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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競賽組別 

 

WRO 國際奧林匹克機器人大賽（以下簡稱 WRO）分成以下類別： 

1. 競賽 

2. 創意賽 

3. 足球賽 

4. 進階挑戰組 

每隊只限參加一個類別。 

 

B. 參賽年齡 

 

1. 國小組（12 歲含以下）：2007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出生。 

2. 國中組（13 歲~15 歲）：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3. 高中組（16 歲~19 歲）：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4. 足球賽（10 歲~19 歲）：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5. 進階組（17 歲~25 歲）：1994 年 1 月 1 日至 2002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備註： 

⚫ WRO 委員會嚴格禁止超出所訂立的參賽年齡的選手參與國際總決賽。 

⚫ 選手年齡低於 WRO 委員會所訂立的參賽年齡規則標準，則必須取得總決賽主辦國之許

可，方可參與比賽。 

⚫ 若全隊選手年齡皆低於規範，則隊伍必須參加相應的年齡組別。 

⚫ 除了進階挑戰組需為符合年齡的高中生或大專院校生外，任何人都可以參加符合的年齡

組別，不限在校生。 

⚫ 符合年齡規定的大專院校的學生也可以參加足球賽、高中競賽組或創意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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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隊伍的定義 

 

WRO 是團隊的比賽，選手只能以隊伍為單位參加所有類別的比賽。 

一支隊伍是由 1 位教練和 2 或 3 位隊員（選手）組成。 

1 位教練和 1 位隊員不會被認定為隊伍也不能參賽。 

 

D. 教練 

 

擔任 WRO 國際賽教練（或助理教練）必須年滿 18 歲，以註冊參加 WRO 國際賽時的年齡為

準。 

 

一位教練可以指導一支以上的隊伍，但每支隊伍都要有一位負責任的成年人協助，這個人可以

是助理教練。 

 

競賽開始之前教練可以提供選手建議或指導，但比賽開始後所有競賽相關的準備工作都必須由

選手自己完成。 

 

E. 通用規則－競賽 

 

1. 本規則是由 WRO 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訂定。 

1.1. 比賽當天早上可能會宣布「 surprise rule」。 

1.2. 「 surprise rule 」的內容可能會以書面或投影方式供選手作為參考。 

 

2. 隊伍成員和參賽資格 

2.1. 選手年齡限制－請參見「B.參賽年齡」。 

2.2. 隊伍組成－請參見「C. 隊伍的定義」。 

2.3. 隊伍教練－請參見「D. 教練」。 

2.4. 參賽的隊伍不得再參加任何 WRO 組別的競賽。 

 

3. 設備 

3.1. 比賽的機器人只能使用一個控制器，控制器的主要處理器必須為單核，時脈在

300MHz 以下，並能夠只靠有線方式傳輸程式，任何無線通訊之功能必須保持關

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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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機器人必須使用額定電壓空轉時 9V 以下、功率不超過 5W、扭力 40N-cm 以下

的馬達，空轉時轉速不超過 300rpm，若有編碼器，換算至馬達輸出軸的精度不

得超過 360ppr。 

3.3. 機器人使用的電源（池）必須是唯一的，電壓不得大於 10V，容量低於

2200mAh。會場有可能不提供充電，選手要自行準備符合規定的電池組當備用 

3.4. 允許的感應器類型如下： 

• 類比式觸碰偵測感應器 

• 類比式光源強度偵測感應器 

• 類比式聲音分貝偵測感應器 

• 數位式超音波遠近偵測感應器 

• 數位式顏色分辨感應器 

• 數位式陀螺儀感應器 

• 數位式紅外線遠近偵測感應器 

3.5. 參與 WRO 世界賽之隊伍必須使用 WRO 世界賽規範之設備，參賽隊伍若選擇使

用非 WRO 世界賽規範設備，須自行準備設備符合各縣市選拔賽規定之佐證資

料，並繳交放棄晉級同意書，是否晉級下一場賽事依下一場賽事主辦單位規定辦

理。 

世界賽設備規定請參閱 WRO2019 國際標準平台設備規定暨注意事項。 

3.6. 全國總決賽之排名需符合世界賽設備規範之隊伍成績排序為台灣代表隊。 

3.7. 參賽隊伍必須自行準備比賽會用到的設備、軟體、三插轉接頭、延長線及電腦。 

3.8. 參賽隊伍於進場時必須自行斟酌所需的備用零件或器材，以防止可能發生的意

外。若參賽隊伍所攜帶之設備發生故障，主辦單位不會負責維修或更換。 

3.9. 比賽期間教練不得以任何方式對選手做任何諮詢或指導，唯組裝測試計時開始

前，選手可透過工作人員向場外教練尋求協助。計時開始後選手除場地因素可向

工作人員求助外，必須自行排除機器人或設備相關問題。 

3.10. 比賽開始時，所有的機器人都必須是零件的狀態，不得有任何已組裝之零件，包

括輪胎輪框、鏈條、電池…等。 

3.11. 也不能攜帶說明書、機器人組裝圖片或文字（不論形式）。 

3.12. 選手可以事先準備好程式。 

3.13. 機器人不可使用螺絲、黏著劑或膠帶等物品來固定，違者將被取消比賽資格。 

3.14. 機器人所使用的零件，參賽選手不得對零件做任何改裝，違者將被取消比賽資

格。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2vhYsUc-j8FF3jZOe6yf5s47fo8iwcSl/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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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隊伍不能攜帶底圖、底板、充電器、道具進入競賽場會場使用，違者可能會被取

消比賽資格。 

3.16. 使用 SD 卡擴充記憶體之隊伍，必須於審查時間前將其安裝至定位，審查完畢至

比賽結束前不得將 SD 卡移除。 

3.17. 硬體上面不得簽寫或黏貼數字、文字、顏色標籤貼紙作為記號，違者可能會被取

消比賽資格。（財產標籤不在此規範內） 

3.18. 每一台機器人財產標籤只允許２個不同單位。（若超過兩個單位以上裁判團現場

可能會請隊伍移除不必要的財產標籤） 

3.19. 機器人零件塗任何顏色，塗色零件一律不得使用，審查階段若發現塗色零件將會

取消隊伍參賽資格。（如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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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參賽隊伍機構或程式與市售解題機構／程式相同（如下圖），一律不得使用，

審查階段若發現將取消隊伍參賽資格；機構／程式相似之隊伍審核階段會由裁

判團提問問題，並由裁判裁定隊伍是否符合參賽資格，若不符合之隊伍將取消

隊伍參賽資格！（相似定義：將由該場次裁判團判定裁決） 

 

Elementary 2019 Solutions（競賽國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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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ior 2019 Solutions（國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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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ior Solutions 2019 （競賽高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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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機器人的規定 

4.1. 機器人尺寸在比賽出發前不可超過 250mm × 250mm × 250mm（包含機器人

本體零件及所有線材）。比賽開始後，除非各組規則另有規定外，機器人自行

變形延展沒有大小限制。 

4.2. 沒有特別規定下，機器人應以出發前之姿勢（包含策略物件）由上方往下套

量，不得硬擠硬壓，套下時機身若會接觸套量箱內壁，以拿起套量箱時不會卡

住機器人（機器人不會部分離開桌面／或平面）為合格，若機器人明顯超過套

量箱尺寸，即使不卡住套量箱也視同不合格。 

4.3. 未依規定尺寸之機器人，即使上場比賽也有可能事後被檢舉而取消該回合分

數。 

4.4. 選手僅可使用一個控制器和一台電腦，備用機器人或備用電腦大會將請選手收

在收納盒或包包內。 

4.5. 機器人所使用的馬達或感應器數量沒有限制。 

4.6. 機器人啟動後，選手不得以任何方式來干擾或協助機器人，否則該回合不予計

分。 

4.7. 機器人都必須自主完成競賽任務，使用無線通訊或遙控/線控…等任何系統或方

式影響機器人自主完成任務都是不被允許的，違者將取消該隊參賽資格。 

4.8. 若無特別說明，機器人必須把所有無線通訊關閉，程式的下載必須透過 USB。 

 

5. 競賽之前 

5.1. 隊伍可在指定的位置上準備比賽直到大會宣佈零件檢查開始，這時所有的零件都必

須放在桌子上檢查。 

5.2. 直到裁判宣佈組裝測試時間開始後才能觸碰比賽場地。 

5.3. 裁判在宣佈組裝測試開始之前會檢查機器人是否都處於零件的狀態。在檢查的這段

時間，隊伍不能開始組裝，或使用電腦。 

5.4. 組裝測試時間開始將由大會統一宣佈。 

 

6. 競賽 

6.1. 競賽共有兩個回合。 

6.2. 第一回合的競賽開始前有「機器人組裝、測試及修改時間」：90 分鐘。 

6.3. 組裝、測試及修改過程中，隊伍必須將 wifi 與藍芽功能關閉，隊伍僅能使用 USB

傳輸線或 SD 記憶卡傳輸程式，組裝、測試及修改時間結束後將機器人放至審查桌

上，直到下個組裝測試及修改時間前都不允許對機器人或程式做修改（即使是更換

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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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選手必須將要下場執行的程式命名為「run2019」。審查時，僅能有一支程式名為

「run2019」。若為專案，專案名稱命名為「WRO2019」，執行程式名稱為

「run2019」。（大小寫必須依規定） 

6.5. 審查時若機器人不符合規定，隊伍有 3 分鐘時間在審查桌上修改，若未能及時修

正，隊伍必須放棄該回合；機器人準備出發時，必須以套量時的姿勢擺放（包含策

略物件）。審查階段機器人必須關閉休眠相關模式維持開機狀態，直到審查完畢選

手可自行決定開關機。 

6.6. 比賽開始前的準備時間以 2 分鐘為限，超過時間則以現況出發。出發前，機器人正

投影（包含線材）必須完全在出發區內，選手可對機器人做物理性微調，但不允許

藉由改變位置或機器人方位對程式輸入數值或是感應器的校正。一旦裁判發現，可

直接取消該隊資格。競賽期間參賽者只能按下橘色(NXT)，中間執行鍵(EV3) 以啟

動該程式。參賽者不得再輸入任何指令或設定於所選用程式。 

6.7. 若使用馬錶計時，比賽開始前，裁判會詢問選手是否準備好，接著以「三、二、

一、開始！」以開的音節做為按下碼錶計時的指令，同時機器人就可以開始移動或

變形，反之若在「開」音之前機器人就移動或變形，則必須重新倒數。 

6.8. 比賽開始後，除非裁判允許，或已經判定任務是否得分，否則選手都不能觸碰場地

上的任何物品，包括桌台本身、任務道具、障礙或機器人，否則任務時間都將以

120 秒計算，已完成之任務也有可能不列入計分。 

6.9. 第一回合競賽結束後，有 30 分鐘的維修時間（包括修改程式、更換零件及測試機

器人…等)，維修時間結束後同第一回合之審查程序，然後進行第二回合競賽。 

6.10. 比賽過程中若當區裁判或助理裁判發現物件初始位置擺放錯誤，以示公平裁判有權

利要求立即停止該回合比賽並立即更正物件位置重新開始比賽，就算隊伍有完成部

分得分狀態仍不列入計算。 

6.11. 比賽開始前會給予隊伍「旗幟」，旗幟於兩個時間點使用：（1）當選手確認任務

完成，且機器人要準備回終點區時可舉旗示意裁判，裁判會記錄機器人回到終點的

時間；（２）當選手要放棄該回合比賽，必須舉旗示意並「立即」讓機器人停止在

原地，裁判會記錄當下的物件狀態，若舉旗示意到讓機器人停止的過程中有任何物

件得分皆不列入計算，但此過程中若原先有得分物件被機器人撞離得分區，此狀態

會列為無法得分！（目的是希望選手盡速將機器人停止）。 

6.12. 競賽每回合時間為 120 秒，若機器人於 120 秒仍無法完成任務選手必須立即停止

機器人，裁判將會記錄 120 秒當下的得分狀態。 

6.13. 競賽若使用自動計時器，機器人必須自行克服因自身機構造成無法順利停止計時的

問題。同時裁判或助理裁判仍會以碼錶計時做為輔助，如遇計時器誤差過大或失

靈，裁判可以決定重新開始或以碼錶成績為最後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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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若使用自動計時器，「三、二、一、開始！」的「開」字做為選手可以拍下計時器

開始鈕的指令，選手必須使用同一隻手來啟動計時器和觸發機器人，計時器啟動之

後，機器人才能開始動作。 

 

7. 成績 

7.1. 每回合競賽結束後，由裁判及助理裁判進行任務得分判定。若參賽者對裁判之判決

再無異議，請在記分表上簽名。 

7.2. 選手如遇有任何疑問，應於比賽時立即向裁判當場提出，由裁判進行處理或判決，

一旦選手簽名或離開比賽場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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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裁判團之共識為最終決議。 

7.3. 隊伍排名之依序為：隊伍排名之依序為：「最佳分數」→「最佳分數之回合時

間」。若仍平手，則依「次佳分數」後再以→「次佳分數回合時間」排序。（最佳

分數及次佳分數都包含 SR 分數在內） 

7.4. 晉級下一場賽事之隊伍數將依各區域選拔賽參賽隊伍數調整，再按照排名依序晉

級，為了讓晉級世界賽隊伍選拔順利，大會可再自符合 WRO 世界賽設備規範的隊

伍及規定依排名增取晉級隊伍以補足名額。 

 

8. 比賽場地 

8.1. 各參賽隊伍必須於大會所指定的區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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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所使用的比賽道具與比賽場地均以大會當日所提供為準。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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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時，若由裁判判定重賽，選手不得異議。參賽選手若認為因大會場地因素影響成

績者，由裁判判定該回合是否需要重賽，簽署記分表後提出則不予受理。若經裁判

判定需要重賽時，不論原有成績好壞，都以重賽成績為準。 

8.4. 比賽場地皆依公告方式作業，包含底圖貼黏位置、比賽物件擺放…等，若競賽當天

選手於練習時間反應底圖不平整，可由該區負責之裁判團評估是否「當下」立即重

貼，如重貼占用選手臉息時間選手不得有異議。 

 

9. 禁止行為（情節嚴重者可取消比賽資格） 

9.1. 破壞比賽場地、比賽道具或其他隊伍的機器人。 

9.2. 使用危險物品或是有其他可能影響比賽進行之行為。 

9.3. 對參加比賽的隊伍、觀眾、裁判、工作人員做不適當的言行。 

9.4. 競賽場域內使用手機或任何有線或無線通訊器材與其他人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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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攜帶飲食進入比賽場地。 

9.6. 與同隊以外的參賽者交談、擅自離開座位。犯者經警告後未改善則取消參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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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其它任何經裁判認定會影響本大賽進行或違反比賽精神之事項。 

9.8. 與觀眾區的陪同者交談。 

 

10. 其它 

10.1. 如果裁判判定喪失比賽資格之隊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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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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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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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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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對裁判、工作人員做不當的言行或態度不佳者，以保障權益及避免影響當天其

他參賽選手，裁判及工作人員皆有權利請當事者離開大會現場不得再進場。 

 

11. 網路解題方案 / 相同機構及程式（此規定於世界賽裁判團隊裁定） 

11.1 如果團隊被確定使用在網路上購買機器人或解題程式作為隊伍解題方案（包括硬

體和軟體！） 過於相似的解決方案，或者顯然不是隊伍自己的解決方案，則該隊

伍將受到調查並可能被取消資格。 

11.2 比賽過程中，如果團隊被的解題方法與其他解決方法太過相似（包括硬體和軟

體）隊伍也將受到調查，如果發現解決方案完全不是來自隊伍成員，隊伍可能將

被取消資格（這包括來自同一機構團隊的解決方案。） 

11.3 如果團隊被確定為具有明顯不屬於他們自己解決方案並且可能由非團隊成員設計

的（包括硬件和/或軟件！），則該團隊將受到調查並可能被取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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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通用規則－創意賽 

1. 本規則是由 WRO 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訂定。 

 

2. 隊伍成員和參賽資格 

2.1. 選手年齡限制－請參見「B. 參賽年齡」。 

2.2. 隊伍組成－請參見「C. 隊伍的定義」。 

2.3. 隊伍教練－請參見「D. 教練」。 

2.4. 參加創意賽的隊伍不得再參加任何組別的競賽。 

 

3. 設備 

3.1. 攤位大小會是 2 m x 2m x 2m。(依大會提供為主) 

3.2. 每隊展示的所有素材都必須在分配到的 2m x 2m x 2m 範圍內，除非裁判有特別許

可。選手簡報時可以超出這個範圍。 

3.3. 大會將提供 120cm x 60cm（或盡可能接近）的桌子，桌椅必須放置在每隊的攤位

內。 

 

4. 機器人的規定 

4.1. 使用的控制器，主要處理器必須為單核，時脈在 300MHz 以下，其餘沒有限制。 

4.2. 機器人所使用的軟體沒有限制。 

4.3. 參與 WRO 世界賽之隊伍必須使用 WRO 世界賽規範之設備，參賽隊伍若選擇使用

非 WRO 世界賽規範設備，須自行準備設備符合各縣市選拔賽規定之佐證資料，並

繳交放棄晉級同意書，是否晉級下一場賽事依下一場賽事主辦單位規定辦理。 

4.4. 機器人可以預先組裝，程式也可以預先撰寫。 

 

5. 比賽 

5.1. 創意賽流程如下（細節請與主辦單位確認）： 

⚫ 機器人的組裝和測試 

⚫ 攤位布置（包括海報） 

⚫ 初步審查是否符合規定 

⚫ 最後調整（確保符合規定） 

5.2. 對評審做簡報（包含 Q&A），向大眾展示。 

隊伍註冊時必須提交圖文並茂的電子書面報告，描述機器人如何切題、機器人的功

能及特別之處。報告必須包括機器人的具體描述，包含插圖、表格或不同角度的照

片、程式碼。繳交檔案格式 PDF 與檔案大小限制 10M 以下。紙本的報告必須在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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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時交給裁判。 

5.3. 可使用影片來展示機器人。這段必要的影片不會列入計分，但會讓評審對作品的外

觀和運作有印象，也可以讓他們先想好要提問的問題。 

WRO 委員會建議以英文或英文字幕製作此短片，讓評審對作品更為了解，隊伍也

須在短片上增填關鍵字，以利資料庫索引。參加世界賽的隊伍需上傳影片，影片格

式: avi, mpeg, wmv, mp4；影片大小以 25MB 為限。 

5.4. 每隊至少要用一張以上最小 120 cm x 90 cm 簡介作品的海報來裝飾攤位。 

 

6. 簡報 

6.1. 隊伍必須在指定的時間內完成攤位布置並準備好簡報展示（時間表會由主辦單位在

競賽前公布）。 

6.2. 競賽期間隊伍必須隨時保持準備好要簡報的狀態，隊伍只會在評審到來前的 10 分

鐘左右收到通知。 

6.3. 評分也會按照年齡分成：國小、國中、高中（職）組。請參閱「B. 參賽年齡」。 

6.4. 簡報時間約有 10 分鐘：5 分鐘的說明和展示機器人，2~5 分鐘回答評審的問題。 

6.5. 國際賽簡報的官方語言是英文，不能有翻譯人員。 

 

7. 評分標準（共 200 分） 

項目 # 標準 分數 

研究計劃 

小計:  50  

1 解決方法的創意及品質 (25) 

2 研究&報告 (15) 

3 娛樂性價值 (10) 

程式 

小計:  45  

1 自動化程度 (15) 

2 邏輯性 (15) 

3 複雜程度 (15) 

機器人 

設計 

小計:  45  

1 技術理解程度 (15) 

2 機電工程概念 (10) 

3 機械結構效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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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構穩定性 (5) 

5 美感 (5) 

報告呈現 

小計:  40  

1 成功的實際示範 (15) 

2 溝通&推論技巧 (10) 

3 思考敏捷 (5) 

4 海報及裝飾 (10) 

團隊表現 

小計:  20  

1 團隊學習成果 (10) 

2 團隊包容性 (5) 

3 團隊精神 (5) 

  總分 200 

 

*如果隊伍準備之簡報內容與此次主題不符，可能因此得到 0 分。請隊伍知悉。 

裁判在評分時會以每個項目 0~10 級分來評分，最高 10 級分。例如: 解決方法的創意及品質得到

了 9 級分，則分數為 25x0.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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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通用規則－進階挑戰組 

1. 本規則是由 WRO 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訂定。 

1.1 比賽當天早上可能會宣布「surprise rule」。 

1.2 「surprise rule」的內容會以書面的方式，交給選手作為參考。 

 

2. 隊伍成員和參賽資格 

2.1. 選手年齡限制－請參見「B.參賽年齡」。 

2.2. 隊伍組成－請參見「C. 隊伍的定義」。 

2.3. 隊伍教練－請參見「D. 教練」。 

2.4. 參賽的隊伍不得再參加任何 WRO 組別的競賽。 

 

3. 設備 

*以下所列之設備規格為世界賽之限制，台灣全國選拔賽僅限制 1.控制器數量 1 台 2.感

應器及馬達數量沒有限制 3.使用之程式語言沒有限制。比賽方法依大會公告之規則 

3.1. 控制器數量一個，限制使用 NI (National Instruments)MyRIO、KNR (MyRIO 

based) 或 PRIZM。 

3.2. 其它 Arduino, Raspberry Pi 和其它主機板皆不可使用。 

 

 

 

MyRIO 

 

 

KNR (MyRIO  based) 

 

PRIZM (Arduino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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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機構件限制使用 Matrix 或 Tetrix，且禁止自行修改任何機構件。但若為了安裝馬達

和感應器時允許對 Matrix 或 Tetrix 零件進行切割或鑽孔。電工膠帶、彈性綁帶等

可使用在固定電線。3d 列印之零件或使用木頭、壓克力裁切之零件皆不可使用。

但允許使用為了馬達或感應器可與 Matrix 或 Tetrix 連結而製作的 3D 列印外殼。 

3.4. 控制軟體限制使用 Lab VIEW 或任何文字式語言(例如: C, C++, C#, RobotC, Java, 

Python)。 

3.5. 感測器種類與數量並沒有限制。 

3.6. 馬達種類與數量並沒有限制，但是不予許使用液壓、氣壓等設備。 

3.7. 電池種類與數量並沒有限制。 

3.8. 使用 MyRIO 或 KNR 作為控制器，數量限制為一個 

3.9. 參賽隊伍必須自行準備，所有比賽中需要的設備，包括硬體、軟體、筆電等等。 

3.10. 參賽隊伍應該準備零件備用，即使發生任何意外或設備故障，大會不負責維修或更

換。 

3.11. 比賽時禁止教練上場提供任何說明與指導。 

3.12. 參賽隊伍可以在競賽前，設計組裝機器人。 

3.13. 參賽隊伍可以在競賽前，編輯機器人控制程式。 

3.14. 允許機器人裝置緊急停止開關，以避免機器人突發狀況。 

 

4. 機器人的規定 

4.1. 機器人啟動後，選手不得以任何方式來干擾或協助機器人，否則該回合不予計分。 

4.2. 機器人都必須自主完成競賽任務，使用無線通訊或遙控/線控…等任何系統或方式影

響機器人自主完成任務都是不被允許的，違者將取消該隊參賽資格。 

4.3. 若無特別說明，機器人必須把所有無線通訊關閉，程式的下載必須透過 USB。 

 

 

Matrix 

 

Te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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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競賽前 

5.1. 隊伍可在指定的位置上準備比賽，直到大會宣佈零件檢查開始，這時所有的零件都

必須放在桌子上檢查。 

5.2. 裁判宣佈練習時間開始後，才能觸碰比賽場地。 

 

6. 競賽 

6.1 比賽將由大會統一計時。 

6.2 練習時間之前，所有隊伍都不能碰觸比賽場地。 

 

7. 比賽場地 

7.1 比賽時任何人與其他隊伍，各參賽隊伍必須於大會所指定的區域（每隊一個位

置），除了須比賽的選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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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所使用的比賽道具與比賽場地，皆以大會當日所提供為準。 

 

8. 禁止行為 

8.1 破壞比賽場地、比賽道具或其他隊伍的機器人。 

8.2 使用危險物品或是有其他可能影響比賽進行之行為。 

8.3 對參加比賽的隊伍、觀眾、裁判、工作人員做不適當的言行。 

8.4 攜帶手機或任何有線或無線通訊器材進入比賽場地。 

8.5 攜帶飲食進入比賽場地。 

8.6 與同隊以外的參賽者交談、擅自離開座位。犯者經警告後未改善則取消參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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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其它任何經裁判認定會影響本大賽進行或違反比賽精神之事項。 

 

 

 

 



WRO 2019 全國總決賽 

 

 
 

World Robot Olympiad 2019 
 

H. 競賽規則－國小組 

智慧城市 

智慧大眾運輸系統 

版本: Jan. 15th  / 更新 

 
 

 
 

WRO International Premium Partners 

  



WRO 2019 全國總決賽 

 

  

目錄內容索引 
 

1. 簡介 .................................................................................................................................................... 23 

2. 場地敘述 ............................................................................................................................................ 24 

3. 比賽物件 ............................................................................................................................................ 25 

4. 比賽物件定位 / 隨機 ........................................................................................................................ 26 

5. 機器人任務 ........................................................................................................................................ 29 

5.1 任務：將乘客乘載到正確的目標位置 .................................................................................... 29 

5.2 任務：將設備帶至充電站 ........................................................................................................ 29 

5.3 任務：機器人停放 .................................................................................................................... 29 

5.4 扣分（圍牆物件） .................................................................................................................... 30 

6. 評分 .................................................................................................................................................... 31 

7. 比賽物件組裝 .................................................................................................................................... 36 

 

1. 簡介 

交通運輸業在 21 世紀是一個快速發展及變化的行業，通訊和技術訊息解決方案對於運輸方面每天

都有挑戰．這些變導致運輸自動化程度的提高。 

 

運輸自動化一部分是自動駕駛汽車，自動駕駛汽車能夠在沒有人為輸入的情況下感應環境和導

航。由於機器人控制，可降低事故風險，避免交通壅塞，而且減少駕駛及停車空間。未來自動駕

駛汽車可以取代計程車以及大眾運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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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5 年以來，匈牙利一直積極參與自動化駕駛汽車的開發，並且在不久的將來，將完成最新的

測試軌道，並準備開始在道路環境中測試先進的技術。 

今年，我們的任務是建造一個可以真正的自動駕駛的機器人，將乘客從起始位置帶到目標區域。 

2. 場地敘述  

如下顯示各任務區域 

 

如果場地底板大於比賽底圖，請將底圖的「出發及結束區」作為基準點，依靠一長及一短邊圍牆

設置底圖。 

關於比賽底圖規格資訊及 PDF，請查看 WRO 通則類別一般規則內容，可在 www.wro-

association.org 下載。 

購物中心（紅色區域） 

充電站 

電池區 

圍牆（物件） 

家園 

動物園（綠色區域） 

出發及結束區 

電影院（黃色區域） 

乘客初始位置 學校（藍色區域） 

圍牆（物件） 

http://www.wro-association.org/
http://www.wro-associ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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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賽物件  

場地內有８位彩色乘客積木（綠色，紅色，黃色，藍色），４位成人及４位兒童，以及２位白色

乘客，１位成人及１位兒童（如下圖）。注意：一回合不會使用到所有乘客積木，請查看下一章

節「隨機」。 

 

 

綠色 成人 

 

紅色 成人 

 

黃色 成人 

 

藍色 成人 

 

白色 成人 

 

綠色 兒童 

 

紅色 兒童 

 

黃色 兒童 

 

藍色 兒童 

 

白色 兒童 

場地內上有２個黑色電池塊。 

 

電池塊 

 

 

有2個圍牆（物件）在場地內。不允許移動或破壞圍牆。 

 

紅色及黃色區域之間的圍牆 

 

家園周圍的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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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比賽物件定位 / 隨機   

乘客定位 

乘客的位置在每一回合開始前會隨機放置。隨機的方式如下步驟：  

 

1. 所有彩色乘客放置 (紅色，黃色，綠色及藍色) 在初始位置(如

左圖藍色乘客放置在底圖藍色小方框上；黃色乘客則放在黃

色小方框上，依此類推). ＂成人乘客＂放置的方向，手臂必須

指向底圖中間位置.  ＂兒童乘客＂放置的方向，手臂與區域的

邊緣黑線平行，請參考下圖片。  

2. 製作四個相對應的色卡隨機改變位置:  

抽籤筒內有四個不同顏色的樂高色卡：紅色，黃色，綠色和藍色。依序抽出的色卡並且不

放回籤筒內，乘客狀態依隨機抽籤來定義如下：  

a. 用「白色兒童」積木取代第一個顏色區域的兒童乘客積木。 

（例如第一抽到紅色卡，改用白色兒童取代紅色區域／購物中心的兒童積木。) 

b. 用白色成人積木取代第二個顏色區域的成人積木。 

c. 將第三個顏色區域內的兒童積木搬移離開場地。 

d. 將第四個顏色區域內的成人積木搬移離開場地。 

 

 

 

 

 

範例如下示意圖 

1. 所有彩色乘客放置（初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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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序抽出顏色：紅色，藍色，黃色，綠色 

a. 將紅色區域內的兒童積木改用白色兒童積木替換。 

b. 將藍色區域內的成人積木改用白色成人積木替換。 

c. 移開黃色區域內的兒童積木。 

d. 移開綠色區域內的成人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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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電池塊的位置定位 

 

一個黑色電池塊放在出發及結束區。在比賽開始之

前的準備時間，允許隊伍將這個電池塊放在機器人

上面。 如果隊伍將電池塊放在機器人上，則尺寸必

須符合比賽檢錄規定之尺寸（25公分ｘ25公分ｘ25

公分）。隊伍若不想使用這電池塊，也可放一邊。 

 

另一個黑色電池塊必須被放在一個小的黑色方框內（如右圖示）。 

 

 

 

圍牆物件的位置定位 

 

圍牆放置在深灰色區域內，這些區域與每個圍牆大小相同。一面圍牆會半圍繞著家園；另一面圍

牆會在購物中心和電影院之間。（如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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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機器人任務 

為了更好理解，會分成多個部份來解釋這些任務，而任務的執行順序則由團隊自行決定。  

5.1 任務：將乘客乘載到正確的目標位置   

機器人必須乘載黃色，綠色，紅色，及白色乘客

到他們正確目標位置： 

• 黃色 乘客  

➔ 乘載到黃色區域（電影院／Cinema，

矩形區域內包含紅色窗簾） 

• 綠色 乘客 

➔ 乘載到綠色區域（動物園／Zoo Area） 

• 紅色 乘客 

➔ 乘載到紅色區域（購物中心／Shopping Center Area） 

• 白色 乘客 

➔ 乘載到白色區域（家園／Home Area） 

藍色乘客（兒童或成人積木，取決於抽籤）將整天留在動物園。該乘客不能被移動。只要藍色乘

客依然站立且接觸初始的小矩形方框就可以。  

 

對於評分方式，只有顏色區域內（不包含黑線）。請查看評分表格及計分說明以獲取更多訊息。 

5.2 任務：將設備帶至充電站  

機器人必須運送一個電池塊到充電站內的電池區（Battery Area）。團隊可以決定是使用在出發

及結束區乘的電池塊或是使用充電站的電池塊。如果電池塊放置到電池區（Battery Area）內將

獲得此任務分數。 

只有一個電池塊可計算任務分數。如果隊伍將兩個電池塊放置電池區，只給予獲得最高分的電池

塊任務分數。（例如一個電池塊完全在電池區內，而另一個電池塊部分在電池區域內，那麼完全

在電池區內的電池塊給予計分。） 

5.3 任務：機器人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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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始執行任務之前，機器人必須完全在＂出發及結束區＂內啟動。（出發及結束區域不包括周

圍黑線框，在開始時，機器人包含連接線材之正投影必須完全在＂出發及結束區＂內。）當機器

人完成任務返回＂出發及結束區＂停止並且機器人正投影完全在＂出發及結束區內＂時（連接線

材之正投影允許在該區域外）則表示任務完成。 

5.4 扣分（圍牆物件） 

圍牆必須在初始的深灰色區域內且不能被破壞或移動。如果圍牆被破壞或被移動接觸到外面淺灰

色區域，則會扣分，總計分數若為負分則以零分計算，不會給予負分。（請參考競賽通則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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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評分 

評分的定義 

• “站立”指比賽物件仍處於直立狀態（如初始的狀態）。“不站立”指任何其他狀態。  

• “ 完全 ”指比賽物件僅接觸相應區域（不包括線黑線）。“ 部分 ”指比賽物件至少用一

處觸摸該區域。  

任務 每個 總計 

紅 / 黃 / 綠 / 白 乘客積木（成人或兒童）： 

• 站立並且在正確的目標（顏色）區域內 

• 完全在目標區域內 

25 125 

紅 / 黃 / 綠 / 白 乘客積木（成人或兒童）： 

• 沒有站立並且在正確的目標（顏色）區域內 

• 完全在目標區域內 

15 75 

紅 / 黃 / 綠 / 白 乘客積木（成人或兒童）： 

• 站立或不站立但是在正確的目標（顏色）區域內 

• 部分在目標區域內 

5 25 

紅 / 黃 / 綠 / 白 乘客積木（成人或兒童）： 

• 站立但在不同的目標（顏色）區域內 

• 完全在目標區域內 

• 不是在乘客的初始位置/不是在充電站區域/也不是在出發及結束區 

10 50 

紅 / 黃 / 綠 / 白 乘客積木（成人或兒童）： 

• 不站立且在不同的目標（顏色）區域內 

• 完全在目標區域內 

• 不是在乘客的初始位置/不是在充電站區域/也不是在出發及結束區 

5 25 

藍色乘客（成人或兒童，取決於抽籤）仍然站在綠色區域內的初始位

置。（至少完成以上一項任務） 

 15 

一個電池塊完全在充電站內的電池區。  15 

一個電池塊部分在充電站內的電池區。  5 

機器人完全停在出發及結束區。 

(至少完成以上一個乘客積木) 

 10 

圍牆被移動或被破壞。 -5 -10 

最高分總計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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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解說： 

（得分物件）站立在正確的目標區域，且正投影完全在該區域內 ➔ 每個乘客積木可得 25 分 

   

這個狀態允許，該位置的紅色

窗簾屬於黃色電影區內。 

（得分物件）無直立，仍在正確的目標區(同顏色區)，且正投影完全在該區域內 ➔ 15分 

  

 

（得分物件）直立或無直立，仍在正確目標區(同顏色區)，但正投影部分在該區域內 ➔ 5分 

  

 

（得分物件）直立在不同的顏色目標區，且正投影完全在該區域內 ➔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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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物件）在不同的顏色區內且沒有直立，但物件正投影仍完全在該區內 ➔ 5 分 

   

 

 

 

 

請記住：“以上條件不是乘客的起始區域，不是充電站區域，不是機器人的出發及結束區域” 

不正確的任務：對於以下所有的狀態將不會得到分數 

 

不在規定的區域內 

 

僅接觸黑線但仍不在規定的區

域內 

 

得分物件毀損 

 

 

 

物件部分在不同顏色區域內 

 

 

 

 
 

 

藍色乘客積木（成人或兒童，取決於抽籤）仍直立站在綠色區域內的初始位置（至少一個乘客積

木得分） ➔ 15 分  

 

 

站立在初始位置 

 

接觸到藍色矩形即可 

 

接觸到藍色矩形周圍的灰線

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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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得分 當乘客積木在矩形

框之外  

 

無法得分 當乘客積木不是站

立著  

 

無法得分 當乘客積木沒有碰

到初始位置 

 

一個電池塊完全在電池區（Battery Area）➔ 15分 

 

電池區是內部灰色矩形，不包

含周圍線條。 

 

上圖情況電池接觸底圖是＂完

全＂在該區域內，是符合的。  

 

上圖只有一個電池塊給予計分

（可獲得較高分的電池塊）上

圖狀態是完全在該區的電池塊

計分。 

 

上圖情況雖然底座位於側面，

但電池塊接觸底圖的零件是＂

完全＂在該區域內，也是符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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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電池塊部分位於電池區 ➔ 5分 

  

 

機器人至少完成一個乘客積木得分且機器人完全停在”出發及結束區” ➔ 10 分 

 

機器人的正投影完全在出發及

結束區內。符合得分條件。 

 

機器人完全在出發及結束區

內，但線材正投影超出該區也

是符合此得分條件。 

 

如果機器人的正投影不在開始

及結束區域內，則無分數。 

 

 

扣分: 機器人破壞或移動圍牆 ➔ -5 分 

 

 

如果移動到圍牆仍在淺灰色區

域內，是可以的。 

 

如果圍牆超出淺灰色區域，則

會給予扣分。 

 

如果圍牆被破壞，則會給予扣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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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比賽物件組裝  

乘客積木組裝 

成人乘客積木有 5 個，一個白色，一個藍色，一個

黃色，一個紅色，一個綠色。 

 

每一個成人乘客積木需要： 

• 1 個 2x2 積木  

• 8 個 1x6 積木  

• 13 個 2x4 積木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步驟 5 

 

步驟 6 

 

步驟 7 

 

步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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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乘客積木有 5 個，一個白色，一個藍色，一個

黃色，一個紅色，一個綠色。 

 

每一個兒童乘客積木需要積木如下： 

• 4 個 2x4 積木  

• 2 個 1x6 積木  

• 2 個 2x2 積木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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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塊積木組裝 

需要用 LEGO（樂高）黑色積木組裝兩個電池塊。  

每一個電池塊需要積木如下：  

• 16 個 2x4 積木  

• 8 個 1x6 積木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步驟 5 步驟 6 步驟 7 步驟 8 

    

步驟 9 步驟 10 步驟 11 步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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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牆積木組裝 

兩個圍牆皆用 LEGO（樂高）白色積木組裝。  

介於紅色及黃色區域之間的圍牆  

這個圍牆需要５個白色 2x4 的積木及 12 個白色

1x6 的積木。 

 

 

介於家園周邊的圍牆  

這個圍牆需要９個白色 2x4 的積木，26 個 1x6

的白色積木及１個 2x2 的白色積木。 

 

 

 

 

 

 

 

 

 

 

下層 

上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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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 

工程師及開發者長期以來幫助我們生活在一個更健康的環境中，同時盡可能減少有害排放並節約

能源。目的是將我們的生態需要面積極小化並且享受舒適及安全的生活。這使的科學家們開始

在我們建築物中開發各種自動化操作系統。 

長年的工作中，各行各業一直在創造解決方案適用無人干預的系智慧統。因此開發人員的工

作已經建立＂智慧居家＂來規範建築中各種設備和系統的運行。 

未來，智慧居家將由自動移動機器人維護及運作，機器人將遵循預先編輯好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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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任務是設計一種機器人可以運用智慧燈來取代舊燈泡。您的機器人將從存放區取得智慧燈

泡，並將他們帶入建築中不同的房間（紅、藍、黃及綠色區）。此外，機器人將找到的舊燈泡且

將它們帶到垃圾區。這樣，機器人可以使建築中的照明系統現代化並且幫助節省能源。 

2. 場地敘述 

如下顯示各任務區域  

 

如果場地底板大於比賽底圖，請將底圖的「出發及結束區」作為基準點，依靠一長及一短邊圍牆

設置底圖。 

關於比賽底圖規格資訊及 PDF，請查看 WRO 通則類別一般規則內容，可在 www.wro-

association.org 下載。 

紅色房間 

垃圾區 

區域２ 區域１ 

圍牆(物件) 

 

藍色房間 
燈泡儲物箱 

出發及結束區 

儲存區 

綠色房間 

黃色房間 

(燈泡放置區) 
(燈泡放置區) 

（起始位置） 

 

圍牆(物件) 

 圍牆(物件) 

 

http://www.wro-association.org/
http://www.wro-associ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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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賽物件  

總共有10個燈泡：2個黑色燈泡及8個新智慧燈泡為藍，綠，紅及黃色。  

注意：一回合不會用到所有燈泡，更多訊息請查看下一章節。 

 

2 x 舊燈泡 

（黑色） 

 

2 x智慧燈泡 

（藍色） 

 

2 x智慧燈泡 

（綠色） 

 

2 x智慧燈泡 

（紅色） 

 

2 x智慧燈泡 

（黃色） 

有３個圍牆在場地內。圍牆不能被移動或被破壞。 

 

紅色及藍色區域之間的圍牆 

 

黃色及綠色區域之間的圍牆 

 

綠色區域右側的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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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比賽物件定位 / 隨機  

燈泡的位置定位 .  

燈泡的位置每一回合開始時是隨機的。＂隨機＂方式按以下步驟完成。 

 

1. 黑色燈泡在綠色或黃色區域： 

將兩個黃色及兩個綠色燈泡放入抽籤筒內並從中抽出一個燈泡。一個黑色燈泡將放置在抽

出的（燈泡）顏色對應的房間區域1中（例如，抽出黃色燈泡，則將黑色燈泡放在黃色房

間區域1中）。剩下三個燈泡（未抽出的燈泡）將隨機放置（例如透過硬幣或其他方式）

在黃色和綠色的儲存箱上。  

 

在區域1的黑色燈泡 (灰色矩形) 

黃色房間 

 

範例1：隨機放置黃色及綠色燈

泡  

 

範例２：隨機放置黃色及綠色燈

泡 

2. 黑色燈泡在紅色或藍色區域： 

將兩個藍色及兩個紅色燈泡放入抽籤筒內並從中抽出一個燈泡。一個黑色燈泡將放置在抽

出的（燈泡）顏色對應的房間區域1中（例如，抽出藍色燈泡，則將黑色燈泡放在藍色房

間區域1中）。剩下三個燈泡（未抽出的燈泡）將隨機放置（例如依序抽卡片Ａ到Ｄ放

置）在紅色和藍色的儲存箱上。  

 

在區域1的黑色燈泡 (灰色矩形) 

藍色房間  

 

範例1：隨機放置紅色及藍色燈

泡 

 

範例２：隨機放置紅色及藍色燈

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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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定位完後的狀態，兩個黑色燈泡放在２個不同房間並且儲存區有６個燈泡，藍色或紅色房間

會有一個空位置（AREA1）以及綠色或黃色房間會有一個空位置（AREA1）。範例如下（第１抽

出黃色，第２抽出藍色） 

 
 

圍牆物件的位置定位 

 

圍牆放置在尺寸完全相符的深灰色區域。一面牆在紅色及藍色區域之間，一面牆在紅色及黃色區

域之間另一面牆則在綠色區域的右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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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機器人任務 

為了更好理解，會分成多個部份來解釋這些任務，而任務的執行順序則由團隊自行決定。  

5.1 任務：黑色燈泡放置垃圾區 

機器人必須收集黑色燈泡並且將燈泡放置垃圾區。  

5.2 任務：遞送智慧燈泡到不同房間 

機器人必須將智慧燈泡運送到不同的房間：  

• 黃色燈泡送進黃色房間  

• 綠色燈泡送進綠色房間 

• 藍色燈泡送進藍色房間 

• 紅色燈泡送進紅色房間 

 

智慧燈泡必須放置在不同房間的區域 1（AREA 1）淺灰色矩形及區域 2（AREA 2）白色矩形。每

個區域只能有一個智慧燈泡。範例：有兩個綠色智慧燈泡在場地上，你必須將一個移至區域１

（AREA 1）及另一個移置區域２（AREA 2）。如果將兩者帶到區域２（AREA 2）則只能獲得一

個智慧燈泡的分數。如果區域 1 內有一個黑色舊燈泡，為了放置新的綠色智慧燈泡，你必須把燈

泡移置垃圾區。  

5.3 任務：機器人停放 

在開始執行任務之前，機器人必須完全在＂出發及結束區＂內啟動。（出發及結束區域不包括周

圍的黑線框，在開始時，機器人包含連接線材之正投影必須完全在＂出發及結束區＂內。）當機

器人完成任務返回＂出發及結束區＂停止並且機器人正投影完全在＂出發及結束區內＂時（連接

線材之正投影允許在該區域外）則表示任務完成。 

5.4 扣分（圍牆物件） 

圍牆物件必須在初始的深灰色區域內且不能被破壞或移動。如果圍牆被破壞或被移動接觸到外面

淺灰色區域，則會扣分，總計分數若為負分則以零分計算，不會給予負分。（請參考競賽通則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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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評分 

評分的定義  

• “站立”指比賽物件仍處於直立狀態（如初始的狀態）。“不站立”指任何其他狀態。  

• “ 完全 ”指比賽物件僅接觸相應區域（不包括線黑線）。“ 部分 ”指比賽物件至少用一

處觸該區域。  

• 切記：每一個區域只能有一個智慧燈泡。  

任務 每個 總計 

紅 / 黃 / 藍 / 綠 智慧燈泡： 

• 物件直立站在正確的顏色房間內 

• 完全在區域１或區域２ 

25 150 

紅 / 黃 / 藍 / 綠 智慧燈泡： 

• 物件不是直立站著，但在正確的顏色房間內 

• 完全在區域１或區域２ 

15 90 

紅 / 黃 / 藍 / 綠 智慧燈泡： 

• 物件直立站在正確的顏色房間內 

• 部分在區域１或區域２ 

10 60 

紅 / 黃 / 藍 / 綠 智慧燈泡： 

• 物件不是直立站著，但在正確的顏色房間內 

• 部分在區域１或區域２ 

5 30 

黑色（舊）燈泡： 

• 直立站在垃圾區內 

• 完全在垃圾區內 

20 40 

黑色（舊）燈泡： 

• 沒有直立站在垃圾區內 

• 完全在垃圾區內 

10 20 

黑色（舊）燈泡： 

• 沒有直立或站在垃圾區內 

• 部分在垃圾區內 

5 10 

機器人完全停在出發及結束區。 

(至少完成以上一個燈泡物件得分) 

 10 

機器人有移動或破壞圍牆。 -15 -45 

最高分總計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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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解說 

物件站立在正確顏色房間裡，完全在區域 1 或區域 2 ➔ 25 分 

 

區域２由白色矩形定義。 

 

區域１由淺灰色矩形定義。 

 

區域２由白色矩形定義。 

 

切記：  

每個區域（AREA）只會計一

個燈泡分數 

 

物件在正確顏色房間裡，沒有站立，但完全在區域 1 或區域 2 ➔ 15 分 

   

物件站立在正確顏色房間，部分在區域 1 或區域 2 ➔ 10 分 

 

 

 

 

 

部分接觸區域 1（淺灰色矩

形） 

 

部分接觸區域２（白色區域） 

 

 

 

 

 

黃色圍牆被移動，黃色燈泡部

分在區域域２（白色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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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沒有站立在正確顏色的房間，但部分在區域 1 或區域 2 ➔ ５分 

 

物件無站立，在部分區域（躺

壓在圍牆上） 

 

部分在淺灰色矩形區域 

 

紅色燈泡沒有站立，只有部分

（正投影）在區域２ 

 

如下情況將不給予分數： 

 

損壞的燈泡 

 

燈泡在錯誤的房間內 

 

燈泡沒有在規定的區域內 

 

燈泡在錯誤的房間內 

 

舊燈（黑色）泡在房間內 

 

智慧燈泡（彩色）在垃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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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舊）燈泡站立在垃圾區，完全在該區內 ➔ 20分 

 

  

黑色（舊）燈泡完全在垃圾區內，但沒有站立著 ➔ 10分 

 

  

黑色（舊）燈泡站立或沒有站立著，部分在垃圾區 ➔ ５分 

  

 

機器人至少完成一個燈泡積木得分且機器人完全停在”出發及結束區” ➔ 10 分 

 

 

機器人的正投影完全在出發及

結束區內。符合得分條件。 

機器人完全在出發及結束區

內，但線材正投影超出該區也

是符合此得分條件。 

 

如果機器人的正投影不在開始

及結束區域內，則無分數。 

機器人破壞或移動圍牆 ➔ -15 分（每個圍牆懲罰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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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圍牆被移動仍在灰色區域

內是可以的。 

 

圍牆在灰色區域外會被懲

罰。 

 

圍牆在灰色區域外會被懲

罰。 

 

圍牆被破壞會被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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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比賽物件組裝  

組裝 - 燈泡 / 智慧燈泡 

有 2 個黑色(舊)燈泡及 8 個智慧燈泡：2 個紅色，2 個黃色，2 個綠色，2 個藍色。  

每個燈泡／智慧燈泡 所需的積木如下：: 

• 9 個 2x4 積木  

• 2 個 2x2 積木  

 

 

步驟 1 

 

步驟２  

步驟３ 

 

步驟４ 

 

步驟５ 

 

步驟６ 

 

 

圍牆組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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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 個圍牆在場地上。  

 

１)在綠色區域右側的圍牆： 

 

這個圍牆需要綠色積木如下： 

• 7 個綠色 2x4 積木 

• 8 個綠色 1x6 積木  

 

 

步驟 1 

 

步驟２ 

  

2 )在藍色與紅色區域之間的圍牆： 

 

這個圍牆需要的積木如下： 

紅色部分： 

• 6 個 紅色 2x4 積木 

• 14 個 紅色 1x6 積木 

 

藍色部分： 

• 6 個 藍色 2x4 積木 

• 14 個 藍色 1x6 積木 

 

白色連接部分： 

• 8 個 白色 2x4 積木 

• 10 個 白色 1x6 積木  

• 1 個 紅色 1x6 積木 

• 1 個 藍色 1x6 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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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步驟 5 

  

步驟 6 步驟 7 

  

步驟 8 步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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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0 

  

步驟 11 步驟 12 

 

步驟 13 

 

步驟 14 

 

3 )在黃色與綠色區域之間的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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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圍牆需要的積木如下： 

 

長黃色的部分: 

• 13 個 黃色 2x4 積木 

• 20 個 黃色 1x6 積木 

綠色長方形: 

• 11 個 綠色 2x4 積木 

• 31 個 綠色 1x6 積木 

黃色長方形:  

• 13 個 黃色 2x4 積木 

• 29 個 黃色 1x6 積木 

綠色和黃色長方形之間的白色

連接積木： 

• 6 個 白色 2x4 積木 

• 2 個 白色 1x6 積木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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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 步驟 6 

 

步驟 7 

  

步驟 8 步驟 9 

 

步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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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1 步驟 12 

 
 

步驟 13 步驟 14 

 

步驟 15 

 
 

步驟 16 步驟 17 

 

步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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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9 

  

步驟 20 步驟 21 

  

步驟 22 步驟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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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4 步驟 25 

 

步驟 26 

 

步驟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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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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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 

未來的資訊技術(IT)網絡面臨挑戰諸如全像投影視訊會議、自駕車和互動機器人，舉例這些即將發

生的範例。在 IT 數據傳輸中，不僅要提高速度還要創建能夠智慧地適應用戶需求的複雜系統，且

技術隱藏於日常用戶端中。軟體及硬體的解決方案將互相並行運作在未來的網路。 

 

創建這些未來的網路包含採用當前技術、開發新設備，增強無線技術。只有快速、可靠和安全的

系統才能成為未來智慧城市的基礎。創建一個不需要用戶有具體 IT 知識的系統是必要的，透過隱

藏技術僅向用戶端呈現益處和便利。匈牙利是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5G)研究中心之一，可以為智

能網絡奠定基礎。 

 

今年任務是創造一台機器人使城市的網絡現代化，機器人必須在城市之間安裝新的無線節點設備

並建立光學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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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場地敘述  

如下顯示各任務區域  

 

如果場地底板大於比賽底圖，請將底圖的「出發及結束區」作為基準點，依靠一長及一短邊圍牆

設置底圖。 

關於比賽底圖規格資訊及 PDF，請查看 WRO 通則類別一般規則內容，可在 www.wro-

association.org 下載。 

 
 
  

橙色區域（電纜區） 

白色區域（節點設備區） 

標籤塊位置 

出發及結束區 

安裝區域（４個顏色區） 

圍牆建築物 

節點設備起始位置 

光纖電纜起始位置 

http://www.wro-association.org/
http://www.wro-associ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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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賽物件  

有２種不同的節點設備：黑色，環形物件（新設備）以及白色無環形物件（舊設備）。 

有４個黑色以及２個白色節點設備。  

 

 

新節點設備(元件４個) 

 

舊節點設備(元件２個) 

 

光纖電纜 2 組：被用於連接場地上不同區域。 

 

 

光纖電纜 

 

 

有４個標籤塊在紅色、綠色、黃色及藍色區內，用於對應節點設備的方向。  

 

 

標籤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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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牆建築物定義 白色區域放置節點設備（每個顏色區放置一個）和橙色區放置光纖電纜（一根電

纜從紅色到藍色，一個電纜從綠色到黃色）。 

 

 
  



WRO 2019 全國總決賽 

 

4. 比賽物件定位 / 隨機   

節點設備定位  

 

節點設備被放置在場地的左側。有兩列每列３個元件。每列有２個黑色及１個白色節點設備隨機

擺放。兩列（左右兩行）的節點位置分別抽籤決定，例如將一個白色及兩個黑色的立方積木塊放

入一個不透明盒子內，依序抽出積木塊來定義節點位置，兩列抽籤方式相同。  

 

如下圖顯示可能的起始位置的範例： 

 

 

可能的起始位置範例 

 

一開始黑色節點元件放置的方向 

標籤塊的定位  

四個不同的標籤塊是隨機放置在4個標籤塊位置上(編號 1 到 4 )位於底圖圖紙右側出發區上面，例

如將所有立方體放入抽籤箱內，然後依序抽出。如下右圖是一個可能的起始位置的範例：  

 

 

標籤塊位置無物件（數字 1 到 4） 

 

依序抽籤後的結果<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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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纖電纜的定位  

 

光纖電纜將放置在場地上左側橙色矩形位置上。橙色矩形和

電纜大小相同，如右圖照片。 

 

 

 

結構牆的位置 

結構牆放置在深灰色區塊。這深色的部分正好是結構牆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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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機器人任務  

為了更好理解，會分成多個部份來解釋這些任務，而任務的執行順序則由團隊自行決定。  

5.1 任務：將節點設備放置在正確的方向  

黑色節點設備必須從初始位置被運送到安裝區域中的白色區域。白色節點設備須留在初始位置。 

節點設備擺放必須依照標籤塊所指定的特定方向，各標籤塊定義各顏色圍牆內節點位置。範例：

位置４的綠色標籤塊表示放在綠色圍牆內的節點擺放位置是北(NORTH)，請參考下一頁範例。 

每回合比賽節點計分僅採用如下圖所顯示的４個方位。 

 

定位 西(WEST) 

 

定位 東(EAST) 

 

定位 南(SOUTH) 定位 北(NORTH) 

如下一頁提供所有關於決定方位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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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塊起始位置： 

 

節點設備最佳終端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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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任務：連接光纖電纜 

機器人必須用兩個光纖電纜連接不同的區域。 

電纜需連接紅、藍之間及綠、黃之間。最好的情況是光纖電

纜接觸底圖安裝區域的橙色色塊。    

 

5.3 任務：機器人停放  

在開始執行任務之前，機器人必須完全在＂出發及結束區＂

內啟動。（出發及結束區域內不包括周圍的黑線框，在開始

時，機器人包含連接線材之正投影必須完全在＂出發及結束

區＂內。） 

當機器人完成任務返回＂出發及結束區＂停止並且機器人正投影完全在＂出發及結束區內＂時

（連接線材之正投影允許在該區域外）則表示任務完成。 

 

5.4 扣分（圍牆物件）  

圍牆物件必須在初始的深灰色區域內且不能被破壞或移動。如果圍牆被破壞或被移動接觸到外面

淺灰色區域，則會扣分，總計分數若為負分則以零分計算，不會給予負分。（請參考競賽通則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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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評分 

評分定義 

• “正確／錯誤方向”事由標籤塊定義，請參考任務１的解釋。  

 “僅接觸” 指物件接觸底圖上安裝區域內的白色節點設備區域（完全橫臥在一側）。在其

他狀況下，只有一部分物體接觸安裝區域內的白色區域（例如，如果物體被牆壁部分支

撐）被定義為“部分接觸”。 

• 切記：當節點設備及光纖電纜物件在圍牆結構內才可獲得分數，若在圍牆結構外側則無法

獲得分數。 

任務 每個 總計 

黑色節點設備：  

• 正確的方向  

• 僅接觸 底圖（規定區域） 

30 120 

黑色節點設備：  

• 錯誤的方向  

• 僅接觸 底圖（規定區域） 

10 40 

黑色節點設備： 

• 任何方向  

• 部分接觸 底圖（規定區域） 

5 20 

光纖電纜 – 完全連接：  

兩個區域之間的連接完成，電纜的兩端都接觸到底圖上的橙色區域。 
30 60 

光纖電纜 – 單側連接： 

兩個區域之間的連接幾乎已經完成。電纜一末端接觸底圖上的橙色區

域，而另一末端接觸橙色區域上的圍牆。 

20 40 

光纖電纜 – 圍牆連接： 

兩個區域之間的連接沒有解決，電纜的兩端僅接觸橙色區域的圍牆。 

10 20 

白色節點元件保持在初始位置（以上至少一個節點設備得分） 5 10 

機器人完全停在出發及結束區。 

(以上任務分數至少一項有得分) 
 10 

圍牆被移動或被破壞。  -10 

最高分總計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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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解說  

黑色節點設備擺放正確方向，僅接觸底圖 ➔ 30 分 

 

如上圖黃色標籤塊所顯示的方位向西(WEST) 

 

節點設備以正確方向(WEST) 完全躺在區域

內，下側僅接觸底圖，而沒有被圍牆支撐住。 

 

黑色節點設備擺放錯誤方向，僅接觸底圖 ➔ 10 分 

  

節點設備完全位於場地上但方向錯誤（EAST取代了WEST方向），物件下方僅接觸底圖而不是

被圍牆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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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節點設備擺放任意方向，但部分接觸底圖 ➔ 5 分 

 

節點設備沒有完全平躺在場上，被牆壁支撐。 

  

 

光纖電纜 – 完全連接（電纜兩端必須接觸橙色區域） ➔ 30 分 

   

 

光纖電纜 – 單側連接（電纜一端接觸橙色區域；另一端接觸橙色區域圍牆）➔  20分 

 

重點是接觸圍牆（如左圖範例

是指紅色或藍色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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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纖電纜 – 圍牆-連接（電纜兩端僅接觸橙色區域的圍牆）➔ 10 分 

 

重點是接觸圍牆（如左圖範例

是指紅色或藍色圍牆） 

 

光纖電纜 – 以下狀況不得分： 

 

一端未接觸規定的區域，無法

得分（如道具圍牆外側底圖） 

 

接觸到白色圍牆無法得分（必

須接觸紅色圍牆） 

 

電纜橫躺在不是規定的區域，

無法得分 

 

白色節點元件保持在初始位置 ➔ 10 分 

(至少有一個黑色節點設備得分)  

 

 

兩個元件在起始位置上完全沒

有問題。 

 

白色元件接觸起始位置的狀況

是可以接受的。(如圖)。 

 

如果白色元件不接觸初始位置

則無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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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至少完成一項任務分數且機器人完全停在出發及結束區 ➔ 10 分 

 

 

機器人的正投影完全在出發及

結束區內。符合得分條件。 

 

機器人完全在出發及結束區

內，但線材正投影超出該區也

是符合此得分條件。 

 

如果機器人的正投影不在開始

及結束區域內，則無分數。 

 

扣分：機器人破壞圍牆或使圍牆移位 ➔ -10 分 

 

 

如果移動到圍牆仍在淺灰色區

域內，是可以的。 

 

如果圍牆超出淺灰色區域，則

會扣分。 

 

如果圍牆被破壞，則會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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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比賽物件組裝 

節點積木組裝 

場地上有 2 個白色(舊)及 4 個黑色(新)節點設備。  

每一個黑色節點設備需要積木數：   

• 5 個黑色２x４ 積木  

• 1 個黑色２x２積木 

• 1 個 灰色２x２積木兩端有插銷連接軟管用 

• 1 個 灰色軟管(如下圖) 

• 4 個 １x６積木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步驟 5 步驟 6 步驟 7 

  
 

步驟 8 步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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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白色節點設備需要積木數：  

• ６個白色２x４ 積木 

• ４個白色１x６積木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步驟 5 步驟 6 步驟 7 

 
 

標籤塊的組裝 

有 4 個標籤塊，一個紅色，一個黃色，一個綠色及一個藍

色。 

 

各顏色標籤塊需要積木數 6 個２x４樂高積木。 

  



WRO 2019 全國總決賽 

 

光纖電纜的組裝 

有 2 個光纖電纜在場地上。  

每一個光纖電纜積木數如下： 

• ４個白色２x２積木  

• ４個白色２x４積木 

• ２個白色１x６積木 

• ２個黑色１x６積木 

• ２個灰色２x２積木兩側有插銷連接軟管用 

• １個灰色軟管 

    

步驟 1  (兩份) Step 2 (兩份) Step 3 (兩份) Step 4 (兩份) 

 

 

步驟５  (兩份) 步驟６ 

 

 

步驟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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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圍牆的組裝 

 

圍牆組裝分為以下步驟完成： 

 

1. 組裝紅色和黃色零件 

2. 組裝藍色和綠色零件  

3. 連接圍牆  

 

節點設備和電纜的紅色和黃色放置區域  

對於紅色及黃色所需要的零件如下： 

• 4 個 2x2 積木 

• 25 個 2x4 積木 

• 26 個 1x6 積木  

 

 

 
 

步驟 1 步驟２ 步驟３ 

 
  

步驟４ 步驟５ 步驟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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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７ 步驟８ 步驟９ 

   

步驟 10 步驟 11 步驟 12 

  

步驟 13 步驟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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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5 步驟 16 

 

 

步驟 17 步驟 18 

 

 

步驟 19 步驟 20 

  

步驟 21 步驟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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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3 步驟 24 

  

步驟 25 步驟 26 

  

步驟 27 步驟 28 

 

 

步驟 29 步驟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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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1 步驟 32 

 

 

步驟 33 步驟 34 

 
 

步驟 35 步驟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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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7  

 

 

黃色圍牆結構組裝步驟與紅色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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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點設備和電纜的綠色和藍色放置區域  

對於綠色及藍色所需要的零件如下： 

• 4 個 2x2 積木 

• 25 個 2x4 積木 

• 26 個 1x6 積木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步驟 5 步驟 6 

  
 

步驟 7 步驟 8 步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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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0 步驟 11 步驟 12 

  

 

步驟 13 步驟 14 步驟 15 

   

步驟 16 步驟 17 步驟 18 

   

步驟 19 步驟 20 步驟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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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2 步驟 23 步驟 24 

   

步驟 25 步驟 26 步驟 27 

  
 

步驟 28 步驟 29 步驟 30 

 
  

步驟 31 步驟 32 步驟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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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4 步驟 35 步驟 36 

 

  

步驟 37 步驟 38 步驟 39 

   

步驟 40 步驟 41 步驟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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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3 藍色圍牆結構組裝步驟與綠色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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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牆連接的物件 

顏色：紅色、黃色、藍色、綠色（各一個） 

每個物件需要的積木如下：  

• 1 個 2x2 積木 

• 4 個 2x4 積木 

• 6 個 1x6 積木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顏色：白色（４個） 

每個物件需要的積木如下：  

• 7 個白色 2x4 積木  

• 4 個白色 1x6 積木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步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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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不同的區域圍牆進行完整構造  

對於紅色/綠色和藍色/黃色區域之間的連接需要的積木數如下： 

• 4 個白色 1x6 積木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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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 

 

步驟 6 

 

步驟 7 

 

步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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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9 

 

步驟 10 

 

恭喜你，你成功了！ ☺ 

查看下一頁照片，檢查是否跟照片一樣已正確組裝所有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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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Robot Olympiad 2019 

K. 創意賽 

簡介 
未來城市被發展可用「智慧城市」作為總稱：新概念，新思想和新技術，有

助於未來的城市建設。 為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提供更有效的流程，綠色能

源和創新理念的城市。 這些發展將有助於節約能源，提高交通安全性並

改善公共交通系統，可幫助政府更好地運作，並使人們的生活更輕鬆便

利。 

 

智慧治理 
一個更智慧、更未來的城市的基礎是一個有現代技術支援的現代政府流程系統。 

智慧治理是指利用技術促進和支持更好的規劃和決策，是關於提高效率、社區領導力、移動

工作以及透過創新持續改進，包括電子化政府、效率議程和移動工作。 

 

智慧工作場所 
未來的工作場所，如工廠，辦公室和商店，很可能與今天截然不同。由人類完成的許多重複

性任務，已由電腦和機器人接管了很長時間。在 21 世紀未來的工作場所是關於尋找新的合

作、溝通及自我管理方式。智慧工作場所涉及政策，數位服務和激勵措施，以幫助和支持工

作場所創新和激發新想法。 

 

智慧教育 
教育也在迅速變化。學生需要學習一些事情能夠成功參與現代社會，與過去非常不同。但我

們學習的方式和我們用於學習的工具也在不斷變化。需要一種能夠使學生有能力並使他們參

與教育和社會的想法。智慧教育主旨在為學校、大學和其他教育中心創造最佳教育環境。 

 

挑戰 
對於 2019 年的創意賽組別，要求團隊用機器人扮演一個角色，提出創新的想法範圍： 

（1）治理 （2）工作場所 （3）教育，團隊可以從（1-3）選擇其中一個項目作展示，但

也可以同時選擇多個項目。例如，新治理理念與未來工作場所之間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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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Robot Olympiad 2019 

 

 

 

2019 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 

足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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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足球賽規則 

說明  

WRO 足球賽的目標是體現真實的足球賽。每隊兩個自主機器人在 WRO 足球賽場地上追逐紅外線

球，與對手互相競爭。 

目標 

機器人是學習21世紀技能的完美平台。學生在解決挑戰中受到啟發、建立出創意和解決問題的能

力，因為機器人是一門橫跨了科學、工程、數學和程式設計等科學項目的科學。最重要的是在這

過程中，學生們玩得愉快、彼此團隊合作，學習就像呼吸一般那麼自然。                     

                                                 

WRO 足球場地 

WRO場地會因當地的限制而有所不同。只要堅持努力，場地尺寸不會影響學生參與此挑戰。事實

上，WRO足球只需要鋪一張底圖就可以在教室裡進行!  

 

規則變更 

規則每年都會有些變動，隊伍不該期待每年皆使用同樣的程式、機器人參加比賽。每年所有隊伍

都從同等基礎開始，這樣可鼓勵新的隊伍加入。這樣的方式也可鼓勵參賽者對每年的新挑戰有更

新的創新想法。 

今年規則變動如下： 

3.6 半場 5 分鐘的賽制若一方領先達 5 分或是半場 10 分鐘的賽制一方領先達 10 分，則比賽提前

結束。 

4.12 選手在沒有裁判的許可下碰觸或移除自己的機器人，該機器人將會判離場兩分鐘。 

8.5 其它建構機器人的原料都被禁止，包括膠水、膠帶和螺絲…等。唯一的例外是防止 IR 感應器

被外在光源干擾而使用小量的膠帶來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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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一支機器人最多只能使用 3 顆零件組裝的全向輪。其餘的輸出埠僅可安裝一個踢球裝置。 

8.15 機器人必須含有提把，讓裁判容易提起。把手不包含在機器人高度和重量的計算，檢錄時

得要求選手拆下提把組件以便進行機器人檢查。 

11.1 控球區的定義為：一個垂直場地的平面靠著機器人最突出的部位而形成的內部空間。 

18.1 包含有關 WRO 指導原則和道德準則的信息。 

 

 

規則條例 

1. 隊伍 

1.1 隊伍可以擁有2個或以下的機器人。一個守門員和一個前鋒或兩個前鋒。 

1.2 比賽中禁止使用任何備用機器人，違者取消比賽資格。 

1.3 參賽隊伍可由2位或3位選手組成參加。 

 

2. 得分 

2.1 進球(得分)即當球完全跨過球門線，同時也正好會碰到球門後牆。 

2.2 得較多分數的隊伍獲勝。 

2.3 得分持平時會採用單循環制。 

2.4 下列情形算違規防守，亦被視為進球：若因為守門員機器人的某些部份在球門線和進球區

內，而擋住了原本朝著球門的進攻。 

2.5 “烏龍球”被視為對方的進球。 

 

3. 比賽時間 

3.1 比賽將包含上下兩個5分鐘的半場。 

3.2 中場休息時間最多有5分鐘。隊伍可在此時修理機器人。 

3.3 比賽開始後，除非特殊情況否則皆不會停止計時。 

3.4 裁判可決定是否暫停計時，讓參賽者修復嚴重損壞的機器人或解釋規則問題。 

3.5 裁判可以對遲到的隊伍施行懲罰，每一分鐘對手獲得一個進球。最多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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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半場5分鐘的賽制若一方領先達5分或是半場10分鐘的賽制一方領先達10分，則比賽提前

結束。 

3.7 若時間允許，決賽可進行半場10分鐘的賽制。 

 

4. 比賽 

4.1 上半場開始時，由裁判進行擲硬幣，由指定的參賽隊伍先猜。猜中的隊伍可以選邊或發球

權。 

4.2 開球的隊伍須從場地中間原點發球。 

4.3 其餘的所有機器人必須部分接觸自己的防守禁區。 

4.4 開球的一方先將機器人置於場地上或上方，等候比賽開始按鍵啟動或放下機器人，一旦放

好就不能再移動或轉向。對方機器人可等開球方機器人放置好後再行放置，等候比賽開始

按鍵啟動或放下機器人。 

4.5 裁判宣佈開始後，比賽才開始。機器人必須立刻開始動作。機器人可預先啟動，但必須保

持在桌台上方。 

4.6 在裁判宣布開始前提早開始之機器人將離場一分鐘。 

4.7 任何不可馬上啟動之機器人將視為”損壞的機器人”並離場一分鐘。 

4.8 若有一方得分了，將由失分隊伍重新開球。 

4.9 若雙方機器人纏住了，裁判可以微小的移動分開雙方。 

4.10 如果機器人運球時，用了較大馬力”強行突破”另一機器人，裁判將會立刻宣布 

     ”推人”犯規。裁判會將球放至場地中央且不停秒地繼續比賽。如果裁判判定”推人”

時，因”強行突破”而得的分數將不予計算。.  

4.11 隊伍隊長在沒有裁判允許下不可碰觸機器人。任何被碰觸的機器人將視為”損毀的

機器人”。若得分發生在機器人被移除時，該得分仍予以計算。 

4.12 隊伍在沒有裁判的許可下碰觸或移除自己的機器人，該機器人將會判離場兩分鐘。 

4.13 如果球碰到了球門旁兩側的末端牆面，比賽不會停止且球將被放至場地中央圓點。

若有機器人佔據了該圓點，球將放在最靠近圓點但非機器人正前方的位置上。 

4.14 如果防守方多於一個機器人進入罰球區，且嚴重影響比賽，即為“多人防守”。多

人防守情況發生時，對比賽影響最小的機器人將被移到場地中央；如果該機器人為   守門

員，則移走另一個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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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新開球 

5.1 當球被迫卡在機器人之間（“對抗”狀態）一段時間（最多15秒，為保持比賽流

暢大部分情形對抗5秒即重新開球），且不像有機會在短時間恢復自由或一段時間

無任何機器人可接近球時，裁判將會宣布”重新開球”。 

5.2 重新開球時，任何”卡住”的機器人必須立刻至罰球區重新開始開始，並且機器人必須部

分與罰球區接觸。  

5.3 允許隊員抓著機器人提把，機器人保持在運轉的狀態下。 

5.4 裁判會將球從長邊邊牆中間將球滾入開球。 

5.5 只有在球離開裁判的手且哨音響之後，機器人才可被釋放。 

5.6 任何無法馬上啟動的機器人將可能被判定為”損壞的機器人”。  

5.7 任何在裁判哨音響起前就釋放的機器人將被判離場 1 分鐘並視為”損壞的機器人”。 

 

6. 損壞的機器人 

6.1 如果機器人動作不正確(例:規則 12)或是對球沒有反應就會被裁判視為損壞的機器人。 

6.2 裁判或經裁判同意的參賽隊員可將損壞的機器人從場地上移走。 

6.3  損壞的機器人至少要離場 1 分鐘或直到有一方得分出現為止。  

6.4 壞的機器人必須修理完畢方可回到場上，否則，比賽剩餘的時間將保持在場外。 

6.5 裁判同意後，損壞的機器人可以返回場地，放置在隊伍球門禁區內，但是不應在其有利的

位置上。（例如：面對球。） 

6.6 如果機器人自己翻身倒地或因自己隊友而倒地，將被視為損壞的機器人並移離賽場。 

6.7 如果因與另一個機器人碰撞導致翻身倒地，可由裁判扶正並繼續比賽。 

 

7. 規則釐清 

7.1 比賽期間裁判有最後決定權。 

7.2 如果參賽者想要釐清規則，必須馬上提出”暫停”。比賽時間將暫停。. 

7.3 如果隊伍的隊長不滿意裁判的解釋，隊伍可要求與總裁判解釋。 

7.4 比賽期間，教練不可參與規則討論。. 

7.5 不受理錄影之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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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一旦場地之裁判與總裁判達成共識，將不在其他解釋與討論。 

7.7 若持續爭論將導致隊伍得到一張黃牌警告，再爭論將得到紅牌警告。. 

7.8 得到紅牌之參賽者將離場。. 

7.9 不尊重紅牌判決得個人將被禁止參加任何WRO足球相關的競賽。任何其他的抗議請通過

當地主辦單位表達與溝通。 

7.10  裁判可調整規則已適應當地之情況與環境，大會將會盡早提醒參賽者。 

7.11 任何比賽結束後的抗議應只針對於記分錯誤或對比賽結果有疑問。一旦於計分處確認並

簽名後，將不得以任何形式提出抗議。 

 

8. 機器人構造尺寸 

8.1 機器人結構與程式必須由學生獨力完成。 

8.2 機器人只能使用LEGO的零組件、馬達或感應器。 

8.3 組裝機器人之控制器、馬達和感應器必須是LEGO® MINDSTORMS 套件  或 

HiTechnic 之 部 分 感 應 器 ( 一 個 HiTechnic NXT IRSeeker V2 sensor 、 一 個

HiTechnic NXT Color sensor 和一個 HiTechnic NXT Compass sensor)，LEGO

的感應器數量則無此限制。 

8.4 機器人感應器使用之限制依國際規定。 

8.5 超音波感應器僅可裝置在機器人(機器人面向敵隊球門)的後方且感應器面向右方。若機器

人被認為有干擾其他機器人超音波感應器的企圖，違規的機器人將視為損壞的機器人並移

出場外。再犯者，將禁用該機器人之超音波感應器。 

8.6 其它建構機器人的原料都被禁止，包括膠水、膠帶和螺絲…等。唯一的例外是防止IR 感應

器被外在光源干擾而使用小量的膠帶來遮蔽。 

8.7 不得使用市售之全向輪(omni directional wheel)。 

8.8 一支機器人最多只能使用3顆零件組裝的全向輪。剩下的最後一個輸出埠強烈建議安裝一

個踢球裝置。 

8.9 束線帶與膠帶可用於固定線材。(審查時機器人會連同束線帶等一起量測) 。 

8.10 可使用任何程式語言。  

8.11 測量時機器人需處於自由站立(參賽隊員沒有攙扶之下)狀態並且伸展開所有延伸配件。 

8.12 直立的機器人應可放置入一個直徑為22cm的圓柱筒內。 

https://wro-association.org/fileadmin/files/challenges/wro2019/WRO-2019-Football-00-General-Rul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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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機器人高度應小於22 cm。 

8.14 機器人重量不得超過1 Kg(1000g)。 

8.15 測量時，每個機器人都必須出於直立狀態並伸展開所有部件，比如機器人上所有突出部分

都必須完全展開。所有部件展開後，機器人不能碰到測量圓筒的內壁。 

8.16 機器人必須含有把手以讓裁判容易提起。把手不包含在機器人高度和重量的計算。檢錄時

會要求選手拆下提把組件以便進行機器人檢查。 

8.17 參賽者須標示或裝飾自己的兩台機器人，使其容易辨識屬於同個隊伍。但不可影響比賽進

行或公平性為原則。 

8.18 機器人的顏色、超音波或光源感應器的傳輸不可干擾其他機器人的感應器讀值。 

8.19 機器人可使用充電電池單顆總電壓不得大於10V，容量不得大於2200mAh；或是單顆AA 

1.5V(最大不可超過1.8V)的額定電池6顆。會場有可能不提供充電，選手要自行準備備用

的電池組。 

 

9. 機器人零件組裝 (全國賽執行) 

WRO 規則要求在比賽當天指定時間內組裝所有的機器人。 

9.1 當”組裝時間”開始時，隊伍必須預先拆卸機器人以散裝零件的狀態呈現，不允許有預先

裝好的零件。（例如，輪胎胎皮不可預先裝在輪框上。） 

9.2 參賽隊伍不允許使用任何形式的安裝說明，無論是書面、插圖或圖片的安裝指南（包含手

寫紙本） 

9.3 程式允許隊伍預先準備好。 

9.4 機器人僅能在大會規定的組裝或修改時間內進行修改調整，其餘時間不允許做任何修改。 

9.5 隊伍有義務責任確保比賽之機器人皆屬於規則所規定的合法設備並非細部改裝（既外觀難

以判斷之細部拆解改裝）。如果機器人在賽後被評審團一致認定非合格設備，則會依以非

合格機器人參賽理由判定該隊伍失格，將尚失所有獲得的積分。 

9.6 機器人檢錄完畢必須放在大會規定的檢錄區，直到該組裁判長宣布比賽結束才允許將機器

人帶離會場。 

9.7 場地少許會有5mm以內的誤差（包含表面及斜度），隊伍在設計機器人時必須考量此

點，機器人在競賽過程必須能夠克服這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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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隊伍設計機器人時，需將環境變化列入設計考量，包含對燈光、球的變化強度和磁場條

件，機器人必須克服這些障礙。 

 

10. 機器人控制 

10.1 機器人必須是自動控制的。 

10.2 機器人必須是人工啟動的。 

10.3 禁止使用任何遠端遙控方式操控。 

10.4 機器人必須能向任何方向運動。 

10.5 只要不影響其它機器人的表現，機器人間使用藍芽的溝通是允許的。 

10.6 如果裁判要求，機器人必須能關掉溝通裝置。 

 

11.  控球 

11.1  控球區的定義為：一個垂直場地的平面靠著機器人最突出的部位而形成的內部空間。 

11.2 球在控球區內的深度不得超過2 cm。 

11.3 機器人不得持球。提示：持球的意思是，移除球可移動的任意一個自由度。比如說，把

球固定在機器人身上；機器人用身體圈住球來阻止其它機器人觸球；或使用機器人身體

的任何部分將球 包圍或設法圈住球。 機器人移動時球停止滾動，或是球滾動撞到機器人

身體時沒有回彈，這就說明球是被圈住的。 

11.4 球不能被壓在機器人下面，換言之，機器人的任何部分不得突出超過球的半徑。 

11.5 若機器人有踢球機構，不論是開啟或關閉的狀態下都必須符合以上的條件。 

 

12. 守門員機器人 

12.1 比賽中，如果使用守門員，守門員不得只做單向運動，它必須能朝各個方向移動。 

12.2 守門員必須採用前衝方式，力圖將衝向球門的球攔截。如有必要，守門員的移動應能夠

使機器人本身的某些部分超出罰球區（離球門45cm處）。 

12.3  守門員不能先做出側向移動，再向前移動。 

12.4  機器人如果對走過來的球不能做出向前移動的反應，將被視為 “損壞的機器人 (規則

6) 。 

 



WRO 2019 全國總決賽 

 

13.  場地 

13.1 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足球賽的比賽場地大小是2430 mm x 1830 mm。 

13.2 國際賽將使用3-5mm 厚之綠色地毯。地毯纖維應小於10mm。  

13.3 地毯將標示2.5cm 寬之黑線。  

13.4 2.5cm 直徑之圓形位於場地中央。  

13.5 本次比賽地毯採平舖於場地中。  

13.6 球門寬度450mm。  

13.7 球門內部的後面和側面應塗成天藍色(R:80 G:220 B:250)，地面為白色，球門外側面應塗

有消光黑漆。  

13.8 每座球門深 7.4cm。 

 

14.  學生 

14.1 學生將會被要求講解或訪談其機器人的操作，以證實機器人的構建和程式設計是由他們

自己完成的。 

14.2 學生將會被問及如何為比賽進行準備事宜，填答問卷及參與錄影訪問，以便賽會作紀錄

之用。 

14.3 必須提供證據（如照片、日誌、海報、計劃書），證明機器人是由學生構造和程式設計

完成的。禁止使用未做出充分修改的商業套件或是培訓機構提供的程式。學生必須證明

他們對程式有充分的理解。 

14.4 預計在進行所有比賽之前，各隊將參加一個簡短的面談，以舉證核實所有上述的內容。 

14.5 如果教練有過多協助，或機器人的製作並非主要由學生完成，該隊伍便會被取消參賽資

格。 

 

15.  積分賽決選 

15.1 循環積分賽，每隊在積分賽時勝隊得3分、平手各得1分(無延長賽)。 

15.2 積分賽結束後，若單比積分無法分出高低，與同積分隊伍依序由「總進球數」多、「淨

勝球數(總進球數-總失球數)」、「對戰成績(如果有)」，做為排序。晋級隊數由大會公

告，績分排序決定晉級之隊伍。 

15.3 積分賽後進行單淘汰賽，晉級之隊伍機器人及選手必須留在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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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決賽（淘汰賽） 

16.1 若在淘汰賽中比分僵持，則加賽 3 分鐘，攻守方延續前一半場，以重新開球方式開始，

持續到有一方射進致勝的”黃金得分”。  

16.2 若加賽3分鐘後仍無進球，則裁判會請隊伍將守門機器人移出場外。若該隊伍兩隻機器人

皆為防守機器人，則隊伍可選擇要移除哪隻機器人。再加賽3分鐘，攻守方球門延續前一

半場，以重新開球方式開始，持續到有一方射進致勝的”黃金得分”。 

16.3 若再加賽3分鐘後仍無進球，則由積分賽排名較高者贏得該場次。 

 

17. WRO 足球專用球 

17.1 採用直徑7.5cm 的勻稱電子球。 

17.2 該球會發射穩定的紅外線。（比賽時大會採用該球D模式。） 

 

18.  行為守則 

18.1 WRO指導原則，參賽隊伍及教練可連結至網址參考（https://wro-

association.org/competition/wro-ethics-code/）。 

18.2 每個團隊都需要將簽署的WRO道德準則，並將紙本文件帶到比賽會場（適用世界

賽），在開始前將此文件交給評審。 

18.3 在比賽期間，教練不允許進入比賽區域提供任何指導。比賽進行中，隊伍使用之電腦必

須保留在場地內。故意干擾其它機器人或是損壞比賽場地或足球的人，也將被取消比賽

資格。 

18.4 團隊不允許使用可能造成危險的物品或干擾比賽的行為。 

18.5 有行為不端或不適當言詞的參賽隊員將被驅逐出場，還將可能被取消比賽資格。 

18.6 比賽區域內禁止使用手機或任何有線無線通訊器材，違反者給予黃牌，再犯者則給予紅

牌。 

18.7 比賽現場任何干涉或違反WRO使命精神的情況都是裁判團不允許的。 

18.8 任何意圖干擾對方機器人的行為或感測器皆不可接受。該機器人將立即被判定為損壞並

且必須馬上拆卸或修復。如果在比賽結束後，發現該機器人違規，則有使用該行為或動

作的比賽皆視為無效。意圖扭曲規則定義的隊伍將受到嚴格的懲罰。 

https://wro-association.org/competition/wro-ethics-code/
https://wro-association.org/competition/wro-ethics-code/
https://wro-association.org/competition/wro-ethics-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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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所有參與者、學生、教練、導師都將尊重WRO使命。 

18.10 評審團及工作同仁皆遵守活動精神並嚴謹執行。 

18.11 比賽輸贏不是重要，重要是從過程中學到了什麼！！ 

 

備註 

*現場組裝將於全國賽執行。  

*全國賽每隊只有90 分鐘組裝測試時間可以在所有的場地上校正、修改程式。  

*全國賽依每隊三場的積分賽排序優先選出晉級16 強淘汰賽之隊伍。 

 

 

 

 

 

 

 

 

 

 

 

 

 

 

 

 

 

 

 

 

 

 



WRO 2019 全國總決賽 

 

 

 

 

 

 

 

 

 

 

 

 

 

 

 

 

 

 

 

 

 

 

 

 

 

 

 

 

 

 



WRO 2019 全國總決賽 

 

 

 
 

World Robot Olympiad 2019 
 

M. 進階機器人組 
 

 

 

智慧型溫室 

版本: 23th May 2019 (修改) 

 

 

 

 

 



WRO 2019 全國總決賽 

 

1. 簡介  

此次挑戰是建造一個在溫室中的自動控制園丁機器人。隊伍必須設計出可自我定位和繪製

場地的機器人，以因應溫室中的環境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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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進階挑戰組-競賽說明  

溫室是一種提供植物各種可調節氣候的封閉系統結構。開放的方形競賽桌台代表著溫室。

溫室內箱子上的小方塊代表著生長階段的植物。箱子代表著不同照明、不同溫度下的氣候

條件。共有 5 個不同顏色的箱子，且每個箱子上有來自不同顏色箱子的 4 個小方塊，每個

小方塊位在已知的 4 的方位上(前、後、左、右)。但箱子在競賽桌台內沒有固定的位置。

機器人必須從起始區開始，起始區為一個白色三邊圍成的”ㄇ”字形區域。場地如圖 1. 

 

圖 1. 競賽場地 

 

 

請注意箱子的位置是在每回合競賽開始前隨機抽籤決定的。 

機器人的任務是將不同氣候箱子上的植物方塊移動到另一個氣候箱子上。 

機器人只需辨別 3 個需要被移動的植物方塊，依照規則將其移動到另一個箱子上: 

2.1 第一個植物方塊位在藍色箱子上，擺放在距離桌台邊牆最近那一面的對面邊緣

上。 

起始區 

溫室 

植物(小方塊) 

氣候(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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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藍色箱子上的方塊顏色決定了第二個箱子。第一個方塊需移動到第二個箱子

上。 

2.3 第二個方塊位在第二個箱子最靠近桌台邊牆那一面的對面邊緣上。 

2.4 第二個箱子上的方塊顏色決定了第三個箱子。第二個方塊需移動到第三個箱子

上。 

2.5 第三個方塊位在第三個箱子最靠近桌台邊牆那一面的對面邊緣上。 

2.6 第三個方塊必須移動到起始區內(方塊可以在機器人上或機器人內)。 

 

圖 2. 需要被移動的方塊 

 

 

第一個植物方塊 

第二個植物方塊 

第三個植物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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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競賽方案 

進階挑戰組競賽分兩個階段: 資格賽和決賽. 

世界賽將會舉行: 3 回合資格賽和 2 回合決賽。  

資格賽期間，裁判將會在起始區內側提供一個 QR-code，讓機器人可以掃描它。該 QR-

code 含有可辨認起始區位置和開口方向以及箱子的座標資訊。其資訊格式如下:  

“(𝑋𝑝1, 𝑌𝑝1, 𝑋𝑝2, 𝑌𝑝2) (𝑋1, 𝑌1, 𝑋2, 𝑌2) (𝑋3, 𝑌3, 𝑋4, 𝑌4) (𝑋5, 𝑌5, 𝑋6, 𝑌6)”. 

𝑋𝑝1, 𝑌𝑝1:起始區內側右上角的座標位置。 

𝑋𝑝2, 𝑌𝑝2: 起始區內側右下角的座標位置。更多細節請參考圖 17。 

𝑋1, 𝑌1: 箱子的其中一角座標位置。 

𝑋2, 𝑌2: 相同上述𝑋1, 𝑌1箱子座標位置之對角點標位置。 

𝑋3, 𝑌3: 箱子的其中一角座標位置。 

𝑋4, 𝑌4: 相同上述𝑋3, 𝑌3箱子座標位置之對角點標位置。 

𝑋5, 𝑌5: 箱子的其中一角座標位置。 

𝑋6, 𝑌6: 相同上述𝑋5, 𝑌5箱子座標位置之對角點標位置。 

請注意，箱子的座標不必依任務順序做排序（如𝑋1 , 𝑌1 ,  𝑋2, 𝑌2）不必是第一個箱

子的座標，另外，𝑋1, 𝑌1不必是箱子左上角的座標。有關詳細訊息請參考圖５。 

 

 

 



WRO 2019 全國總決賽 

 

 

QR-code 將由 https://www.thonky.com/qr-code-tutorial/ 產生。  

可見 圖 4 和 圖 8 。 

附錄 C 有競賽道具和相對應 QR-code 的範例說明。 

 

 

圖 3. QR Code 代表著座標文字 “(K,Q,J,N)(I,I,K,G)(N,C,P,E)(E,O,C,Q)” 

(由 https://www.thonky.com/qrcode/ 產生)  

 

https://www.thonky.com/qr-code-tutorial/
https://www.thonky.com/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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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起始區內的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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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圖示 QR-code 所標示的座標位置 

請注意在資格賽回合，主辦單位和裁判可決定是否要提供 QR-code 增加競賽的複

雜度和挑戰度。參賽隊伍需自行詢問主辦單位。世界賽資格賽回合將會使用 QR-

code。決賽回合不會提供 QR-code，所以機器人需自行尋找箱子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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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競賽規則  

競賽時間: 

• 資格賽每回合 3 分鐘。 

• 決賽每回合 5 分鐘。 

競賽開始前: 

• 箱子和起始區位置在回合開始前為未知的。位置將會在競賽開始前由裁判隨機抽籤

決定。可以確定的是箱子會與桌台邊牆平行擺放。但是起始區不一定會與桌台邊牆

平行。見附錄 A 和附錄 B，箱子和起始區分別可能的擺放方向。競賽期間將會用此

網頁工具 https://arc.wro-association.org 隨機選擇做為比賽初始位置狀態，以減

短抽籤的過程。 

• 每回合隊伍將使用相同的起始區和箱子位置。 

競賽開始: 

• 機器人必須從起始區開始，並且機器人必須完全在起始區內，無任何部分超出該區

域。 

• 機器人起始尺寸不可超過 345 x 345 x 345 mm(電線不受此限制)。競賽開始後機器

人的長和寬可延伸改變但高度仍需符合 345mm 的限制。 

• 計時器將由裁判宣布”開始”後開始計算。 

未使用的額外道具: 

• 競賽期間參賽隊伍機器人必須遠離額外未使用的道具。 

競賽期間: 

https://arc.wro-associ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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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器人不允許移動箱子或起始區。若機器人違反此規則，競賽將繼續進行但該回合

分數為”0”分。箱子其中之一的角被移動超過初始座標 10mm 即被認定為”移

動”。 

• 機器人移動方塊的順序沒有限制。 

• 機器人僅允許移動需要被移動的方塊。 

• 機器人不可移動其他方塊。 

• 機器人必須返回起始區以獲得額外的分數。 

競賽結束: 

• 競賽將在以下情形結束比賽且停止計時: 

o 競賽時間結束 

o 隊伍成員碰觸了機器人 

o 隊伍成員碰觸了場地底圖、邊牆或是競賽道具  

o 機器人將競賽道具放至競賽場地外或機器人開至場地外 

o 機器人或隊伍成員損壞場地或競賽道具(盒子、方塊) 

o 機器人正投影完全在起始區內(電線可在區域外) 

5. 得分計算 

每回合結束後開始計算分數。 

每個階段的回合最高得分: 

• 資格賽是 6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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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賽是 130 分 

計分表內,方塊位置有 3 種: 

• 若方塊的正投影完全在箱子上的灰格子內 - 該方塊判定為完全在區域內 

• 若方塊的正投影任一部分在箱子上灰格子外，但仍有部分在灰格子內 – 該方塊判

定為部分在區域內 

• 若方塊的正投影完全在箱子上灰格子外 – 該方塊判定為完全在區域外 

機器人在起始區的判定也相似: 

• 若機器人的正投影(不包含電線)完全在起始區包圍的方型區域內- 判定機器人完全

在起始區內。 

• 若機器人正投影的任何部分(不包含電線)超出起始區包圍的方型區域外但仍有部分

在起始區內- 判定機器人部分在起始區內。 

 
條件 

資格賽回合 決賽回合 

分數 合計總分 分數 合計總分 

1. 拿取方塊。僅有競賽敘述 2.1,2.3 和 2.5 中的方塊才列入得分  

1.1. 規則要求的箱子上，需被移動的方塊完全離開

初始位置，且另外 3 個不需移動的方塊完全在

初始位置內  

5 15 10 30 

1.2. 規則要求的箱子上，非需要移動的方塊完全離

開初始位置，且另外 3 個方塊完全在初始位置

內   

1 3 2 6 

1.3. 規則要求的箱子上，任一方塊部分在初始區域

內，且另外 3 個方塊完全在初始位置內  

0 0 0 0 

1.4. 規則要求的箱子上，至少兩個方塊在初始區域

內或完全在區域外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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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放置方塊。 方塊顏色符合箱子顏色。僅有競賽敘述 2.1,2.3 和 2.5 中的方塊才列入

得分 

2.1 方塊完全擺放在指定箱子邊線區域內或部分在

區域內。且無其他方塊完全或部分擺放在同區

域內。箱子上其他三個方塊完全在初始區域

內。箱子上只有四個方塊 

10 20 20 40 

2.2. 方塊完全擺放在指定箱子邊線區域內或部分在

區域內。有另一個方塊也完全或部分擺放在同

區域內。箱子上其他三個方塊完全在初始區域

內。 

2 4 4 8 

2.3. 方塊完全擺放在指定箱子但錯誤的邊線區域內

或部分在區域內。且無其他方塊完全或部分擺

放在同區域內。箱子上其他三個方塊完全在初

始區域內。箱子上只有四個方塊 

2 4 4 8 

2.4. 方塊完全擺放在指定箱子但錯誤的邊線區域內

或部分在區域內。有另一個方塊也完全或部分

擺放在同區域內。箱子上其他三個方塊完全在

初始區域內。 

2 4 4 8 

2.5. 方塊擺放在箱子任一邊線上，且完全在或部分

在區域內。同一個箱子上至少有一個方塊完全

在區域外或部分在另一個區域內 

0 0 0 0 

3. 將方塊放至起始區內 

3.1. 從第三個箱子上拿取的方塊(規則 2.5 中所述，

不論哪一個邊)正投影完全在起始區圍成的方

型區域內 

10 10 20 20 

4. 額外加分.規則 2.1, 2.3 和 2.5 所述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個箱子  

4.1. 第一個箱子上只有三個相同顏色的方塊。第二

個箱子上有一個與箱子顏色相同的方塊，且完

全或部分在區域內。第三個箱子上有一個與箱

5 5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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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顏色相同的方塊，且完全或部分在區域內。

剩下個兩個箱子上有四個方塊且完全在初始區

域內 。每個箱子上都沒有兩個相同顏色的方塊

在同個區域內 

5. 停止在起始區     

5.1 機器人部分在起始區內。要求的箱子上(不論

哪一邊)至少有一個方塊完全在區域外。箱子

上的另外三個方塊完全在初始區域內  

5 5 10 10 

5.2. 機器人完全在起始區內。要求的箱子上(不論

哪一邊)至少有一個方塊完全在區域外。箱子

上的另外三個方塊完全在初始區域內 

15 15 30 30 

 

 

 

     

 

6. 比賽場地說明 

• 競賽桌台: 

o 方型桌台 (2400 x 2400 x 200 mm) (+/-5mm). 內側高度 200 mm  

o 場地顏色為白色,邊牆內緣、外緣顏色為黑色  

o 邊牆厚度 50mm. 

o 座標方格尺寸(115 x 115 mm) (+/- 2mm).  

o 桌台有座標方格幫助裁判擺放箱子。但是機器人不可以使用格點來循跡，線

條尺寸為 1mm 或更細。顏色為淺灰色 PANTONE Cool Gray 5 C, RGB (177 

179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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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座標將由字母標示，也是 QR-code 內會顯示的座標資訊。請見圖 8 

o 機器人不可使用字母來定位，因為字母僅可用來幫助裁判擺放場地。

 

圖 6.場地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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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內牆尺寸 

 

圖 8. 座標字母如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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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始區: 

o 一邊開放的中空立體方塊 (362 x 379 x 345 mm) (+/- 5mm). 

o 立方體內徑尺寸 (345 x 345 x 345 mm). 

o 起始區為白色的 

o QR-code (僅在資格賽) 依照敘述由 https://www.thonky.com/qr-code-

tutorial/產生 

o QR-code 的尺寸是 (85 x 85 mm) ，如圖 10. 

o QR-code 擺放位置如 圖 11. 

o QR-code 擺 放 的 位 置 將 會 畫 一 方 塊 標 示 ， 以 幫 助 裁 判 放 置

 

圖 9. 起始區的尺寸 

https://www.thonky.com/qr-code-tutorial/
https://www.thonky.com/qr-code-tut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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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起始區的內徑尺寸 

 

圖 11. QR-code 在立方體內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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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箱子: 

o 實心方塊 (230 x 230 x 200 mm) (+/- 2mm). 

o 競賽桌台上有 5 個箱子. 箱子的顏色有: 

▪ 藍色, PANTONE Blue 072 C, RGB (16, 6, 159). 

▪ 紅色, PANTONE 1795 C, RGB (238, 39, 55). 

▪ 綠色, PANTONE 802 C, RGB (68, 214, 44). 

▪ 橘色, PANTONE Bright Orange C, RGB (254, 94, 0). 

▪ 黃色, PANTONE 803 C, RGB (254, 233, 0). 

o 箱子的材質為木頭. 

o 箱子上有與方塊相同尺寸的方形導引線標示方塊擺放的正確位置  

o 灰色(RGB [86, 86,86])格子為該回合可擺放方塊的地方 

o 灰色方格尺寸為 (60 x 60 mm). 

o 灰色格子是寬鬆擺放方塊的條件 

o 箱子的位置可見附錄 A  

o 美個箱子與邊牆的最小距離為 23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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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箱子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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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塊: 

o 實心方塊 (48 x 48 x 48 mm) (+/- 2mm) 中央有直徑 (Ø 15mm +/-1mm)的

中空圓柱貫穿方塊  

o 每個箱子上有 4 方塊  

o 方塊的顏色有: 

▪ 藍色, PANTONE Blue 072 C, RGB (16, 6, 159). 

▪ 紅色, PANTONE 1795 C, RGB (238, 39, 55). 

▪ 綠色, PANTONE 802 C, RGB (68, 214, 44). 

▪ 橘色, PANTONE Bright Orange C, RGB (254, 94, 0). 

▪ 黃色, PANTONE 803 C, RGB (254, 233, 0). 

o 方塊的材質是木頭. 

o 方塊的位置如圖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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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方塊的尺寸 

 

圖 14. 箱子上的方塊位置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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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錄 A 

箱子的可能位置: 

o 箱子將依照場地上的座標擺放 

o 需被移動的方塊前方會有一自由空間，以確保機器人可接觸到方塊 

o 自由空間為一(460 x 460 mm)方塊.  

o 該自由空間將不會有任何的場地道具 

o 該自由空間無顏色. 

 

 圖 15. 箱子的正確位置  

需移動的方塊 

自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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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6. 箱子的錯誤位置  

8. 附錄 B 

起始區的可能位置 

o 起始區將依照場地上的座標擺放 

o 起始區的位置不一定會與邊牆平行。將由起始區的右上角和右下角內側來擺

放 

o 注意最近的座標可畫出 6 條虛擬線。並且，起始區的內緣與其中之一的虛

擬線對齊。見圖 17 

o 起始區的開口處會有一自由空間以確保機器人可離開起始區 

o 自由空間為兩個直徑(Ø 920 mm)圓重疊的區域，第一個圓的圓心為起始區

的右上角而第二個圓的圓心為起始區的左上角  

o 自由空間內沒有任何其他場地物件在其中 

需移動的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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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自由空間沒有顏色 

o 起始區應放置在機器人無法看到任何箱子的位置上。如圖 20 和圖 21，黃色

區域是機器人從起始區內看出來的視線範圍。若將箱子放在該區域內是錯誤

的 

 

圖 17. 起始區的位置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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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8. 起始區的正確位置  

 

 圖 19. 錯誤的起始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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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0. 錯誤的起始區位置. 

 

圖 21. 正確的起始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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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錄 C 

競賽物件的可能位置和相對應的 QR-codes. 

 

 

圖 22. 物件位置: (K,Q,J,N)(I,I,K,G)(N,C,P,E)(E,O,C,Q). 

 

 

 

圖 23.物件位置: (N,E,P,C)(M,P,K,N)(C,J,E,H)(Q,S,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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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物件位置: (H,E,J,F)(N,L,P,N)(O,E,Q,C)(A,L,C,N). 

 

 

 

圖 25.物件位置: (H,Q,H,T)(P,D,N,F)(L,N,N,P)(S,K,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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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附錄 D 

方塊位置在區域內 

方塊完全在箱子頂部的黑色引導線內,是屬於最完美的定位 

 

圖示 26.方塊完美定位在區域內 

 

如果方塊的正投影完全位於箱子頂部的灰色方框內，並且方塊的任何部分都不在灰色之外，則認

為方塊位於區域內如下圖所示： 

 

 

圖 27.所有方塊都位於區域中。 

 

部分在區域內： 

如果方塊的正投影完全位於箱子頂部的灰色方框內，但有一部分都在灰色之外，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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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三個方塊（右，左和下）部分位於區域中。 

 

 

不在區域內： 

如果方塊的正投影完全位於箱子頂部的灰色方塊之外，則認為方塊位於區域之外，如下圖所

示： 

 

圖 29.三個方塊（右，左和下）完全不在區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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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ball Advanced 

3 On 3 Tournament Manual 

Presented by Matrix Robotics / 更新 

N.進階足球組-金屬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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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機器人不僅是最熱門的話題，也是學習 21 世紀技能的絕佳平台。機器人競賽可以為學生提供創

新，創造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並且透過機器人可以跨越多個課程科目學習，學生必須學習和應

用於科學，工程，數學和電腦程式編輯等方面的知識。設計機器人最有價值的部分是使學生快樂

學習，團隊合作，讓學習如呼吸一樣自然簡單容易。 

• 競賽介紹 

金屬機器人足球競賽融入「聯盟」及「競合精神」新概念，隊伍之間亦敵亦友，彼此相互競

爭也相互作。每場分為 2 個聯盟，每聯盟 3 台機器人來自不同隊伍，在足球賽場地上追逐足

球。3台機器人一台須為全自動，另兩台不限控制方式(可遙控、半自動、全自動)。 

• 競賽場地和物件 

• 比賽區域包括 5.43 公尺(長) x 4.22 公尺(寬)的場地及場內比賽的物件(球門和球)。 

• 由 69 片 60 公分 EVA 軟墊組合成場地地板。 

• 所有線寬 2.5 公分。 

• 中圈直徑 120 公分。 

• 木製圍牆高度約 20 公分圍繞著 5.43 公尺(長) x 4.22 公尺(寬)的場地。牆高會因使用頻率導

致尺寸有少許變化。***團隊也需要將牆高列入設計機器人的考量之一。*** 

• 球門寬度 140 公分，高度 60 公分，深度 60 公分及 45 公分。 

• 所有尺寸容許誤差± 5 公釐。 

• 球門的位置在球門線上的中央位置。 

• 足球：3 號球，球的直徑約 18.2 公分，周長約 57.2 公分。 

• 足球顏色：紅色噴漆（漆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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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圖範例: 

 

 

 
 

• 規則異動 

規則每年都會有些變動，版本定案後如有更新信息將顯示在＂規則更改摘要＂中。隊伍不

該期待每年皆使用同樣的程式、機器人參加比賽。每年所有隊伍都從同等基礎開始，這樣

可鼓勵新的隊伍加入。這樣的方式也可鼓勵參賽者對每年的新挑戰有更新的創新想法。 
 

• 比賽定義和規則 

1. 聯盟、隊伍、選手描述 

1.1 一個聯盟有 3 台機器人分別由不同隊伍組成，機器人 1 個將是守門員和 2 個前鋒。 

1.2 比賽中禁止使用任何未完成檢錄的機器人，違者取消比賽資格。 

1.3 隊伍由 1 台機器人、1~2 位指導老師或教練及 2~8 位選手組成（總人數不得超過 10

位）。 

1.4 選手年齡 10 歲至 19 歲；指導老師或教練年齡 18 歲以上。 

1.5 同聯盟隊伍在比賽過程中可以相互討論指導。 

1.6 執行該競賽首要條件隊伍數需達 6 隊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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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競賽說明 

2.1 競賽方式以「循環賽」積分排名，再依序聯盟選拔進行「淘汰賽」。 

2.2 循環賽：用於決定隊伍進入淘汰賽的比賽。 

          （以 20 隊隊伍為範例：如下圖示分兩聯盟，第 1~7 場次循環賽中每隊隊伍已比兩回

合；其中第 7 場次 16 號及 20 號隊伍為第三回合） 

 

 

 

2.3 淘汰賽：淘汰賽非常地刺激。這個比賽將決定誰是冠軍聯盟（隊伍）。第一聯盟將對上第

四聯盟，而第二聯盟將對上第三聯盟。 

• 半决赛  

第 1 聯盟與第 4 聯盟在半決賽 1 中對抗，#1 為紅色聯盟，#4 為藍色聯盟 

第 2 聯盟與第 3 聯盟在半決賽 2 中對抗，#2 為紅色聯盟，#3 為藍色聯盟 

• 决赛 

半決賽 1 的獲勝聯盟為紅色聯盟 

半決賽 2 的獲勝聯盟為藍色聯盟 

 

＊備註：若出賽隊伍未滿 12 隊，淘汰賽制將不會有半決賽，改由第１聯盟與第２聯盟直接

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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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進入淘汰賽中的聯盟數量取決於隊伍數。（例如：參賽隊伍 23 隊或以下，取四個聯盟晉

級；若參賽隊伍 24 隊以上取 8 個聯盟晉級；參賽隊伍未滿 12 隊，僅取二個聯盟直接決

賽。） 

2.5 淘汰賽中將以三戰二勝方式進行，獲得兩勝之聯盟隊伍可以晉級。 

2.6 若在淘汰賽中比分僵持，則比賽將繼續直到有一方射進致勝的”黃金得分”。 

2.7 若加賽 3 分鐘後仍無進球，則裁判會請聯盟將守門機器人移出場外，並由兩方聯盟再次對

戰，優先進球之聯盟可贏得該場次。 

2.8 在淘汰賽中，隊伍不會得到積分；他們只會得到戰勝、戰敗或平手。在淘汰賽的每一回

合，將決定晉級的聯盟隊伍。如果某隊伍在淘汰賽期間嚴重違例被取消資格，則整個聯盟

將被取消資格並將比賽記錄為失敗。 

 

3. 得分 

3.1 進球：球 1/2 以上通過球門線。 

3.2 每一回合結束時，進球數較多的聯盟獲勝，同時可獲得排名積分。 

3.3 積分排名（Ranking Points, RP）:晉級淘汰賽的排名。在循環賽中，隊伍排名的第一個依

據。優勝的聯盟之隊伍可得 2 分積分；平手的聯盟之隊伍各得 1 分積分；失敗聯盟之隊伍

得到 0 分積分；失去資格或沒出現在賽場的隊伍亦為 0 積分。若隊伍積分排名相同時,則依

a 至 e 順序排序： 

a.「隊伍」總積分。 

b.「隊伍」總進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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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隊伍」守門機器人攔截總球數(非犯規違例) 

d.「隊伍」總攔截球數(非犯規違例) 

e.「隊伍」機器人的重量（較輕者優先排序） 

3.4 下列情形屬於違例，將視為有效進球：守門員機器人的一部份在球門線和球門內，而擋住

了原本朝著球門進攻的球。 

3.5 “烏龍球”被視為對方的進球。 

 

4. 比賽時間 

4.1 比賽將包含上、下兩個 5 分鐘的半場。 

4.2 中場休息時間最多有 5 分鐘。隊伍可調整維修機器人或編輯程式。 

4.3 比賽開始後，除非特殊情況否則皆不會停止計時。 

4.4 裁判可決定是否暫停計時解釋規則問題。 

4.5 裁判可以對遲到的聯盟施行懲罰，每遲到一分鐘對手聯盟獲得一個進球，最多五分鐘同時

該隊伍便喪失比賽權，且對手聯盟直接以 5：0 獲勝該回合。 

4.6 如果聯盟在 5 分鐘的上半場比賽中以 5:0 領先或者全場比賽中領先進 10 球，裁判有權提前

結束終止該回合比賽並且記錄分數。 

4.7 如果時間允許，淘汰賽比賽可以超過 10 分鐘。 

 

5. 比賽開始 

  5.1 比賽開始前，由主辦單位提供聯盟隨機對戰表，再由參賽隊伍抽籤對應對戰表出賽。 

  5.2 在比賽開始時，裁判將請兩聯盟猜拳，贏得的聯盟可以選擇防守區，同時可選在上半場開始

還是在下半場開始時開球。贏得開球聯盟需安排一台機器人從場地中圈開球。其餘的所有

機器人必須部分接觸自己聯盟的禁區。 

5.3 裁判或裁判助理會提供旗幟，隊伍需將旗幟固定在機器人身上以利裁判及助理裁判辨識用。 

5.4 所有機器人置於場地，一旦放好就不能再移動。 

5.5 聯盟攻、防必須在裁判宣佈開始後，比賽才開始。 

5.6 當比賽進行 1 分鐘後，任何不可啟動之機器人將視為”損壞的機器人”，除非機器人停留

在球門區影響進球，裁判會停秒並吹哨示意請隊伍將損壞的機器人搬離競賽場地修復；否

則須等任一方進球裁判才有可能停止秒數並請隊伍將機器人搬離場。場內剩餘的機器人待

裁判示意後仍繼續進行比賽，若機器人修復完畢可再回場比賽，但隊伍須聽裁判指示在不

影響競賽的情況下（例如球不在自己聯盟半場區域），將機器人放在自己聯盟的角區。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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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損壞的機器人” 若仍無法啟動將由聯盟剩餘的 2 台機器人作為該場比賽的對戰（2 對

3 方式比賽）。 

5.8 若有一方得分了，將由失分聯盟重新開球。 

5.9 若裁判確定雙方機器人纏住無法分離，裁判可以出示手勢加吹哨方式要求比賽停秒暫停，確

認雙方機器人分離後再進行比賽；若在暫停比賽同時有一方聯盟進球，則進球算分。 

5.10 如果進攻方機器人帶球過程，用了較大馬力”強行突破”另一機器人，裁判將會立刻宣布 

     ”推人”犯規。球權會判給防守方，裁判請強行突破的機器人回到自己方的禁區，同時被突

破的機器人以當下狀態獲得進攻球繼續比賽。如果裁判判定”推人”時，因”強行突破”

而得的分數將不予計算。 

5.11 在禁區內前鋒必須用明顯的擊球裝置碰擊球作為射門，不允許用機器人隨意處撞擊球射

門，若違例進球不算且球權將給予防守方；反之禁區以外則無特別規定，如果在禁區外機

器人隨意撞擊球導致進球，進球算分。 

5.12 每回合競賽時每隊最多能安排 3 位人員進入競賽區域內。（包含操控,教練或維修工程師） 

5.13 任何在裁判哨音響起前就離開禁區及球門區外的機器人將被判罰在原地停止動作 1 分鐘。 

 

6. 重新開球 

6.1 當球被卡在機器人之間（“對抗”狀態）一段時間（5 秒），且不像有機會在短時間恢復自

由或一段時間無任何機器人可接近球時，裁判將會宣布”重新開球”。 

6.2 ”重新開球”時，所有機器人需退回自己聯盟的球門區跟禁區。守門員機器人必須在球門

區內，進攻機器人必須在禁區內，待裁判將球放置中點後吹哨以示比賽繼續進行，比賽時

間仍進行中不停秒。 

6.3 裁判或助理裁判會將球由約略長邊牆中間位置往場內中點方向滾動。 

6.4 機器人允許保持在運轉的狀態。當裁判吹哨後機器人可繼續運作。 

 

7. 損壞的機器人 

  7.1 如果機器人動作不正確或是對球沒有反應就會被裁判視為損壞的機器人。 

  7.2 經裁判同意情況下才可將損壞的機器人從場地上移走。 

  7.3 損壞的機器人至少要離場 1 分鐘或直到有一方得分出現為止。 

  7.4 損壞的機器人必須修理完畢才可回到場上，否則，比賽剩餘的時間將保持在場外。 

7.5 裁判同意後，損壞的機器人可以返回場地，前鋒機器人：放置在自己聯盟的角區並且面對著

球門區；守門員機器人：放置在自己聯盟的禁區（角區及球門區之間）方向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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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如果損壞的機器人是守門員機器人，則需要由另外兩個機器人選擇一個暫代為守門員，且需

要調整成自動模式比賽，直到原本的守門員機器人修理完畢可以回到場上比賽為止。 

 

8. 規則釐清 

8.1 比賽期間裁判擁有最終決定權。 

8.2 如果參賽者想要釐清規則，必須在比賽開始前須提出，比賽開始後將不暫停解釋規則；除非

判罰有異裁判可視狀況暫停比賽並說明。 

8.3 隊伍必須遵從裁判對規則的詮釋及說明。 

8.4 大會及裁判團隊一概不受理任何錄影視頻之提證。 

8.6 一旦場地之裁判與總裁判達成共識，將不再其他解釋與討論。 

8.7 若持續爭論將導致隊伍得到一張黃牌警告，再爭論隊伍將得到紅牌並且被取消比賽資格。 

8.8 得到紅牌之參賽隊伍將被驅離比賽會場，若有比分則以當下計算對手聯盟分數，驅逐離場隊

伍之聯盟則以零分計算，若當下雙方皆無比分，則直接以 5:0 計分，（意旨對手聯盟直接獲

得 5 分）。 

8.9 裁判可調整規則已適應當地之情況與環境，大會將會盡早提醒參賽者。 

 

9. 機器人描述  

9.1 機器人的結構及程式需由學生完成。 

9.2 比賽的機器人的主控制器只能一個，只能是 Matrix Mini 控制器或是 KNR 控制器。 

   9.2.1 主控制器如下表格 

 

 

       

 

 

9.2.2 其他 Arduino, Raspberry Pi 或裸板，一律不得使用作為控制器。 

 

KNR (myRIO based) 

 

Matrix Mini (Arduino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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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機器人的控制只能從 9.2.1 表格選擇成為主控制器,作為感測器數據的操控，其他控

制器僅可用於當作擴充輸入/輸出作用，接於擴充控制器之所有感測器資料運算及

直流馬達或伺服馬達動作指令皆由主控制器進行運算及操縱。使用非上述之其他擴

充硬體的隊伍，須向裁判提供相關程式碼及電路圖說明，以表示擴充硬體僅用於輸

入／輸出功能。 

9.2.4 用於機器人的機構只能是 Matrix 金屬件及 Matrix 底盤；美術材料（例如木片、塑

膠板、保麗龍、壓克力…等等）不可當作主結構；齒輪款式不限制；輪子款式不限

制（可用單向輪或萬向輪），但直徑大小不可超過 13 公分。 

9.2.5 電器膠帶、束線帶、尼龍束帶等等，僅可被用於綑綁線材。 

9.2.6 機構允許切割或鑽孔。例如為了直流馬達（電機）或伺服馬達（舵機）固定在機器

人上面。 

9.2.7 任何 3D 印製的元件不允許使用，除非是用於感測器或馬達的外殼固定在 Matrix 的

零件上。 

9.3 程式語言必須使用 Scratch, mBlock, Arduino, LabVIEW 或其他（例如 C, C++, C#, Robot 

C, Java, Python）。 

9.4 機器人延展最大尺寸：18” x 18” x 18”。 (約 45.7cm x 45.7cm x 45.7cm) 

9.5 重量：總重不得超過 33 磅。(約 15 公斤) 。 

9.6 電池電壓：9-16VDC。 

9.7 馬達：操作電壓：9-16VDC，限 Matrix、KNR 品牌。 

9.8 馬達數量：直流馬達(電機)最多 8 個；直流馬達＋伺服馬達（舵機）最多 12 個。 

9.9 遙控方式須以 2.4GHz 遙控器與接收器。（建議羅技 F710 或同規格品） 

9.10 感應器限制： 

• Hitechnic、NXT、EV3 等 Mindstorms 系列感測器 

• Arduino 感測器如下：超音波感測器、紅外線感測器、顏色感應器等 

基本不限制 Arduino 模組種類，但各模組不能影響比賽進行，尤其是雷射（激光）類模

組、非遙控器之通訊類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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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視訊攝影機只能安裝一個。（建議羅技 C310 或同規格品） 

9.12 團隊不能使用任何液壓或氣壓。 

9.13 機器人直立方式量測尺寸，並且要延展至最大尺寸。 

9.14 檢錄時，機器人延展最大尺寸後必須能完全放入 18”x 18”x 18”的套量器具內。 

9.15 機器人使用的超音波感測器或光源感測器或發射器不得干擾影響其他機器人的感測器讀

值。 

9.16 同一聯盟有三個機器人來自不同隊伍，三個隊伍必須相互討論選出一個守門員（需全自

動）及兩個進攻機器人，可以是遙控、半自動或全自動模式，控制不受限制，但必須有自

主的能力。 

9.17 機器人必須具有可立即切換自動模式或遠程控制模式的開關功能。 

9.18 出於安全考慮，機器人建議裝有一個可見且易於操作的緊急停止開關。 

9.19 機器人應有保護裝置以避免移動過程發生碰撞導致設備毀損或人員受傷。  

 9.20 機器人建議有擊球裝置。 

10. 控制 

10.1 機器人必須有自主模式及遠端遙控模式。 

10.2 機器人必須能向任何方向運動。 

10.3 只要不影響其它機器人的表現，機器人使用 Wifi 是允許的。 

  （非必要時競賽場域內不允許使用藍芽） 

10.4 如果裁判要求，機器人必須能關掉溝通裝置。 

 

11. 控球 

11.1 控球區的定義為：一個垂直場地的平面靠著機器人最突出的部位而形成的內部空間。 

11.2 球在控球區內的深度不得超過球的 1/3。 

11.3 機器人不得持球。（持球的意思是，球將不接觸比賽場地地板。比如說，把球固定在機器

人身上；機器人用身體圈住球來阻止其它機器人觸球；或使用機器人

身體的任何部分將球包圍或設法圈住球。機器人移動時球停止滾動，

或是球滾動撞到機器人身體時沒有回彈，這就說明球是被圈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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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球不能被壓在機器人下面，換言之，機器人的任何部分不得突出超過球的半徑。 

 

12.  守門員和前鋒 

12.1 守門員機器人必須是全自主。 

12.2 守門員機器人活動範圍限制在自己場域的禁區及球門區。 

12.3 守門員機器人不可在球門內。 

12.4 前鋒機器人進攻時不可接觸到對方的球門區，違例將球權判給對方。 

12.5 前鋒機器人不可接觸到場地內所有的球門區。 

12.6 前鋒機器人建議安裝擊球的裝置。 

 

13. 選手評鑑（由裁判團隊於活動當日決議執行與否） 

13.1 參賽隊伍可能會被裁判團面試，有機器人的製作及操作之相關問題，藉以驗證機器人的結

構和程式是隊伍自己做的。 

13.2 參賽團隊將被提問有關他們團隊如何組成、培訓、輔導其他隊伍等相關問題。 

13.3 必須證明對程式有充分的理解。 

13.4 如果評審團裁定有過多的導師協助或機器人的工作基本上不是學生的原創作品，那麼該團

隊將被取消參加比賽的資格。 

 

14. 行為準則 

14.1 干擾其他團隊，材料或機器人可能會導致團隊被取消資格。 

14.2 團隊不會使用可能導致或干擾遊戲的危險品或行為。 

14.3 對其他團隊成員，其他團隊，觀眾，裁判或工作人員言行不當或態度不佳，在這情況下可

以給黃牌警告，嚴重者可給予紅牌並請離現場。 

14.4 任何干涉或違反比賽任務的精神是無法容忍的，裁判可依狀況給予牌。 

14.5 所有參賽者，學生，老師或教練都需要尊重比賽的使命。 

14.6 工作人員及裁判會盡全力並且謹慎執行所有事項。 

14.7 輸贏不是重點，重點是您學到了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