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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機關王競賽背景 

• 源自台灣，由2010年開始引入香港 

• 旨在啟發年青人對科學原理、再生能源與
機械設計的興趣及創意潛能 

• 競賽包括： 
「機關王競賽」、 
「機關王初小賽」(新賽事) 及 
「機關王影片賽」 

 



甚麼是機關王？ 

• 概念源自魯布•戈德堡機械 
 

• 包括多個連鎖反應的機關裝置 
– 除第一關可以人手啟動以外，其餘所有關卡 

 均由上一個關卡自動觸發。 

• 運用不同的科學原理及綠色能源 



香港機關王競賽2019/20回顧 

• https://youtu.be/mJrLWZEHrjg 

https://youtu.be/mJrLWZEHrjg


對學生STEM發展的幫助 

• 以STEM教學出發，讓學生活用科學與機械知
識，發揮創意，進行比賽動手實踐，促進學生
全面發展。 

 

 系統思考 

 解難能力 

 時間管理 

 團隊合作 

 表達技巧 

 物理與化學概念 

 綠色能源應用 

 機械運作原理 



香港機關王競賽賽事 

初小學生 

高小及中學生 

三十六歲或以下青少年 
（另設小學組） 



• 利用機關王套件及其他物料設計並即時搭建包含不同科學
原理及綠色能源的機關裝置 

• 訓練同學運用及實踐科學知識，促進全面發展 

• 作品示範：https://youtu.be/1lJiD7gOAdI 

https://youtu.be/1lJiD7gOAdI


參賽需知 

參賽學校隊伍上限： 

每間學校/青少年中心每組別可派一至兩支隊伍 
＊每所學校第一支隊伍優先安排出賽資格，第二支隊伍視乎報名情況派發或抽籤決定出賽資格 

報名費 

每支成功報名隊伍需支付$200報名費 

隊制形式 

隊伍由3-4位學生組成 
＊可於2020年4月23-27日期間申請更換出賽名單 

教練 

每支隊伍必須由 1-2 名教練帶領，教練必須為學校/青少年中心年滿18歲
之老師或職員 

＊隊伍須經學校或青少年中心報名 



競賽組別 

高小組 就讀小四至小六之學生 

初中組 就讀中一至中三之學生 

高中組 就讀中四至中六之學生 



比賽費用及配件 

• 報名費為每隊$200元 

 

其他物料 

機關王組件 

機關王競賽
套件 

• 約為港幣
$3,954元 

化學品 
• 可使用之化
學物品 

• 申報表 

其他物料 

• 鋁罐、膠
樽等 



基本零件組 

軌道組 

能源動力箱 

新款底座 
(20cm x 30cm) 

1套6塊 = 60cm x 60cm 
共3套 

總尺寸面積上限 

180 x 60公分 
(長x寬) 

基本的機關王積木套件價錢約為港幣$3,954元，需經青協
創新科學中心向代理 Babyboom Learning Co. Ltd 訂購 

比賽用木製底座 
(60cm x 60cm) 



化學物品安全指引 

• 只有獲批准之化學物品可攜帶進場並於作品中使用 (必
須以原裝容器盛載) 

• 詳情可參考﹕ 
–  可使用之化學物品名單(稍後公佈) 
–  化學物品申報表(稍後公佈) 

• 隊伍需於20/3/2020前遞交化學物品申報表，大會將於
3/4/2020前回覆相關物品可否於競賽中使用  



隊伍支援 

• 免費訓練工作坊 

–了解機關王競賽的賽制 

–加強對機關設計及搭建技術的認識 

–加強同學演說技巧 

  
基礎班 30/11/2019 (星期六) 

進階班 14/12/2019 (星期六) 

演說技巧工作坊 21/12/2019 (星期六) 



2019-20 15/4/2020前 
2/5/2020  
(競賽當日) 

比賽日程 

作品說明書 

佔總分50分 

 自行攜帶未經組合的機關
王組件 

 比賽當日限時內搭建實體
機關作品 

機關創作競賽 

佔總分200分 

 以文字/相片簡介作品的 

1. 機關流程圖 

2. 科學原理 

創作及練習 

 預先設計關卡 

- 不少於5個關卡(或設上限) 

- 包含不同科學原理及綠色能

源 

 練習搭建關卡設計 

 參與訓練工作坊 



 

 

評核整體作品應用的
科學原理 

根據作品綠色能源 
關卡數目及展示方式
作評分 

就作品創意性項目 
(獨創性、主題性、 
路徑多樣性及指定關卡)
作評分 

評核作品運作之 
流暢度及穩定性 

評審項目 



獎項 

各組別設有以下獎項﹕ 

 冠、亞、季軍 

最具創意獎 

作品流暢度獎 

優異獎 

一、二、三等獎 

獲冠亞季軍隊伍有機會被邀請參加世界機關王競賽 



• 為小一至小四學生而設之賽事 

• 於限時即時搭建機械設計，並挑戰競賽任務 

• 奠定初小同學設計及搭建機關的基礎 

• 機關王初小賽2019/20題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4sS6duNAs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4sS6duNAsA


參賽需知 

參賽形式： 

接受學校/青少年中心或個人名義報名 
＊每所學校/青少年中心只可派一支隊伍參賽 
＊如報名反應熱烈，本中心將抽籤決定出賽資格 

報名費 

每支成功報名隊伍需支付$600報名費 
*當中包括一套機關王初小賽比賽套件(#1261) 

隊制形式 

隊伍由兩位小一至小四學生組成 
＊不可改變出賽名單 

聯絡人 

每支隊伍必須由一名聯絡人帶領，聯絡人必須年滿18歲 



• 隊伍需於限時內使用指定套件搭建機械，並進行挑戰得分 

 

 

比賽項目 



比賽套件(#1261) 

• Gigo #1261 –Science Tour 

• 套件說明書： 
https://issuu.com/gigotoys/docs/_1261 



• 免費訓練工作坊 

–了解機關王競賽的賽制 

–加強對機關設計及搭建技術的認識 

  
初小賽免費工作坊 30/11/2019 (星期六) 

隊伍支援 



• 設機關王初小賽金、銀及銅獎 

• 得獎的隊伍有機會代表香港參加世界賽 

 

獎項 



• 需以影片形式表現機關王機關設計 

• 主題為「未來之都」，需以影片中呈現出主題性的機關設計 

• 欣賞往年比賽精彩作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5tuwOQSinw&list=PLq
ooYGGRHxQKqvFRjHmoE08KDJR5I1oJ2  

 

費用全免，歡迎全港青少年參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5tuwOQSinw&list=PLqooYGGRHxQKqvFRjHmoE08KDJR5I1oJ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5tuwOQSinw&list=PLqooYGGRHxQKqvFRjHmoE08KDJR5I1oJ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5tuwOQSinw&list=PLqooYGGRHxQKqvFRjHmoE08KDJR5I1oJ2


小學組 2019/20學年就讀小學的學生 

中學及公開組 於2020年8月1日前年齡小於36歲 

參賽需知 

參賽形式： 

接受學校/青少年中心或個人名義報名 

報名費 

報名費全免 

隊制形式 

隊伍由二至四人組成 
＊所屬組別依據參賽隊員年紀最大者作計算 

聯絡人 

每支隊伍必須由 一名聯絡人帶領，聯絡人必須年滿18歲 



必須呈現 機關王 
由上一關卡自動觸發下一

關的精神 
(必須包含5個機關或以上) 

運用機關王組件 
搭建具故事性的機關作品 

製作一條影片 

-機械運作設計與科學應用的創意 
-具故事及主題性的機關作品 

-影片必須為2分鐘內, 影片質素720p以

上 

競賽形式 



故事性 

機械運作
設計 

創意度 

聲畫設計 
、剪接及完整性 

評審項目 



• 報名費全免 

• 隊伍須備有機關王組件及其他物料，如鋁罐、膠樽等來搭
建機關 

• 機關王積木組件需經大會向代理 Babyboom Learning Co. 
Ltd 訂購 

趣味機關組 
(約HKD$520元) 

積木機關結構組 
(約HKD$1,100元) 

比賽費用 



• 免費訓練工作坊 

– 認識影片拍攝及剪接的基本技巧 

– 加強對機關設計及搭建技術的認識 

  影片剪接簡介班 21/12/2019 (星期六) 

隊伍訓練工作坊 21/12/2019 (星期六) 

隊伍支援 



奬項數目可能會因應參加隊伍的數目而有所調整  

• 機關王影片大獎（設金、銀、銅獎各一個） 

• 最具創意奬 

• 最佳拍攝及剪接獎 

• 最受歡迎影片獎 

比賽獎項 



• 請勿使用其他品牌之積木零件 

• 影片中不得含有不雅、粗言穢語、暴力或淫穢內容。 

• 影片中所有內容（包括圖片及音樂）必須為原創或已授權，
如涉及抄襲、版權侵犯或違法行為，隊伍將會被取消參賽
資格；任何有關版權等一切法律責任須由參加者自行負責，
主辦機構無需承擔以上的責任 

影片限制及安全指引 

• 於作品中使用化學物品及必須經隊伍負責人批准及監督下
使用，必須注意現場環境的安全。 



重要日子 

11月15日前 
網上報名 11月20日前 

公佈報名結果 
11-12月 

免費訓練工作坊 

5月2日 
香港機關王競賽 



以劃線支票支付報名費 
郵寄至香港青年協會 

填妥網上報名表格 
（2019年11月15日或之前） 

1 

（五個工作天內） 

收到確認電郵回覆及回條後 
請校長簽名、蓋校印並以電郵回覆 2 

報名流程 

（11月30日前） 



報名參加免費工作坊 

報名流程 

3 



香港機關王競賽2019/20 

日期﹕2019年5月2日 
地點﹕香港科學園大展覽廳 



機關王海外比賽 

• 得獎的隊伍有機會代表香港參加世界賽 

• 與超過100支來自世界各地的隊伍比試，互相交流心得 

• 過去9年，香港代表隊在世界賽贏得超過30個獎項，當中獲9個冠軍殊
榮！ 

• 欣賞世界賽精彩作品：https://www.facebook.com/worldgreenmech/ 

 

世界機關王競賽2019 福榮街官立小學勇奪小學組金獎 
港澳信義會小學勇奪積木創客盃(機關王初小賽)金獎 

https://www.facebook.com/worldgreenmech/
https://www.facebook.com/worldgreenmech/


• 福榮街官立小學榮獲世界機關王競賽高中組冠軍！ 

欣賞同學精彩作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J6yI_e0UI0 

同學分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J6yI_e0UI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J6yI_e0UI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J6yI_e0UI0


日期 機關王競賽 機關王初小賽 影片賽 

11月2日 活動簡介會及「組件搭建」體驗 

11月15日  截止報名 

11月30日  免費工作坊（基礎班） 初小賽免費訓練工作坊   

12月14日 免費工作坊（進階班）   
免費訓練工作坊及 
影片剪接簡介班 

12月21日  演說技巧工作坊     

4月10日     截止遞交作品 

4月中 遞交作品說明書     

5月2日  香港機關王競賽2019/20 

8月 世界機關王大賽   

比賽日程 



http://ccst.hkfyg.org.hk/ 
科學比賽 > 
香港機關王競賽 



香港青年協會 創新科學中心 

電話：(852) 2561 6149   

傳真：(852) 2565 8345 

電郵：greenmech@hkfyg.org.hk  

網頁：http://ccst.hkfyg.org.hk/ 

http://ccst.hkfyg.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