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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須知： 

隊伍必須服從以下所有列出的規則及要求，還有所有第一部分所列舉的項目。任何大賽規則項目的更新都會公告

在網站上 FTCFORUM.USFIRST.ORG。論壇的判決信息將會優先於本賽季的手冊。 

更新歷史 

標次 時間 內容 

0 2014/10/10 中文版規則正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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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賽事 

1.1 賽事導覽 

這個部分是在描述 2014-15 的 FIRST® 科技競賽，名為 CASCADE EFFECT（層疊效應），以下條列出比賽規則以

及比賽內容的定義。而條款中的斜體也會另外的在此手冊中定義。 

1.2 賽事描述 

每場 比賽 會在 比賽場地 上進行（下圖所示）並且由兩方聯盟– 一邊“紅隊” 以及另一邊 “籃隊,” 組成

每場 比賽 的兩個隊伍。賽事的其中一向目標是透過將塑膠球– 有小的也有大的–放置進多個位於中央結

構 （中央球筒）的 球筒 之中進而比另一方 聯盟 取得更高的 分數 。賽事分兩階段進行：自主時間 以及 遙

控時間。 

比賽  會先從 30 秒的 自主時間 開始，必須完全仰賴事先撰寫好的程式控制。在 自主時間  開始之前，中央

球筒 會旋轉到三個指定位置中的其中一個。每當 機器人 達成了以下任務：自主地將 球 放置到 滾動球筒  

或是 中央球筒 之中、機器人 離開 斜坡道  ，釋放 支架 （以及釋放球到比賽場地），以及移動他們的滾動

球筒  到他們的 聯盟 的 停放區。 

接下來是為時兩分鐘的 遙控時間  。 機器人  的任務是收集 球  並且將他們投入 滾動球筒  之中。投入 球 所

得到的分數將由 球筒高度和球柱高度所決定（分數到每場結束後計算）。 

 

最後 30 秒的 遙控時間 是賽末時間。機器人 在 賽末時間 可以同時在 中央球筒 以及 滾動球筒 投 球 得分。

隊伍也可以透過在結束前將 滾動球筒 以及 機器人 （個別或是都）移回  聯盟 的停放區而得到額外的分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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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規則定義 

接下來的定義是用來規範以下的規則。 

聯盟 – 一個聯盟由兩支隊伍所組成，分為 “紅隊”聯盟 和 “籃隊”聯盟。 

聯盟區域 – 遙控者 以及 教練  能在比賽過程中走動的指定區塊。 

區域 – 由比賽場地外緣垂直投影出來的空間（由電工膠帶圍繞，包括球筒，場地外緣由夾板組成的牆面等）。

邊緣（電工膠帶，前面以及標注記號等）是被定義為 區域 以內的一部分。 

自主時間 – 一段 30 秒的時間，讓 機器人 只能依靠感應器的輸入以及隊伍事先將撰寫好的指令程式上傳到 機器

人  內建控制裝置上。這段時間內人為的控制是禁止的。 

球 – 比賽中得分的元件。 球 有兩種尺寸： 大球 有 40 顆， 小球 有 120 顆。只有當  球 進到 球筒 中才能得到分

數。  

發球機 –  兩個位於 中央結構體  用來在比賽開始前存放 球  的地方。每個 發球機 都有一個由每個 聯盟 專屬的 

支架  作為釋放 球 的機關。 

球柱高 – 從底部到 球柱 放滿 球 的頂部測量出來的距離。也就是計算放置了多少 球 的數目的依據，用來計算最

後每個 球筒 的 得分 。  

球筒– 用來接收 球 並 得分 的裝置。為半透明圓管且各 聯盟  都有不同高度的 滾動球筒。 

阻擋– 防止 機器人 進入 聯盟 的 斜坡道 、停放區、或是 球筒 等等的裝置。藉由移動 機器人 或者是 滾動球柱 

阻擋去路。 

中央結構體 –中央結構體 是由 發球機 、 支架 、 中央球門  所組成的，並且由塑膠基板以及邊條支撐。 

中央球筒– 每個 聯盟 都有所屬聯盟顏色的 中央球筒。最高點離 比賽場地地板 120 公分。 中央球門 位於 中央結

構體  的上方並且為固定不移動的結構。 

競賽區域– 容納所有 比賽場地 、 聯盟區域、計分桌，以及官方舞台。 

控制/控制中– 如果一個物體是跟隨著 機器人 的行動、受 機器人 的行動所控制可以被定義為 控制中 。例如： 

穩定在 比賽場地 上推動或著是直接 抓著 球。當球正在被 機器人 控制 的時候將會被視為 機器人 的一部分。機

器人 運行中如果 控制  數量限制以上的 球 ，在沒有被判定為收集/引導/群聚 球  的情況下是被允許的。 

無效 – 如果裁判判定一個  機器人 在 比賽 中 無效 ，他/她會要求隊伍將他們的 機器人 行駛到 比賽場地 的中立

地帶 ，並且將控制器放置在 聯盟區域  內。 

失格– 被判定 失格 的 隊伍除了機器人判定無料外，且不會得到任何積分（也不會有基本分數）。 

控制的隊伍 – 由三位代表，兩位 操作員 以及一位 教練 ，必須為合法於 FIRST 登記過的個體。 

操作手– 一名還未就讀大專院校的隊伍成員，負責遙控 機器人 ，必須配戴 “操作手” 的識別證。 

教練 – 一名成人或是學生的顧問，必須配戴 “教練 ”的識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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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時間– 為時兩分鐘，由 操作手 遙控 機器人 的時間。 

終場階段– 為時 30 秒，由 操作手  的 遙控時間。 

場地管理系統 Field Control System (FCS) – 場地管理系統 是在比賽過程中負責 操作手 與 機器人  之間溝通的電腦

設備。 

場地元件– 以下列舉之物件通稱為 場地元件 ：斜坡道、中央構體、滾動球筒。請參照 得分要件。 

球筒– 機器人 將 球 放入爭取分數的區域。 

在場內/完全在場內– 所有跨越邊牆垂直投影範圍內的物件將被定義為在場內，而在這範圍之內的物件則是被定

義為完全在場內。  

意外– 被裁判判決為非有意圖之行為將會被判定為  意外 。 

無關緊要–被裁判判決對比賽之得分、計分沒有影響的行為將會被判定為 無關緊要。  

禁止進入區–由所屬聯盟 顏色所劃分，包含了 斜坡 / 平台 的 區域。  

禁止進入區是為了防止對手 聯盟 的機器人 以及 滾動球筒 的入侵所設置的。 

支架– 由 聯盟 識別顏色所標註的 PVC 管，用來做為比賽開始時 機器人 用來釋放 球 的機關，也是為了在比賽

開始前能將  球  固定在原位。  釋放 支架 的定義為 機器人 把 支架  於 發球機 上完全分離。 

回合– 一個回合是由 自主時間  開始，然後緊接著 遙控時間 共兩分三十秒(2:30)。 

離地– 機器人 被裁定為  離地 的條件為完全沒有與 比賽場地 實質地接觸。機器人 或球筒可由其他 機器人 、 場

地元件 或得分元件支撐。 

在上面/ 完全在上面– 在上面  代表有接觸或者是被其他物品、表面 支撐 著。完全在上面 代表完全被其他物品、

表面 支撐 著。 

停放區 – 比賽場地  中位於 聯盟區塊 前方的 場地 。可以用來放置 機器人 或是 滾動球筒得分的區域 。 

懲罰– 在違反比賽規則項目，由裁判判定之後的後果補償。懲罰的內容將會是沒有遭受 懲罰 的 聯盟 得到額外

的分數，有 小懲罰（10 分）與 大懲罰（50 分）之區別。懲罰 的積分可因細節的裁定而有倍數增加的可能。.  

牽制– 在對方機器人接觸場地邊牆或一個以上場地物件或另一台機器人時，使對方機器人無法移動。 

比賽場地– 依照大賽規定，包括了所有 場地元件 ，涵蓋了 3.66 公尺 X 3.66 公尺（12 尺 X  12 尺）的範圍。  

場地地板– 比賽場地 中覆蓋場版的範圍。包過了任何膠帶或是標示記號。  

斜坡/平台– 位於 聯盟區域 右側角落的空間。機器人 每回合將由此處開使移動，也是在賽末時間機器人與滾動

球筒得分的地方。平台面積為 61 公分 X 61 公分 （2 尺 X 2 尺）。斜坡板 則是包括了連接的 平台 與斜坡。詳細

請參照場地圖。  

機器人– 任何通過審查檢驗由隊伍成員在比賽 回合  開始前放置在 比賽場地 上的機械機構。詳細的 機器人 規格

說明請參照第一部分的比賽手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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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動球筒– 每一個 聯盟 都有三種顏色的 滾動球筒，高度分別為 30 公分、60 公分、90 公分。滾動球筒 可在任

何時間點在場地上移動或是被移動到  聯盟 的斜坡板 或是停放區域上。 

得分 – 隊伍透過 機器人、球、滾動球筒 在自主回合結束和比賽結束時的位置為所屬 聯盟 所得到的分數。 積分

在以下列表做進一步說明： 

比賽時間 自主時間 遙控時間 賽末時間 

得分方法 時間結束 最終得分 

由平台行駛到比賽場地地板 20 分   

釋放支架 30 分   

自主將球投進滾動球筒 30 分/每球   

自主將球投進中央球筒 60 分   

將滾動球筒移動到停放區 20 分/每球   

30 公分滾動球筒進球  1 分/公分 

60 公分滾動球筒進球  2 分/公分 

90 公分滾動球筒進球  3 分/公分 

機器人/滾動球筒進入停放區   10 分/物件 

機器人/滾動球筒完全離開地板   30 分/物件 

中央球筒的進球   6  分/公分 

 

得分元件 – 球 以及 滾動球筒為今年的得分元件。 

支撐/被支撐– 負擔部份或是全部的重量。 

隊伍 – 由 FIRST 合法登記的大專院校學齡前的學生、導師、或是輔助人員組成。 

傾倒– 滾動球筒 如果頂部接觸到地面或是底座與地面角度超過 90 度將會被定義為 傾倒  。在很接近 90 度但沒

有工具的情況下很難判定（角度無法判定）將會判為未翻覆，如示意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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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3 範例將會被判定為傾倒 

圖 4、5、6 範例將會被判定為未傾倒 

設陷– 阻止對方 機器人進入或是離開 比賽場地 上某區域，為時一段時間。 

1.4 比賽內容 

比賽 是由多個總長兩分三十秒的時段組成 (2:30)。 在 比賽 開始前 遙控 隊伍 必須完成第 1.4.1 節所條列之 基

本機器人設定步驟 。回合 將由 30 秒的 自主時間  開始，接著是兩分鐘的 遙控時間 。最後 30 秒的 遙控時間 

為 賽末時間。在比賽結果出來之後裁判會填寫積分紀錄並且請隊伍成員簽名，再請各個隊伍帶著 機器人 離

開比賽場地。  

1.4.1 比賽前 

隊伍可以將機器人以任何方向放置在場地之中除了下列的幾項規範： 

1.  機器人必須從他們所屬的聯盟平台上或聯盟的停放區開始比賽。 

2. 聯盟的平台上以及停放區上只能各放一台機器人。 

3. 機器人不可超越比賽場地邊牆的外圍。 

4. 從停放位置啟動的機器人必須依靠著比賽場地邊牆。 

每支隊伍會收到一組辨識所屬聯盟的標示旗幟。旗幟必須如機器人守則裡所說明的方法配置在機器人上

<RG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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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動球筒放置的位置在角落，如第一頁場地圖所示，在每個聯盟的右側前方。 90 公分高的滾動球筒在角落，60

公分的球筒靠近聯盟斜坡、30 公分高的球筒靠近對方停放區那側。 

大球與小球為平均分配放置在發球機裡頭，並且放置一支架。 

每一隊可以選擇使用一大一小共兩顆的自主球，在比賽前由任何一位操作選手放置於機器人上與之接觸。自主

球可以接觸比賽場地或是斜坡板/平台，但是同一時間內只能與一台機器人接觸。聯盟旗幟以及自主球可以超出

機器人初始規定的尺寸空間。在比賽開始前，一台機器人最多可同時接觸兩顆自主球。自主球與比賽時使用的

球在規格上是一模一樣的。  隊伍可以選擇不使用自主球。未被使用的自主球將會由大會人員隨機的分配到發球

機之中。 

在隊伍將機器人放置在場地上並且將自主球填裝好之後，裁判會將中央結構體隨機旋轉到三個指定位置中的一

個。一對 IR 裝置在中央球筒中間的以便於隊伍辨識聯盟的所屬球筒。一旦中央結構體旋轉定位之後隊伍成員

就不能夠接觸機器人以及再做任何其他調整。 （參照規則 <G18>）。 

1.4.2 自主時間 

比賽由一段為時 30 秒的自主時間開始，機器人必須完全仰賴事先撰寫並上傳的程式達成比賽課題以得到積

分。 

自主時間結束後將會由下列幾種得分方法計算： 

 從平台行駛至比賽場地地板任何地區可獲得 20 分。 

 每放置一只滾動球筒到達己方聯盟停放區可獲得 20 分。 

 釋放支架（不管求有沒有掉落出來）將得到 30 分。 

 至少將一顆自主球放入任一球筒之中將獲得 30 分（算框不算球）。 

 將任何一顆自主球投入中央球筒之中可獲得 60 分。 

請記住不管是哪一聯盟完成了以上任務，計分都是以球筒及支架的顏色標記給予該聯盟分數。 

1.4.3 遙控時間 

在自主時間結果出爐之後，遙控選手方可拿起遙控器並開始準備接下來的搖控時間。機器人的任務是收集散

落的球並且將它們放進滾動球筒之中。球只要有接觸過比賽場地的地面後就能用來得分。自主時間沒有進球

的自主球可以在這個時間可以當作普通球。 這回合投進滾動球筒的球所累計積分將會由球柱的高度以及球

筒高度為依據。下表列出計算方以及每個球柱的最高積分： 

滾動球筒的高度 得分 最高積分 

30 公分 每公分得 1 分 27 

60 公分 每公分得 2 分 114 

90 公分 每公分得 3 分 261 

 

1.4.4 賽末時間 

最後的 30 秒的搖控時間為賽末時間。機器人可以對中央球筒進行投籃，也可將滾動球筒以及機器人完全的

移開場地內的原始位置停靠至停放區。在這之後機器人可繼續對滾動球筒進行投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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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比賽結束將以以下列舉方式給分： 

 每停放一台機器人到所屬聯盟停放區可得 10 分。 

 每停放一只滾動球筒至所屬聯盟停放區可得 10 分。 

 每一台機器人完全離開比賽場地地板可得 30 分。 

 每一只滾動球筒完全離開比賽場地地板可得 30 分。 

 投進中央球筒的球，每公分可得 6 分。 

注意：滾動球筒只會計算到最高計分標準（例如將它移回停放區）。 

1.4.5 回合結束後 

當比賽結束後，裁判會檢查機器人與滾動球筒的位置以及得分累積的高度。在這之後主判會指示各組操作員

進入比賽場地取回各組的機器人。隊伍必須將所有未得分的球放回比賽場地並且將標記機器人所屬聯盟的旗

幟交還給負責場地復原的工作人員。場復工作人員會接著替下一場比賽整理場地。 

1.4.6 懲罰 

懲罰的方式是在比賽結束後為未受懲罰的隊伍加積分。小懲罰是為對手（未受懲罰）增加 10 分的積分，大

懲罰是為對手（未受懲罰）增加 50 分的積分。  

1.5 比賽規則 

比賽的流程將由安全性規範 （<S#>），一般規範（<G#>）， 以及特別規範（<GS#>）所規範。處此之外還

有其重要的規範如機器人規範、審查規範、以及競技規範等（規範於比賽手冊的第一部份）。違反這些規範

除了懲罰也可能造成隊伍或是聯盟失去資格。  

1.5.1 安全規範 

<S1> 如果在任何時間點，機器人被判定為不安全或是會損害到比賽場地、其他機器人、地磚、或是外圍牆

壁時，裁判可判決機器人為無效的以及隊伍將失去資格。若要繼續比賽機器人必須再次通過大會審

查。 

注意：隊伍需注意機器人規範中關於機器人安全性問題的規範。 

<S2> 如果機器人在比賽途中的任何部分超出場地邊牆，且接觸到場外的物件將會被判地為無效並且延續到

剩下的比賽時間。持續違規可能導致失格。 

<S3> 如果隊伍中的任何成員被發現沒有佩戴護目鏡還有不露腳趾的鞋子，裁判將會對該隊員提出警告，如

果在 30 秒內沒有改進的話將會立即被判離場並且在接下來的回合時間裡不得替補。依據場地規則

<G19>，違反將被判離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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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一般規範 

<G1> 每回合開始前，每隻機器人必須確認合乎體積 45.7cm （18 英吋） 長 X 45.7cm （18 英吋）寬 X45.7cm 

（18 英吋）高。違反的機器人將會在當回合被判無效/關機並留在比賽場地上。定位裝置必須使用規範內

許可的零件與安裝方式，並符合初始尺寸的規定且比賽期間都保持在機器人上。 

<G2> 每支隊伍必須有兩位操作員以及一位教練。電子通訊裝置 （手機、無線電、Wifi、等等）在告知聯盟成

員隊員上場之後就禁止使用。第一次違反此規定將會給予警告，之後的違規將以小懲罰扣分或是失格。

任何有可能被誤認為違規物品的東西都不應帶進比賽場地。 

<G3> 在比賽進行中，操作員以及教練都必須停留在聯盟區域內。第一次違反此規定將會給予警告，之後的違

規將以小懲罰扣分或是當回合失去資格。因為安全緣由違反此規定將不會給予處分。 

<G4> 比賽中，操作員以及教練不能碰觸比賽場地以及場地內的物品。第一次違反此規定將會給予警告，之後

的違規將以小懲罰扣分或是當回合失去資格。碰觸場地及場內物品導致影響計分或是比賽進行則直接判

定失格。  

<G5> 比賽中，機器人的操作必須由操作手完成，使用大會提供之遙控器以及軟體。第一次違反此規定（如：

教練碰觸遙控器）將會給予警告，之後的違規將以小懲罰扣分或是失去資格。 

<G6> 在自主時間以及遙控時間結束之後，場地內所有物體都靜止之後就會開始紀錄成績。 

<G7> 機器人不可刻意讓零件脫落或是擅自將零件遺落在場地上。如果刻意的讓零件掉落影響到計分，將直接

給予大懲罰並且機器人會被判定無效話，隊伍也將被判失格。多次違反此規則將會在整場比賽中失去資

格。  

<G8> 除了得分元件外，機器人不可抓取、握住、破壞、或者是附著在任何比賽場地內的場地元件，此規範的

例外條件列舉在特殊規則（1.5.3）中。違反此規則將被判處大懲罰或失格。 

<G9> 本大賽禁止任何違反 FIRST 科技競賽精神之行為，如刻意設計破壞、絆倒、纏著對手機器人或是比賽場

地機關之意圖。但是 FTC 是個高互動的比賽，機器人之間的接觸以及防衛性動作在比賽中是可預期的。

機器人被絆倒、纏住、損壞都是正常比賽中可能的情形。如果碰到被絆倒、纏住、甚至是破壞的情形被

判定為蓄意的，違反規則支隊伍將會被判大懲罰並且失格。重複違反此規範將導致隊伍整場競賽中失

格。請參照規則<G19> 。 

<G10> 機器人不能將另一組機器人牽制或設陷超過 5 秒鐘。如果裁判判定隊伍違反此規則，違規隊伍每 5 秒鐘

就會被判處一次小懲罰，而犯規隊伍機器人也有可能被判處無效。一般來說，牽制或設陷的情形在自主

時間是可被忽視的，但是如果發現機器人的行為是刻意被程式所指引的將會被判以小懲罰，嚴重的話將

失去資格。在自主時間如果發生牽制、設陷對手的情狀，接下來的遙控時間犯規隊伍機器人必須在開始

時將機器人退離被困住的機器人，否則將以小懲罰懲處。如果裁判判決機器人牽制、設陷對手，違規方

必須指示機器人退讓距離對手機器人 0.9 公尺（3 尺）或是大約 1.5 格地墊距離。 

<G11> 聯盟及其機器人不可誘導他方聯盟做出犯規動作。被誘導聯盟的違規將被免除。策略性的誘導違反了高

上的專業精神，如果嚴重將會同以<G19>規則做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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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2> 機器人在設計上需在接觸、抓握場地物件的情況下易於與場地物件分離，避免使用場地控制系統的輔

助。機器人也必須能夠輕易的從場地中移除，避免使用場地控制系統或是破壞場地。違反此規則將會導

致小懲罰以及重新驗證機器人的規格，否則不能繼續參賽。持續違反此規則將會導致隊伍失格。 

<G13> 比賽開始時，每個聯盟的機器人必須參照第 1.4.1 的規範設置機器人。隊伍必須依照大會安排完全的站在

聯盟區域內（區域一或是區域二），以確保遙控器分配正確。 

a. 在資格賽的回合中，藍隊將優先配置聯盟的機器人。 

b. 在淘汰賽的回合中，種子序位較低的隊伍將優先配置聯盟的機器人。 

c. 隊伍刻意延遲比賽回合的開始將會被視為不高尚以及不專業的行為且會被處以小懲罰作為警告。持

續的違反此規範將會導致失去資格。 

<G14> 重新比賽必須由裁判長判定，且必須符合下列規定條件： 

a. 失效的場地元件並且對於聯盟的勝利造成影響。 

b. 在“可驗證”的情況下發現大會提供之 FCS 電腦、FCS 軟體、USB 接頭、或是遙控器的問題導致機

器人控制上的失常對於聯盟的勝利造成影響。 

c. 無線路由器的失常導致全部四台機器人的失常對於聯盟的勝利造成影響。 

機器人本身的失常不構成重新比賽的條件。隊伍自行造成的失誤，例如電池不足、處理器休眠超時、機

器人自身的硬體/電子/軟體失常造成的問題、以及機器人通訊上的失誤等等，都不構成重新比賽的條件。 

<G15> 在自主時間結束後，裁判在需要的情況下會重新安置、分離機器人，讓機器人有辦法進行接下來的遙控

時間。如果機器人的位置便於隊伍移動他們的機器人，裁判便會執行此權利。並且在場地技術指導的監

督且不會造成比賽的延遲的情況下可以重新將機器人開機。如果再重新調整後無法被控制將會在接下來

的比賽中失去資格。  

<G16> 場地及場地物件的誤差容忍度可以達+/-2.5 公分 （1.0 寸）。隊伍必須根據此設計他們的機器人。 

<G17> 機器人不能刻意地從場地移除得分或場地元件。如果得分元件和場的元件掉出場外，場地人員會儘快地

將計分工具或場地元件放回原處。違反此規範將會被處以小懲罰作為警告。持續的違反此規範將會導致

失去資格。 

<G18> 裁判將機器人都移動到起始位置後，隊伍就不能再碰觸機器人。違反此規範將會被處以小懲罰作為警告

且將會導致失去在自主時間得分的資格。 

<G19> 不可容忍的隊員或是機器人行為經過裁判裁定後，可被處以大懲罰甚至是失去資格。隨後的違規將導致

隊伍失去資格。勿可容忍的行徑抱括但不只限於：反复或公然違反遊戲規則，對操作手、教練、比賽人

員或事件參與者，並反复或公然的做出不文明或是危險的行為或行動。 

1.5.3 特別規範 

<GS1> 機器人ㄧ次不得操控超過五顆以上的球。倘若超過的話每一顆違規的球將會立即被判定為該聯盟的一次

小懲罰，再加上每一顆球每 5 秒計算一次為原則的情況下處以額外小懲罰。如果在違規的情況下進球，

每球處以兩次小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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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2> 球必須直接從比賽場地地板拾起才能作為有效的得分工具，以其他方式落入機器人機關中的球必須被釋

放回比賽場地地板後重新拾起才能用來得分。違反此規範將會被處以雙重小懲罰。 

<GS3> 比賽結束時，與機器人接觸的進球將不予計分。 

<GS4> 機器人可以在不違反其他規則的情況下對任何對手的球筒射籃。 

<GS5> 機器人不可將另一聯盟的機器人進球取出。如果發生，違規的機器人所屬聯盟將被判以大懲罰加上等

同於滾動球筒最高得分分數作為懲罰。請記住<GS14> 規則也可能在此被執行。 

<GS6> 自主時間中機器人只能用預先放在機器人上的自主球。如果機器人是以自主球以外的球投進球筒，自主

時間的計分分數將不採計，但是還是可以得到在斜坡/平台以及支架的分數。 

<GS7> 機器人在賽末時間開始前不可以對中央球筒投籃，如果投進，賽末時間中央球筒分數將不採計。 

<GS8> 機器人可以抓住他們自己聯盟的滾動球筒除了塑膠管的部分。允許在投球時偶然接觸或推，除此之外將

會被判定每 5 秒鐘做出一次小懲罰。 

<GS9> 機器人不可抓、拾起、握著或者是依附在對方聯盟的滾動球筒。違反此規範將會被處以小懲罰作為警

告，持續的違反此規範將會被處以大懲罰甚至是失去資格。 

<GS10>在不違反其他規則的情況下推滾動球筒（自己或是敵方聯盟的）是被允許的。 

<GS11>機器人禁止從對方的聯盟停放區中將滾動球筒移出。若發生此情形違反的聯盟將會被處以大懲罰。 

<GS12>機器人禁止將滾動球筒推進對方的停放區或是禁止進入區。違反此規範將會被處以大懲罰作為警告，若

持續的違反此規範將會失去資格。 

<GS13>機器人禁止在賽末時間推動對方聯盟的滾動球筒。經裁判判定為非蓄意且不造成影響則不會懲處，否則

將處以小懲罰，而持續的違反此規範將會被處以大懲罰甚至是失去資格。 

<GS14>機器人禁止將任何滾動球筒翻倒(蓄意或意外)，違反此規範將會被處以大懲罰。 

<GS15>機器人禁止將球投入任何翻倒的滾動球筒，每違反一次此規範將會被處以一次小懲罰。 

<GS16>在賽末時間時，機器人禁止侵入另一聯盟的禁止區域或是阻擋著其他聯盟通往斜坡/平台的入口，經裁判

判定為非蓄意且不造成影響不會做懲處，否則將會被處以大懲罰， 

<GS17>器人禁止阻擋著對方聯盟的滾動球筒。若發生此情形違反的聯盟將會被處以大懲罰。 

<GS18>在賽末時間時，機器人禁止阻擋對方聯盟接近中央球筒，違規則將會被處以大懲罰。 

<GS19>在賽末時間時，機器人禁止阻擋著其他聯盟接近的停放區，違規則將會被處以大懲罰。 

1.6 懲處辦法 

在 CASCADE EFFECT（層疊效應）競賽中有兩種主要的懲處辦法– 小懲罰（10 分）以及大懲罰（10 分）。以

下的表格列出可能造成處分的情形以及相對應的處分。請對應完整比賽規則作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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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懲處方式 

規則 違反項目 

警
告

 

輕
微

 

重
大

 

無
效

 

失
格

 

一般規範 

<S1> 危險機器人。       X DQ 

<S2> 機器人越過場地外圍牆。       X DQ 

<S3> 操作隊伍未配戴防護裝置。 w         

<G1> 比賽前機器人超出規範尺寸。       X   

<G2> 在被通知回合開始後使用通訊裝置。 w 1×     DQ 

<G3> 操作隊伍站在聯盟區域外。 w 1×     DQ 

<G4> 操作隊伍碰觸場地或是場地內物件。 w 1×     DQ 

<G5> 比賽開始後教練碰觸遙控器。 w   1×   DQ 

<G7> 機器人刻意將零件分離散落在場地上。     1x X DQ 

<G8> 機器人刻意附著於規範許可外的場地元件。     1×   DQ 

<G9> 蓄意翻覆、糾纏、破壞。     1× X DQ 

<G10> 訂位或絆倒。   1×     DQ 

<G12> 比賽配件必須容易取下。   1x     DQ 

<G13> 延遲開始。   1×     DQ 

<G17> 蓄意將比賽元件取走。   1×     DQ 

<G18> 隊伍成員在裁判準備開始回合後碰觸機器人以及遙控器。   1×       

<G19> 隊伍成員不可容忍的行為。     1×   DQ 

特別規範 

<GS1> 機器人持超過五顆球。   1×       

<GS2> 為將球回歸場地的得分。   2×       

<GS5> 從中央球筒或滾動球筒中將球取出。   
  

1× 

+ 
    

<GS6> 自主時間進球數超過兩顆。           

<GS7> 在遙控時間進球於中央球筒（非賽末時間時間）。     V     

<GS8> 握住己方的滾動球筒塑膠管的部分並且移動。   1×       

<GS9> 抓握另一聯盟的滾動球筒。   1× 1×   DQ 

<GS11> 將對方的滾動球筒移出停放區。     1×     

<GS12> 將對方的滾動球筒推進停放區。     1×   DQ 

<GS13> 在賽末時間時推動對方的滾動球筒。   1× 1×   DQ 

<GS14> 將任何滾動球筒翻倒     1×     

<GS15> 對倒下的球柱進球（每顆球罰一次）   1×       

<GS16> 賽末時間時阻擋著其他聯盟通的斜坡     1×     

<GS17> 阻擋著其他聯盟通的滾動球筒     1×     

<GS18> 賽末時間時阻擋著其他聯盟通的中央球筒     1×     

<GS19> 賽末時間時阻擋著其他聯盟通的停放區     1×     

代碼 

w: 警告           DQ: 隊伍失格 

1×: 處罰一次 

 

  V: 可調整 

2×:處罰兩次     X:機器人無效，隊伍可能失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