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大賽
南投縣校際盃選拔賽
─ 企劃書 ─
壹、活動簡介
「2017 年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大賽」為一項培育學生對科技機械的應用與提
升學生對科學教育之能力，目的便是藉由電腦資訊及科學原理之融合運用，來
激發學童對科技的理解與想像，也同時讓台灣未來欲推動的 12 年國教課程內容
可以變得更多元且更全面性的發展。
全球共 55 國家參與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大賽，自 2004 年已有十多年歷史，
台灣玉山機器人協會邀請各單位共同舉辦國內各級選拔賽。2017 國際奧林匹亞
世界賽將在哥斯大黎加-聖荷西舉行，國內各縣巿校際盃比賽將在 6~7 月舉辦，
全國選拔賽也將在 8~9 月舉行，選拔出我國代表隊赴哥斯大黎加-聖荷西參賽。
每年台灣代表隊參加國際賽項目競賽、創意賽、足球賽及進階挑戰組(大專組)，
在世界賽中表現相當卓越，於各項目屢獲大獎。優異成績更是受到總統、副總
統的重視與表揚，這項國際性的比賽活動儼然已成為台灣重要國際賽事之一。
貳、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南投縣政府教育處
二、主辦單位：國立竹山高級中學
三、協辦單位：南開科技大學、台灣玉山機器人協會
參、活動目的
一、提昇基礎科技教育：以「電腦及科技應用」為基礎的「機器人大賽」，藉
著電腦機器人的組裝過程中瞭解機械、自動控制及電腦程式等知識，提昇
整個基礎的科學與科技教育，強化中小學生未來的競爭力。
二、機器人創意教育融入各科教學：加強學生電腦邏輯及問題解決的能力，推
廣科學與電腦結合的建構式教學理念，讓學生學以致用，以達到啟發學生
多元智能的目標。
三、啟發學生創意，強化世界級的競爭力：加強培養新世紀科技人才，藉由機
器人比賽活動即早儲備世界級的實力。
四、強化學生整合運用能力，培養學生宏觀的國際視野：藉由國際的科技競賽
活動，讓我國選手於國際舞臺上展現創意科學及團隊精神的優秀成果，增
進我國選手的世界觀。

肆、活動日程：
2017 年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選拔賽：
比賽項目
日期
縣市校際盃選拔賽

106/6 ~ 106/8

全國總決賽
世界盃大賽

106/9/9~9/10
106/11

地點
基、北、新北、桃、竹、苗、中、
彰、投、雲、嘉、南、高、屏、
花蓮
台中教育大學、台中教育大學附小
哥斯大黎加-聖荷西

伍、活動內容：
一、機器人競賽活動：
（一）活動目的：藉由團隊的合作活動表現來強化學生的表達、溝通及分享
與尊重，及團隊合作的基本能力
（二）活動時間：106 年 7 月 19 日(星期三)
（當天時程安排將視實際報名隊數再作調整）
。
（三）地點：國立竹山高級中學活動中心
（四）類別：競賽、創意賽
（五）參與對象：以南投縣公私立學校師生為對象
1. 競賽：分高中職組、國中組及國小組。
(1) 高中職組：高中、職一至三年級學生。
(2) 國 中 組：國中一至三年級學生。
(3) 國 小 組：學齡前兒童與國小一至六年級學生。
2. 參與人員：由 2 ~ 3 名學生及一名教師（教練）為基本成員。各隊選
手於報到檢錄時須繳驗報名表正本以及學生證（高中職組、國中組）
或貼有照片之身分證明（國小組）；教師（教練）檢附身分證明文件
（證件上需含個人照片及身分證字號），驗畢歸還。未攜帶上列文件
者，應於競賽結束前補齊，未補齊者取消參賽資格，不得異議。
（六）報名
1. 報名時間：民國 106 年 6 月 5 日(一)至 106 年 6 月 30 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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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報名方式：一律採線上報名，網址 http://www.era.org.tw
由台灣玉山機器人協會提供網站報名平台。
3. 如選手姓名於網路報名時輸入錯誤，務必於參賽指導老師（教練）賽
前 Q&A 以前以書面提出，嗣後概不受理更正選手姓名錯別字。
（七）比賽項目：依照 WRO 國際賽務組提供該年度國際標準題目。
（八）比賽器材：比賽隊伍需自備電腦及一套比賽標準器材。
（請參考比賽規
則）。
（九）比賽規則：請參閱「2017 年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大賽比賽規則」。
（十）評審方式：
1. 由活動承辦單位聘請相關專家組成裁判團，分組評審。
2. 錄取：依分組分開排名，各組取前三名。
3. 比賽進行方式與評分標準，由裁判團依據比賽規則決定。
4. 比賽結果將公佈於
(1)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網站。
(2) 本次競賽活動臉書粉絲團。
(3) 台灣玉山機器人協會 http://www.era.org.tw。
（十一）獎勵：
1. 名額：依比賽成績分別錄取各組前三名。
2. 獎狀：得獎隊伍頒發每人獎狀乙紙。
3. 獎牌：前三名隊伍之隊員可獲頒個人獎牌乙面
4. 優勝獎狀：除前三名外，比賽成績在該組前二分之一者，可獲頒優勝
獎狀乙紙。
（十二）申訴：
1. 比賽爭議：在規則上有明文規定者，以裁判團判決為終決，有同等意
義之註明者，亦不得提出申訴。
2. 合法之申訴：應由指導教練簽字蓋章，用書面（見附表）向審判委員
會正式提出，以裁判團之判決為終決。
3. 有關競賽上有發生之問題時應向裁判長口頭提出，但仍須照規定於競
賽結束前補具正式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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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項比賽進行中，各指導老師（教練）及選手不得當場直接質詢裁判
二、參賽指導老師（教練）賽前 Q&A：（賽前一天）
（一）目的：協助各隊伍指導老師（教練）釐清比賽規則。
（二）時間：106 年 7 月 18 日(二)下午 2:00~3:00 開放詢問。
（三）地點：國立竹山高級中學活動中心。
（四）與會資格：各參賽隊伍之指導老師（教練）。
（五）備註：教練若有規則上的問題，可於指定時間內至活動中心詢問現場
工作人員。
三、活動成果發表：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資料處理科將成立本賽事活動臉書粉絲團，加強競賽前
後宣傳推廣。
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wronantou/ （WRO 南投縣校際盃）
陸、晉級 2017 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大賽全國總決賽資格：
一、為鼓勵擴大參與，各縣市校際盃分別依各組報名隊數決定晉級 2017 年國
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大賽全國總決賽之參賽權名額。各組報名滿 5 隊以上，
每 15 隊取 1 隊晉級全國總決賽，如參賽不足 15 隊，則以該組第一名晉級
選拔決賽。若未滿 5 隊，但分數兩回合皆滿分亦可晉級（以一隊為限）
。
報名每超過 15 隊未滿 30 隊，若隊數過半，則增加一隊晉級。
（例如：1~15
隊取 1 隊晉級；16~22 隊不增加晉級名額；23~30 隊則增加 1 隊晉級；以
下類推）。
二、晉級全國總決賽之隊伍其校際盃比賽總成績不得為零。
三、晉級全國總決賽之隊伍或其隊員與教練，須符合選拔賽所訂定之參賽資格
（如分組之年齡限制等）
。不符合之隊伍將喪失其晉級資格，缺額由校際盃
比賽成績次一名之隊伍遞補。
四、晉級全國總決賽之隊伍中如有應屆畢業生於全國總決賽時，已逾該分組之
年齡限制，則該隊員喪失晉級資格；若導致該隊隊員不足 2 名，則該隊喪
失晉級資格，缺額由成績次一名之隊伍遞補。
五、晉級全國總決賽之隊伍，其組成之隊員不得以任何理由更換，違者將取消
其晉級資格。
六、全國總決賽之主辦單位保有對晉級總決賽隊伍之最終解釋權力。
柒、活動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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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彰顯創意科學教育多元化、國際化及推廣價值。
二、強化國內學生於『生活科技與自然科學領域』中整合運用能力。
三、培養國內學生宏觀的國際視野，同時增進臺灣選手的世界觀。
四、推廣建構式教學理念，提昇高中職資訊科技教育、國中、國小科技教學領
域，豐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科技領域課程內容，讓學生學以致用，達到
啟發學生多元智能的目標。
捌、計畫分工
一、國立竹山高級中學：
（一）提供活動場地。
（二）活動公關及活動宣傳。
（三）協助發公文邀請南投縣高中職及國中、小學參與。
（四）部分活動經費支援。
（五）賽前與比賽當日行政/人力支援。
二、南投縣政府：
（一）頒發得獎獎狀（包含前三名，總成績達前 1/2 者另頒發優勝獎狀）。
三、台灣玉山機器人協會：
（一）活動設計與企劃。
（二）賽程、賽務安排籌備。
（三）比賽道具製作。
（四）比賽規則提供與技術諮詢。
（五）活動公關及媒體宣傳。
（六）裁判團之邀請。
（七）國際賽聯絡與協調。
玖、計畫聯絡人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實習處林翰昌主任 cs20101@gm.cshs.ntct.edu.tw
049-2643344 分機 282
【台灣玉山機器人協會】：陳郁婷 hana@era.org.tw
02-2729-8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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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國際奧林匹亞
南投縣校際盃選拔賽
- - 報名表 - （僅供參考，所有隊伍均需於競賽網站完成線上報名及傳真）

*為必要欄位，每隊參賽學生 2-3 位

＊隊伍類別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學校名稱
＊隊伍名稱

(無判斷名稱重複的機制)

＊隊伍密碼
＊指導老師姓名
＊指導老師電子郵件信箱
＊指導老師聯絡電話

(最好留手機號碼)

＊學生 1 姓名
＊學生 1 電子郵件信箱
＊學生 1 聯絡電話
＊學生 2 姓名
＊學生 2 電子郵件信箱
學生 3 姓名
學生 3 電子郵件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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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必留下隊長的手機號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