地中所出現白色及
黑色色度之間。緊鄰著軌跡線之色塊係用於指示機器人以執行該比賽場地規則中所指
定的動作。機器人必須能被明顯辨別是否能判讀該色塊。
4. 「回合」係指某一特定的比賽時段，可能是計時賽或淘汰賽，每回合結束機器人可能
會得到一些獎勵分數。
5. 「場次」係指在某特定比賽場地下之回合集合，比賽場地規則係提供所有參賽隊伍公
平且公正的比賽機會。
6. 「賽程」係指在同一比賽場地下之所有場次集合。
7. 「操作員」係指在回合中，被指派為啟動並停止機器人之學生隊員。
8. 「比賽區」係指每個比賽場地之周圍區域，觀眾、教練、非比賽隊伍及比賽隊伍中非
操作員之隊員將不允許進入該區。
9. 「出界」機器人的上視投影離開軌跡線或機器人的輪胎全部落於軌跡的同一側，即判
定為「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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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組機器人射門賽
1、場地示意圖

2、比賽場地規格︰

(1) 機器人射門賽的場地大小為長 2370mm，寬 1150mm，底色為白色。底板上繪
有三條黑色的軌跡線（直線和弧線組成），線寬 18-25mm；綠色的射門線長
900mm 寬 200mm；紅色的起始區長、寬各 300mm（如場地示意圖）
(2) 球門︰底長 500mm、寬 200mm、高 200mm，採用壓克力製作成一個雙開口的
隧道狀球門。
(3) 球︰
比賽將使用 40mm 的黃色乒乓球及白色乒乓球。

3、機器人設計與器材要求︰
(1) 機器人尺寸︰全程比賽過程中，機器人的最大尺寸不可超過 250mm × 250mm
×2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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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機器人最多可使用 3 個感應器和 3 顆 9V 直流馬達(不得使用其他型式馬達)。
4、任務要求︰
(1) 比賽每回合為 90 秒。
(2) 設計製作一台機器人，從起點出發，在一回合時間內，沿著黑色的軌跡線（三條
軌跡線任意選擇）帶球前進，至射門區向球門內射球，機器人在射門區射球時，
每次只能射一顆球，但可以連續射球。射完球後，機器人須自行返回起始區。在
參賽隊員的操縱下，可繼續帶球至射門區射球。這樣循環往返直到該回合結束。
(3) 機器人從紅色起始區出發，出發前機器人任何一部分均不得超過起始區。
(4) 不限制機器人每次攜帶的球數，但機器人需回到起始區才能進行裝填。
(5) 機器人射門時，只能一次射一球，不得一次將一顆以上的球同時射出，否則將被
判定為任務失敗。
(6) 機器人必須沿著黑色跑道線前進，若機器人的投影完全離開跑道線，或機器人的
輪胎全部在跑道的同一邊，將被判定為任務失敗。
(7) 機器人必須到達綠色射門區才能射球，但機器人的投影不得離開或超過射門區，
否則該次射球不計分，且將被判定為任務失敗。
(8) 當裁判宣佈機器人違規或任務失敗時，操作員必須立刻停止機器人。
5、計分方法︰
(1) 任務得分︰
A.沿中間軌跡線帶球至射門區射球，並將球踢進球門內得 10 分。
B.沿左或右軌跡弧線帶球至射門區射球，並將球踢進球門內得 30 分。
D.於該回合時間內，機器人所完成的動作加上踢進球門內的總進球數換算得
分，即為該回合的成績。
(2) 任務失敗︰
A.機器人沒有踢進一顆球，則得分為零分。
B.機器人在回合結束後，所踢進的球不計分。
C.機器人如果在進行過程中，機器人的投影完全離開軌跡線、起跑區或投球區，
則判為任務失敗，但失敗前的進球數仍然有效。
D.機器人超過射門區或不在綠色射門區內射門，則該次進球將不計分。
(3) 射進球的定義：射出的球完全越過球門線進入球門算得分。時間終了時，以在球
門線內的球數計分。如果投進的球又滾出球門，則分數不算；如果原先沒進的球
被後投的球碰進球門也算進球。如果球恰巧停在球門線上不算分（以球接觸地面
的點為準），如果很難判別，則以裁判判定為準。
(4) 二回合比賽以得分較佳的總成績做為排名依據。若二回合比賽均未獲成績，則該
隊成績為零分。
(5) 若最佳成績得分相同，則以次佳成績排名。若次佳成績相同，則以重量排名（含
電池，重量輕者排名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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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組機器人探險賽
1、場地示意圖

2、比賽場地規格︰

(1) 機器人探險比賽的場地大小為長 2370mm，寬 1150mm，底色為白色。底板上
繪有黑色軌跡線，線寬 18mm。（如場地示意圖）。
(2) 機器人進行軌跡由直線、弧線、直角轉彎線、交叉線等幾種軌跡線組成。
(3) 場地設施主要由起始區、斜坡、草地、河流、氣球、加油站及終點區等組成。
A.起始區 300mm x 250mm，終點區 500mm x 250mm。。
B.斜坡︰底長 500mm、寬 250mm、高 75mm、上下坡等長。

C.草地︰長 500mm、寬 2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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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河流︰由 5 條平行擺放的，長 255mm、 寬 15mm、高 12mm 黑色樂高積木
(4 塊 2x8 的樂高磚塊積木) 組成障礙線，線間距為 125mm。

E.氣球︰紅色，直徑 200-300mm。

F.加油站︰由直徑為 30mm 的兩個圓形色塊組成，色塊的間距為 250mm。

2.機器人設計與器材要求︰
(1) 機器人尺寸︰全程比賽過程中，機器人的最大尺寸不可超過 250mm × 250mm
×250mm。
(2) 機器人最多可使用 3 個感應器和 3 顆 9V 直流馬達(不得使用其他型式馬達)。
3、任務要求︰
(1) 比賽每回合為 2 分鐘。
(2) 設計製作一個機器人，從起點出發，在 2 分鐘時間內，沿著一條規定的軌跡線前
進，並透過各種障礙，到達終點時將氣球刺破，完成全部任務。
(3) 機器人從起始區出發，出發前機器人任何一部分均不得超過起始區。
(4) 機器人經過加油站時，必須閃燈 2 次。
(5) 機器人如果在進行過程中，機器人的投影完全離開軌跡線或場地設施，則判為任
務失敗。
(6) 經裁判判定機器人任務失敗或判定已無法完成比賽或 2 分鐘時間已到，則該回合
比賽結束，選手應立刻停止機器人，並計算已完成之任務得分。
(7) 機器人進入終點區時，只要能讓終點計時器停止計時即算完成比賽，與有無刺破
氣球無關。
(8) 刺破氣球用的針為 1×2 的有洞橫桿與針黏著固定，由大會提供。
(9) 當裁判宣佈機器人違規或任務失敗時，操作員必須立刻停止機器人。
4、計分方法︰得分分為「任務得分」及「時間得分」。
(1) 任務得分：機器人必須依順序且明確完整地完成一個任務（如通過斜坡、草地、
河流、加油站、刺破氣球等）始能得分。每項任務的得分必須建立在前一項任務
得分的基礎上。
A.越過斜坡：25 分。
B.越過草地：25 分。
C.越過河流：25 分。
D.刺破氣球：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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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時間得分：2 分鐘內完成所有任務抵達終點並讓計時器停止，才能得到「時間得
分」。 時間得分的計算為 120 秒減去所用掉的秒數（取至百分之ㄧ秒）
。例如：
機器人完成的時間是 60.25 秒，則「時間得分」為 120－60.25 = 59.75。
(3) 未完成比賽的定義如下︰
A.機器人僅完成其中幾個任務就失敗，或被判定機器人已不可能完成全部任務
到達終點，或 2 分鐘時間到仍未完成所有任務，則屬未完成的比賽。已完成
的任務可以得到「任務得分」，但不給「時間得分」。
B.機器人沒完成任何任務，則為零分。
(4) 若二回合比賽均未獲成績，則該隊成績為零分。
(5) 每一回合的總成績為「任務得分」加上「時間得分」，二回合比賽以得分較佳的
總成績做為排名依據。若二回合比賽均未獲成績，則該隊成績為零分。
(6) 若最佳成績得分相同，則以次佳成績排名。若次佳成績相同，則以重量排名（含
電池，重量輕者排名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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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組機器人軌跡迷宮夾罐賽
1、場地示意圖

2、比賽場地規格︰

(1) 機器人軌跡迷宮夾罐賽場地為一塊長 2370mm，寬 1150mm 的白色底板，底板
上繪有縱橫相交的黑色軌跡線，組成 5×10 交叉點的長方形格子。3 個機器人起
始區／終點區，和一個罐子存放區域與長方形格子以軌跡線相連接。
(2) 軌跡線為黑色，其每條線寬為 18mm。每兩條縱或橫的黑色軌跡線之間的距離為
200mm、寬 100mm。
(3) 縱橫黑色軌跡線相交處，放置 50mm x 50mm 的「色塊標記」，做為指示機器人
直走或轉彎的標記。「色塊標記」的色度介於比賽場地中所出現白色及黑色色度
之間。「色塊標記」為比賽當天當場背膠貼上去，因此將會有約 1mm 的凸起。
用於指示機器人執行該比賽場地規則中所指定的動作。機器人必須能識別這些色
塊。
(4) 場地上每個起始點（終點）區域的面積為 250mm ×250mm，罐子存放區域的面
積為 500mm ×250mm，放置三個可樂罐(350ml 未開瓶鋁罐)，擺放位置如圖示。
與世界同步 和科學共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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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機器人設計與器材要求︰
(1) 機器人尺寸︰長寬高皆不可超過 250mm。
(2) 機器人最多可使用 3 個感應器和 3 顆 9V 直流馬達(不得使用其他型式馬達)。
4、任務要求：
(1) 比賽每回合為 3 分鐘。
(2) 設計製作一個機器人，在 3 分鐘時間內從起點出發，沿著軌跡線移動，根據場地
中的色塊標誌決定遇到交叉點該直走或是轉彎，到達罐子存放區，將一個罐子搬
回起始（終點）區，返回時要根據場地中的色塊標誌決定遇到交叉點該直走或是
轉彎。
(3) 機器人必須沿著軌跡線進行，在行至交叉路口時按照下列表格要求，根據色塊指
示進行。
左邊色塊
右邊色塊
機器人動作
沒有
沒有
向前
有
沒有
左轉
沒有
有
右轉
有
有
向前
(4) 機器人必須注意忽略交叉線後面的色塊。

(5) 機器人從起始區出發，出發前機器人任何一部分均不得超過起始區。
(6) 機器人的起始區域、終點區域及場地內交叉軌跡線、色塊貼放的數量與位置標
示，初賽時由大會於賽前 30 天公佈；決賽時，於比賽當天公佈且全程使用。
(7) 當機器人無法按照某色塊執行指定的動作時，即判定為任務失敗。
(8) 經裁判判定機器人任務失敗或判定已無法完成比賽或 3 分鐘時間已到，則該回合
比賽結束，選手應立刻停止機器人，並計算已完成之任務得分。
(9) 當裁判宣佈機器人違規或任務失敗時，操作員必須立刻停止機器人。
5、計分方法︰得分分為「任務得分」及「時間得分」。
(1) 任務得分：機器人必須依順序且明確完整地完成一個任務始能得分。每項任務
的得分必須建立在前一項任務得分的基礎上。
A.成功通過每個十字路口，得 10 分。
B.成功夾到可樂罐，得 30 分。
C.成功夾到可樂罐並放回規定的終點，得 50 分。
機器人必須依「色塊標記」所指示的方向通過交叉路，始算成功通過，始給予「任務得
分」。
(2) 時間得分：3 分鐘內完成所有任務，才能得到「時間得分」
。 時間得分的計算為
180 秒減去所用掉的秒數（取至百分之ㄧ秒）
。例如：機器人完成的時間是 60.25
秒，則時間得分為 180－60.25 = 119.75。
(3) 未完成比賽的定義如下︰
與世界同步 和科學共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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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機器人僅完成其中幾個任務就失敗，或被判定機器人已不可能完成全部任務
到達終點，或 3 分鐘時間到仍未完成所有任務，則屬未完成的比賽。已完成
的任務可以得到「任務得分」，但不給「時間得分」。
B.機器人沒完成任何任務，則為零分。
(4) 每一回合的總成績為「任務得分」加上「時間得分」，二回合比賽以得分較佳的
總成績做為排名依據。若二回合比賽均未獲成績，則該隊成績為零分。
(5) 若最佳成績得分相同，則以次佳成績排名。若次佳成績相同，則以重量排名（含
電池，重量輕者排名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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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賽比賽規則
1.

主題：我的人形機器人

2.

競賽要求：

(1)

(2)
(3)
(4)
(5)
3.

參賽選手根據大會提出的題目要求，在學校、家中、校外機器人工作室、實驗室
裡，以個人或小組的方式，在導師的指導下，進行人形機器人工程創意、設計、
研製，最後以機器人工程創新成果的方式進行展示並參與競賽活動。
人形機器人要有人或人的某個部份的外形、特徵、行為和功能。
器材要求：必須使用 LEGO® RCX 或 LEGO® NXT 控制器，結構器材除可以使用
LEGO®積木外，也可以使用其它材料與零件。
參賽機器人的最大尺寸為長 1.5m × 寬 1.5m（高度不限）。
機器人創意比賽的現場參賽程序為：現場佈置、機器人的組裝與調整測試、研究
項目展示和接受裁判的評審與提問。
每個參賽隊伍在(八月 XX 日前，已郵戳為憑)，必須向裁判團提交一份項目研究報告、
不同角度外觀彩色照片、使用材料清單和完整程式設計（程式設計可以使用圖形或圖
表來呈現）
，使用的程式語言不限（以上材料也可以用光碟的方式提供）
。凡是參賽選
手不提交以上資料，或提交資料不完整者，將在評審時扣除一定分數。

4.

參賽選手要為自己的參賽展示項目製作一塊高 120 公分、寬 90 公分（一律直立式）
的研究項目介绍展示板，供展示時使用。

5.

選手項目講解與表演的時間不得超過 5 分鐘。

6.

機器人創意比賽項目的評分標準：

(1)

創造力（選手在以下方面是否顯示了創造力和獨創性）

▲解决問題的方法。
▲數據的分析和使用。
▲設備的使用和設計。
(2)
整體設計與製作精緻，申報資料齊全。
要求參賽的機器人工程設計成果、機器人創意設計作品的結構設計，符合科學原
理；作品外觀表現力强，具有一定的藝術美；申報資料齊全，整理有緻。
(3)
表達與操作
演示操作安全、熟練、可靠，能完成整體設計要求；
展示板内容和口頭表達清晰、有調理、有吸引力；
參賽選手不是簡單地完全靠記憶表達，陳述應反映出對原理的深入理解。
(4)
團隊精神
團隊的每位選手在項目研究中都有自己的研究任務，並做出實質的貢獻；團隊的
每位選手都参加了整個項目的研究過程，並對項目研究的全部過程、技術内容完全
了解；項目成果是由團隊全體成員合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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