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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X比賽簡介



REC基金會

REC基金會（Robotics Education & Competition Foundation）旨在提供

動手實踐，且各年齡段的學生皆可投入的機器人學習環境，啟發學

生對於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領域的興趣。







全年齡段的機器人競賽

幼稚園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學



VEX GO 競賽

比賽辦法與報名：roboticseducation.org/teams/vex-go/

火星數學探索 海洋科學探索 鄉村工程建設 城市科技重建

https://www.roboticseducation.org/teams/vex-go/


工廠自動化競賽

比賽辦法與報名：roboticseducation.org/teams/fac/

https://www.roboticseducation.org/teams/fac/


VEX線上挑戰賽

比賽辦法與報名：challenges.robotevents.com/

https://challenges.robotevents.com/




第一名可獲得VEX世界錦標賽參賽資格



比賽方式

針對比賽主題繳交作品



VEX比賽資源
Robotevents.com

https://www.robotevents.com/


VEX比賽資源
競賽手冊與相關文件

• VEX官網
vexrobotics.com

• REC基金會網站
roboticseducation.org

https://www.vexrobotics.com/
https://www.roboticseducation.org/


VEX比賽資源
官方論壇：vexforum.com

https://www.vexforum.com/


VIQC/VRC Hub app

下載點：VIQC/VRC

•競賽手冊

•模擬比賽倒數計時

•計算賽局得分

https://www.vexrobotics.com/iq/competition/viqc-hub
https://www.vexrobotics.com/v5/competition/vrc-hub


新賽季比賽主題



 



圓盤
場上38個
預裝雙方聯隊共8個
賽局導入圓盤雙方聯隊共7
個

Spin Up競賽物件介紹

圓盤

高得分區

低得分區

邊條

轉軸

導入口



Spin Up機器人起始位置與計分方式

注：各計分方式詳見<SC1>-<SC6>說明

每個在高得分區內得分的圓盤 5分

每個在低得分區內得分的圓盤 1分

每個擁有的轉軸 10分

每塊佔領的場地地墊 3分

贏得自動賽時段獎勵分 10分

標色範圍為合規的機器人起始位置
詳細說明見<SG1>



Spin Up比賽規則

賽局開始前

自動賽時段(15秒)

遙控賽時段(1分45秒)

終局(賽局最後10秒) 標色範圍為合規的機器人起始位置
詳細說明見<SG1>

自動賽分界線



Slapshot場地概觀

發放塔

圓盤

柵欄

得分區

接觸區 伸展區



Slapshot計分方式

注：各計分方式詳見<SC1>-<SC5>說明。

每個從發放塔中卸除的圓盤 1分

每個得分區內得分的圓盤 根據所在得分區獲得對應的分值

每台達成接觸獎勵分的機器人 每個在對應得分區內得分的圓盤加1分

接觸區

伸展區
各得分區範圍圖示



Slapshot比賽規則

綠色線為合規的機器人起始位置，詳細說明見<G5>

賽局開始前 賽局剩餘35-25秒 賽局結束



競賽手冊重要版本更新時程
（詳見「更新時程」章節）

官方重要版本（英文版）預計更新日期：

以上版本學會均會製作「繁中版」並發布在競賽官網。

競賽將依照最新的官方版本執行，賽隊須留意各版本的更新時程。

0.1版 VRC手冊2022年5月5日／VIQC手冊2022年5月10日

1.0版 2022年6月28日

2.0版 2022年8月2日

3.0版 2023年1月31日



競賽手冊不定期更新
（詳見「更新時程」章節）

•增加不定期更新的說明

•不定期更新時間：

固定於週二發布，時間不晚於北美中部標準時間CST下午5點

•不定期更新消息發布管道：

VEX官方論壇、VIQC／VRC Hub app通知、VEX機器人／REC基金會的
社群媒體與Email電子報

https://www.vexforum.com/
https://www.facebook.com/vexrobotics
https://www.facebook.com/RECFoundation


2022-2023
VEX Taiwan Open
參賽辦法



學生

● VIQC

○ 國中選手：符合2007年5月1日以後出生者。

○ 國小選手：符合2010年5月1日以後出生者。

● VRC

○ 高中選手：符合2003年5月1日以後出生，並正在就讀高中者。

○ 國中選手：符合2007年5月1日以後出生，並正在就讀國中或高中者。

● 一個學生僅隸屬一支賽隊，可跳級參賽。



賽事類型

● 【預賽】晉級【冠軍賽】。

● 【校際盃】：可報名對象為全國公私立中、小學(含完全中學)  及全

國公私立高中職。

● 【公開賽】：全國各組織單位皆可報名參加公開賽。



時間與地點：VIQC 預賽

賽事名稱 時間 地點

校際盃國中組 2022年11月5日（六）
新竹

校際盃國小組 2022年11月6日（日）

公開賽國中組 2022年12月17日（六）
雲林縣立斗六國民中學
（雲林縣斗六市育英北街69號）公開賽國小組 2022年12月18日（日）



時間與地點：VIQC 冠軍賽

賽事名稱 時間 地點

國中組 2023年2月11日（六）
新竹

國小組 2023年2月12日（日）



時間與地點：VRC 預賽＆冠軍賽

賽事名稱 時間 地點

高中組預賽 2022年11月19日（六）至11月20日（日） 新竹

賽事名稱 時間 地點

高中組冠軍賽 2023年2月3日（五）至2月4日（六）
新竹

國中組冠軍賽 2023年2月5日（日）



VIQC賽陣圖

國中組

校際盃國中組 公開賽國中組

國小組

校際盃國小組 公開賽國小組預賽

冠軍賽



VRC賽陣圖

高中組

高中組

國中組冠軍賽

預賽



VIQC冠軍賽晉級制度

1. 晉級順序：由校際盃先取晉級名單，再取公開賽晉級名單。

2. 依據「團隊挑戰賽決勝輪名次」由前至後取未晉級賽隊前80%名額晉級。

a. 遇小數點則無條件進位。

b. 遇同分，同分賽隊皆取得晉級資格。

3. 技能挑戰賽第一名、技能挑戰賽第二名得主。

4. 晉級隊伍數若不足16隊將無條件取16隊晉級，依據「團隊挑戰賽決勝輪名次」

由前至後取未晉級賽隊遞補。

a. 晉級賽隊若遇同分，同分賽隊皆取得晉級資格。



VIQC新成立賽隊 額外晉級方式

1. 額外取出新成立之未晉級賽隊，按其「團隊挑戰賽決勝輪名次」由

前至後共取前80%的名額晉級。

a. 遇小數點則無條件進位。

b. 遇同分，同分賽隊皆取得晉級資格。

2. 新成立賽隊符合標準：

a. 賽隊號碼於以往賽季未有VEX IQ Taiwan Open出賽紀錄。

b. 隊內已有VEX IQ Taiwan Open出賽經驗之選手比例不得超過三分之一。



VRC冠軍賽晉級制度

1. 依據「資格賽總名次」由前至後共取總隊數前80%的名額晉級。

a. 遇小數點則無條件進位。

2. 依據「技能挑戰賽總名次」由前至後共取總隊數前50%的名額晉級。

a. 遇小數點則無條件進位。

3. 全能總冠軍、錦標賽冠軍、錦標賽亞軍、技能挑戰賽第一名、最佳設

計獎、發明獎、傑出建構獎、驚奇獎、評審獎、活力獎、運動家精神

獎、2022-2023新銳獎得主。



2022-2023新銳獎（VRC）

本賽季新成立的賽隊當中總體表現最優秀的賽隊，

根據賽隊口訪及賽場表現綜合評分。

新成立賽隊標準

1. 賽隊號碼須於以往賽季未有VEX V5 Taiwan Open出賽紀錄。

2. 隊內已有VEX V5 Taiwan Open出賽經驗之選手比例不得超過五分

之一。



各場賽事開放項目

賽事名稱（VIQC） 團隊賽 技能賽 評審

各場預賽 ⭕ ⭕
各場冠軍賽 ⭕ ⭕ ⭕

賽事名稱（VRC） 團隊賽 技能賽 評審

各場賽事 ⭕ ⭕ ⭕



2022-2023 VRC/VIQC規則問題統計

● 使用說明：任何關於規則相關的疑問都可以填寫此表單若存

在爭議性問題，學會將問題統計傳上REC的QA系統。

● 收單日：固定於每周一收單（視情況調整收單時間）。

● 公告解答：若從QA系統獲得答覆，學會也將公告於競賽官網

最新消息。

VRC規則問題統計表單VIQC規則問題統計表單



學生志工招募

● 服務內容：賽場零件復位、組裝場地、比賽設備架設與復位等。

● 完成服務內容的學生志工，將提供服務時數證明與志工證書。

● 報名方式：將於賽前釋出報名表單，請有意願的賽隊注意聯繫人信箱及競賽

官網最新消息。



賽隊管理系統



功能目的

● 賽隊資料管理

● 線上建立賽隊

● 線上建立參賽隊員

● 線上填報隨隊教練、付款等賽事資訊

● 線上進行賽事報名及選擇隊員



建立賽隊流程

註冊賽隊
建立賽隊

建立隊員名單
審核

賽隊建立完成

賽隊
號碼

CACET賽隊資料
管理系統

REC註冊賽隊



賽事報名流程

報名賽事
選擇出賽隊員
填寫資料

審核

賽事報名完成

賽隊
編號

賽事
編號



重要連結

CACET賽隊資料
管理系統

CACET競賽官網REC註冊賽隊 VRC規則問題
統計表單

VIQC規則問題
統計表單



Q&A



競賽場地與規則QA

1. Q：VRC賽隊如果使用自製的塑膠板，比賽需提供符合12 英寸 X24 英寸的面積

證明嗎？

A：在驗機或比賽期間如果驗機員或裁判認為有需要，均會現場要求賽隊提供證明。

2. Q：VRC機器人如果使用自製塑膠，板材的厚度有規定嗎？

A：依據<R9>，板材厚度不超過 0.07 英寸。先前比賽使用厚度2釐米（0.787402 英寸）的板材是不允

許的。

3. Q：2022-2023 VEX V5 Taiwan Open會使用哪種場地外框？塑膠或金屬？

A：高中組、國中組賽事皆使用便攜型（塑膠）外框。但若比賽時發現使用便攜型外有問題，後續賽事

將視情況改用金屬外框。



臺灣區參賽辦法QA-1

1. Q：如果是多年沒有出賽的賽隊編號，賽隊選手都沒有參賽過，是否可以算是新成

立的賽隊？

A：只要該賽隊編號在以往賽季有VEX Taiwan Open出賽紀錄，即不是新成立的賽隊。

2. Q：賽隊會因為同時從校際盃與公開賽的預賽晉級，參加2種賽事的冠軍賽嗎？

A：不會，若賽隊已從校際盃晉級，就不會再從公開賽晉級。因為是先由校際盃取晉級名單，再取公開賽晉

級名單，且只取尚未晉級的賽隊。

3. Q：為什麼晉級順序是先校際盃再公開賽？

A：學校單位賽隊可報名校際盃與公開賽，有2次參賽機會。若先取公開賽晉級名單，會與非學校單位賽隊

競爭名額。因此，無論比賽日期先後，皆先由校際盃先取晉級名單，再取公開賽晉級名單。

4. Q：冠軍賽會因為預賽所取的晉級賽隊數不足16隊，而不成賽嗎？

A：晉級隊伍數若不足16隊，將無條件取16隊晉級，依據「團隊挑戰賽決勝輪名次」由前至後取未晉級賽隊遞

補。學會的立場是每一場賽事都可成賽。



臺灣區參賽辦法QA-2

5. Q：為什麼VIQC與VRC冠軍賽從技能挑戰賽晉級的方式不同？

A：因為VIQC團隊賽是依據「團隊挑戰賽決勝輪名次」由前至後取未晉級賽隊前80%名額晉級，相較

VRC依據「資格賽總名次」晉級較具賽隊實力的鑑別度，因此只取技能挑戰賽的第一名、第二名得主

晉級，不像是VRC是取未晉級賽隊總數的前30%名額晉級。

6. Q：校際盃有什麼參賽資格？

A：有3個條件：賽隊組織名稱必須是學校單位，賽隊所有選手不得混校，以及賽隊任一帶隊教練必

須為該校在職教師（於繳交賽隊資料時上傳學會提供的「在職證明書」以茲證明）。

7. Q：晉級辦法會再公布嗎？

A：除附於本簡報以外，競賽官網也會公告。

8. Q：這一賽季晉級世界賽的名額（spot）會調整嗎？

A：依本賽季的Qualifying Criteria公告內容為準，推估於今年9月釋出。



臺灣區參賽辦法QA-3

9. Q：如果發生重複取得spot（ double qualify）時，spot如何分配？

A：依據Qualifying Criteria，會從World Skill Standings依臺灣賽隊的名次高低由前至後

遞補。

10. Q：這一賽季的VIQC最佳設計獎不一定會有spot嗎？

A：是。上一賽季是因為VIQC國小組有4個spot才會分配到最佳設計獎。

11. Q：2022-2023 VEX IQ Taiwan Open的2個決賽，每一個都會有世界賽spot資格嗎？

A：目前規劃每一個決賽都會有spot，各場賽事實際的spot數量會視實際數量確認。



臺灣區參賽辦法QA-4

12. Q：本校的賽隊在不知道新規則前已經在REC官網付費了，但一定會有部分隊伍是整隊

全新參加的同學，目前寄信給大會尚未有回應，請問台灣協會這邊有辦法協助處理嗎？

A：目前Robotevents.com上沒有註冊後可調整的資訊，學會將與REC基金會確認是否有相關規則。

13. Q：各場賽事預計會開放幾隊報名？

A：會視這一賽季註冊的隊伍數而定，並盡可能讓所有賽隊都可報名進來，目前會先以上一賽季註冊的

賽隊數去規劃。賽隊可盡早註冊賽隊，以利學會預估各場賽事開放報名名額。

14. Q：請問2022-2023 VEX V5 Taiwan Open高中組預賽是全部隊伍都可以報名到，還是名額有限需要用搶的

呢?

A：目前會盡量規劃到60隊。

15. Q：請問VRC國中賽隊，可報名參加2022-2023 VEX V5 Taiwan Open高中組的賽事嗎？

A：不可以。學會正式比賽都盡量不採混齡制，國中賽隊只能報名國中組賽事。



臺灣區參賽辦法QA-5

16. Q：如果同一賽隊有選手是跨不同學校，要如何分辨組織？這樣還可以報名校際盃嗎？

A：校際盃的參賽資格是選手不得混校。如果同一賽隊有選手是不同學校，就不能報名校際盃，只能報

名公開賽。



賽隊管理系統QA

1. Q：賽隊最晚必須在什麼時候以前在賽隊管理系統建立賽隊，並送出審核？

A：最晚必須在賽隊參加的第一場VEX TAIWAN OPEN賽事的報名截止日送出。

例如：

1122A賽隊在這一賽季只報名2022-2023 VEX V5 Taiwan Open國中組冠軍賽，僅需要在國中組

報名截止日前送出審核即可，已經審核通過的賽隊將無法再修改賽隊名單。

2. Q：在賽隊管理系統上建立賽隊時，同一位選手可隸屬在多個賽隊下嗎？

A：不行。系統會辨識每位選手只能隸屬一個賽隊。



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