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介會  
2017年10月14日   

2017/18 香港 FLL 創意機械人大賽 

主辦機構 Organizer： 

支持機構 Supporting Organizations： 場地贊助 Venue Sponsor： 



源自美國，於1998年開始舉辦 

旨在啟發年青人對科技的興趣及創意潛能 

已大約有80個國家及地區參與，是一項廣受
歡迎及極富教育意義的國際賽事 

2005年，香港青年協會在香港首辦FLL大賽 

 

 

 

FLL(FIRST LEGO League) 



過去12年， 

已有180間學校及機構，超過6000人參與FLL大賽 

 

 

 

香港FLL創意機械人大賽 



有助學生STEM發展： 

科技潛能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程式書寫 (Computer Programming) 

研究技巧 (Research Skills) 

表達技巧 (Presentation Skills)  

時間管理 (Time Management) 

團隊合作 (Teamwork) 

以STEM 教學出發，融合科學原理於機械設計的
應用，並訓練學生的創意思維，鼓勵跨學科的學
習模式。 



FLL主題 



主要比賽項目及評審範圍﹕ 

1. 機械人表現競賽 

2. 三大評審 

  機械人設計評審 

  項目研究評審 (海報設計評審) 

  團體合作評審 

 



機械人表現 
 以機械人於2分30秒內完成賽枱上的任務 

 有3輪機會，每輪派兩位隊員參賽 

 只計最高分的一輪分數 

三大評審 

機械人設計 
 全體隊員於5分鐘內展示機械人的外觀及

功能與程式編寫的設計 

項目研究 

 就主題：分「淼」必爭作研究報告及設計
一張A2海報 

 全體隊員於5分鐘內向評判報告 

 海報將會全日向公眾展示 

團體合作 
 於5分鐘內解決一個簡單的即時任務，並

分享合作模式 



獎項 

大會在每個組別當中，就四個評分範疇設有獎項，分別是﹕ 
1) 機械人表現獎（冠、亞、季） 
2) 機械人設計獎 
3) 項目研究獎 
4) 團體合作獎 
5) 研究海報獎＃ 
6)  
 

全場總冠軍、亞軍及季軍＊  

＃數量會根據隊伍數目而設 
＊於機械人設計、項目研究及團體合作均有良好的表現，並在機械人 
 表現首40% 



證書 

等級 (證書) 準則 

一等奬 總分為首10%  
(不包括全場總冠軍、亞軍及季軍) 

二等奬 總分為首11%-30% 

優異 能夠完成全部機械人表現賽及所有評審 

參與 缺席其中一項評審 



海外比賽 

在本地賽中獲勝的隊伍，有機會代表香港到

海外參加國際性的比賽，與其他地方的隊伍

切磋及作文化交流。 

 



FLL 精神 

享受比賽過程 

學習知識比勝出比賽更加重要 

與其他隊伍互相學習及交流心得 

以專業的角度分析及解決難題 

多角度思考問題 

勇於嘗試、敢於創新 

發揮團體合作精神 



比賽形式及競賽組別 

 隊際形式，隊伍須經學校或非牟利機構報名 

 每團體可以派兩隊報名，但第二隊將會被列入後補名單 

 隊伍由 5 至 10 人組成，由 1 至 2 名教練帶領 

 按隊員的班級及年齡分中學組及小學組比賽：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小學組：就讀小四至小六之學生 (9-12歲) 

中學組：就讀中一至中四之學生 (12-16歲) 



每支隊伍必須預備 

 HK$1000報名費 

 置有LEGO MINDSTORMS® Education NXT/EV3控制器 
（必須貼有保用及正貨認證標籤） 

 機械人表現賽的場地任務 

 負責用於解決難題所需物資的費用 

 



歡迎各學校及非牟利機構參加競賽。 

填寫網上表格： 

 https://goo.gl/forms/uUifwiT6IMsuhXTB2 

 

 

 

截止日期為2017年11月10日 

 

如何參加？ 

https://goo.gl/forms/uUifwiT6IMsuhXTB2
https://goo.gl/forms/uUifwiT6IMsuhXTB2


如何參加？ 

 於３個工作天收到電郵回覆及回條 

 同校第二隊將會於截止日期後一個星期內得到回覆是否成功  

 請校長簽名及蓋校印，並於11月15日或之前電郵至 hkrt@hkfyg.org.hk  

 

mailto:hkrt@hkfyg.org.hk


如何參加？ 

 報名費用亦請於11月30日前郵寄到香港青年協會創新科學中心，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青年協會」  

 地址：香港新界白石角香港科學園二期東翼浚湖樓2樓211室 

 請在信封上列明「2017/18 香港FLL創意機械人大賽－報名費」，
並在支票後寫上學校校名 

 



如何參加？ 

比賽器材訂購表格可傳真至 2991 4480或電郵至 info.hk@semia.com   

 

mailto:info.hk@semia.com


參加方法概要？ 

填妥網上表格 （參賽表格／隊伍工作坊表格） 

（2017年11月10日或之前） 

 

收到電郵回覆及回條後請校長簽名、蓋校印並電郵回條 

（2017年11月15日或之前） 

 

郵寄報名費（支票）至香港青年協會創新科學中心 

（2017年11月30日或之前） 

 

電郵比賽器材訂購表格至西覓亞有限公司 

 



支援 

 如已填妥FLL網上參賽表格後，可選擇參加 

隊伍工作坊及 

項目研究指導計劃 
 

 

 



隊伍工作坊 

機械人表現工作坊共四場，隊伍可參加其中一場。 
  2017年11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或下午場次) 
    2018年1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或下午場次)    

項目研究及團體合作工作坊共兩場，隊伍可參加其中一場。  
2017年12月2日  (星期六  上午)    
2017年12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    

隊伍先選擇日期，大會再分配上午或下午場次 

因場地有限及公平起見，每隊最多只能派 5 名 (包括教練）
代表出席，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項目研究指導計劃 

 隊伍將配對一位來自工程及科技學會香港分會(IET)的
指導老師 

 隊伍只可以向指導老師尋求建議 

 指導老師亦只會就項目研究提出意見，但不會直接提
供問題的答案 

 最少約一次面對面會議 
 

 

 



隊伍工作坊及項目研究指導計劃－網上表格 

 網上表格： 
https://goo.gl/forms/ypTNrzhTImLUnbAi2  

 截止日期： 2017年11月10日 

 

https://goo.gl/forms/ypTNrzhTImLUnbAi2


網頁 

有關創意機械人大賽資料及比賽規則，可瀏覽 

香港大會（香港青年協會）網頁: http://ccst.hkfyg.org.hk/ 

美國大會網頁: http://www.firstlegoleague.org/challenge  

西覓亞網頁: http://www.semia.com/hk/first/     

 

 
 

 

 

http://ccst.hkfyg.org.hk/
http://www.firstlegoleague.org/challenge
http://www.semia.com/hk/first/


活動日程 

2017年 

14/10 簡介會暨FLL體驗日 

10/11 FLL隊伍截止報名  

25/11 機械人表現工作坊 (RPA & RPB)  

2/12 項目研究及團體合作工作坊(PTX) 

16/12 項目研究及團體合作工作坊(PTY) 

2018年 

20/1 機械人表現工作坊 (RPC & RPD) 

10/2 (暫定) 香港FLL創意機械人大賽 

4-7月 海外比賽 



預備時間表參考 

2017年 

10月 – 11月10日  招募學生組成隊伍 

 網上報名 

 購買場地墊及任務模型 

11月  討論及決定研究題目 

 完成搭建任務模型 

 了解EV3運作及機械人表現賽中的規則及任務 

12月  為研究項目作資料搜集及提出解決方案 

 完成機械人表現賽中30%-50%的任務 

2018年 

1月  預備研究項目的報告內容及形式 

 製作研究海報 

 完成機械人表現賽中50%-100%的任務 

2月10日前  完善及練習研究項目的報告 

 完善及練習機械人表現賽中的策略 



聯絡方法 

香港青年協會創新科學中心 

電話：(852) 2561 6149   

電郵：hkrt@hkfyg.org.hk    

網頁：http://ccst.hkfyg.org.hk/  

 
主辦機構 Organizer： 

支持機構 Supporting Organizations： 場地贊助 Venue Sponsor： 

mailto:hkrt@hkfyg.org.hk
http://ccst.hkfyg.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