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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說明 

1. 大會裁判人員： 
（1） 裁判長 1人：負責競賽之所有評判、競賽場內之開始、暫停、繼續、

延長、結束與終止、異議處理或解說等。 
（2） 裁判 8人：每 2人負責一隊之得分及違規評判事宜。 
（3） 裁判助理 4人：每人負責各隊之得分記錄與協助裁判。 

2. 競賽開始、暫停、繼續、延長、結束與終止等均由裁判長下達指示，競賽之
計時依裁判長指示同步進行。 

3. 各區以兩名裁判及一位裁判助理為一組。 
4. 各區裁判擁有綠、紅、黃三面旗。當機器人順利在本區通過關卡，裁判即舉
綠旗;機器人如違規，裁判即舉紅旗;未過關、以黃旗表示。裁判助理則擁有
四面旗，分別為綠、紅、黃、藍，其中藍旗為指示雷射障礙的開啟與關閉。 

5. 比賽進行時，如遇特殊狀況，難以判定機器人違規與否，裁判應主動請示裁
判長，以裁判長之判定為最後結果。 

6. 比賽時間計時四分鐘。 
7. 參賽隊伍如對裁判判決有疑問，可於比賽後向大會及裁判長提出。 
8. 成功將光鑰放置於機器人身上者得 15分； 
成功通過波浪板區者得 20分； 
成功通過岩漿區者得 25分； 
成功通過雷射穿越道者得 25分； 
開啟約櫃者立即獲勝。 

 

l 比賽規則 

1. 比賽哨聲響起後，機器人不能以飛行方式前進。當機器人本體離開地面時間
連續超過 3秒鐘，將被判定為飛行(裁判舉紅旗)。 

2. 比賽開始之後機器人不得越線及壓線，越線壓線即判定違規(裁判舉紅旗)。
領空在比賽開始後即可超越。 

3. 比賽途中，若機器人突然故障，時間 4分鐘內不可以碰觸機器人，也不可以
從新開始，操控者亦不得碰觸機器人，碰觸即判定犯規(裁判舉紅旗)。 

4. 操作者不可以外力（如以遙控之操縱線拉扯）移動機器人，如違反規定，裁
判即舉紅旗出局。 

5. 人與控制線踏到或碰觸邊界不算違規。 
6. 控制線除了不會因為壓到場外的地面而致使機器人被判為出界外，任何機器
人不得碰觸的物件（含岩漿區表面、雷射光、沼澤區地面及前緣 30 公分檔
板、古墓區地面）控制線也不得碰觸，否則將視為違規(裁判舉紅旗)。所謂
不得碰觸，是指尚未過關前，機器人本體及控制線皆不得碰觸該些物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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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指過關後仍不得碰觸。 
7. 操作者沒有嚴格規定在比賽時一定要在何處，只要在合理的位置操作，且不
妨礙比賽之進行與裁判之執法，皆可被接受。 

8. 比賽中電池若沒電不可更換，違反規定即判定出局(裁判舉紅旗)。 
9. 立方塊與光鑰屬公用物品，脫離機器人本體後則不屬於機器人的一部分。立
方塊若掉於場地內則可以撿拾；若掉在場地外部，則不可撿回；若立方塊一

部份掉於場地外，一部分於場地內，也可撿拾。但機器人本體過下一關卡之

後，就不能再退回來拿，裁判將之沒收。 
10. 整個比賽過程是不可逆的，一旦只要通過任何一道關卡，就不能再度回頭，
如果回頭通過或碰觸上一關之邊界，即算出界(裁判舉紅旗)。 

11. 當機器人所攜帶之公用物品掉落於別人場地時，裁判或工作人員需儘速移除
此公用物品，以不影響比賽之進行；若機器人所攜帶之公用物品掉於己方場

地時，則不予處置。機器人如故意將物品掉落於別人場地內，依當時情況判

斷是否予以處罰。 
12. 在比賽過程中，若機器人之任何部位阻礙到對方機器人之行進，將會被判為
犯規(裁判舉紅旗)。 

13. 機器人本體的零件不能遺留在比賽場地內，如有遺留即判定出局(裁判舉紅旗)，如零
件脫落導致機器人拖行零件，在拖行的過程中碰到任何邊界，機器人還是出

局的(裁判舉紅旗)，但但掉落之零件太小（如螺帽）且不會影響比賽的公平
性時，裁判將不以理會，機器人可以繼續比賽而不必拾回該小零件。機器人

拖著東西行走時，如果它會破壞場地的話，取消該隊伍的參賽資格。 
14. 不小心刮傷比賽場地或破壞場地，是否違規，其判斷準則為＿是否為惡意或
故意為之;以及是否影響比賽之進行與公平性。 

 

l 準備區、障礙設置區、波浪板區 

＜準備區說明＞ 
競賽開始前一分鐘雙方機器人放置於準備區域內（如圖 1所示），等待裁判

檢查（檢查通過，裁判舉綠旗），當裁判長比賽哨音響起，計時四分鐘開始，機

器人即可立即開始動作。 
【裁判判定規則】 

1. 比賽前機器人本體需在長 100公分與寬 100公分之準備區域內，並量測
機器人最高部分高度是否超過 100公分，機器人本體不得越線、壓線和
過高，超越範圍即判定違規（不得參加比賽）。 

2. 檢測機器人總重量（整組機器人(含結構體,運動件,動力源,控制器,線

路,...及任何與機器人有關之出賽物件)）是否為超過 30公斤，並記錄
重量，過重即違規（不得參加比賽）。 

3. 為使比賽能順利進行，如果機器人操控者手持之控制盒之重量在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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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克以內時，裁判將不會檢查其內容物件。若控制盒之重量在 800公克
以上，比賽檢錄後如經對方隊伍人員質疑，裁判則將要求打開控制盒進

行目視檢視是否合乎規定，控制盒內如含規定不允許之物件則必須完全

拆除後方能參加比賽。 
4. 操作員僅能手持一操作盒，操控盒中僅能置放機器人運動操控之最少必
備的機構與其所需之電池，其他機器人馬達或機構運動所需之繼電器或

控制所需之軟硬體，如可程式控制器等均需置放於機器人身上而隨機器

人運動。亦即，控制盒中僅能置放改變馬達或機構運動狀態所需之最簡

單機構，如控制搖桿、切換開關等機構，以便去改變線控或遙控器之信

號並傳至機器人本體上進行機器人運動之控制。 
5. 機器人如為可拆卸式，功能性不同就算 2台，判定違規(裁判舉紅旗)。 
6. 若是在比賽後覺得機器人太重，可在下場比賽前將某部分機構拆掉減輕
重量，但是不可再額外增加機構。 

7. 機器人之操作員以一人為限。 
8. 機器人若有使用引擎動力裝置，或使用氣體裝置，排出的廢氣不可污染
場地，影響比賽之進行而且沒有危險性，違者判定違規(裁判舉紅旗)。 

9. 當比賽開始之哨聲響起後，機器人在準備區內即可執行比賽動作，亦即
如果比賽哨音響起，機器人在準備區裡面夾取方塊是沒有違規的。 

10. 在比賽開始前的出發準備區內，每個機器人操控員僅有一分鐘的時間來
完成出發前的準備，這包含必須將機器人本體完全置於 1公尺立方的空

間內並等待開始比賽的哨音，所以機器人操控員應該是手持機器人控制

盒準備隨時出發的，因此遙控器及控制線不必在 1公尺立方的空間內。 
＜障礙設置區說明> 

哨聲響起，機器人前進，於工具台上拿取障礙立方塊及光鑰立方塊(參照圖 2 )
並置於機器人身上。隨後得將障礙立方塊疊放到障礙佈置高架上緣之正方板(參
照圖 3)，此高架分為『跨越道障礙佈置』與『躦穿道障礙佈置』。 
 
【裁判判定規則】 

1. 機器人每成功設置一障礙，助理裁判即舉旗藍旗表示成功置放方塊，並
在適當障礙處啟動雷射。亦即，如在跨越障礙設置區放置方塊，每放置

一方塊，便依順序啟動對方 40、50、60、70、80公分之雷射；在躦穿
障礙設置區，每放置一方塊，便依序啟動對方 25、20、15、10公分之
雷射。 

2. 躦穿道障礙最多只能啟動四個雷射，如在躦穿道障礙設置區放置超過四
個方塊，多餘方塊將失效。 

3. 成功將光鑰放置於機器人身上者得 15分。所謂成功將光鑰置於機器人
身上，是指將光鑰藉由機器人之夾爪抓取後而能夠持續保持一定的時間，不

會讓光鑰掉落在地面上。實際競賽時之執法標準為:機器人夾取光鑰後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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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波浪板區時，如該光鑰仍然保持在機器人(包含夾爪)身上，即認定該機

器人已成功將光鑰放置於機器人身上而判定該機器人獲得 15分。成功得分

後於行進過程中故意或意外地掉落光鑰於地面上，將不會扣分。 
＜波浪板區說明＞ 

機器人必須通過長 150公分、寬 150公分之半圓形突起木條及前進方向夾角
30度的波浪板區(參照圖 4 )，其中半圓形突起木條之直徑為 10公分，各波浪之
間距亦為 10公分，成功通過此區者得 20分。 
 
【裁判判定規則】 

1. 機器人在通過本區時是否有壓線，壓線即判定違規(裁判舉紅旗)。 
2. 若機器人不慎出界或掉出波浪板區，裁判立即判定犯規(裁判舉紅旗)。 

 

l 岩漿區 
＜岩漿區說明＞ 
 機器人必須跨越寬度為 60公分的岩漿區。機器人誤觸岩漿表面時(裁判舉黃
旗)，必須先通過岩漿區後，再由前方出口左轉出場依箭頭方向重新入場再次嘗
試跨越岩漿區，直到通過為止，成功通過此區者得 25分。 
【裁判判定規則】 

1. 機器人可架設物體（如：橋）以通過岩漿區，但是在通過岩漿區之後，
必須把所搭建的物體給帶走，若無則判定違規(裁判舉紅旗)。搭建物體
在回收前因仍屬於機器人的一部分，所以機器人通過岩漿區，收回搭建

物體時碰到岩漿區，則仍視為通過岩漿區失敗（裁判舉黃旗），必須先

通過岩漿區後，再由前方出口左轉出場依箭頭方向重新入場再次嘗試跨

越岩漿區。 
2. 裁判需依據目視與 CCD 嚴格判定機器人是否有碰觸到岩漿區任一部

份，如有碰觸，立即判定違規(裁判舉黃旗)。 
3. 機器人在行進過程中若立方塊或光鑰碰觸岩漿區表面，將被判為過關失
敗(裁判舉黃旗)，亦即若方塊或光鑰從機器人身上落下碰觸岩漿區便判
定犯規，依規定必須重新嘗試過關。機器人得在離開場地前撿起立方塊

或光鑰。若機器人離開場地後，立方塊或光鑰仍未被拾起，裁判將會立

即沒收立方塊或光鑰。 
4. 當機器人本體已完全通過岩漿區後（裁判舉綠旗），此時所謂的機器人
本體（機器人本體包括橋或其他附屬裝置）將視為成功跨越岩漿區，故

此時控制線碰觸到岩漿區，不算違規。 
 
 

l 障礙解除區、雷射穿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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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解除區說明＞ 
 成功通過岩漿區後，藉由於障礙解除架上放置立方塊來消除對方於雷射穿越

道上對機器人所佈置之雷射屏障，選擇每置放一個立方塊可解除一道對方已設立

之最高或最低的雷射。 
 
＜雷射穿越區說明＞ 
對無法完全消除之雷射屏障，機器人必須能跨越或躦穿之，如碰觸雷射光時

（裁判舉黃旗），須從後方出場依箭頭方向重新入場，直到通過為止，成功通過

此區者得 25分。 
 
【裁判判定規則】 

1. 機器人在障礙解除區每成功放置一方塊於障礙解除處，助理裁判立即舉
旗藍旗表示成功，雷射並依序解除。意即，機器人如放置方塊在跨越區

障礙解除區，每放置一塊，雷射便依序從對方設置之最高雷射開始解

除；如將方塊放置在躦穿區障礙解除區，每放置一塊，便依序解除對方

設立之最低雷射。 
2. 解障立方塊的總數將由機器人完成解障動作後，嘗試靠近雷射區時仍留
在解障高架上之立方塊數目判定，但如機器人完成解障動作後，嘗試靠

近雷射區時因故又折回解障高架前進行更多立方塊的設置，如設置的過

程中把原有的立方塊撞落地面，該掉落的立方塊則將被判定為無效。 
3. 跨越道和鑽穿道中的雷射，如果要解除的話，一定要放方塊在障礙解除
架上，不可使用其他方式使雷射失效通過，違規判定出局(裁判舉紅旗)。 

4. 本區機器人躦到一半，另外一方機器人剛好即時設定雷射光的障礙，導
致本區機器人碰觸到雷射，本區機器人仍判定違規（裁判舉黃旗），必

須從後方出場依箭頭方向重新入場，直到通過為止。 
5. 雷射障礙解除方塊不可用光鑰來代替。 
6. 雷射穿越區，機器人不能碰觸雷射光。在穿越過程中，當機器人本體尚
未完全穿越雷射障礙區時，控制線或人碰觸雷射，將判為過關失敗（裁

判舉黃旗）。當機器人完全通過，裁判判定過關（裁判舉綠旗）後，雷

射將會關閉，此時控制線與操作者便可穿越雷射區。 
7. 機器人可在跨越道與躦穿道兩者中擇一通過，不能將機器人身上之一部
份(包含光鑰)由其中一道通過，而機器人其他部分由另一道通過。 

8. 通過雷射障礙區非惡意碰觸到鋼架，不算犯規；若為惡意，判定違規(裁
判舉紅旗)。 

9. 機器人不可藉由碰觸或抓取雷射光柵的框架通過雷射障礙，若因此導致
雷射失效，判定破壞場地(裁判舉紅旗)。 

10. 30 公分的基準雷射在比賽進行時是保持常開的狀態，也就是除了當機
器人過關後（裁判舉綠旗）會關掉，其餘時間都是保持開啟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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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通過雷射穿越區時，機器人必須比操作者先行通過雷射障礙。 

l 沼澤區、古墓區 

＜沼澤區、古墓區說明＞ 
機器人停在沼澤區前，將所攜帶之光鑰正確放置到光鑰置放槽 (參照圖

八)，反射面須面向雷射光源，使雷射光能反射入光感測器中，當雷射光射入光
感測器時，約櫃開啟，先完成此動作者即立即獲得勝利（裁判舉綠旗）。沼澤區

前緣設有 30公分高的擋牆，開啟約櫃過程中機器人不得進入沼澤區，且機器人
之任何部位不得碰觸到沼澤區之表面及前方擋牆，每違規（裁判舉黃旗）一次扣

10分，並須立刻脫離與沼澤區之接觸。 
 
【裁判判定規則】 

1. 機器人、控制線或操作者之任何部位若碰觸沼澤區高牆，裁判即持續舉
黃旗並示意助理裁判予以扣分（每碰觸一次即扣十分），隨後機器人必

須先完成脫離接觸擋牆之動作，待裁判將黃旗放下後，才能繼續嘗試置

入光鑰。裁判尚未將黃旗放下前，機器人之動作皆為無效。 
2. 當機器人已成功通過雷射障礙區後將被認定為進入沼澤區前方場地進
行置放光鑰之任務，如機器人因故再後退壓超過雷射障礙區地面，將被

視為出界（裁判舉紅旗）。 
3. 光鑰置放槽只能放置大會提供之光鑰，不可使用其他方塊。 
4. 機器人要依序通過各個關卡，才可以至最後的古墓區放置光鑰，不可從
其他區域使用任何方法將光鑰放置於約櫃。 

5. 若方塊掉落至古墓區，機器人可以撿起，在撿起過程中若機器人、控制
線或操作者之任何部位若不慎碰觸沼澤區高牆，裁判即舉黃旗並示意助

理裁判予以扣分，每碰觸一次即扣十分。 
6. 操作者及機器人本體都不能跨越擋牆，意即操控者不得進入沼澤區或是
古墓區。只能從領空上面操作，把光鑰跨越沼澤區上空，然後將其送到

光鑰放置槽內部。 
7. 機器人嘗試置放入光鑰時，可合理碰觸光鑰置放槽。如碰觸法櫃古墓區
內之地面或其他物件時，將被視為出界（裁判舉紅旗），而判定失敗。 

8. 機器人如碰到古墓區中的雷射光設備，由於雷射光設備亦屬古墓區場地
的一部份，故判定機器人出界（裁判舉紅旗）。 

9. 人與控制線踏到或碰觸邊界不算違規，但不可進入沼澤區與岩漿區碰
觸，碰觸即算出界（裁判舉紅旗）。 

10. 競賽時間結束時，若雙方均未能開啟約櫃，以完成競賽項目較多得分較
高者獲勝；若得分相同則以機器人重量較輕者獲勝。 

11. 比賽結束後，機器人身上可留有方塊。 
12. 成功開啟約櫃後，機器人之任何部位如隨後即碰觸古墓區內之地面及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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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鑰置放槽外之其他物件，該機器人將被判定競賽失敗（裁判舉紅旗）。 
13. 光鑰需正確放置於光鑰放置槽內，且位置正確（反射面朝外），才算完
成置放光鑰。如果光鑰正確放置在光鑰放置槽內，但機器人夾爪仍留在

光鑰底部，則不被認定為已正確放置光鑰。 
14. 機器人如已將光鑰成功放置於光鑰置放槽，裁判確定完成動作後，即舉
優勝旗示意該隊獲勝，成功啟動約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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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大學組競賽場地佈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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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公分 

      圖二 工具台與立方塊及光鑰尺寸說明圖 
 

 
 

 
                                                       單位:公分 

     圖三 障礙佈置高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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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公分 

圖四 波形板區路面示意圖 
 

 
                                                  單位:公分 

圖五 障礙解除高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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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公分 

圖六 雷射穿越道示意圖 
 

 
                          

  
圖七 古墓區 

單位：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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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公分 

圖八 光鑰置放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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