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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WRO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 

全國總決賽暨亞東 AI科技大賽 
《含未來新創家、未來工程師挑戰賽報名》 

一、活動宗旨 

「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大賽」是一項國際性的科技及教育活動。藉由麻省理工學院研發

並由「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委員會」全球 80幾個會員國一同參與這項國際教育盛事，目

的是藉著電腦資訊及科學原理之融合運用，啟發參賽者之科技運用及創意，並以機器人

設計之競賽活動，達到動國內創意科學教育之目的。大會並培訓國內競賽績優團隊參與

國際競賽，展現我國創意科學教育之成果並爭取國際榮譽。2021亞東科技大學正式推動

AI與 IOT課程，並以專題方式研究居家照護機器人，與今年 2022 WRO國際奧林匹亞機器

人大賽主題「我的機器人好友」相輔相成，在全球機器人產業發展蓬勃，面對科技產業

的千變萬化之下，如何將 AI人才與生活共融更是未來發展的趨勢，在本次的總決賽賽事

中，預計吸引來自各縣市晉級的機器人全國總決賽的優秀選手，參與此盛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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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參與者更

可透過運用科技工具、材料、資源動手實作，培養學生瞭解機械、自動控制、電腦程

式、使用科技產品，以及設計與批判思考的能力，提昇整個基礎的科技教育，強化學

生未來的競爭力與對科技的敏感度。彰顯創意科學教育多元化、國際化及推廣價值。 

〈二〉啟發學生創意，強化世界級的競爭力：加強培養 AI科技人才，藉由機器人比賽活動

即早儲備世界級的實力。強化國內學生於『生活科技與自然科學領域』之整合運用能

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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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推廣 108 課綱之教學理念，透過比賽提昇國中、國小科技教學領域，豐富學生之學

習素養與歷程。 

〈五〉機器人創意教育融入各科教學：透過每次比賽主題中世界議題的發想，培養學生在日

常生活中，運用所學知識的學習表現，讓學生學以致用，以達到啟發學生多元智能的

目標。 

〈六〉吸引升學學子，帶來行銷效益，增加亞東科技大學招生之廣度與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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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亞東科技大學、社團法人台灣玉山機器人協會。 

協辦單位：中國文化大學機械系。 

 

   (二) 總決賽 : 

        時間：2022 年 08 月 25 日(星期四) - 2022 年 08 月 28 日(星期日)  

         (賽程表將依隊伍數調整; 簡易賽程表將於 8 月 15 日前公告) 

        地點：亞東科技大學淡水校區(新北市淡水區濱海路三段 25 號) 

        項目：機器人任務、未來新創家、網球雙打、未來工程師、防疫總動員挑戰賽    

總決賽網址：http://www.era.org.tw 

   (三) 2022 年世界賽：(德國為主辦國) 

時間：2022 年 11 月 17 日- 2022 年 11 月 19 日 

項目：機器人任務、未來新創家、網球雙打、未來工程師 

國際賽網址：https://wro-association.org/所有競賽項目及規則均依據國際奧林匹亞機器

人委員會決議之 2022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大賽項目為準。 

五、活動內容 

1. 未來新創家(創意賽)主題： (隊伍可直接報名總決賽) 

 參賽組別:1.國小組 2.國中組 3.高中職組 

比賽主題：「我的機器人好友」 

2. 未來工程師主題：(隊伍可直接報名總決賽) 

比賽主題：「AI自動駕駛」 

3. 運動主題 (校際盃及各區選拔賽晉級資格) 

比賽主題：「網球雙打」 

4. 機器人任務(競賽)主題： (校際盃及各區選拔賽晉級資格) 

國小組－ 「園藝機器人」 

國中組－ 「救援機器人」 

高中組－ 「照護機器人」 

5. MATRIX 防疫總動員 (各區選拔賽晉級資格) 

五、參賽組別、隊伍組成及參賽規範 

（一）參賽組別 (依 WRO 總部官方公告年齡為主) 

1. 機器人任務(競賽)—國小組、國中組、高中職組 

2. 未來新創家(創意賽)─國小組、國中組、高中職組 

3. 未來工程師(AI自動駕駛)─國高中職混齡 

http://www.era.org.tw/
https://wro-associ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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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運動主題(網球雙打)—混齡 

5. MATRIX 防疫總動員—混齡 

（二）參加對象： 

1. 未來新創家、未來工程師: 

除原本各縣市校際盃之晉級隊伍外，其他隊伍亦可直接報名總決賽。 

 

 

 

 

 

2.機器人任務(競賽)組: 

依各縣市校際盃選拔賽晉級資格，各組報名滿 5 隊以上，每 12 隊取 1 隊晉級總決賽，

如參賽不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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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隊未滿 24隊，若隊數過半，則增加一隊晉級。

（例如：1~12隊取 1隊晉級；13~17隊不增加晉級名額；18~24隊則增加 1隊晉級；以

下類推）；線上競賽訂為每 12隊取 1隊晉級全國總決賽，大會保留依報名隊伍數及成績

落點調整晉級名額之權益。 

3.運動賽_網球雙打組(混齡): 

依各縣市校際盃選拔賽晉級資格，每 4隊取 1隊晉級總決賽；各區賽選拔賽晉級資格，

每 4隊取 1隊晉級總決賽。 

(三)注意事項： 

1. 參加者之年齡限制係依照「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委員會」公佈之標準訂定。 

2. 取得世界賽參賽資格之隊伍，其成員中若有不符合世界賽之年齡資格者，該成員須

放棄參與世界賽比賽之權利，且其空缺不得由他人遞補，若因此造成該隊伍成員人

數不符規定（每隊最少 2人,不含教練），則該隊須放棄世界賽之權利，由後面名

次依序遞補之。 

3. 一位教練可以指導 1支以上的隊伍，但每支隊伍都要有一位負責的成年教練協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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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都必需由選手自己完成。 

5. 參賽全國賽之隊伍，其組成之隊員，不得以任何理由更換（教練不在此限），違者

取消其參賽資格。 

 (四)組隊方式：  

1. 各縣市大專生、公私立高中、高職、國中、國小學生(含外籍/外僑學校)均可組隊

參賽，每隊由 2~3名選手與一名教練所組成。 

2. 參賽隊伍必需符合大會要求之資格，且不同年齡組別，不得組成同一隊伍報名。外

級別 年齡 

國小組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國中組 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高中/職組 2003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WRO 未來工程師 2003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MATRIX 防疫總動員 2003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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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外僑學校隊伍如獲晉級世界賽，必須以我國之名義代表參賽。 

1. 總決賽一人僅能參加一種比賽項目。 

(五) 獎項： 

總決賽： 

3. 各比賽項目前三名頒發獎狀、獎品、獎盃、獎牌。 

4. 除前三名外，總成績前 1/2者頒發佳作獎狀（成績為零者除外）。 

5. 贊助廠商將頒發獎品，數量及獲獎項目將依各廠商而定。 

(六)晉級世界賽之資格： 

6. 世界賽： 

7. 機器人任務、未來新創家、網球雙打、未來工程師總決賽冠軍隊伍，須使用符合世

界賽規則之平台方能獲得世界賽資格;若隊伍未使用符合世界賽規則之平台，晉級

資格將依序由使用符合世界賽規則平台隊伍遞補。 

8. 依世界賽之規定，各國參賽隊數依各國國內賽總參加隊數決定配額。因此，除冠軍

隊伍外，如可增加世界賽參賽之名額，將視名額多寡依次由全國賽競賽與創意賽總

決賽之排名決定參賽隊伍。 

9. 取得參加世界賽之隊伍，顧及團隊安全考量，建議一切行程由大會安排。 

10.大會保有對晉級總決賽隊伍之最終解釋權力。 

(七)申訴辦法： 

1. 比賽爭議：在規則上有明文規定者，以裁判團及裁判長判決為終決，協會一律不採

信錄影影片為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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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書面向審判委員會正式提出，以裁判團之

判決為終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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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其他注意事項： 

11.為達比賽公平起見，大賽所聘之評審委員不得為比賽隊伍之指導老師或教練。 

12.若有未盡之事宜，以大會現場公告為準。 

七、未來新創家、未來工程師組參賽報名事項： 

(一)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8月 7日報名截止。  

(二) 報名費用： 每一隊報名費為新台幣：參仟元整。 

(三) 創意賽參賽隊伍需繳交簡報（大會指定格式），提供評審團隊事先審核。場地為開

放式空間，將提供一座海報架 (預計為 A0 SIZE) ，一張會議桌及三張椅子，視大

會公告為主。 

(四) 報名方式：一律以網路報名。 

報名網址：www.era.org.tw/main/esunrobot-online-registration/ 

相關連結：台灣玉山機器人協會官方網站 http://www.era.org.tw  

(五) 若偏鄉、離島地區學校之參賽隊伍免繳報名費。(關於「偏遠、離島地區學 校」之

http://www.era.org.tw/main/esunrobot-online-registration/
http://www.era.org.tw/


 

 5 

名詞界定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六) 注意事項： 

1. 參賽隊伍名稱若與其他隊伍同名，則尊重優先完成報名手續之隊伍。 

2. 詳細活動內容請上網查詢 http://www.era.org.tw 活動如有變更，以現場公告為準。 

3. 報名流程：上網填寫報名資料。 

4. 請於 8/18前完成網路報名手續，若未於期間內完成報名手續之隊伍，視同報名無

效。 

5. 網路公告分組名單後若發現名單有誤（隊伍刪減、隊員姓名誤植等），請於三日內

聯絡主辦單位更改名單內容，超過期限者恕不接受辦理更動、取消報名事宜。 

6. 報名表正本與身份證明文件(具身份證字號、出生年月日或姓名)需於比賽當天攜至

報到處，視為參賽必要證件。並儘早至比賽會場報到檢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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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其他未盡事宜將公告於網站上，請留意網上訊息。 

8. 若有任何異動，依主辦單位最後公告為準則。 

 

八、計畫聯絡人 

 

【台灣玉山機器人協會】： 

電話：(02)2729-8197 

賽務聯絡人：陳冠汝 Ash；信箱 ash@era.org.tw 

規則聯絡人：黃暐霖 Win；信箱 win@era.org.tw  

 

【亞東科技大學 USR 計畫】： 

聯絡人：游雅嵐 

電話：02-77388000#1252  

信箱：ot214@mail.aeust.edu.tw 

 

http://www.era.org.tw/
mailto:ash@era.org.tw
mailto:win@era.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