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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摘要
學校將以隊制形式參賽，每間學校最多可派 10 支隊伍參加「初小組」
、
「高小組」
、
「初中組」及 4 支隊
伍參加「智能 4D Frame 組」，每隊由 2 名學生及 1 名教練組成。隊伍可選擇用廣東話或英語作賽。
比賽共設四個組別：
初小組：年齡 9 歲或以下、小學一至二年級學生
高小組：年齡 12 歲或以下、小學三至五年級學生
智能 4D Frame 組：年齡 12 歲或以下、小學四至五年級學生
初中組：年齡 16 歲或以下、中學一至三年級學生
比賽內容主要分為三個部份，包括：
1.

創作歷程
參賽隊伍須於比賽時間內設計並完成創作歷程。評審將就著每隊之創作歷程，了解整個 4D Frame
模型的製作過程及運作原理。隊伍可選擇以中文或英文填寫。

2.

4D Frame 模型設計
參賽隊伍須就大會發佈的題目及任務，於指定時間內，利用大會即場提供的 4D Frame 物資設計及
創作一個相關的 4D Frame 模型。

3.

任務挑戰（只適用於高小組、智能 4D Frame 組及初中組）
任務挑戰旨在於創意設計的過程當中，測試參賽隊伍對 4D Frame 的空間及立體結構之認識及解難
能力。不同組別之題目及任務皆有分別，參賽隊伍須於比賽期間不斷測試及調整 4D Frame 模型
以完成任務，獲取最高分數。

3

比賽當日流程
1. 報到
1.1 學校教練將於比賽 2-4 星期前收到有關隊伍報到時間之電郵。隊伍須於大會指定時間到達比
賽主場區（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 2 樓 201-205 室）報到。如隊伍於 6 月 28 日仍未收到通知，
請聯絡秘書處。
2. 上午比賽時段
高小組、初中組及智能 4D Frame 組比賽時間為三小時；初小組為兩小時。隊伍須於比賽時間內完
成以下項目﹕
2.1 4D Frame 模型創作及創作歷程


隊伍須於大會指定時間內完成 4D Frame 模型製作及填寫創作歷程，且不得提早離場。



隊伍只能使用大會所提供之 4D Frame 及指定物資製作模型，否則將有機會被取消參賽資
格。



隊伍須自行帶備文具，詳情見第 15 頁。



比賽期間只有所屬隊伍之最多兩名學生能夠進入比賽主場區，教練不得陪同及協助。



比賽場區內嚴禁使用手提電話、平板電腦、電腦或用任何方式與外界通訊。



隊伍不可攜帶任何與模型創作有關之參考資料進入場區，例如：草圖、筆記、相片等。



上午比賽完結後，大會將收集各隊之「創作歷程」交予評判。而已完成之 4D Frame 模型
及剩餘之比賽套件須留在比賽主場區內，以便下午評判進行評審。隊伍離場時須帶走其
餘個人隨身物品及工具。

2.2 任務挑戰測試（初小組除外）


除 4D Frame 模型製作外，隊伍亦須於三小時的比賽時間內按任務要求重覆測試及修正 4D
Frame 模型直至穩定為止。



智能 4D Frame 組和初中組可於比賽時間內到指定的區域排隊進行測試，次數不限，每次
限時２分鐘；首次測試的隊伍能優先進行測試。



評判並不會對上午比賽時段之測試進行任何評審。

2.3 修改 micro:bit 程式（只適用於智能 4D Frame 組）


每隊將有 2 次機會使用大會提供的電腦修改 micro:bit 程式，每次使用時間限時 5 分鐘。
隊伍需以 USB 快閃記憶體儲存程式檔案到場修改，現場不得連接任何雲端或於網上下載。

3. 下午比賽時段
3.1 隊伍講解及評判評審


隊伍須於大會所編定時間 15 分鐘前，再次到達比賽主場區登記，逾時者有機會被取消資
格。



所有組別之隊伍將有 3 分鐘向評判講解 4D Frame 模型之原理及創作概念，大會工作人員
將於講解時間完結前 1 分鐘提示隊伍及評審。



隊伍講解時間完結後將有 2 分鐘問答環節。評審將有機會向隊伍查詢其 4D Frame 作品之
設計及創作歷程等等。



而高小組、智能 4D Frame 組及初中組隊伍將有額外 2 分鐘向評審展示任務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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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摘要（初小組）
初小組 （小學一年級至二年級） [創意]
題目：改善日常生活的 4D Frame 道具
隊伍須運用比賽套件內之 4D Frame 物資，製作一件 4D Frame 道具，以表達改善日常生活的創新

1.

概念。
2.

整個 4D Frame 模型最少要有一個可活動的部份。

3.

隊伍須簡單表達整組模型的科學及工程原理。

4.

道具的功能、用法、設計及尺寸不限，以下為參考範本 (Sample)：



鉗臂



天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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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內容（初小組）
初小組 （小學一年級至二年級） [創意]
題目：改善日常生活之創新 4D Frame 道具
分數: 共 130 分
1. 創作歷程 (20 分)
評分項目
1.1

分數

撰寫及表達之清晰度

1 至 20 分

2. 4D Frame 模型結構及設計 (60 分)
評分項目
2.1

分數

模型結構的設計

1 至 30 分

- 4D Frame 模型設計精巧，並能夠順暢地運作

2.2

科學及工程原理的理解、闡述及運用
- 隊伍能夠正確理解及表達所設計之模型當中的科學及工程原理，並有效地運用

1 至 30 分

3. 表達手法 (50 分)
評分項目
3.1

分數

創作概念之創意度
- 整個創作具有獨一無二的設計或概念，並能解決題目所示的問題

3.2

4D Frame 模型之顏色運用

1至5分

- 利用不同顏色突出模型主題

3.3

有效使用 4D Frame 之物資

1至5分

- 能了解 4D Frame 不同部件之特性並加以應用

3.4

團隊合作

3.5

作品展示技巧

1 至 20 分

1 至 10 分
1 至 10 分

- 能清晰地向評判介紹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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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摘要及任務挑戰細則（高小組）
高小組 （小學三年級至五年級） [任務]
題目：4D Frame 投射器及接收器皿組合
1.

隊伍須運用比賽套件內之 4D Frame 物資，設計一件能投射物件的裝置（以下稱為「投射器」）
，及
一件能接收被投射物的器皿（以下稱為「接收器皿」）。

2.

「投射器」的運作必須包括槓桿，尺寸不限；
「接收器皿」的底部（即唯一接觸枱面的部份）不可
超越面積為 30 厘米 x 30 厘米 的正方形接收器皿區域。如尺寸超出限制，將不得進行任務挑戰。

3.

隊伍須闡述模型所運用的科學及工程原理。

4.

任務要求：隊伍須於 2 分鐘限時內，將不同物件（以下稱為「物件」）由「投射器」投射至「接收
器皿」，而「物件」能夠被盛載於「接收器皿」之內。

5.

於每次投射前，隊伍可以對「投射器」及「接收器皿」進行調整，但計時不會停止。

6.

於整個任務挑戰期間，「投射器」必須放置於枱面的投射器區域（面積約 40 厘米 x 40 厘米）。每
次只限投射一件「物件」
。每次投射前，隊員應先放置「物件」於「投射器」上；而投射時，隊伍
只可接觸「投射器」
，但不可接觸被投射的物件及「接收器皿」
；當評判認為「物件」成功進入「接
收器皿」並被盛載於其中後，評判將示意「入」
，然後隊伍可自行決定是否從「接收器皿」內取走
「物件」
，但取走後，不能放回「接收器皿」內。如「物件」有溜出的嫌疑，評判有權要求隊伍提
起「接收器皿」以顯示「物件」是否能被盛載於其中。

7.

「物件」須成功被盛載於「接收器皿」內才能得分（彈出或溜出不計分）
。如「物件」成功進入「接
收器皿」並被盛載於其中，但「接收器皿」的任何部份接觸指定範圍以外的枱面（包括塌下）
，每
次將被扣分。

8.

「物件」包括：發泡膠球（直徑約 7 厘米；重約 5 克）
、軟膠正方體（邊長約 5 厘米；重約 10 克），
以及「神秘物品」一件（尺寸小於 9 厘米 x 9 厘米 x 9 厘米）
。隊伍不可破壞任何「物件」
，或改變
其形態。「神秘物品」將於比賽當日早上公佈。

9.

於限時內成功投射及接收「物件」的次數及種類愈多，分數愈高。

10. 「投射器」前之起點線至放置「接收器皿」的指定範圍距離約 1 米，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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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隊伍可參考以下 4D Frame 範本 (Sample)：


投石器



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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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內容（高小組）
高小組 （小學三年級至五年級）[任務]
題目：4D Frame 投射器及接收器皿組合
分數: 共 210 分
1. 創作歷程 (20 分)
評分項目
1.1

分數

撰寫及表達之清晰度

1 至 20 分

2. 4D Frame 模型結構及設計 (80 分)
評分項目
2.1

分數

模型結構的設計

1 至 40 分

- 4D Frame 模型設計精巧，並能夠順暢地運作

2.2

科學及工程原理的理解、闡述及運用
- 隊伍能夠正確理解及表達所設計之模型當中的科學及工程原理，並有效地運用

1 至 40 分

3. 表達手法 (50 分)
評分項目
3.1

分數

創作概念之創意度
- 整個創作具有獨一無二的設計或概念，並能解決題目所示的問題

3.2

4D Frame 模型之顏色運用

1至5分

- 利用不同顏色突出模型主題

3.3

有效使用 4D Frame 之物資

1至5分

- 能了解 4D Frame 不同部件之特性並加以應用

3.4

團隊合作

3.5

作品展示技巧

1 至 20 分

1 至 10 分
1 至 10 分

- 能清晰地向評判介紹作品

4. 任務挑戰 (60 分)
評分項目
4.1

分數

4D Frame 投射器和接收器皿能傳送不同種類的物資
- 如用 4D Frame 投射器成功投射 1 個種類的物件進入接收器皿，可得 10 分，於此項目最高

0, 10, 20 或 30 分

得分為 30 分，即成功投入 3 個種類的物資可得滿分

4.2

4D Frame 投射器和接收器皿的實用性

- 如用 4D Frame 成功投射物件進入接收器皿，1 次可得 5 分，於此項目最高得分為 30 分， 0, 5, 10, 15, 20, 25
即成功投入 6 次可得滿分

- 如物件成功進入接收器皿並被盛載於其中，但接收器皿的任何部份移離指定範圍以外的
枱面（包括塌下）
，每次將被扣 2 分，於此項目最多被扣 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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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30 分
(扣分：0, -2, -4, -6,
-8, -10 或 -12)

題目摘要及任務挑戰細則（智能 4D Frame 組）
智能 4D Frame 組（小學四年級至五年級） [任務]
題目：4D Frame 未來智能物流車
1. 隊伍須運用比賽套件內之 4D Frame 物資，及大會指定之自備物資製作一輛未來智能物流車（以下
稱為「物流車」）。
2. 隊伍須闡述當中的科學、工程及程式原理。
3. 可自備之物資包括：已被編程的 micro:bit 微電腦 2 塊、指定型號之馬達驅動模組 2 塊、4D Frame
馬達 4 個、USB 連接線、4 粒 AA 電池箱 2 個、2 粒 AAA 電池箱 2 個、適量電線、適量 AA 電池和 AAA
電池、適量 LED 燈（以上物資均已預先派發予每一參賽隊伍，但隊伍不必使用全部物資）；及載有
程式檔案之 USB 快閃記憶體，作當日修改之用。



micro:bit 微電腦



Kitronik 馬達驅動模組



4D Frame 馬達

4. 於比賽開始前，所有自備物資均須獨立分開，不可預先被接駁。
5. 「物流車」必須由 micro:bit 及指定的馬達驅動，所使用的馬達數量最多４個；而車之長、闊和高分
別不可超越 30 厘米 x 30 厘米 x 45 厘米。如尺寸超出限制，將不得進行任務挑戰。
6. 如隊伍之 micro:bit 程式需要使用「廣播」
（Radio）作訊號傳送，
「廣播群組」
（Radio set group）須使
用大會預先分派給每一隊的特定號碼，以防止不同隊伍使用相同群組。該號碼將於比賽前 2-4 星期
以電郵發送給教練。
7. 任務要求：隊伍需於限時２分鐘內，利用所創作的「物流車」從起點運載最多的「雞蛋」，到達終
點１或終點２。開始時，「物流車」需停於起點區並在界線之後，隊伍把「雞蛋」載於車上，然後
運載至終點。隊伍從「物流車」離開起點至到達終點期間，不可觸碰「物流車」或「雞蛋」，否則
要把「物流車」及「雞蛋」取回至起點，重新出發。當「雞蛋」越過終點線後，評判將示意「到達」，
隊伍即可把「雞蛋」取走，並把「物流車」放回起點以作另一次運送。如「物流車」能夠成功通過
不同路線運載「雞蛋」到達終點，將獲額外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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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物流車」每次只可運載 1 隻「雞蛋」；倘若「雞蛋」在途中掉下，隊伍須取回「物流車」及「雞
蛋」至起點，重新出發。
9. 貨物「雞蛋」為塑膠所製，高度約為 5.5 厘米，最闊位置的直徑為 4.4 厘米，而重量約為 4 克。隊
伍不可破壞「雞蛋」，或改變其形態。
10. 任務之運送地圖如下：

11. 以下為三條路線之描述：
「碎石路」- 由碎石鋪設，但不是黏貼在枱上，每粒碎石之大小不一，直徑約 0.5 至 2 厘米不等；
「上下坡」- 由上坡、平路和下坡組成，上坡和下坡之斜度約 9 度，整段路面以防滑膠鋪設；
「海綿陣」- 路上不規則地貼有海綿，每塊海綿之長、闊和高分別約為 15 厘米 x 10 厘米 x 2 厘米。
12. 隊伍所製作的 4D Frame 物流車之設計不限，以下為參考範本（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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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內容（智能 4D Frame 組）
智能 4D Frame 組 (小學四年級至五年級) [任務]
題目：4D Frame 未來智能物流車
分數: 共 220 分
1. 創作歷程 (20 分)
評分項目
1.1

分數

撰寫及表達之清晰度

1 至 20 分

2. 4D Frame 模型結構及設計 (90 分)
分數

評分項目
2.1

模型結構的設計

1 至 30 分

- 4D Frame 模型設計精巧，並能夠順暢地運作

2.2

科學及工程原理的理解、闡述及運用
- 隊伍能夠正確理解及表達所設計之模型當中的科學及工程原理，並有效地運用

2.3

電腦程式及電路的設計
- micro:bit 的程式能有效地控制 4D Frame 模型，以及整套電路的接駁

1 至 30 分
1 至 30 分

3. 表達手法 (50 分)
評分項目
3.1

分數

創作概念之創意度
- 整個創作具有獨一無二的設計或概念，並能解決題目所示的問題

3.2

4D Frame 模型之顏色運用

1至5分

- 利用不同顏色突出模型主題

3.3

有效使用 4D Frame 之物資

1至5分

- 能了解 4D Frame 不同部件之特性並加以應用

3.4

團隊合作

3.5

作品展示技巧

1 至 20 分

1 至 10 分
1 至 10 分

- 能清晰地向評判介紹作品

4. 任務挑戰 (60 分)
評分項目
4.1

分數

4D Frame 物流車能運送物件
- 如用 4D Frame 物流車成功運送物件 1 次可得 10 分，於此項目最高得分為 40 分，即成功
運送 4 次可得滿分

4.2

0, 10, 20, 30
或 40 分

4D Frame 物流車能通過不同路線運送物件
- 如 4D Frame 物流車能成功通過 1 條路線運送物件，可得 5 分，於此項目最高得分為 15

0, 5, 10 或 15 分

分，即成功通過全部 3 條路線運送物件可得滿分

4.3

4D Frame 物流車結構及表現的穩定性

1至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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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摘要及任務挑戰細則（初中組）
初中組（中學一年級至三年級） [任務]
題目：4D Frame 高塔
1. 隊伍須運用比賽套件內之 4D Frame 物資製作一座高而堅固的塔。
2. 高塔的底部（即可接觸地面的部份）不可超出面積為 15 厘米 x 15 厘米 的正方形範圍；而塔之最
高點必須離地最少 30 厘米。如尺寸超出限制，將不得進行任務挑戰。
3. 隊伍須闡述當中的科學及工程原理。
4. 任務挑戰開始前，隊伍需先平放一塊水平量度板（面積 20 厘米 x 20 厘米；重 500 克以下）於塔頂
以量度塔之高度，該板需要穩定地置於塔頂。板的斜度必須少於 10 度。評判會量度板的最低點離
地距離，並視之為塔之高度。量度後，隊伍交還量度板予評判。
5. 任務要求：開始時，高塔將被放置於硬地板上的指定範圍，隊伍需於限時 2 分鐘內，把多件不同物
件承托於高塔上，期間不得修改或調整塔的結構，亦不可施加外力撐扶高塔及物件。隊伍放置每件
物件時，該物件的最高點必須高於塔的最高點，並能夠穩定地停留於塔頂最少 3 秒；任何已被放置
的物件不可離開塔上；當所有物件被成功放在塔上、或任何被成功放置的物件完全降至塔的最高點
以下、或塔的任何部份接觸指定範圍以外的地面時（包括塌下），任務完結。
6. 物件必須被逐一放在塔上，惟次序不限；所有物件不可被破壞。
7. 物件及其所佔分數如下：

3分


圓柱體海綿
（直徑 10 厘米；厚 3 厘米）



高爾夫球
（直徑 4 厘米）



5分


神秘物件 1



神秘物件 2

厠紙筒
（直徑 5 厘米；高 10 厘米）



木製陀螺玩具
（最闊部份之直徑 4.5 厘米；
高 5.5 厘米）

* 以上尺寸均為約數，與實際物件有機會出現不大於 20%的偏差
* 「神秘物件」將於比賽當日早上公佈

8. 塔之高度愈高，而於限時內成功承托之物件愈多，分數愈高。
9. 隊伍所製作的 4D Frame 高塔之設計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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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分


1.25 公斤鐵餅
（直徑 16 厘米；厚 2 厘米）

評分內容（初中組）
初中組 (中學一年級至三年級) [任務]
題目：4D Frame 高塔
分數: 共 250 分
1. 創作歷程 (20 分)
評分項目
1.1

分數

撰寫及表達之清晰度

1 至 20 分

2. 4D Frame 模型結構及設計 (100 分)
分數

評分項目
2.1

模型結構的設計

1 至 50 分

- 4D Frame 模型設計精巧，並有效地發揮其功能

2.2

科學及工程原理的理解、闡述及運用
- 隊伍能夠正確理解及表達所設計之模型當中的科學及工程原理，並有效地運用

1 至 50 分

3. 表達手法 (50 分)
評分項目
3.1

分數

4D Frame 模型之創意度
- 整個創作具有獨一無二的設計或概念，並能解決題目所示的問題

3.2

4D Frame 模型之顏色運用

1至5分

- 利用不同顏色突出模型主題

3.3

有效使用 4D Frame 之物資

1至5分

- 能了解 4D Frame 不同部件之特性並加以應用

3.4

團隊合作

3.5

作品展示技巧

1 至 20 分

1 至 10 分
1 至 10 分

- 能清晰地向評判介紹作品

4. 任務挑戰 (80 分)
評分項目
4.1

分數

4D Frame 高塔之承托能力
- 成功承托不同物件將獲每件 3 至 8 分，全部 7 件物件的總分為 30 分

4.2

0 至 30 分

4D Frame 高塔之高度
- 本項目之分數以倍率計算，模型高度減 30 厘米後，每足 1 厘米可獲以上項目「4.1：4D Frame
高塔之承托能力」的分數之 3%，例如：塔的高度為 60.7 厘米，而「4.1 項」獲 20 分，此項

0 至 40 分

目之分數為 (60 - 30) x 20 x 3% = 18 分；此項目的滿分為 40 分

4.3

4D Frame 高塔承托物件方法之創意度

1 至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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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分項目

（適用於所有組別）

如發生下表所列之情況，依據犯規之程度輕重，隊伍將會受到以下處分。
項目

處分

隊伍做出危險之舉動，如破壞比賽場地、導致隊伍及他人受傷
借助外援或攜帶任何與模型創作有關之參考資料進入場區 （如﹕使用
互聯網、接受教練支援等）

取消比賽資格
取消比賽資格

比賽作品使用非大會提供或准許自備之物資製作 4D Frame 模型

取消比賽資格

未完成之 4D Frame 模型

取消比賽資格

仿製模型範本（Sample）

扣 10 至 100 分

違反體育精神，例如故意毀壞他人的作品或以言語攻擊或影響其他隊伍
（以每次犯錯計算）

扣 20 至 50 分

隊伍備忘


4D Frame 模型設計必須為隊伍之原創作品。



所有由本秘書處及南韓國際賽秘書處 (4D LAND) 發佈的 4D Frame 相關模型均為範本 (Sample)。如
有任何懷疑，請主動向本秘書處查詢。



隊伍於比賽當日不需攜帶任何練習套件之物資。請注意比賽套件內之物資數量，將有機會比練習
套件所提供之數量少（神秘物資除外）
。隊伍須於比賽當日靈活思考能如何利用大會所提供之有限
物資作賽。



隊伍於比賽當日必須自備文具，大會不會提供任何文具借予參賽隊伍。以下為比賽當日可使用之
文具建議：


顏色筆/鉛筆



剪刀



間尺



藍色/黑色原子筆



鉛筆刨



改錯帶/塗改液



少量紙杯/膠碗（作 4D Frame 物資分類用）



膠水/漿糊筆 （不可黏貼 4D Frame 物資）



橡皮擦

智能 4D Frame 組另可自備以下工具：





小型一字鏍絲批



膠紙/膠紙座（不可貼在 4D Frame 物資上，4D Frame 馬達除外）



萬用錶

教練有責任於比賽前訓練隊伍使用特定文具（如剪刀）
。任何有機會引致危險的工具，例如利器及
尖刀，均於比賽期間禁止使用。



比賽套件之包裝（膠圓筒）、內裡的封面紙張、封條貼紙，以及包裝膠袋均不是比賽物資。



本秘書處或會修改「比賽指引」之內容。建議教練直至比賽當日前定期檢查電郵及大會網頁
（http://lead.hkfyg.org.hk）以獲取比賽最新消息。




2019 比賽指引只有中文版本。如內容有任何爭議之處，本秘書處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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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創作歷程 - 初小組

2019 香港 4D Frame 數理科學創意比賽
(初小組)
隊伍編號 Team no.:

隊伍名稱 (如有)：
學校：
學生姓名 (1)：
學生姓名 (2)：



隊伍須運用比賽套件內之 4D Frame 物資，製作一件 4D Frame 道具，以表達改善日常生活的創新概念



整個 4D Frame 模型最少要有一個可活動的部份



隊伍須簡單表達整組模型的科學及工程原理

作品名稱

設計特色/
獨創部分

作品所應用的
數理科學及工程
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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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於下列位置繪畫及闡述隊伍之 4D Frame 作品設計及結構

*此份「創作歷程」之內容及格式只供參考，最後版本的「創作歷程」以比賽當日為準。
※

如作品於限時內未能完成，將被取消比賽資格，評判將不會評審相關作品

※

完成作品後，請將剩餘之配件放回膠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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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創作歷程 -高小組

隊伍名稱 (如有)：

2019 香港 4D Frame 數理科學創意比賽 學校：
(高小組)
隊伍編號 Team no.:



學生姓名 (1)：
學生姓名 (2)：

隊伍須運用比賽套件內之 4D Frame 物資，設計一件能投射物件的裝置（以下稱為「投射器」）
，及一件能接
收被投射物的器皿（以下稱為「接收器皿」
）。



「投射器」的運作必須包括槓桿，尺寸不限；
「接收器皿」的底部（即唯一接觸枱面的部份）不可超越面積
為 30 厘米 x 30 厘米 的正方形接收器皿區域。如尺寸超出限制，將不得進行任務挑戰。



隊伍須闡述當中的科學及工程原理。



任務要求：隊伍須於 2 分鐘限時內，將不同物件（以下稱為「物件」
）由「投射器」投射至「接收器皿」，
而「物件」能夠被盛載於「接收器皿」之內。每次只限投射一件「物件」
。每次投射前，隊員應先放置「物
件」於「投射器」上；而投射時，隊伍只可接觸「投射器」，但不可接觸被投射的物件及「接收器皿」。
作品名稱

設計特色/
獨創部分

作品所應用的
數理科學及工程
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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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於下列位置繪畫及闡述隊伍之 4D Frame 作品設計及結構

*此份「創作歷程」之內容及格式只供參考，最後版本的「創作歷程」以比賽當日為準。
※

如作品於限時內未能完成，將被取消比賽資格，評判將不會評審相關作品

※

完成作品後，請將剩餘之配件放回膠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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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創作歷程 - 智能 4D Frame 組

隊伍名稱 (如有)：

2019 香港 4D Frame 數理科學創意比賽 學校：
(智能 4D Frame 組)
隊伍編號 Team no.:

學生姓名 (1)：
學生姓名 (2)：



隊伍須運用比賽套件內之 4D Frame 物資，及指定之自備物資製作一輛未來智能物流車（下稱「物流車」）。



「物流車」必須由 micro:bit 及指定的馬達驅動，所使用的馬達數量最多４個；而車之長、闊和高分別不可
超越 30 厘米 x 30 厘米 x 45 厘米。如尺寸超出限制，將不得進行任務挑戰。



隊伍須闡述當中的科學、工程及程式原理。



任務要求：隊伍需於限時２分鐘內，利用「物流車」從起點運載最多的「雞蛋」
，到達終點１或終點２。開
始時，
「物流車」需停於起點區並在界線之後，隊伍把一隻「雞蛋」載於車上，然後運載至終點。期間不可
觸碰「物流車」或「雞蛋」
，否則要把「物流車」及「雞蛋」取回至起點，重新出發。當「雞蛋」越過終點
線後，評判將示意「到達」
，隊伍即可把「雞蛋」取走，並把「物流車」取回至起點以作另一次運送。隊伍
從「物流車」離開起點至到達終點期間，不可觸碰「物流車」或「雞蛋」
，否則要把「物流車」取回至起點，
重新出發。如「物流車」能夠成功通過不同路線運載「雞蛋」到達終點，將獲額外分數。
作品名稱

設計特色/
獨創部分

作品所應用的
數理科學工程
原理及程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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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於下列位置繪畫及闡述隊伍之 4D Frame 作品設計及結構

*此份「創作歷程」之內容及格式只供參考，最後版本的「創作歷程」以比賽當日為準。
※

如作品於限時內未能完成，將被取消比賽資格，評判將不會評審相關作品

※

完成作品後，請將剩餘之配件放回膠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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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創作歷程 -初中組

2019 香港 4D Frame 數理科學創意比賽
(初中組)
隊伍編號 Team no.:



隊伍名稱 (如有)：
學校：
學生姓名 (1)：
學生姓名 (2)：

隊伍須運用比賽套件內之 4D Frame 物資製作一座高而堅固的塔；塔的底部（即可接觸地面的部份）不
可超越面積為 15 厘米 x 15 厘米 的正方形範圍；而塔之最高點必須離地最少 30 厘米。如尺寸超出限
制，將不得進行任務挑戰。



隊伍須闡述當中的科學及工程原理。



任務挑戰開始前，隊伍需先平放一塊水平量度板於塔頂以量度塔之高度，並能夠穩定地置於塔頂。該
板的斜度必須於 10 度以下。評判會量度板的最低點離地距離，並視之為塔之實際高度。



任務要求：隊伍需於限時２分鐘內，把多件不同物件逐一承托於高塔上，期間不得修改或調整塔的結
構，亦不可施加外力撐扶高塔及物件。隊伍放置每件物件時，該物件的最高點必須高於塔的最高點，
並能夠穩定地停留於塔頂最少 3 秒；任何已被放置的物件不可離開塔上；當所有物件被成功放在塔上、
或任何被成功放置的物件完全降至塔的最高點以下、或塔的任何部份接觸指定範圍以外的地面時（包
括塌下），任務完結。



塔之高度愈高，而於限時內成功承托之物件愈多，分數愈高。

作品名稱

設計特色/
獨創部分

作品所應用的
數理科學及工程
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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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於下列位置繪畫及闡述隊伍之 4D Frame 作品設計及結構

*此份「創作歷程」之內容及格式只供參考，最後版本的「創作歷程」以比賽當日為準。
※

如作品於限時內未能完成，將被取消比賽資格，評判將不會評審相關作品

※

完成作品後，請將剩餘之配件放回膠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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