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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人競賽：場地設置 

場地是機械人比賽的地方。 

 包含一個場地墊，放在一個賽台上，上面排列了任務模型。 

 場地墊和搭建任務模型的樂高零件包含在場地搭建套裝中。 

 搭建任務模型的指南點擊此處. 

 如何搭建賽台以及如何擺放賽台上的模型請見下文… 

 

賽枱搭建 

機械人比賽在專門設計的賽台上進行，因此你需要搭建一個賽台進行練習。考慮到成本、安全性、高度和重量，我們設

計了一個簡單的賽台，但是只要你的表面平整、界牆的大小和位置適當，底座結構可以隨意搭建。搭建很簡單，但是需

要一些木工技能。 

 

在比賽中，兩塊賽台背對背放置，但你只能在一塊賽台上運行，所以你只需搭建一個賽台進行練習即可。我們將練習賽

台稱為「半個賽台」。 

 

很多挑戰任務都有一個「共同的」任務模型，一部分在你的賽台

上，另一部分在對手的賽台上。所以除了搭建自己的賽台之外，還

有搭建一部分對手的賽台，這樣才能支撐共同的任務模型。我們將

這個增加的部分叫做「仿製牆」。 

以下是搭建一個「半個賽台」加上一道仿製牆的指南：  

 

材料 

材料 數量 

場地安裝套裝（任務模型樂高零件、地墊、CD，聯動搭扣 Dual Lock™） 1 

砂光膠合板（或其他平滑的板子）尺寸為 96」 X 48」 X 至少 3/8」 (2438mm X 1219mm X 10mm)  1 

夾板, 8’ (2438mm)  [實際橫截面 = 1-1/2」 X 2-1/2」 (38mm X 64mm)] 6 

啞黑漆 1 品脫 (1/2

升) 

粗的鋼牙螺絲, 2-1/2」 (64mm) 1/2 磅 (1/4 

千克) 

鋸木架，大約高 24」 (610mm)，寬為 36」 (914mm)  2 

 

http://www.firstlegoleague.org/missionmodelbuildinstr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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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 

零件 來自 尺寸 油漆 數量 

賽台表面 (A) 膠合板 96」 X 48」(2438mm X 1219mm) 否 1 

長邊框 (B) 夾板 96」 (2438mm) 是 3 

短邊框(C) 夾板 45」 (1143mm) 是 2 

加固物 (D) 夾板 48」 (1219mm) 否 4 

鋸木架 購買   H  24」 W  36」   (610mm) (914mm) 否 2 

                                                                                                                                                                                                                                                                                                                                                                                                                                                                                                                                                                                                                                                                                                                                                                                                                                                                                                                                                                                                                                                                                                                                                                                                                                                                                                                                                                                                                                                                                                 

裝配 

步驟 1 – 決定膠合板(A) 的哪一面最不光滑，將其作為底面。在底面上，定位、固定並擰上加固物(D) (每個大約 18」 或

457mm)。確定螺絲頭齊平，如果有碎片則要用砂紙磨掉。  

步驟 2 – 在膠合板的頂面，沿著頂部的周長定位、固定並擰上邊框(B,C) 。 

 裝好的邊框的尺寸必須為 93±1/8」 X 45±1/8」 (2362±3mm X 1143±3mm). 

 B 和 C 的高度必須為 3±1/2」 (77±13mm).  注意尺寸中的正負號，表示最大可允許高度是 3 又 1/2 英寸（90 毫

米），最小允許高度是 2 又 1/2 英寸（64 毫米） 

 一次競賽中所有賽台的所有的邊框必須是相同的 高度。 

 而比賽中邊框高度可能與你的練習賽台的高度不同。 

步驟 3 – 在另一個人的幫助下，將賽台放在一個短的鋸木架上（或者板條箱或任意短小而堅固的東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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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墊的放置 

步驟 1 - 用真空吸塵器清掃賽枱表面。墊子下有任何小顆粒都會造成麻煩。清掃後，用手撫摸賽枱表面，磨掉或挫平任

何突出的部分。然後再次用真空吸塵器清掃。  

步驟 2 - 在清掃過的表面（不要在可能沾上顆粒的地方展開地墊），展開場地墊讓圖案朝向，北部邊緣靠近北部/雙邊框

（注意下面每張賽枱草圖雙邊框的位置）。  

步驟 3 - 場地墊的設計比場地的表面小。滑動地墊，確保在場地墊的南部邊緣和南邊的邊框之間沒有空隙。按照東、西

方向固定場地墊的中心（左右保持相等的空隙）。  

步驟 4 -在他人的幫助下，拉住地墊的另一端，將摺痕處撫平，並再次檢查步驟 3 的要求。地墊可能還會起摺痕，但是

長時間後就會鬆弛。一些隊伍會使用吹風機加速撫平摺痕的速度。  

步驟 5 - 可選擇 - 可以在東、西兩邊使用黑色細膠帶以固定場地墊。在貼上膠帶時，膠帶只能夠張貼在場地墊的黑色邊

線上，以及賽枱上的水平面，不能張貼在邊框上。  

步驟 6 - 在設置一個完整的比賽場地時，兩張賽枱北對北地固定，不需要使用虛擬牆壁。兩個賽枱之間的邊框總寬度必

須在 3" (76mm) 至 4" (100mm)之間。  

 

 

 

  

練習賽枱 

比賽賽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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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模型的製作 

製作任務模型-使用場地套裝中的 LEGO 零件和本節的說明搭建任務模型。 一個人大概要花四到五小時，所以由一

個小組來做。如果隊員少有或沒有用 LEGO 零件搭建的經驗，製作任務模型是學習的好方法。這一步也是新隊員

們相互瞭解的好機會。 

品質-模型的搭建必須完好。 「幾乎完好」是不夠好的。 很多參賽隊搭建模型有一些錯誤，用不正確的模型練

習。這些參賽隊以後在有正確模型的場地上比賽時，機械人失誤了。參賽隊常常為失敗錯誤地抱怨機械人、賽事組織者

或運氣不佳。 

任務模型的放置 

子母扣-有些模型要固定在場地紙上，另一些則只是間單地放在場地紙上。在需要固定模型的地方，有一個內

含「X」標記的方框。模型是用 3M 公司可重複使用的緊固材料（稱為「子母扣」）來固定在場地紙上的，

它們與 LEGO 元件一起放在場地套裝中的半透明包裝袋中。子母扣的兩面壓在一起時，它們就粘住或「鎖」

住了，但是，為了便於運輸和存放，你也可以解開它們。在模型上運用子母扣只需要一次。以後，模型能簡

單地鎖在場地紙上或解開。使用子母扣的方法是： 

步驟1-把方形子母扣膠面向下粘在場地紙上每個帶「X」標記的方框中。若 

果是半格的方框，把方形子母扣剪成一半。 

步驟2-在每個粘好的子母扣上面壓一個膠面向上的方形子母扣， 

把它們「鎖」住。提示：用方形子母扣自帶的蠟紙而不是用手指。 

步驟3-把模型對準標記，下壓到方形子母扣上。 

 

步驟1 步驟2 步驟3 

注意： 

 有些模型看起來是對稱的，但在某個地方標明了它是一個有方向性的模型。 

 確保每個方形子母扣準確地粘在場地紙的方框裡，每個模型準確地覆蓋住它在場地紙上的標記。 

 向下按壓模型時，要按壓它最下面的穩固結構，不要把整個模型壓碎！如果以後要把模型從場地紙上分離，

也是向上拉那個結構。 

提示：對於大型和/或柔軟的模型，一次只能放置一套或兩套，不需要一次放置所有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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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模模型（簡易設置及定義） 

障礙物 房子 消防車 懲罰 (紅色圓形磚) 

花兒 濾水器 額外水泵 水龍頭 SLINGSHOT 淨水器 

路緣 雨水 積雨雲及雨水 噴水池 基地 

沙井蓋 沙井蓋 污水 損毀的水管 

西邊(左)及東邊(右)三角架目標區域 水井目標區域 水資源目標區域 

 

 

 

SLINGSHOT 濾水器目標區域 

 

 

 

 

 

搭建水管目標區域 加裝水泵目標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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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障礙物: 共有六塊障礙物，用 3M 貼把模型穩固貼在場上，順滑的一邊向著西邊。 

房子: 用 3M 貼把模型穩固貼在場上，把火升起，然後把黃色的 LEGO 積木 

消防車: 它是可被移動的，把它放在場地上，並與標記對稱。若果消防車會自己滾動，調整賽枱水平直至它停止滾動。 

懲罰 (紅色圓形磚): 交由裁判保管，而在練習場是不會提供這些紅色圓磚的。 

花兒: 用 3M 貼把模型穩固貼在場上，花的部份向下。 

濾水器: 用 3M 貼把模型穩固貼在場上，把門閂部份升起再把黃色塞向南拉至標記地方。 

額外水泵: 它是可被移動的。 

水龍頭: 用 3M 貼把模型穩固貼在場上 

SLINGSHOT 淨水器: 把一個雨水及污水放進淨水器內，然後把黑色部份關上並把黃色按鈕拉起， 

路緣: 用 3M 貼把模型穩固貼在場上，斜面一邊向著圓形。 

兩水: 見「SLINGSHOT 淨水器」及「積雨雲及雨水」。 

積雨雲及雨水: 用 3M 貼把積雨雲模型穩固貼在場上，並把雲的一邊面向西邊。把黃色手把移至北邊，並把 9 個雨水大

概均分在上邊。 

噴水池: 用 3M 貼把模型穩固貼在場上。 

基地: 在西南邊的四分一個圓形就是基地，基地內存放了幾個可被移動的任務模型：水井、三角架、LEGO 圈(可選擇性

使用)、兩個新的水管、三個大型水資源及已裝好的 SLINGSHOT 淨水器。你可以在其他允許存放的地方保管好這些模

型。 

沙井蓋: 它們是可被移動的，兩個沙井蓋可隨意被放在東/西邊目標區域，而且沒有指定方向。 

淤泥:把它放在污水處理廠模型上(接下來有指引如何設置)，確保它是可被移動的。 

損毀的水管: 把它放在更換水管的任務型(接下來有指引如何設置)，確保它是可以被取出的。 

三角架目標區域: 圖中的圓型區域，兩個大的圓型都可是有效的三角架目標區域。 

水井目標區域: 圖中的圓型區域。 

SLINGSHOT 濾水器目標區域: 圖中由黑色延伸至東邊牆的部份，並不包括障礙物。 

搭建水管目標區域: 圖中由黑色延伸至北邊牆的部份。 

加裝水泵目標區域: 圖中由黑色延伸至北邊牆的部份。 

 

任模模型（進階設置） 

泵水系統 步驟1 泵水系統 步驟2 泵水系統 步驟3 

設置泵水系統的步驟: 

步驟1: 把一對的3M貼如上圖展示的貼在模型上。 

步驟2: 把模型對準場紙上的標記，穩固貼在北邊牆。 

步驟3: 把大型水資源放上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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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處理 步驟1 污水處理 步驟2 步驟 2 軸心沒有與

LEGO 長條摩擦 

污水處理 步驟3 污水處理 步驟4 

污水處理 步驟5 

 

 

 

 

 

 

 

污水處理 步驟6 

污水處理 步驟7 步驟7 重設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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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污水處理的步驟: 

步驟1: 用3M貼把廁所模型穩固貼在場上，並將東邊的十字軸連接起來。 

步驟2: 將東邊接口連接中間的十字軸，中間的十字軸不能移離標記，並且確定接口的地方沒有與連接的LEGO長條磨擦。 

步驟3: 確定中間的十字軸不能移離標記，把鈿邊的接口固定好。 

步驟4: 用3M貼把污水處理廠模型的定位部件固定在場上，然後移走。 

步驟5: 將西邊十字軸連接污水處理廠模型，然後把模型盡量準確地放上標記位置。 

步驟6: 把污水處理廠模型的定位部件穩固貼在場上，並容許污水處理廠模型有少許的擺動空間。 

步驟7:設置模型時，把白色的儲水器升起同時把上面灰色的LEGO條向西邊推，然後把淤泥和大型水資源放上模型 

測試: 把廁所的黃色把手按下並停在那裡，只需要很少的力度便可以完成這個按下的動作，這時污水處理廠模型便應可

以釋出淤泥和大型水資源。如有任何問題，清楚檢查之前的步驟。 

 

更換水管 步驟1(a) 更換水管 步驟1(b) 更換水管 步驟2 

 

 

 

 

 

更換水管 步驟 3 

 

 

 

 

 

更換水管 步驟 4 

設置更換水管的步驟: 

步驟1(a,b): 用3M貼把斜坡穩固貼在場上，把斜坡反起來，先把最後的灰色底座固定好，然後固定其餘三個。 

步驟2: 把斜坡放下來，這時候確定一下黑色的喉管已貼上3M貼。 

步驟3: 在按穩黑色喉管前，把黑色喉管放上標記上，並確定它們沒有磨擦到中間的十字軸。確定後便可以按穩黑色喉管。 

步驟4: 把損毀的水管盡量在斜岥及黑色水管的置中位置，確定上面的圈直立和南面/北面牆成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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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維護 

 邊牆-除去明顯的碎片，覆蓋明顯的孔洞。 

 場地紙-保證場地紙貼緊南牆，東、西向居中。不要用會遺留殘渣的任何東西清理場地紙。任何殘留物、粘或

滑的物品會影響機械人的性能（很多錦標賽會使用新的場地紙）。使用吸塵器和/或濕布清除膜上和膜下的灰

塵和碎屑。如要清除標記，可嘗試用白色橡皮。如果為了運輸和存放而移動場地紙時，要保證不使它折彎，

否則會影響機械人的運動。錦標賽使用新場地紙時，應在賽前盡可能早地把它展開鋪平。為了控制場地紙東

西兩邊的捲曲，可以使用黑色膠帶，膠帶與場地紙的最大重疊不得超過0.25」（6 mm）。發泡膠帶不允許使

用。子母扣不得放在場地紙下面，除用它固定模型外，不得把它挪作他用。 

 任務模型-經常整理和緊固模型的連接部分保持其原始狀態，檢查轉軸，更換彎曲的元件，確保轉軸能自由轉

動。 

 

賽台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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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人競賽：規則 

比賽精神 
 

GP1 -FIRST®專業精神(GRACIOUS PROFESSIONALISM®) - 你們是”FLL 專業人士” 

 你們迎著不同的問題努力比賽，又能尊重和友善地對待本隊以及其他參賽隊和其他國家的人。 

 教練員和家長只起引領的作用。 

 你們善於汲取他人意見而不是抵制和簡單地否定他們。 

 如果你們參與 FLL 的主要目的是「贏得比賽」，這就錯了！ 

GP2-理解 

 如果你發現有些細節在賽規中沒有提及，那些都是不會影響評分的。 

 機械人競賽賽規中已準確並只表達其文字的意思。 

 如果賽規中沒有對一個詞語或文字給予比賽中的定義，就按照它的一般或詞典上的含義去理解。 

GP3-給參賽隊伍疑問的有利考慮-如果裁判員認為判斷上有困難或沒有人可以清晰地評定得分狀況，你們可以從疑

問中得益，但不要把這種「禮遇」當作策略來用。 

GP4 -不確定性- 我們的供應商、大會和義工盡力使場地正確和一致，但也要想到以下一些不確定的因素： 

 邊牆 

 照明 

 賽台表面和場地紙 

 場地設置  

GP5- 資料的優先順序 

 如果不同的資料來源出現矛盾，資料的優先順序/權威性按降冪排列如下： 

#1 =最新的 Robot Game Updates 上的文件；  

#2 = Missions 和 Field Setup 的文件； 

#3 = Rules 上的文件； 

#4 = 當地總裁判的決定：在不清晰的情況下，他們會作討論後出合理的判斷，並堅守 GP3 的原則。 

 除#1, #2 或 #3 中使用的視頻和圖片外，其它視頻和圖片沒有權威性。 

 電子郵件或論壇上的意見沒有效力。 

 

定義 

D01 -比賽- 一場「比賽」是兩支參賽隊伍在兩個場地(北方對北方)互相競賽。 

 機械人從基地出發，嘗試完成最多的任務。 

 比賽持續 2.5 分鐘，中間不會停止計時 

 

https://firstinspiresst01.blob.core.windows.net/frc/animal-allies-challenge-updates.pdf
https://firstinspiresst01.blob.core.windows.net/frc/animal-allies-challenge-guide.pdf
http://www.firstlegoleague.org/sites/default/files/animal-allies/fll-animal-allies-field-setup-guide.pdf?__hstc=212927755.b270c50dd59f4d15ec5b8f20b4dd163b.1472436076020.1472611589829.1472633846050.8&__hssc=212927755.3.1472633846050&__hsfp=224056522
https://firstinspiresst01.blob.core.windows.net/frc/animal-allies-challenge-guide.pdf5.3.1472633846050&__hsfp=224056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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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2-任務-一個「任務」是能讓機械人得分的一個機會。任務是指一些要隊伍完成的要求。 

 大部份要求是在比賽結束時讓評判見到的結果。 

 有些要求是完成任務的方法，在比賽中間發生時能讓裁判看到。 

D03-器材-「器材」是你們帶到比賽中與完成任務的活動有關的任何物品。  

D04-機械人-「機械人」是 LEGO MINDSTORMS 控制器及與之組合的所有器材。而組合的器材是你們用手組合

而且不打算中途會與控制器分開，除非用手拆走。 

D05-任務模型-「任務模型」是你們到達比賽枱時已經在場上的任何 LEGO 零件。 

D06-場地-「場地」是機械人的比賽環境，場地紙上有任務模型，四周有邊牆，放在賽臺上。細節詳見 Field 

Setup。 

D07-基地-「基地」是指在場地西南方的半圓範圍。由外圓的曲線向西南延伸至牆邊（牆身以後的地方不計算作基

地的部份）。以下的圖定義了基地的「完全進入」，但同樣能套用到場地上其他區域。 

       

完全進入 完全進入 部份進入 部份進入 部份進入 完全離開 完全離開 

D08-啟動-當你在基地內完成預備機械人，讓它去做任務，這就是一次「啟動」。 

D09-中斷-如果你與自主的機械人互動，這就是「中斷」，機械人不再自主，中斷的機械人必需返回基地重生啟

動。 

D10-運送-當任何物件被有目的地/有策略地： 

 從它的位置被拿走，及/或 

 搬它到一個新的位置，及/或 

 在一個新的位置釋出，及/或 

它就是被「運送」。當這件物件不再接觸任何在運送期間所接觸的東西時，它就不再被「運送」。 
 

器材、軟體和人員 

R01-所有器材-所有器材必須完全是原始出廠狀態的 LEGO 製造的搭建元件。 

例外：LEGO 的細線和導管可以按需要的長度剪切。 

例外：寫在紙上的提示是可以的。 

 例外：只能在不外露的部位做標記，供所有者識別。 

R02-控制器- 在任何一場比賽中，只允許使用一個控制器。可以在下面所示的三種 LEGO 控制器中選用一種。 

 必須是下圖所示的三種控制器之一（顏色不同的特殊版本時允許的）。 

 比賽中，所有其它型號的控制器必須留在準備區。 

 各種形式的遙控或與機械人有資料/資訊交換的裝置在比賽區中是非法的。 

 這個賽規限制了隊伍在任何比賽中，只可使用單一個機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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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3-馬達-在任何一場比賽中，最多可以使用 4 個馬達。  

 每個馬達必須與下圖所示的一種類型完全一致。 

 可以有多於一種的馬達類型。 

例如：3 個 EV3 大型馬達 + 1 個 EV3 中型馬達 = 4 個馬達 = 正確。 

 比賽中，所有其它馬達必須留在準備區，沒有例外。 

 

 
 

 
 

EV3 「LARGE」 EV3 「MEDIUM」 NXT RCX 

R04-外部感測器-可以按你們自己的願望使用多個外部感測器。 

 每個感測器必須與下圖所示的一種類型完全一致。 

 可以有多於一種的感測器類型。 

 

EV3 TOUCH 

 

EV3 COLOR 

 

EV3 GYRO 

 

EV3 ULTRASONIC 

 

NXT TOUCH 

 

NXT LIGHT 

 

NXT COLOR 

 

NXT ULTRASONIC 

 

RCX TOUCH 

 

RCX LIGHT 

 

RCX R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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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5-其它電氣/電子物品-在比賽區內與完成任務相關的活動中，不允許使用其它電氣/電子物品。 

例外：LEGO 的細線和轉接線可以按需要使用。 

例外：允許使用的電源是１個控制器電池或６粒 AA 電池。 

R06-非電氣元件-使用非電氣的 LEGO 沒有數量限制。 

例外：不允許使用工廠製造的「回力馬達」。 

例外：不允許使用附加/複製的任務模型。 

R07-軟體-機械人只能用 LEGO MINDSTORMS RCX、NXT、EV3 或 RoboLab 軟體（任何已發佈的版本）編寫程

式，不允許使用其它軟體。隊伍可使用可用軟體製造商（LEGO 和 National Instruments）提供的補丁、附件

和新版本，但不得使用工具包，包括 LabVIEW 工具包。 

R08-技術隊員 

 在比賽現場每次只允許有兩名參賽隊的 「技術隊員」。 

例外：其它隊員在比賽中真需要應急修理時可以介入，然後離開。 

 其它參賽隊員在大會職員及裁判指示下應向後站，除非是準備替換當前技術隊員的新技術隊員。 

R08.1-作品原創性 

參賽隊伍的作品都必須由隊伍成員所原創。如機械人作品創作過程涉及過多教練或非參賽隊員的參與，或參

賽 隊伍作品被發現涉及抄襲他人的作品(包括同一參賽單位的其他隊伍)，將可能被取消資格。 

 R08.2 -器材來源—比賽所使用的機械人器材必需購自該賽區的合法經銷商，確保所有隊伍所使用的器材均相同， 

以維持比賽的公平性。由 2017 年度開始，隊伍必須使用貼上"保用及正貨認證標籤"的 LEGO 

MINDSTORMS Education NXT／EV3 控制器。（凡於 2016 年或之前訂購 EV3 的隊伍可到 

https://goo.gl/forms/mF7koV69kGZof5ds1 填妥表格，以補領有關"保用及正貨認證標籤"及了解有關詳

情。）不在合法經銷商購買器材的參賽隊會被取消參賽資格。 

 

比賽相關事宜 

R09-賽前準備-到達比賽場地後，你們至少有１分鐘的準備時間。在這段時間裡，你們可以 

 要求裁判員確認模型或場地設置是正確的，及/或 

 在安全區以外的場地上標定光電/顏色感測器。 

R10-比賽中的應對-  

 任何在場地上不在安全區的物品，隊伍不能與它接觸。 

  例外：你們可以隨時中斷機械人 

  例外：你們可以拾起機械人或器材不是刻意損毀的部份 

  你們不可以令任何物品移動或展開而越過基地的界線，儘管只是部份超越過。 

例外：當然，你們可以啟動機械人。 

https://goo.gl/forms/mF7koV69kGZof5d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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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任何時間你們可以在場地外移動/處理/存放物品 

例外：當有一些物件不小心地越過/跌出基地外，只需要冷靜地取回，沒有問題的。 

  任何物品由機械人影響(不論是好或是壞)或完全帶離基地，把物品留在原地，除非由機械人再自主改變的

位置。沒有任何物品可以放回一個位置令你「再試一次」。 

R11-任務模型處理 

 你們不可拆開任務模型，即使是暫時性。 

 如果你們將任務模型組合一起(包括機械人)，這個組合必需是容易分開的，當被要求分開時，你們可以容易

拿起模型而除模型外沒有其他東西連在一起。 

R12-物品存放 

 任何已完全進入基地的物品可以被搬開／存放在場地外，但這必需在裁判視線範圍內，可能是放在枱上。 

 所有場地外存放的物品被視為在基地內。 

R13-啟動-正確的啟動（或重啟）應該這樣做： 

 準備狀態 

o 隊伍準備啟動的機械人及所有物件，技術隊員皆可以用手去處理，任何物品必須完全納入基地內，不能越

過基地界線並不能高於 12 吋 (30.5 cm)。 

o 裁判員可以看到基地內的所有物品都是靜止的而且隊員沒有與任何物品接觸。 

 啟動前 

o 接觸一個按鈕或給使用感應器去啟動程式 

比賽開始的啟動：準確的啟動時間是倒計時最後一個字/聲音開始的時間，如「Ready, set, GO!」或 BEEEEP! 

R14-中斷-如果你們中斷了機械人，機械人必須馬上停下，*然後平穩地把它拿起重啟（*如果你打算重啟的話）。

以下是不同情況下中斷對機械人和任何運送中的物件的處理方法。 

 機械人 

o 完全在基地內：重啟。 

o 不是完全在基地：重啟 + 中斷處罰。 

 運送中物件 

o 完全在基地內：保留。 

o 不是完全在基地：交給裁判保管。 

 

處罰在任務部份有詳細解釋。 

R15-遺留-如果沒被中斷的機械人與它所運送的某個物品脫離接觸，必須讓該物品停下。一旦發生這樣的情況，對

它的處理取決於其停下來所在的位置。 

 運送中物件 

o 完全在基地內：維持原狀。 

o 部分在基地：交給裁判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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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完全在基地外：就讓它留在那裡。 

R16-干擾 

 你們對另一隊的場地、機械人或策略不得有任何不利影響，除非在某個任務中做了說明。 

 另一隊試圖完成的任務，但因你們或你們的機械人的非法意外動作而失敗，該隊伍會視作成功完成任務得到

分數。 

R17-場地損壞-如果自主的機械人把子母扣分開或損毀了任務模型，而這樣的損壞或動作明顯地使任務的完成更容

易，這樣造成的得分無效。 

R18-比賽結束-比賽結束時，場上的所有物品必須保持原狀。 

 如果你們的機械人仍在運動，儘快讓它停下來，留在原地。(所有在限時後在場上的改變視為無效) 

 此後，在裁判員給出還完賽台的指令前，不要用手接觸任何物品。 

R19-記分 

 記分表-裁判員與你們一起逐個任務地回憶動作和檢查場地。 

o 如果你們同意裁判的記分，就在記分表上簽字，得分就是最終的。 

o 如果你們不同意，就友好地跟裁判說。裁判也可能會出錯，如果錯了，他們想知道錯在哪裡。如果仍有分

歧，由裁判長做出最終裁定。 

 記分的作用-獎勵和晉級只考慮你們在正規比賽中的最高得分。如果舉行附加賽，也只會有更多歡樂。 

 平局-用第 2、第 3 最高分打破平局。對於三場比賽都持平的罕見情況，大會有最終決定權。 

 

2017 年規則變化 

 使用「物件」這個字眼以對稱賽規中「任何物件」。 

 對「運送」的定義更廣泛，包括不涉及機械人的情況。 

 啟動前的高度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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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人競賽：任務 

有關任務的理解： 

「*」在句子的前方，說明了指定完成任務的方法，而這個方法是可以由裁判看到的。 

「   」在句子的下方，說明了在比賽完結時，展示給裁判可見的情況。 

 

任務 

M01 移開水管 

把損毀的水管 移開，使它完全進入基地。20 分 

 

M02 搬運水源 

*只靠轉動泵水系統 的活門，*令一個大型水資源 (每次最

多一個) 運到對面的比賽場上。20 分 

 

M03 加裝水泵 

把額外水泵加裝到加裝水目標位置。而額外水泵 需要接

觸到場地墊，這個接觸需要是完全在目標範圍內。20 分 

 

M04 收集雨水 

把最少一個雨水從積雨雲 中弄出來。 20 分 

M05 濾水器 

將濾水器機關向北移令門閂跌下來。 30 分 

 

M06 污水處理 

*只啟動廁所的沖廁把手，讓污水處理模型釋出它的大型

水資源。 20 分 

 

得分 得分 

得分 

得分 

得分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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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07 噴水池 

令噴水池 的中層升起，只靠把大型水資源 放在灰色槽裡，令噴水池 的中層留在明顯的高度。 20 分 

 

M08 沙井蓋 

把沙井蓋 反過來，並明顯超過 90 度，*而這些沙井蓋 從未觸及基地。  每個 15 分 

每個沙井蓋 是獨立得分的。 

 

 

 

 

 

額外得分: 以上述方法獲得該分數後，若 2 個沙井蓋 完全在三腳架目標內，可額外獲得 30 分。 

 

 

 

 

M09 三角架 

把檢測攝錄機的三角架 移往三角架目標區域: 

部份得分: 只有部份三角架 在其中一個三角架目標區域，而三隻腳也接觸到場地紙。15分  

完整得分: 整個三角架 在其中一個三角架目標區域，而三隻腳也接觸到場地紙。20分 

 

沒有得分 得分 

得分 得分 

額外得分 沒有額外得分 

完整得分 部份得分 部份得分 

 

沒有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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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 更換水管(若果有需要，隊伍可以先在基地把一個圈裝上水管上) 

把新的水管 搬往破損的水管缼口，並與場地墊完全/平坦地接觸。20分 

 

 

 

 

 

 

 

 

 

 

 

M11 搭建水管(若果有需要，隊伍可以先在基地把一個圈裝上水管上) 

把新的水管 移至搭建水管目標區域: 

部份得分: 只有部份新的水管 在搭建水管目標區域，並與場地墊完全/平坦地接觸。15分  

完整得分: 整個新的水管 在搭建水管目標區域，並與場地墊完全/平坦地接觸。20分 

 

M12 淤泥 

把淤泥 移至場紙上任何一個花甫圖案上，並接觸任何可見的木製部份。30分 

 

  

完全/平坦接觸 得分 

得分 沒有得分 

部份得分 完整得分 沒有得分 

沒有得分 得分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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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3 開花 

令花兒 升起，只靠把大型水資源 放在啡色花槽裡，令花兒 留在明顯的高度。 30 分 

 

 

 

 

 

 

額外得分: 以上述方法獲得該分數後，若最少一個雨水 在紫色部份內，並且雨水 只接觸這個花兒 模型，可

額外獲得 30 分。 

 

M14 開發水井 

把水井 移至水井目標區域: 

部份得分: 只有部份水井 在水井目標區域，並與場地墊接觸。15分  

完整得分: 整個水井 在水井目標區域，並與場地墊接觸。25分 

M15 撲滅火災 

*只令消防車 直接接觸房子把手，

使火舌跌下來。 25分 

 

  

得分 得分 得分 

額外得分 

完整得分 完整得分 部份得分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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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6 收集水資源 

移動或收集大型水資源 及/或 雨水(最少一個雨水並且沒有污水 )，這些收集到的水需要接觸水資源目標區

域 內的場地紙。*整場比賽期間水資源目標區域都要在限制線以東的地方，這些水可以觸及水資源目標區

域、 及/或 其他水，但不可以接觸其他物品或由其他物品在目標區內輔助。每個水模型都是獨立得分的。 

最少一個雨水 : 10分        大型水資源: 每個10分 

額外得分: 以上述方法獲得大型水資源 的分數後，若一個大型水資源 放在另一個水模型上面，而且沒有接

觸其他物件。30 分。(最多只有一次額外分數)  

 

 

  

限制線 

(包括白色範圍) 

圖中由北延伸至

南方的線，斜岥

下的也計算在內 

沒有得分 得分 

2X 大型水資源 

最少一個雨水 

 

沒有得分 得分 

最少一個雨水 

得分 

2X 大型水資源 

得分 

1X 大型水資源 

得分 

最少一個雨水 

得分 

2X 大型水資源 

額外得分 額外得分 沒有額外得分 沒有額外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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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7 SLINGSHOT 淨水器 

把SLINGSHOT淨水器 完全移至SLINGSHOT濾水器目標區域。20 分 

 

 

 

 

 

額外得分: 以上述方法獲得該分數後，而污水和一粒雨水 完全在目標範圍內，可額外獲得 15 分。 

 

M18 水龍頭 

*只靠扭水龍頭 的手把，令杯中水的高度提升，令模型的藍色部份明顯比白色多。25分 

 

 

 

 

 

懲罰 

比賽開始前，裁判會拿走場上 6 個紅色的 LEGO 圓型磚，保留在手中。如果你拯救機械人，裁判會將紅色的 LEGO 圓型

磚放到場的東南方的白色三角形位置，作一個永久/不能觸碰的拯救懲罰。你最多會被懲罰 6 次，每個會被-5 分。 

 

得分 得分 沒有得分 

額外得分 額外得分 

得分 得分 得分 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