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oboParade 創意機械人巡遊
此賽規或會隨時更新，請定時瀏覽澳門區選拔賽的網站。

V1.0 2022年10月7日建立。

1. 比賽目標
創意機械人巡遊是一個為初學者而設的機械人比賽項目。隊伍需要製作一台符合主題，並可沿黑色路

線行走的巡遊機械人。裁判會按機械人的結構、互動功能和美觀程度評分。

本屆比賽主題為「動畫」。2023年國際賽主題為 “Animation”。

2. 比賽方式
本屆賽事將按以下時間表進行：

1. 隊伍預備 (2022年10月 - 2023年1月)：比賽賽規已公佈，隊伍準備本屆澳門區選拔賽。

2. 澳門區選拔賽截止報名日期 (2023年1月3日星期二)：所有隊伍需要在此日期前完成填寫報名表

格及繳交報名費用。

3. 澳門區選拔賽截止提交作品日期 (2023年1月17日星期二)：所有隊伍需要在截止日期前上傳匯

報錄影片段及所有程式代碼至大會網站。

4. 公佈賽果 (2023年3月8日星期三)：公佈所有隊伍的排名。

5. 國際賽預備 (2023年3月 - 2022年5月)：優勝隊伍可報名參與Robofest國際賽。

6. 國際賽 (2023年5月)：實際安排有待國際賽大會公佈。



3. 隊伍組成

組別 初級組 高級組

學歷階段 小學3年級至6年級 *中學1年級至6年級

每隊參賽者人數 1-3

每隊教練人數 1

參賽組別以比賽當天的學歷階段計算。

*特別留意：國際賽的RoboParade賽事不設高級組，但Grade 8 (即澳門學制的中學2年級)或以下的參賽者可

參與國際賽的RoboParade初級組賽事。

4. 作品設計要求
1. 機械人種類：不限，但機械人必須是全自動的
2. 微型電腦、馬達和感應器的總數量不限。
3. 機械人必須裝有及使用探測場地紙上的顏色線及前方機械人的感應器。
4. 機械人的每節長度及闊度最多35cm、高度不限。

5. 機械人的重量不限。
6. 製作機械人的零件種類和數量不限。不可使用火、液體、腐蝕性或放射性等對人、場地或其他
機械人有害的物質。

7. 不可使用現成及不可被編程的遙控器。
8. 如機械人的總長度超過35cm，機械人必須使用有彎曲結構的車卡，每節車卡水平活動關節之間

的長度不可多於35cm。

9. 機械人的最尾部分需要安裝大會提供的尾板或有更大的平面。尾板將連同參賽證在截止報名
日期後派發。尾板底邊的離地高度需要少於2cm，而機械人在巡遊時，尾板的底邊不可離開地

上的顏色線。

機械人長度量度例子
機械人結構例子1：

機械人可分為A、B和C共3個部分，每部分的長度
不可超過35cm

機械人結構例子2：

機械人可分為A和B共2個部分，每部分的長度分
別不可超過35cm



5. 比賽場地
以示公正，所有隊伍必須使用從大會購買的場地紙錄影匯報片段。比賽場地的總尺寸為2m x 1m，使用

白色帆布印刷，巡遊路線闊約2cm。

6. 比賽規則
1. 機械人必須有可靠的循線程式。

2. 機械人必須能夠探測與前方障礙物的距離。在距離太接近時停下，並當前方障礙物遠離後繼續

行走。

3. 大會鼓勵隊伍在機械人上加入使用聲音、光線和超聲波的互動功能，使機械人能和人互動。

4. 以下情況將會被取消比賽資格：

○ 作品含有犯罪、暴力、色情、政治和宗教等敏感內容。

○ 隊伍在比賽期間以任何方式散佈任何政治或/和宗教訊息。

○ 隊伍可使用曾參與Robofest澳門區選拔賽的作品，但未能做加入新功能 或/和 顯著地改

良其中一個或多個功能，及在匯報時告訴裁判作品是舊作品的延續版本。

7. 澳門區選拔賽
1. 隊伍需於2023年1月17日星期二 23時59分前於大會提供的電子表格上載以下檔案：

a. 匯報錄影
b. 所有程式檔案

i. 所有程式檔案必須壓縮成1個壓縮檔上傳。
ii. 將用於評審參賽者的編程能力及匯報錄影的真確性。

iii. 必須在程式加入適量及適當的註解，以協助裁判了解作品的運作。
iv. 如程式檔案有遺漏或存在裁判不能確定匯報錄影真確性的地方，裁判可考慮扣

分。
v. 如程式或作品存在抄襲，裁判可考慮扣分。

vi. 未能在截止前提交程式的作品將不獲評分。
2. 有關各評分項目的詳細說明，請參考本文件附錄中的分紙。
3. 隊伍可自行安排匯報的地點。
4. 裁判將按分紙獨立評分，該評分為最終賽果。
5. 隊伍把影片上傳至YouTube (可在設定影片為非公開)，並將YouTube連結貼上到電子表格提交。
請留意影片的權限設定，如果大會不能播放影片，裁判將不會為隊伍評分。



8. 匯報錄影片段拍攝指引
1. 隊伍需要拍攝一片段作為匯報及機械人示範，片段必須符合下列的要求：

● 限時6分鐘：如片段長於時限，裁判將不會觀看6分鐘後的內容。
● 必須為無剪接：如片段有剪接，作品將被取消資格。
● 必須使用購自大會的場地紙：如非使用大會指定的場地紙，作品將被取消資格。

2. 片段必須包括以下內容：
● 作品設計及功能介紹
● 使用卷尺或長間尺量度機械人每一節的長度及闊度
● 測試機械人能行走場地紙1圈
● 在機械人行走的路線上放置一張直立的A4紙，測試機械人能在遇上A4紙時停下，並在A4
紙移除後繼續行走

● 如以上內容有遺漏，裁判可按分紙扣分。
3. 大會將會提供匯報示範片段。

10. 獎項
● 各組別設冠軍、亞軍及季軍各一名。

● 其餘隊伍按排名頒發金獎、銀獎、銅獎。

11. 出線安排
● 澳門區選拔賽賽事委員會將在決賽結果公佈後通知獲得出線資格的隊伍報名參與國際賽。

● 出線隊伍可報名參加國際賽的RoboParade賽事。

● 出線隊伍可修改作品和重新組隊。

● 實際安排有待國際賽大會公佈。

● 特別留意：國際賽的RoboParade賽事不設高級組，但Grade 8 (即澳門學制中學2年級)或以下的參賽

者可參與國際賽的RoboParade初級組賽事。

12. 如何準備比賽
● 於大會網頁閱讀往年香港及澳門區選拔賽的比賽總評。

● 熟讀賽規及密切留意大會公佈。

● 制定比賽目標。

● 制定工作時間表。



13. 常見問題
Q1： 機械人可以在比賽時改變大小嗎?

A： 可以，但不可超出機械人設計要求的最大尺寸限制

Q2： 機械人可以預載多條程式，並由參賽者即時選擇嗎?

A： 可以。

Q3： 需要匯報的東西有很多，可以額外提交報告和網站等嗎?

A： 不可以。隊伍應妥善計劃匯報的內容。

Q4： 機械人沒有放置好，參賽者可以在回合開始後觸碰機械人嗎?

A： 不可以。

Q5： 在巡遊時，前方機械人的尾板偏離路線，而後方機械人在此時碰撞前方機械人，裁判

將如何處理?

A： 前方機械人將被移離場地，後方機械人不會被扣分。這是因為後方機械人可能因為探

測不到前方機械人的尾板而導致碰撞。

Q6： 在巡遊時，前方機械人被後方機械人碰撞，導致偏離巡遊路線，裁判將如何處理?

A： 先參考Q5的情況。如果裁判認為責任出自後方機械人，後方機械人將被移離場地，而

裁判將扶正前方機械人，前方機械人不會被扣分。

Q7： 在巡遊時，前方機械人被後方機械人碰撞，導致機身損壞，裁判將如何處理?

A： 由於機械設計的評分已在巡遊前完成，事故不影響雙方機械人的設計評分。裁判將按

Q5和Q6處理。但如果可繼續巡遊的涉事機械人因機身損壞而無法繼續巡遊，裁判也會

把有關機械人移離場地。在此情況下，有關機械人將不能獲得之後的分數。建議隊伍

研究如何製作結構良好的機械人和編寫可靠的巡線程式。



附錄1 – 機械人設計評分紙
(*)評分 評分準則

5. 非常同意 傑出、進階、驚人 或 超出期望的
4. 同意 好、能達到要求 或 熟悉相關的技術
3. 中立 一般 或 可接受的
2. 不同意 有嘗試，但需要多加努力

1. 非常不同意 沒有盡力嘗試 或 仍需要付出較多努力
0. 完全不同意 完全沒有、完全不同意

評分範疇 評分項目 比重
分數

(0分 – 5分)

1. 機械人規格
a. 每節長度和闊度為35cm。

10%
否 (0分)
是 (5分)

2. 巡遊測試

a. 行走直線路段。
10%

否 (0分)
是 (5分)

b. 行走轉彎路段。
10%

否 (0分)
是 (5分)

c. 在障礙物前停下，障礙物遠離後繼續行走。
10%

否 (0分)
是 (5分)

3. 匯報片段 a. 匯報清晰和組織良好。 10%

4. 美術設計
a. 作品的意念獨特 10%
b. 學生製作了美觀的機械人。 10%

5. 機械人設計

a. 機械人的結構有創意和堅固。
(如果機械人大部分結構由現成物品組成，給0分)

10%

b. 作品有多種功能和零件。 5%
c. 機械人可透過感應器或其他無線方式和參賽
者互動。

10%

6. 隊伍獨立性

a.相信作品完全由隊員設計、開發和編程。 5%
b.作品出現抄襲，相關作品編號或外部資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扣總分
x 0.5 -
總分

作品符合本屆比賽主題 (請選擇) 符合 不符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