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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海峽兩岸機器人競賽及交流實施計畫 

壹、 目的 

    啟發學生創意，強化資訊與科技應用能力，提昇動手做與問題解決能力，

拓展中小學生對於人工智能應用、機械、自動控制、電腦程式等知識，透過海

峽兩岸中小學機器人競賽交流活動，促進兩岸中小學機器人教育的推廣與發展。  

貳、 指導單位：黑龍江省教育廳、黑龍江省科學技術協會  

參、 主辦單位：黑龍江省機器人學會、中華資訊與科技教育學會 
參、 承辦單位：哈爾濱工業大學附屬中學 

肆、 參加對象 

    所有參賽隊員均為競賽時在校的中學（國中）、高中（含中專及職高）學生。

參賽隊員以相應競賽規則內規定的方式組隊，分為國中組及高中職組，每

隊以 2-3名學生為原則。 

伍、活動日期 

一、活動日期：2014年 1月 18日至 1月 23日。 

二、競賽日期：2014年 1月 20日至 21日 

三、競賽地點：黑龍江省哈爾濱市 

柒、報名時間、方式 

一、各參賽隊伍於 12/16（一）前，填寫《首屆海峽兩岸機器人競賽報名

表》，報名表填妥後傳真至中華資訊與科技教育學會 02-8226-5022 秘

書 彭小姐收。 
二、於 12/18（三）公布錄取隊伍。最多錄取 20位學生。 

三、凡錄取之隊伍須於 12/23（一）前繳交團費，若逾期未繳者將依報名

順序依序遞補。 

四、於 103年 1月 9日或 10日 19：00辦理行前說明會，確切時間將另行

通知。 
捌、評委、裁判員 

    聘請兩岸知名專家學者及中小學資深機器人競賽裁判員擔任。 

玖、競賽項目與規則、器材要求 

一、競賽項目與規則 

（一）FLL 機器人工程挑戰賽 

（二）機器人創意比賽 

（三）機器人拔河競賽 

（四）機器人超級軌跡競賽 

（五）機器人創新設計與技能挑戰賽 

（六）機器人創意闖關競賽 

（七）機器人檯球比賽 

     以上所有規則詳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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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器材要求 

（一）競賽項目：不限品牌、廠商，凡是符合機器人定義及相應專案規則內 

要求的設備均可使用。 

（二）鼓勵參賽隊伍本著創新、節能、環保的原則，自行設計製作機器人並 

      使用生活中的常見物品作為機器人的附屬設備或比賽道具。 

拾、費用：每人團費新台幣 24,900元，含以下一至六項 
一、機票及交通：桃園哈爾濱機票、哈爾濱至瀋陽高鐵車票及瀋陽桃園機

票。台北市~桃園機場~來回接送、當地全部車資、機場稅、燃油稅+碼頭

稅 

二、住宿：6天 5夜（四星級或同級酒店），兩人一房。若需一人一房須補台

幣 7400元。 

三、用餐：早餐由飯店提供，午餐及晚餐當地風味餐(餐標 RMB30~88八菜一

湯+2瓶啤酒+1大瓶飲料) 

四、門票：景點門票（冰雪大世界 RMB230、太陽島門票 RMB180）（全程不進

購物店）。 

五、保險：五百萬旅約責任險及十萬意外醫療險。(個人旅行平安險~請自行

投保) 

六、小費：領隊+司機+導遊 NT 200 X 6天=NT1200。 

七、外加費用：需要另外辦理的證件與個人各項消費 

（一）新辦護照 NT 1400~(身份證正本+相片 2張)。 

（二）新辦臺胞證 NT 1400~(身份證影本+相片 1張+護照正本)。 

（三）台胞證加簽 NT 250。 

（四）個人各項消費。 

拾壹、組織機構及聯繫方式 

（一）團費繳款帳號 
匯款銀行：聯邦商業銀行-台中分行； 

帳號：004100032848；戶名：好美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若欲採刷卡方式繳付團費，請至下載刷卡單

(http://www.cacet.org/download/20131213/card.pdf) 

（二）聯絡方式 

1.繳費問題：聯絡人：彭佳惠小姐；電子郵件： judy@cacet.org 
電話：02-8226-5021 分機 3001   

2.競賽相關問題： 

聯絡人：陳怡靜老師；電子郵件：sofiac170@yahoo.com.tw 

電話：0931032086 

 

http://www.cacet.org/download/20131213/card.pdf
http://www.cacet.org/download/20131213/card.pdf
mailto:sofiac170@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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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兩岸機器人競賽及文化交流團行程表 

日期 時間 活動 備註 

1/18（六） 20：30 

23：55 

去程 

台北至桃園機場 

桃園機場至哈爾濱 

Check in最佳西方哈爾濱財

富酒店 

搭乘南方航空 CZ6070 班次

20：30 起飛，預計 23：55 抵達

哈爾濱 

住宿：1/18-1/20最佳西方哈爾

濱財富酒店 

1/19（日） 7：00 早餐 最佳西方哈爾濱財富酒店 

1/19（日） 9：00 

12：00 

文化參訪 

 

太陽島公園 

1/19（日） 12：30 

14：00 

午餐 中式和菜 

1/19（日） 14：00 

17：00 

文化參訪 

晚餐：莊園內中式合菜(餐標

88 

中央大街、史達林公園 

1/19（日） 17：00 

19：00 

晚餐 中式和菜 

1/19（日） 19：00 

21：00 

自由活動 參賽選手於飯店練習競賽項目 

1/20（一） 7：00 飯店早餐 最佳西方哈爾濱財富酒店 

1/20（一） 9：00 

17：00 

抵達競賽會場 

參與機器人競賽及交流 

全日參與機器人競賽 

與哈爾濱工業大學附設中小學

學生交流 

1/20（一） 17：00 

19：00 

晚餐 中式和菜 

1/20（一） 19：00 

21：00 

文化參訪 遊覽【哈爾濱冰雪大世界】 

1/21（二） 7：00 飯店早餐 最佳西方哈爾濱財富酒店 

1/21（二） 9：00 

12：00 

參觀哈爾濱工業大學機器人

實驗室 

 

1/21（二） 12：00 

14：00 

午餐 中式和菜 

1/21（二） 14：00 

21：00 

Check in伏爾加莊園酒店 

文化參訪 

參觀【伏爾加莊園】 

住宿：伏爾加莊園酒店 

於莊園內用晚餐 

1/22（三） 7：00 飯店早餐 伏爾加莊園酒店 

1/22（三） 9：00 文化參訪及戶外活動 【冰雪活動】~高山雪圈+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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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活動 備註 

12：00  野滑雪+冰壺球 

1/22（三） 12：00 

14：00 

午餐 中式和菜 

1/22（三） 14：00 

15：30 

哈爾濱長春 從哈爾濱搭高鐵前往長春 

1/22（三） 15：30 

17：30 

文化參訪 

Check in華天大酒店或華美

達大酒店 

吉林省博物館 

住宿：華天大酒店或華美達大

酒店 

1/23（四） 5：00 飯店早餐 華天大酒店或華美達大酒店 

1/23（四） 07：50 

11：20 

返程 

瀋陽至桃園機場 

搭乘南方航空 CZ3011班次

07：50起飛，預計 11時 20分

抵達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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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兩岸機器人競賽及文化交流團景點詳細介紹 

 
出發日期：2014 年 1 月 18 日 
 
航班：  
桃園哈爾濱 CZ6070 2030/2355 
瀋陽桃園 CZ3011 1500/1805  
 
餐食： 
早餐酒店內、午、晚餐-8 菜一湯+(2 瓶啤酒+1 瓶可樂)及當地特殊風味餐。【最低餐標
30-88】 
 
住宿： 
哈爾濱【最佳西方哈爾濱財富酒店】擁有各式精

美客房可供您挑選，讓您盡享舒適。同時可
容納 400 餘人的西雅圖國際會議中心配備同
聲傳譯系統、先進音響及投影等完善的會議
配套設施，大、中、小型會議室還可滿足國
際、國內各種形式的商務會議要求。大堂怡餐吧提供特色中西早餐及口味純正的
美式咖啡；具有濃郁中國文化氣廂，特聘廣東名師主營粵菜、魯菜等精品菜肴，
您可在此大飽口福。2008 年開業、間數量：78。 

哈爾濱【伏爾加莊園酒店】和敖連特會所是座落
息的“福”宴會廳和 “禧”宴會廳可同時
容納 500 餘人用膳；“聚”食府備有 10 個豪
華包在國家 AAAA 級文化旅遊度假區——哈
爾濱伏爾加莊園園區內的二座可提供星級標
準酒店服務的準星級酒店。作為景區內不可
或缺的景觀，二幢建築別具特色：家庭風格的伏爾加賓館內還包含一個專業的俄
式西餐廳，可以在提供酒店服務的基礎上另外提供高品質的西餐就餐環境；而以
商務風格為主的敖連特會所內含多個大、中、小型專業會議室，可為企事業單位
提供全方位的商務服務。依託阿什河流域，以哈爾濱歷史為依託、俄羅斯文化為
主題的伏爾加莊園，向世界展現了建築與園林的和諧景觀。2009 年開業、間數量：
321。 

瀋陽【黎明國際酒店-B 座】擁有精美別致的客房、
套房以及豪華尊貴的總統套房。每間客房均配
備中央空調系統、安全消防系統、國際直撥電
話、迷你酒吧、冰箱、私人保險箱、VOD 點
播、衛星及閉路電視等設施，更有寬頻網路接
入客房，提供舒適、快捷的服務。2003 年開業、
間數量：245。 

 
行程特色： 
全程不進購物店。 
不安排攝影。 

 

第 
一 
天 

1/18
週
六 

桃園哈爾濱 
    今日集合於機場，搭乘飛機飛往中國黑龍江省會─【哈爾濱】，哈爾濱已有 800 多
年的歷史，是黑龍江省的政治、經濟、文化和交通運輸中心。抵達後，專車前往酒店休
息。 
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貴賓自理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最佳西方哈爾濱財富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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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天 

1/19
週
日 

哈爾濱太陽島公園電瓶車巴洛克一條街中央大街史達林公園防洪勝
利紀念塔索菲亞教堂廣場 
    早餐後，專車前往松花江對岸的【太陽島公園】其全島碧水環抱，具有
北方原野風光特色，其面積三百八十萬平方米，全島碧水環抱，花木繁茂，
幽雅靜謐，野趣濃郁，具有質樸、粗獷的北方原野風光特色，是城市居民進
行野遊、野浴、野餐的極好樂園。隨後專車前往【巴洛克一條街】老道外是
哈爾濱的發源地，建築其實就是  “中國式西洋建築”，是典型的中西合
璧。20 世紀初，一批精明幹練、有頭腦、有膽識的民族工商業精英，率先在
南二道街開商鋪、辦實業，在道外的腹地置地蓋房。蓋樓時那些中國工匠紛
紛效仿道裡、南崗的“洋房”，採用中國的建築手法，清水磚牆，白灰勾縫，
磚木結構，雕花圍簷，建造成了典型的中式“小洋樓”——歐式立面、中式
院落。下午安排專車前往遊覽【中央大街】全街建有歐式及仿歐式建築 71
棟，並匯集了文藝複興、巴羅克、折衷主義及現代多種風格市級保護建築 13
棟，是國內罕見的一條建築藝術長廊。它是目前亞洲最大最長的步行街之一。
並前往參觀古俄羅斯風格建築和通行購物。而後專車前往【史達林公園】，史
達林公園位於松花江南岸，是一座人工建成的美麗公園，面積約 10 公頃，公
園內綠柳成行，花 壇五彩續紛，松花江上遊船如梭。公園正中矗立著哈爾
濱人民【防洪勝利紀念碑】。並前往參觀【文廟】前院是首進院落，院內松
柏蒼翠，丹牆回繞。池南有“萬側宮牆”（俗稱影壁牆），上鑲有琉璃雕花磚，
長 44.80 米，高 5.9 米。池北有欞星門，是三間四柱的木牌坊，採用了只有皇

家建築才能使用的和釜彩繪，虎殿 頂上覆黃色琉璃瓦。隨後
前往參觀【索菲亞教堂廣場】聖索菲亞教堂是遠東地區最大
的東正教堂，始建國土一九零七年三月，是沙俄東西伯利亞
第四步兵師修建的隨軍教堂。建成後的聖·索菲亞教堂深受拜佔廷式建築內

格影響，富麗堂皇，典雅超俗，宏偉壯觀。它的建築平面為東西向拉丁十字，墻體全部採用
清水紅 磚，通高五三點三五 米，建築面積七二一平方米。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餐標 30)            晚餐：中式合菜(餐標 40) 
住宿：最佳西方哈爾濱財富酒店或同級 

第 
三 
天 

1/20
週
一 

哈爾濱哈爾濱工業大學附屬中學文化交流俄羅斯風情小鎮哈爾濱冰雪大世
界 
   早餐後，專車前往【哈爾濱工業大學附屬中學校】文化交流。（以下簡稱
哈工大 附中） 創建於 2001 年 6 月，是由哈工大資產投資經營有限責任公司
舉辦，經市教育主管部門批准成立的全日制民辦完全中學。初中部坐落于南
崗區西大直街 55 號。高中部坐落于南崗區西前衛大街 10 號，占地面積近 15

萬平方米，學生食堂、學生公寓、運動場、籃球場、排球場、
實驗室、圖書館、校園網、音體美教室等設施完善 (摘錄於
哈工大 附中網站)。下午專車前往【俄羅斯風情小鎮】俄式
風情極濃的旅遊休閒小鎮，它所能提供的特色服務以及中外
賓客在小鎮內感受到的“出境享受”都是獨一無二的。下午安排【哈爾濱冰

雪大世界】位於松花江上。號稱全球規模最大的冰雕展，白天時擁有巨型摩天輪、冰床，溜
滑梯等娛樂項目，晚上以大型建築冰燈景觀為主的主題公園。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餐標 30)            晚餐：中式合菜(餐標 40) 
住宿：最佳西方哈爾濱財富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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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天 

1/21
週
二 

哈爾濱哈爾濱工業大學附屬中學比賽伏爾加莊園普希金沙龍聖尼古
拉教堂藝術館  
   早餐後，專車前往【哈爾濱工業大學附屬中學校】比賽。哈爾濱工業大
學附屬中學校~名師執教 學校現有專任教師 327 名，其中特級教師 2 名，高
級教師 110 名，80%以上的教師具有五年及以上的教學經歷，均來自於省、
市級重點中學。獨到的“APA”管理體系促進了教師隊伍的迅速成長。一支
教育理念先進、業務精良、熱愛學生，具有“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特

別能奉獻•特別能攻關”精神的高品質教師團隊，已成為哈
工大附中持續發展的強大支撐力。 (摘錄於哈工大 附中網
站)。下午專車前往【伏爾加莊園】是以哈爾濱歷史為依
託，俄羅斯文化為主題，冰雪活動、戶外運動等功能
為一體度假莊園；複建聖尼古拉教堂作為建築藝術館
及建設了 30 多座精典的俄式建築。 (普希金沙龍 )按照
19 世紀末俄羅斯建築風格建成，以俄羅斯偉大詩人普
希金名字命名，獨特的磚結構牆面、對比強烈的配色向人們展示著

它別具一格的魅力。土紅色的磚石壘砌成美麗的十字花形遍佈建築外觀，磚結構
鏤空工藝也在這座建築得以體現。(聖尼古拉教堂藝術館 )此建築曾是哈爾濱的地標
性建築，是哈爾濱人永遠的"喇嘛台"。藝術館內陳列的珍貴歷史照片見證了一百年多年的
風霜歲月…。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餐標 30)        晚餐：莊園內中式合菜(餐標 88 ) 
住宿：伏爾加莊園酒店或同級 

第 
五 
天 

1/22
週
三 

伏爾加莊園冰雪活動：高山雪圈+越野滑雪+冰壺球+雪地足球俄羅斯歌舞表演
長春吉林省博物館 
    早餐後，安排【冰雪活動】~高山雪圈+越野滑雪+冰壺球+雪地足球。
並於莊園 內安排觀賞【俄羅斯歌舞表演】參觀凡塔吉婭俱樂部表演俄羅斯民
族歌舞秀。下午專車前往搭乘動車，前往中國北方最美麗的花園城市，素有
塞外春城之稱的吉林省省會【長春】918 事變之後，末代皇帝溥儀和皇後婉
容來到長春，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建立了偽滿洲國。並留下大量的偽滿遺跡，
如國家 5A 級景點偽滿皇宮。此外長春還被譽為汽車城、電影城、園林城、
雕塑城。抵達後，專車前往【吉林省博物館】是原偽滿洲國的“皇宮”所
在地，偽滿洲國皇宮位於長春市東北角光復北路 3 號，占地面積 12 公頃，是
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充當偽滿洲國傀儡皇帝時的宮殿，也是溥儀日
常生活及政治活動的場所，由勤民樓、輯熙樓、同德殿等一組中國古典式、
歐式、日本式建築及其附屬設施組合而成。宮內展有溥儀及眾妃們的臘像。
偏殿有日本侵華及從皇帝到平民圖片展。   偽皇宮正門叫“萊薰門”，
西側大門叫“保康門”。整個宮廷可分為內外兩部分，內廷是溥儀及其家屬日常生活的區
域，主要建築有輯熙樓、同德殿；外廷是溥儀處理政務的場所，主要建築有勤民樓、懷遠樓、
嘉樂殿。此外還有花園、假山、養魚池、游泳池、防空洞、網球場、高爾夫球場、跑馬場以
及書畫庫等其他附屬場所。溥儀就在這裏渡過了 14 年的傀儡生活。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餐標 40)             晚餐：中式合菜(餐標 40) 
住宿：華天大酒店或華美達大酒店或同級                   

第 
六 
天 

1/23
週
四 

長春桃園 
    早餐酒店打包後，專車前往長春龍嘉國際機場，搭機返回台灣。結束此趟難忘且精采，
值得回憶的文化交流。 
 
早餐：酒店打包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貴賓自理  
住宿：甜蜜的家 

http://www.ccht-ho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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