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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正在閱讀「極速循線挑戰賽細則」，請確保你已經閱讀「機械人挑戰賽總則」，並記緊關注

比賽規則的更新。 

「極速循線」挑戰賽是一個競速及任務混合的比賽，機械人需按指定路線行進，以最短的時

間完成比賽，如行進期間完成特定任務，可扣減比賽的完成時間，參賽者需在 3 分鐘內完成

挑戰。比賽按難度分有：高小組和中學組 2 個年齡組別。 

 

A.機械人規格 

1. 機械人必需附合以下的規格方可進行比賽。 

2. 機械人必需可以放進指定大小的箱子內/或以尺子量度有關尺寸。。 

3. 機械人的大小不可以超出指定的限制 

高度 長度 闊度 

20cm (±1cm) 20cm (±1cm) 20cm (±1cm) 

4. 參主機、馬達答感應器之間的連接電線並不計算於機械人尺寸限制之內。 

5. 參賽隊伍只允許使用一個 NXT/EV3/SPIKE 控制器，馬達和感應器數量不限，比賽時必須關閉藍

芽和 WIFI 功能。 

6. 一般非動力和非電子的樂高零件使用數量和種類不限。 

7. 比賽開始後，機械人的大小不受限制，意味著機械人可以改變它的形態，但機械人執行任務期

間不，不能觸碰場地圖以外的地方，否則將視為犯規，比賽完結，隊伍不會獲得任何分數。 

8. 在本年度此挑戰中，機械人不必需要是車子的形態，但機械人必須是自主式的，不允許任何搖

控形式的操作。 

9. 本年度所有項目均以拍線上形式舉行，因此無需要即場搭建機械人。 

10. 機械人不能使用螺絲、膠水或膠帶等非樂高的物品來固定，違者取消該隊比賽資格。 

11. 參賽者需要提交 

a. 機械人完成任務時的影片， 

b. 機機人的相片及 

c. 機械人的程式。 

12. 完成任務的影片，需要上傳到 Youtube，設定為非公開，再把影片連結發送予大會。 

13. 拍攝影片期間，允許教練/老師協助學生拍攝，但不允許向學生提供任何有關於機械人任務的說

明和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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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場地 

1. 機械人挑戰賽的場地是一張場地圖，場地圖大小約為2360x1140mm，沒有邊框。 

2. 場地圖的材料為啞面帆布。 

3. 大會將確保每個場地盡可能地相同，但場地誤差這類問題，仍是隊伍需要克服的挑戰。 

4. 場地可容忍誤差範圍為 ± 20 mm。 

 

C.挑戰賽場地 

 

D.比賽形式 

1 場地圖： 
挑戰賽的比賽路線是一個循環的跑道（詳見：C.挑戰賽場地）。 
 

2 任務簡介： 
「極速循線」挑戰賽，顧名思義就是速度的比拚，機械人需要按照規則，圍繞場地上的黑線/彩色線
行走一圈，機械人行走期間，需要完成顏色任務，分別是：1)選對彩色路線和2)正確處理顏色方塊 
途經彩色路線區域時，會遇到3個顏色方塊，機械人需要按方塊顏色行走對應的路線，及對顏色方塊
進行「處理」，完。詳見 4. 任務要求細則 
本年度比賽以提交影片形式進行，參賽者只需要把最佳成績之影片提交大會即可。 
 

3 比賽的開始： 
i. 隊員把機械人放置到基地； 

ii. 隊員擲出骰子，決定顏色方塊的位置； 
iii. 準備好計時器，倒數「3，2，1，LEGO！」後，計時器和機械人同時啟動，機械人開始執

行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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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時限： 
每回合比賽時間為最多3分鐘（180秒），你必須在限時內返回起始區或走得最遠，機械人脫線*或完
成比賽**時的時間將會被記錄，而任務的得分以完成比賽後的狀態計算。 
*脫線：機械人的2個驅動輪都是線的其中一邊 
**完成比賽：機械人返回藍色起始區並停定 

 
5 任務要求細則 

i. 起始區： 
a) 「起始區」大小為20cmx20cm之 (藍色方格) 
b) 開始前機械人需要放在「起始區」內準備，機械人所有部分(不包括電線)不得超出「起始

區」範圍。 
c) 機械人從「起始區」北面(起始區上方)的邊線出發，沿路線行走，環繞跑道一圈後回到

「起始區」時，機械人必須從「起始區」的南面(起始區下方)邊線再次進入「起始區」。 
 

ii. 跑道： 
跑道主要由闊約10cm白色路線，及正中間闊約2cm的黑線組成，當中包括3個「彩色路線區
域」，機械人需要使用感應器識別白色線，跟隨黑線/彩色路線而行。 
 

iii. 顏色任務 
比賽中共有6個顏色任務，分別是： 

選對彩色路線 1)選對2號檢查點路線 2)選對5號檢查點路線 3)選對6號檢查點路線 
正確處理顏色方塊 4)正確處理2號檢查點

方塊 
5)正確處理5號檢查點
方塊 

6)正確處理6號檢查點
方塊 

詳情請參考 F.顏色方塊位置及顏色方塊處理方式 
 

iv. 彩色路線區域： 
比賽中有3個「彩色路線區域」，每個區域之前的檢查點都會放置一個「顏色方塊」，分別是2
號、5號和6號位置檢查點，方塊的顏色由於機械人啟動前由擲骰決定。 
 

ii. 顏色方塊： 
比賽中會用到紅色、黃色和綠色的方塊各一個，方塊由樂高零件搭建而成。 
 

iii. 比賽完結： 
當發生以下情況，比賽完結，裁判會停止計時： 

a) 完成所有路線： 
機械人進入「起始區」後並停定且所有驅動輪進入並接觸「起始區」。 
裁判停止計時，記錄機械人成功返回「起始區」。 

b) 完成部份路線： 
機械人中途脫離路線*。 
裁判停止計時，記錄機械人最後一個穿越的「檢查區」。 

c) 完成部份路線 
3分鐘比時間完結。 
裁判停止計時，記錄機械人最後一個穿越的「檢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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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脫離路線： 

比賽過程中，機械人的兩個(或以上)驅動輪(即可直接從馬達獲得
動力的車輪)必須分別在黑線(或黃/紅/綠線)的兩邊。如果機械人脫
離黑線(或黃/紅/綠線)，即為脫離路線。 

 
v. 檢查點： 

� 路線共有7個檢查點，機械人必需順序通過。 
� 檢查點在黑線上，以一個3.2cmx3.2cm的黑色方格表示，黑

色方格標示有上有1-7，7個數字，代表1-7號的檢查點。
（見右圖1） 

� 第3個和第4個檢查點之間是一個圓形路段，該路段的行走方
向按右圖所示。（見右圖2） 

� 紅色、黃色和綠色的方塊將會被隨機放在2號、5號和6號的
檢查點上，機械人需要根據檢查點內的方塊顏色，選擇對應
路線。如果機械人行走的路線顏色與方塊顏色不一致，將受
到「加時」的懲罰。 

E.挑戰賽排名 

以下為決定排名次序之條件的先次序 

i. 機械人完成的任務數量和種類相同下，一律以完成時間較短者排名靠前； 

ii. 機械人完成路線*者排名靠前； 

iii. 機械人完成顏色任務較多者排名靠前； 

iv. 機械人穿越的檢查點數量較多者排名靠前； 

 

F.顏色方塊位置及顏色方塊處理方式 

顏色方塊位置 

實體比賽情況下，3 個任務方塊的位置由大會於比賽當天公佈，本年度因以線上交片形式進行，隨機

位置由參賽者擲骰決定。 

擲出點數 1 點 2 點 3 點 4 點 5 點 6 點 

2 號位置 綠色方塊 黃色方塊 紅色方塊 綠色方塊 黃色方塊 紅色方塊 

5 號位置 黃色方塊 紅色方塊 黃色方塊 紅色方塊 綠色方塊 綠色方塊 

6 號位置 紅色方塊 綠色方塊 綠色方塊 黃色方塊 紅色方塊 黃色方塊 

 

 

 

 

 

 

(圖 1)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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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任務 

任務 任務要求 

選對彩色路線 3 個彩色路線區域，機械人成功選擇正確的路線。 

（不需要走畢正確路線） 

正確處理顏色方塊 比賽完結時： 

2 號位置的方塊需要保留原地(方塊接觸檢查點) 

5 號位置的方塊需要離開原來位置(方塊沒有接觸檢查點) 

6 號位置的方塊需要保留原地(方塊接觸檢查點) 

 

G.獎項 

機械人挑戰賽是一個讓學生挑戰自己，實踐自己所學到個機械人知識的比賽。 

我們將根據參賽者的比賽得分頒發不同等級的證書。 

「極速循線」：小學及中學組設「最佳表現獎」各一名(共兩名)； 

 

獲獎證書 小學組要求 中學組要求 

金樂高獎 � 機械人成功穿越【6】個檢查點； 

� 完成【4】項或以上等顏色任務 

� 機械人限時內成功返回「起始區」； 

� 所有驅動輪進入並接觸「起始區」； 

� 完成【5】項或以上等顏色任務 

銀樂高獎 � 機械人成功穿越【4】個檢查點 

� 完成【2】項或以上等顏色任務 

� 機械人成功穿越【5】個檢查點 

� 完成【3】項或以上等顏色任務 

銅樂高獎 � 機械人成功穿越【3】個檢查點 � 機械人成功穿越【4】個檢查點 

嘉許狀 � 完成挑戰並提交影片 � 完成挑戰並提交影片 

 

H.任務物件 

1 比賽中會共使用3個任務方塊 
2 一個黃色方塊、一個綠色方塊和一個紅色方塊 
3 3個任務方塊由樂高磚所組成，外形相同，以黃色為例，搭建步驟如下： 

顏色方塊 

   
第⼀步 第⼆步 第三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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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處罰 

1 任何違反規則的隊伍將可能被判失去該場比賽資格。違反規則的隊伍不得異議。 
 

J.異議聲明 

1 不得對裁判的判決有任何異議 
2 如對裁判的判決與比賽規則有抵觸，隊伍的代表可以於比賽完結前向主辦方委員會提出反對 
3 總裁判會作出最後的判決。 

 

K.責任 

1 參賽隊伍必需負責自己機械人的安全性問題，主辦方對於參賽者或機械人所做的任何意外概不
負責。 

2 主辦單位及主辦單位成員將不會承擔任何因參賽隊伍或他們的設備所做成的任何事件或意外事
故的責任。 

 

請定期瀏覽 www.peachcp.com/wro-hk/下載最新版本的規則。如有疑問可發送郵件至： wro.hk@peachcp.com，電郵

標題請注明：挑戰賽 2021 問題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