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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科技教育推廣計劃 2013-2014 

機械人比賽 

活動程序表 

比賽日期 : 18-01-2014 (星期六) 

比賽時間 : 9:00 am – 1:00 pm  

比賽地點 :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地址 ：    元朗康業街 28 號 

 

 

時間  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09:00 am  比賽報到 

09:15 am 機械人四足短跑比賽 

10:15 am 機械人格鬥比賽 

11:15 am 

機械人外型設計 

比賽評分 

機械人拔河比賽 

12:15 pm 頒獎典禮 

1:00 pm 完 結 

主辦機構： 贊助機構： 支持機構： 協辦機構：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兒童的科學           

 

 優質教育基金 光明學校、光明英來學校、鐘聲學校、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聖公會錦田聖約瑟小學、 博愛醫院歷屆總會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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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科技推廣計劃普及科技推廣計劃普及科技推廣計劃普及科技推廣計劃 13-14 機械機械機械機械人比賽人比賽人比賽人比賽 

 

(A) 一般規則 

參賽細則 

 

1. 單馬達機人械組別的機械只可使用一套馬達齒輪箱。 

2. 多馬達機械人組別可使用多於兩套馬達齒輪箱，並只許使用兩套馬達齒輪箱作步行之用。 

3. 所有參賽者，在參與各項賽事時，必須穿著整齊校服。 

4. 未得大會批准，參賽學生名單不可更改。 

5. 各參賽學生須有指導老師或領隊老師帶領方可出席比賽。 

6. 指導老師或領隊老師不可進入比賽規限的範圍內指揮學生作賽。 

7. 裁判有權對不守規則或不服裁判的學生、指導老師或領隊老師發出警告或取消其比賽資

格。 

 

機械人細則 

8. 所有參賽機械人只可以步行方式移動。 

9. 所有參賽機械人需採用田宮 70093 齒輪箱(203.7:1, 58.2:1, 16.6:1)及原裝馬達進行比賽，

並且只可照說明書指示調整齒輪比。此外，參賽者不得自行改裝馬達及齒輪箱。 

10. 所有馬達內的轉子和內阻須超過 0.85Ω。並須通過內阻檢查。 

11. 機械人的重量，即置於機體內所有物品的總重量(包括電池)。 

12. 參賽機械人需符合大會於各項目所指定之尺寸、重量及特定限制。 

13. 所有機械人不可附加非大會認可的電子控制附件。所有已認可的電子控制附件產品和無

線電裝置的型號及其供應商名單，將會在網上公佈。 

14. 除螺絲、絲帽、介子和馬達齒輪箱外，參賽作品的機械人部份必須為學生自行以原材料

製作；不可使用現成之模型或玩具零件製作。而裝飾配件不得使用多於 30%之現成玩具

組件。 

 

 

 

主辦機構： 贊助機構： 支持機構： 協辦機構：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兒童的科學           

 

 優質教育基金 光明學校、光明英來學校、鐘聲學校、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聖公會錦田聖約瑟小學、 博愛醫院歷屆總會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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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項 

15. 參賽者須自備電池。 

16. 各機械主底板上須刻上或以不脫色顏料寫上機械人參賽編號。 

17. 參賽機械人於比賽報到後，任何時間大會均可按需要抽查各參賽作品之規格，如有違反

指定規格之作品，大會將會取消其比賽資格。 

18. 違反以上賽規者，比賽資格及成績即被取消。 

19. 大會有權使用所有參賽作品作推廣及宣傳之用。 

20. 大會有權修改各項比賽規則，請留意本會網頁公告。 

 

 

*以上規則只適用於以上規則只適用於以上規則只適用於以上規則只適用於 普及科技推廣計劃普及科技推廣計劃普及科技推廣計劃普及科技推廣計劃 13-14 機械人比賽機械人比賽機械人比賽機械人比賽* 

 

(B) 個別賽項規則 

A 組：單馬達機械人組別  

1. 機械馬短跑比賽 

2. 機械人拔河比賽 

3. 單馬達機械人造型設計比賽 

 

B 組：多馬達機械人組別 

4. 機械人格鬥比賽 

5. 多馬達機械人造型設計比賽 

 

 

各賽項均設各賽項均設各賽項均設各賽項均設 冠冠冠冠、、、、亞亞亞亞、、、、季季季季 及及及及 殿殿殿殿 軍軍軍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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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科技推廣計劃普及科技推廣計劃普及科技推廣計劃普及科技推廣計劃 13-14 原型機械原型機械原型機械原型機械馬馬馬馬短跑比賽規則短跑比賽規則短跑比賽規則短跑比賽規則 

 

本比賽純粹是速度的較量，比賽以最快完成 2m 短跑的機械馬為勝。 

 

機械馬規格機械馬規格機械馬規格機械馬規格 

1. 原型機械馬的板身及腳部結構必需為工作坊所提供的木

製材料，機械馬只可以單馬達雙電池運作。 

2. 機械馬長度不能超越 300mm、闊度不能超過 150mm、高

度不能超過 180mm(長、闊、高尺寸不能互換)。總重量不

能超越 500g（包括電池）。 

3. 建議機械馬要有馬的形態及騎師，必須以步行方式完成

比賽。 

4. 在比賽時，機械馬不可有任何裝置改變機械原本之尺寸。 

 

比賽場地規格比賽場地規格比賽場地規格比賽場地規格 

1. 比賽時採用水準短跑賽道板，跑道 2000mm長，起跑區長 400mm。  

2. 賽道上共有 6 條跑道，每條跑道闊 150mm。  

3. 計時器會置於賽道板末。 

 

 

 標準短跑賽道板  

比賽規則比賽規則比賽規則比賽規則 

1. 比賽以最短時間完成指定距離來決定勝負。  

2. 參賽者可選擇待欄閘打開才啟動/放下機械馬，或是先啟動/放下機械馬等待欄閘打開。 

3. 參賽者不可再碰觸已離開起跑區的機械馬，機械馬若停止活動或在限時 30秒內未能到

達終點會當作仍未能完成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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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科技推廣計劃普及科技推廣計劃普及科技推廣計劃普及科技推廣計劃 13-14 機械人拔河比賽規則機械人拔河比賽規則機械人拔河比賽規則機械人拔河比賽規則    

 

此項比賽主要測試各機械人之力度，機械人要以四足步行的方式移動，遊戲是以最快將對方

拉出指定範圍者為勝。 

 

機械人規格機械人規格機械人規格機械人規格    

1. 機械人只可以單馬達雙電池運作。 

2. 機械人長度不能超越 300mm、闊度不能超過

150mm、高度不能超過 180mm、總重量不能超

越 500g（包括電池）。(長、闊、高尺寸不能互

換) 

3. 拔河採用長 150mm 的電線扣為連系兩台機械

之物件。 

4. 機械人身體末端中央離地 60mm-90mm 處須裝

置一個直徑 10mm 的金屬羊眼圈，以便鉤上拔

河之電線扣。 

5. 機械人必須以四足步行方式移動，每只腳掌面

積不能超過 25mm x 50mm 步行時每只腳板均

會離開地面。機械人不應有任何部分永久接觸地面。 

6. 機械人接觸地面的部分不應有高度黏性(以不黏不起一張 80g A4打印紙超過 3 秒為准)。 

 

比賽場地規格比賽場地規格比賽場地規格比賽場地規格    

1. 本比賽採用拔河賽道板。拔河賽道板長 1000mm ×闊 180mm ×高 180mm，於中線前後各有

75mm闊之標記。 

    

比賽規則比賽規則比賽規則比賽規則    

1. 比賽以一場分出勝負，比賽由

裁判示意開始，當機械人將對

方拉出每邊 65mm 的比賽範圍

之外便告勝出。 

2. 比賽限時為 1 分鐘，若在時限

內仍未能分出勝負，則以重量

較輕者為勝。 

3. 比賽開始時若機械人不能啟動

或中途停止活動，機械人就當

作敗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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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科技推廣計劃普及科技推廣計劃普及科技推廣計劃普及科技推廣計劃 13-14 機械造型設計比賽規則機械造型設計比賽規則機械造型設計比賽規則機械造型設計比賽規則    

 

機械人造型設計比賽的目的，在於讓學生儘量發揮創作意念，在比較寬鬆的規格下，機械人

外型可更具創意及富有美感。 

 

參賽組別參賽組別參賽組別參賽組別    

1. 單馬達機械組別以單馬達機械人為限，適合小四或上同學參與。 

2. 多馬達機械組別以兩組或以上馬達機械人為限，適合小五或以上同學參與。 

（每校在每個組別，最多可派兩隻步行機械參賽） 

 

比賽規則比賽規則比賽規則比賽規則    

1. 參賽作品可不得參與其他任何賽事。 

2. 曾參加上屆比賽的機械人不得重複參加本年度相同的賽項。 

3. 機械人連背景裝飾不得大於  425mm X 300mm X 230mm  (長、闊、高的尺寸可以互換)。 

4. 機械人須完成基本步行動作。 

5. 參賽同學可附交一張A4 之作品簡介（見附頁一）格式須與附頁相同，介紹創作意念及特

色。但說明內容不可含有任何與學校或作者姓名有關的文字及圖像。比賽日不設現場講

解或說明環節。違規者可被取消比賽資格。 

 

評審準則評審準則評審準則評審準則    

    

造型／動感 創意 製作技巧 材料運用 總分 

25% 30% 25% 2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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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頁一 
普及科技推廣計劃普及科技推廣計劃普及科技推廣計劃普及科技推廣計劃 11113333----11114444 機械人比賽機械人比賽機械人比賽機械人比賽機械造人型設計比賽作品簡介機械造人型設計比賽作品簡介機械造人型設計比賽作品簡介機械造人型設計比賽作品簡介    

參賽組別參賽組別參賽組別參賽組別：：：：單馬達單馬達單馬達單馬達 /  /  /  / 多馬達多馬達多馬達多馬達                                                        參賽編號參賽編號參賽編號參賽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品說明作品說明作品說明作品說明：：：：    

設計概念設計概念設計概念設計概念：：：：    

    

    

材料運用材料運用材料運用材料運用：：：：    

    

    

    

遇上的問題或困難遇上的問題或困難遇上的問題或困難遇上的問題或困難：：：：    

    

    

    

解決方法解決方法解決方法解決方法：：：：    

注意：說明內容不可含有任何與學校或作者姓名有關的文字及圖像。違規者可被取消比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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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科技推廣計劃普及科技推廣計劃普及科技推廣計劃普及科技推廣計劃 13-14 機械機械機械機械人人人人格鬥比賽規則格鬥比賽規則格鬥比賽規則格鬥比賽規則    

 

此比賽除了考驗各機械人之力量外。比賽是以 1 對 1 的方式最快將對手的機械人破壞、推翻

或推出指定範圍者為勝。 

 

機械人規格機械人規格機械人規格機械人規格        

1. 機械人最多可使用 4 組齒輪箱，並只能以其中 2 組齒輪箱作步行方式移動，機械人武器

可自由設計，但不能有危險性的活動設計，如彈射部份、火藥或彈簧等等。 

2. 比賽時機械人以有線控制器作手動操控。 

3. 機械人的電線必須掛高離開賽道板不少於 240mm 的裝置上(如屹立式的杆上)，以免電線

影響比賽的進行。 

4. 機械人所有裝置必須可用操控器，控制伸出及縮回，但伸展後長度不能超過 300mm、闊

度不能超過 200mm、高度不能超過 240mm 。從向前步行方向看，向橫量度的尺寸是闊

度，向後量度的尺寸是長度，向上量度的尺寸是高度，長、闊、高尺寸不能互換，故進

行體積檢測時不能將機械人垂直或側放入檢測箱。總重量不能超越 1.5kg。如有尖銳的武

器以不能破壞場地為准。 

 

                                                           機械人規格 

高度 

向前步行方向 

闊度 

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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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場地規格比賽場地規格比賽場地規格比賽場地規格    

1. 比賽板長 1219mm，闊 1219mm，高 100mm。 

2. 比賽開始時各機械人須放於比賽板之對角處。  

3. 參賽機械人的電線須懸掛在掛架之中，故各機械人的電線須有足夠長度。 

 
 

比賽規則比賽規則比賽規則比賽規則    

1. 雙方各派 1台機械人對賽。 

2. 裁判先鑒定比賽機械人沒有危險性的活動設計才可開始比賽。比賽板須置於枱上/地上，

而當機械人任何部份接觸枱面/地面，或完全失去作戰能力便作輸論。 

3. 比賽以一場分出勝負，比賽由裁判示意開始。 

4. 比賽時限為 2分鐘。若在時限內仍未能分出勝負，會以重量較輕者為勝。  

5. 機械人若被裁判視為只作逃避，拒絕進攻，參賽者會被警告，再犯者被取會消資格。 

6. 裁判有權移走不能作戰的機械人，以免影響賽事進行。 

7. 所有判決最終由專案裁判團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