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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機器人創意闖關機器人創意闖關機器人創意闖關機器人創意闖關（（（（RTECRTECRTECRTEC））））競賽競賽競賽競賽    

((((一一一一)))) 競賽目標競賽目標競賽目標競賽目標    

1. 培養青少年在科學基礎知識、機械、電子方面的創意思維，增加他們對

物理、能量轉換、再生能源及機械電子設計的認識與應用，增強團隊合

作意識。 

2. 參賽隊伍以積木零件、各類生活用品搭建不同的關卡，並把智慧型機器

人自動化設計巧妙地加入其中，展開研究和動手設計及搭建機關組件的

神奇旅程，嘗試在關卡設計上應用不同的力學及智慧、機械原理。 

3. RTEC釋義：“R”，ROBOT機器人；“T”，Thought思想、想法；

“E”，Educate訓練、培養；“C”，Cooperate合作、互助。 

((((二二二二)))) 參賽範圍參賽範圍參賽範圍參賽範圍    

1. 參賽組別：國小組，國中組，高中組。 

2. 參賽人數：不超過 4人/團隊。 

3. 指導教師：1人。 

((((三三三三)))) 競賽評審競賽評審競賽評審競賽評審    

1. 評審原則：作品採取現場製作現場評分。 

2. 製作時長：3小時。 

3. 作品限制：限制面積為 180釐米×60釐米(長×寬)，高度不限，但須能穩

固陳列於會場提供的展示桌上。 

4. 關卡數量：國小組須設立 5個關卡以上；國中組和高中組須設立 7個關

卡以上。關卡須包含智慧關卡、科學原理關卡、綠色能源關卡、地方特

色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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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智慧關卡（機器人技術應用） 

機器人技術應用是指在作品中應用機器人技術實現關卡的動作或傳遞，從而

提高參賽作品的智慧化及自動化程度。在作品的製作過程中，必須至少有 3個關

卡使用了機器人技術。 

（1）部件要求： 

從硬體上來說，機器人技術所應用的必需部件為控制器（如單片機、主機

板），此外還可以包括但不局限於感測器（如紅外感測器）、執行器（如直流電

機、舵機）、傳動件（如齒輪）。 

不同關卡之間可以共用一個控制器，也可以使用各自獨立的控制器。 

從非硬體方面來說，機器人技術是指機器人的控制思想、方法及原理，以及

實現這些技術的程式及控制軟體。 

（2）應用方式： 

機器人技術的應用分為直接式和分散式兩種方式。直接式是指在關卡中直接

應用機器人個體，如智慧車、仿生六足機器人、人形機器人；間接式是指在關卡

中將機器人關鍵部件通過有效的整合，形成一個能夠智慧或自動完成某些作業任

務的功能物件，如自動供球器、自動門閘等。 

（3）得分總則： 

至少有 3個關卡必須進行了機器人技術的應用，否則當棄權處理。每個關卡

不限定機器人的應用方式。關於機器人技術應用方面，作品得分由數量分及順暢

度決定。 

（4）規則詳解： 

①數量分：每個有效應用機器人技術的關卡得 5單位分。數量分累計不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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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單位分。 

②應用有效性：在直接式應用中，相同類型的機器人無論數量多少都被列為

同一個機器人，不重複得分。換句話說，“相同類型的直接式應用只有一個有效，

可以得分。而其它的均無效，不能得分”。直接式應用的有效性最終由裁判進行

判定。 

直接式應用中的機器人類型劃分如下表所示： 

序號序號序號序號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    舉例說明舉例說明舉例說明舉例說明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111    輪式機器人 四輪車、三輪車  

2222    飛行器式機器人 
直升機、螺旋槳飛

機 

飛行器可以飛行，也可以使用輪子進

行滑行，但特徵部位必須能夠動作，

如螺旋槳旋轉。 

3333    履帶式機器人 坦克車  

4444    遙控機器人 

凡使用了遙控方

式控制的機器人

均為遙控機器人 

當遙控機器人用在第一關時，可以人

工進行手動遙控；當遙控機器人用在

中間環節時，禁止手動操作。 

5555    船式機器人 螺旋槳推進船 

船體可以在水中遊動，也可以使用輪

子進行滑行，但特徵部位必須能夠動

作，如螺旋槳旋轉。 

6666    仿生多足類 機器狗  

7777    仿生雙足類 創意小金剛  

8888    仿生撲翼類 機器鳥  

9999    仿生蛇類 機器蛇，機械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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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10    仿生魚類 機器魚  

在間接式中，機器人技術應用的有效性主要由裁判進行判定，主要根據感測

器種類及機器人功能來判斷。與直接式相似，“相同類型的間接式應用中只有一

個有效，能夠得分。而其它的均為無效，不得分”。間接式應用的有效性最終由

裁判進行判定。 

感測器類型感測器類型感測器類型感測器類型    

序號序號序號序號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    舉例說明舉例說明舉例說明舉例說明    

1 光電式感測器 光敏電阻、紅外線 

2 電磁式感測器 電子羅盤 

3 滾珠式感測器 滾珠傾轉探測器 

4 接觸式感測器 接觸開關 

5 加速度計類 加速度計 

6 超聲波類 超聲波感測器 

（5）3個指定機器人關卡： 

3個指定關卡分別為遙控控制、紅外線控制和接觸開關控制。 

序號序號序號序號    關卡類型關卡類型關卡類型關卡類型    感測器類型感測器類型感測器類型感測器類型    啟動方式啟動方式啟動方式啟動方式    應用方式應用方式應用方式應用方式    

1111    遙控控制 使用遙控器 

通過人工或非人工的

方式操作遙控器來啟

動機器人 

直接應用或間

接應用 

2222    紅外線控制 紅外線感測器 
通過紅外線感測器感

知外部環境變化來啟

直接應用或間

接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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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器人 

3333    接觸開關控制 接觸開關 

通過接觸開關感知外

部環境變化來啟動機

器人 

直接應用或間

接應用 

三個關卡的順序和位置並不硬性規定。例如，可以將第一關設為遙控控制關

卡，也可以將其它關設為遙控控制關卡。但僅當在第一關時可以人工作業遙控

器，在其它關卡處不能採用人工作業的方式，可以通過杠杆等方式來操作遙控器。 

2．科學原理關卡：科學原理應用是指運用勢能、動能、杠杆原理、力學原

理、化學原理、物理原理等科學知識設計多個關卡。 

3．綠色能源關卡：是指應用水力、風力、磁力、太陽能等能源於作品中。

如：使用水力為作品提供動力；使用風力對下一關進行觸發等。 

4．地方特色關卡：能表現參賽隊伍所在地的地方特色關卡。 

作品可採用積木式搭建、智慧型機器人系統（品牌不限）、綠色能源系列產

品參與制作，另外組合部件可用生活中物品配備。 

5．特別說明：不能使用具爆炸性、易燃性、有毒有害及破壞場地的配件製

作作品，一經發現，馬上取消比賽資格。 

（五）主辦單位不提供各組別外接電源，所有參賽者需用綠色能源系統或自

備充電電池（1.5v）作為動力。為提倡本活動宗旨及響應環保，鼓勵使用金屬燃

料電池等蓄電池或“綠色能源應用”系統。 

（六）材料及組裝限制： 

1．所有參賽隊伍請攜帶未經組合的智慧型機器人、積木零配件。 

2．可攜帶其它未加工的原料，如木板、鋁罐、舊衣服等生活用品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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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有零元件一律於比賽時間內現場組裝，如發現有違反情形，將取消比

賽資格。 

（七）關卡標籤：所有關卡皆需以承辦單位提供之標籤貼紙注明特性，包含

智慧關卡、科學原理關卡、綠色能源關卡、地方特色關卡等。請參賽者自行列印

使用，將貼紙膠封為防水性更佳。競賽現場恕不提供關卡貼紙。 

（八）評分標準： 

1．基本運作方式：移動物件（如球、滾輪等）若半途中有卡住現象，可以

用手或其它物件使之前進；若移動對象於進行中掉落，可撿取對象重置於掉落關

卡前重新啟動（須馬上重新啟動，不得拖延時間）。 

2．時間限制：各組評分時間為 5分鐘(包含設計陳述），在 4分鐘內可以多

次重新開始，成績以表現最佳的一次計分。各組在 4分鐘內若選擇不重新開始，

可由失敗關卡重新開機，扣分方式請參考“計分標準”。 

3．不同關卡可重複使用相同原理的元件。 

4．計分標準： 

（1）科學關卡：結合不同科學原理運用為一關。在同一關卡內，結合越多

不同的科學原理，得分即越高，如科學原理 A+B、A+B+C、A+C、B+C等，若

關卡重複使用科學原理，則該關卡不列入計分。關卡數判定由裁判認定。 

（2）智能關卡：結合智慧型機器人設計 3個關卡，參考智慧關卡（機器人

技術應用），單個指定智慧關卡計 5分，順暢完成不扣分，共計 15分。 

（3）綠色能源運用：如有使用太陽能、風力、水力及磁力等環保能源運用。

太陽能、風力、水力以意象表現，如太陽能以過關啟動 LED 照亮太陽能板，但

同時啟動電池代替電力產生。水力以小固體(如綠豆)代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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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關卡創意性：該關卡具高度獨特性，且有多重機制。創意性又可分為

獨創性、多樣性及學校所在地方特色等三項。關卡創意度加分由裁判認定。 

（5）順暢度（穩定度）：失敗後選擇關卡重頭開始，若所有一次成功亦可

加 10分；失敗後，關卡用手或其它物件使之前進則無順暢度加分。 

（6）關卡計算：不同關卡需要貼上列印的標籤貼紙，以支持評審明確判斷

關卡。貼紙共分智能關卡、科學關卡、綠色能源(如太陽能、風力、磁力)、地方

特色關卡四大項，但最終關卡數由裁判進行判定。 

（7）扣分：智能機關停止(卡住)一次扣 1 分；動力元件掉落即移動物件掉

落一次扣 2分；未設三個機器人應用關卡扣 10分，未設運輸車關卡扣 5分；一

道關卡未貼標籤扣 1分，扣至 10分為止；作品超過上述限制者扣 10分。 

((((四四四四)))) 指定機器人智慧及科學原理關卡指定機器人智慧及科學原理關卡指定機器人智慧及科學原理關卡指定機器人智慧及科學原理關卡    

每隊必須建立如下指定機器人智慧和科學關卡。 

指定關卡說明指定關卡說明指定關卡說明指定關卡說明    

1、機器人智慧應用。 

見：智慧關卡（機器人技術應用）:必須有 3個智慧型機器人關卡。 

2、運輸車（可用機器人小車設計）。 

設計一台運輸車，該車必須靠承載貨物之動作啟動。運輸車負載該貨物後，須爬坡 30

釐米以上距離，坡度至少 10度。 

備註： 

（1）貨物的大小、重量、形式不限。 

（2）坡度 10度比值：約 9釐米/50釐米(高/長)。 

（3）承載之貨物需放置在運輸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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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作品評審作品評審作品評審作品評審    

1. 評審委員：聘請資深機器人裁判、大專院校相關科系教授及專家學者組

成，並進行機器人競賽委員認證，以求本競賽裁判制度趨於完善。 

2. 評審重點：作品實體運作與設計理念說明（填寫報名表時，各隊必須自

行選舉隊長，並由其代表解說該作品的設計概念。包含各智慧關卡動線

設計圖、流程圖、作品說明書等：須以科學原理分別闡述作品所有關卡

的作動方式，如尋軌跡、紅外線控制、重心、杠杆原理、超聲波、能量

轉換、氣壓等）。 

3. 計分方式：現場審查評分（作品實體運作）85%+書面審查（設計理念說

明及視頻製作）15%。 

評分項目評分項目評分項目評分項目    權重權重權重權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科學關卡 40 

1．國小組計分方式： 

同一關卡中運用 3 項以上科學原理為 12 分，結合不同科

學原理運用為一關；如科學 A+B、A+B+C、A+C、B+C

等，若關卡重複使用相同科學、智慧原理，則該關卡不列

入計分。3項科學原理為 12分；2項科學原理為 8分；1

項科學原理為 5分。 

2．國中組計分方式： 

同一關卡中運用 3項以上科學原理為 8分；2項科學原理

為 5分；1項科學原理為 3分。 

3．高中組計分方式： 

同一關卡中運用 3項以上之科學原理為 8分；2項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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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原理為 5分；1項科學、智慧原理為 3分。 

智能關卡 15 每個指定智慧關卡計 5分，順暢完成不扣分，總 15分。 

關卡創意性 30 

獨創性：他人沒有的設計得 10分。 

多樣性：重複相同科學、智慧原理關卡，但具創意的表現

方式，可于此項得 10分。 

有地方特色得 10分。 

綠色能源應用 10 
鼓勵使用綠色能源系統，同時也可用充電的乾電池，得 10

分。 

說明文件完整 15 
包括作品說明書、各關卡動線設計圖、流程表與運行完整

影視檔。其中視頻資料占 5分，總得分最高 15分。 

作品演示流暢 +10 作品演示一次性成功，在總分基礎上再獎勵 10分。 

((((六六六六))))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1. 參賽選手應尊重裁判組的決定，評分過程中若對關卡認定有任何疑問，

必須立即詢問裁判組，恕不受理競賽後的爭議。 

2. 作品製作期間嚴禁使用手機通話，違反者將取消競賽資格（以手機震動

啟動關卡除外）。 

3. 評審期間，所有隊伍禁止以任何形式影響其它隊伍評分，若經檢舉查證

屬實，將取消該隊參賽資格。 

4. 未在競賽時間內參加比賽視為棄權。 

5. 比賽期間，凡是規則中沒有說明的事項由裁判組決定。 

6. 本規則是實施裁判工作的依據，在競賽過程中裁判有最終裁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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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智慧關卡動線設計圖智慧關卡動線設計圖智慧關卡動線設計圖智慧關卡動線設計圖（（（（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關卡流程圖關卡流程圖關卡流程圖關卡流程圖（（（（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7.骨牌 

1.風力 

10.太陽能 

9.磁力 

11.彈力 12.地球引力 

3.輪軸 

8.單擺 

2.離心力 

4.大氣壓力 

5.水力 

6.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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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RTECRTECRTECRTEC創創創創意作品說明書意作品說明書意作品說明書意作品說明書    

RTECRTECRTECRTEC創意作品說明書創意作品說明書創意作品說明書創意作品說明書    

隊伍編號 學校 作品總關卡數 

   

作品名稱 參賽者姓名 

 
★隊長： 隊員 1： 

隊員 2：  

請以科學原理分別闡述作品所有關卡的動作方式，如重心、杠杆原理、能量轉換、氣

壓等。若無較相關的原理，請單純解釋動作方式。請以照片及影片(各關卡獨立)方式記錄

各關卡之運作，最後附上該作品整體運作的光碟檔。 

關卡 1－關卡名稱：                     科學原理： 

動作傳輸的原理說明： 

（請貼上關卡照片及影片檔）                     
 

關卡２－關卡名稱：                     智慧原理： 

機器人智慧原理說明： 

（請貼上關卡照片及影片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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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關卡貼紙關卡貼紙關卡貼紙關卡貼紙    

請自行複製需要的份數和調整大小使用 

 

（關卡數與關卡類別） 

 
 

 

關關關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