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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機器人簡介 

 
我們的隊名爲什麼事黑螞蟻呢?這是剛好在某天，看玩

TDK 的題目，剛好電視在演出國家地理頻道，當時的內容

主題是螞蟻，他的內容介紹了螞蟻的各方面結構還有它的

運用、生存型態及牠那成群結隊的工作模式，螞蟻有一份

努力不謝的精神，就是這份精神讓我們所要學習的，在螞

蟻活動的方式中:它是靠者前方兩個短短觸角，來辨別前面

有無障礙，在靠者氣味的辨別來固定所走的方向，以至於

不會讓同伴們也迷路了。 

    所以我們的機器人《黑螞蟻》它的特色可區分為腳收

起來的方式、底盤的平衡度、取球的靈巧性、投球的準確

性；誰說機器人一定要用四個輪子在地上跑，我們就是在

這方面的改變，在行進方面，我們跟別人比較不一樣，我

們以六隻腳的方式前進，就外型來說，就如同名稱一樣(螞

蟻)，在機體的周圍都各掛有馬達，用來驅動《黑螞蟻》的

每隻腳，像在前端，我們還在上面做了觸角，觸角的做用，

是拿來當發射台，他背上還背有一個氣壓鋼，這氣壓鋼前

端的夾爪就是它的嘴把，本來想要做在下面但是發現這樣

會影響到第二關的行進；像第三關就是使用螞蟻的前腳

用，用馬達帶動前腳舉起；我們共用了12個馬達，就馬達

來說機器人的每個活動關節都是需要使用的，雖然說馬達

很多會很重，馬達都以微小型的馬達安裝，以減輕重量。 

 

2.設計概念 

 
    以螞蟻造型為主體，所以像第一關和第四關的機構我

們想把它做在一起，以減輕車體的重量，這兩關的設計是

我們想最久的，以基本動作來說分為兩部份，跨過柵欄用

的腳、舉起槓鈴的動作，一開始想說用 XY 平台加上螺桿一

次完成，但是到處找廠商詢價的結果，怎麼問都超出我們

的預算，所以改成用馬達跟鋁條的方式，第二關過獨木橋，

上去獨木橋是個關鍵，因為在它之前有個小小的階梯，要

如何運用這個階梯我們也是想了好久，一開始就車體架

高，在車體中間加上輪子，直接把機臺送到獨木橋上，再

藉由輪子過關；第四關撿球跟投球，它的位置就是我們螞

蟻的背跟觸角，在背的部分架上了氣壓鋼，我門把觸角做

的可以活動。 

 

 
元件組裝 

機構基本設計圖 
 

 
改良修正 

Solid Works 模擬 
 

 
完成 

材料購買 

 

 

  

(2)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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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關機構 

 在看過關卡的過關條件與圍欄的大小我們思考了很久在

機構方面我們決定以模仿螞蟻骨架的基本形體為主，像在

移動方面有六條方鋁管就像螞蟻的六隻腳一樣，在直接結

合馬達和馬達連軸器當作腳與身體連接的關節，讓馬達直

接驅動我們的鋁條，讓鋁條產生左右搖擺與前後搖擺就像

螞蟻走路一般，前方兩隻腳採用向前舉起以及後方兩隻腳

採用像後舉起，而中間部位兩隻腳的部分比較不一樣，把

馬達放置的位子改變讓馬達打開的方式不在那麼古板，而

是可以向左與向右兩側打開來，來達成過關第一關卡的條

件。 

 

第 1關過關流程說明 

 

圖一、過關流程 

說明:先前進機台到第 1個關卡跨欄，將前腳舉起來在用中

間腳合後方腳的輪子慢慢的前進到要跨的欄前，讓

前腳先通過跨欄在慢慢的放下來並進入步驟 2。 

 

 圖二、過關流程圖 

說明:在慢慢的把中間的腳向左與向右張開，在用後腳的輪

子慢慢前進，中間的腳通過柵欄後在慢慢的放下，

再前進一點進入步驟 3。 

 

 圖三、過關流程圖 

說明:在慢慢的僵後腳向後舉起，在利用中間腳的輪子前進

直到後腳放下不會碰到柵欄，在慢慢的放下完成第

一個關卡。 

 
 

第二關機構 

  有一天看電視，看到雲霄飛車在行走時，不管軌道設計

如何複雜都能緊貼著軌道快速的向前滑行而不會出軌，就

讓我想到過第二關的機構，在車身下方裝設兩根滾棒，為

了防止車身在行走獨木橋時不平衡，在滾輪兩側加裝輪盤

防止因重量左右傾斜而難以前進，並可緊貼著獨木橋兩側

前進，為了讓我們能夠完成這個動作而去製作出小型的輪

軸還去特別做出 L型的鐵塊來讓輪軸固定在機台的底盤下

方，在使用馬達帶動輪盤來前進，位置分別是在機台的前

方與機台的後方。 

 

第 2關過關流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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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過關流程圖 

說明:先到關卡前在把機械腳慢慢台起來，在前進車體讓車

體的輪盤與關卡的獨木橋對齊，在讓機台前進，等機

台的輪軸也上了獨木橋後在讓輪軸開始旋轉前進。 

 
圖二、過關流程圖 

說明:等機台完全走上獨木橋時，前腳與後腳都往上輕微的

抬起，而中機的腳也要張開以免碰到禁區而犯規重

來。 

 

過關流程圖 3 

說明:等機到達獨木橋終點時在把前腳合合後腳放下，在由

中間腳的輪子前進離開木橋在把後腳放下結束這

關。 

第三關機構 

  在經過工地看到起重機向上舉起搬運貨物的動作，剛好

可以用在我們的機構上裝設，在第一關時使用前腳可以舉

起的方式，於是在前腳的前端附近在裝上特殊的掛勾裝

置，怕舉起時桿子向下滑動我們使用 U字型樣子的勾子以

防止掉落，在藉由高紐力的馬達向上以圓弧方式向上舉重

物已達到所達到的標準。 

 

第 3關過關流程說明 

 

圖一、過關流程圖 

說明:先將前腳微微台起在把 U型掛勾對準重物，等對齊好

就慢慢的把重物抬起來直到誌物離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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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過關流程圖 

說明:將重五舉好後機台向前移動到定位，將機腳微微下下

放在把重物放在指定的地方。 

 

 

圖三、過關流程圖 

說明:等把重物放等定位在一邊後退一邊慢慢的放下機腳

直到腳離開重物，在把腳放下結束關卡。 

 

第四關機構 

  前腳所放置的導球管，像用撈球的方式把球撈到球管裡

面，在舉高前腳將球導到所安置的擊球點，擊球方式是剛

好看到體育頻道的棒球比賽突發奇想，可以學棒球的方式

把球快速擊出，就需要速度快的馬達才能做到，為了使擊

球更遠方向固定我們的觸角剛好是球的起跳台，這樣一來

就不怕球擊飛時因跳台的角度不對而擊球失敗，而跳台的

做法就是在 H 型零件旁加裝一科馬達以便隨時調整理想的

角度和發射距離。 

第 4關過關流程說明 

 

圖一、過關流程圖 

說明:先將前腳放入球池中移動一下機台位子讓球滾進導

球管中。 

 

圖二、過關流程圖 

說明:等球進入導球管時，在慢慢舉起前腳讓球順著導球管

滾動到預定的擊球點。 

 

圖三、過關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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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調整 H 型的發射角度，並且將機台移動到銅鑼前，

對準銅鑼準備擊球，將擊球氣轉動到最大打擊

點，在快速驅動馬達將球擊飛敲響銅鑼完成比賽。 

 

機器人成品 

 

 

 

 

 

參賽感言 

 

   這一次的比賽讓我們了解到團隊合作的重要，也了解

到任何困難的事情只要有心一定能完成的，而且每個人的

意見和想法都是很重要的，因為這些都有可能讓我們的機

器人行動起來更為順利。 

我們也遇到了許多的困難，也有擬定的機構因為金錢

有限的關西，而無法進行原有的計畫，卻因為無法想出別

種代替方法來而苦惱了一陣子，最後經過一番的討論，終

於找到了解決方式。剛開始組合零件時發現了很重要問

題，因為以我們現在的加工技術做不出來的零件很多種，

也沒有完善的工具和加工工具，所以目前有些比較難做的

東西我們都拿出去交給別人做，也到至我們經費上的發的

更兇了，雖然大部分我們都是盡量做看看，把成本省到最

低。這讓我們學習到上課更需要努力的學習，把自己的技

術練好，以後這些錢就是我們自己賺來的。像是馬達種類

更是五花八門我們剛是找馬達就跑了好多地方，要用哪種

要轉速多少要多大的扭力、多重的馬達眾都是很重要的選

擇性因素。依個好的馬達能夠使動作流暢，要是選錯了馬

達用沒多久，減速機裡的齒輪就崩牙了。像是再第三關的

舉重，鋁條的支撐力，馬達的扭力在我們的機器人上都有

發揮極佳的速度，有許對東西使機器人的流暢性更好。我

們抱有跟螞蟻一樣奮鬥不懈的精神，在加上最近奧運剛結

束，很符合這次比賽的主題，就像奧運選手們的精神一樣。

我們也抱持著這樣的精神來參加這次的比賽。 

在研製機器人的專題中，我悶學習到溝通、人際相處、

責任感、館業、團隊合作、耐力、行動力、企圖心、恆心

經驗。訓練良好的做事態度和有效率的做事方法，在以後

生活上發展有影響甚深。 

讓我們體會自己所創造的機器人，是一件非常不容易

的事情，而所投入的時間即心血很多，途中所碰到的挫折

即困難都要找尋一切方法來證實即解決，有時團隊會因理

念不合吵架，吵架使人更了解對方的思考方式，更顯出自

己的缺點以求改進並檢討，做機器人有時超過我們現在所

學習的範圍，因此我們麻煩許多老師的休息時間，給予請

教與指導讓我們學習更多的解決不一樣的方式來突破心中 

的理念是否可行，並可增加老師和學生的互動關係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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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賽的過程中，心情的變化可真是複雜，一下緊張，一

下興奮，還有失望，比賽結束，心中如釋重負而輕鬆，比

賽中，因為很少測試導致機器人連行走都變的困難，有時

是重量贏得比賽，也體會困難須面對，逃避永遠不能解決

問題與困難，並會有無數的困境，但一定都會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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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從以上我們所做的機器人，做任何事情及事後的相關整

理資訊給別人呈現，都需要花許多時間和心血才能將一偏

報告或論文呈現給許多人看，而且要讓觀看的人馬上明白

你所做的任何事情及意義，才能使觀看及學習的馬上理解

你這份報告所做的事情，所做的心血才不會白費，並且知

道做研究是需要時間與磨練才能記載最好的事情給人留下

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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