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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1 2022年10月6日更新。本屆賽事及2023年國際賽的主題已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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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 2023年2月)：比賽賽規已公佈，隊伍準備本屆香港區選拔賽。

2. 初級組比賽日 (2023年2月18日星期六)：所有初級組隊伍到比賽場地作賽。

高級組比賽日 (2023年2月19日星期日)：所有高級組隊伍到比賽場地作賽。

a. 報到時段：所有隊伍到比賽場地報到和進場。

b. 預備時段：所有隊伍測試機械人和預備作賽。

c. 評審時段：大會裁判將到每隊的預備區聽取每隊匯報。

d. 檢測時段：完成評審的隊伍可到比賽場地進行測試巡遊。

e. 巡遊時段：所有通過檢測的隊伍參與正式機械人巡遊。

3. 國際賽預備 (2023年2月 - 2023年5月)：優勝隊伍可報名參與Robofest國際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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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香港學制的中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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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巡遊路線呈長方形。

● 路線以黑色印刷在白色帆布上，實際材質和顏色以比賽當天的實物為準，建議隊伍爭取在報到

時段到比賽場地調整機械人。

6. 匯報
1. 大會裁判將在評審時段到每隊的預備區聽取每隊匯報。
2. 每隊的匯報時限為2分鐘。
3. 大會裁判將對作品的美觀程度和互動功能評分，詳細評分可參考附錄的機械人設計評分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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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如遇以下情況，有關隊伍將會被取消資格：

a. 作品離題。

b. 作品含有犯罪、暴力、色情、政治和宗教等敏感內容。

c. 隊伍在比賽期間以任何方式散佈任何政治或/和宗教訊息。

d. 隊伍可使用曾參與Robofest香港區選拔賽的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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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試巡遊
1. 機械人必須有可靠的自動循線程式。機械人的最低速度必須大於每秒3cm。

2. 機械人必須能夠自動探測與前方障礙物的距離。機械人的前方中間點必須和前方障礙物保持

最少20cm距離，當障礙物和機械人的距離太接近時，機械人需要停下。當前方障礙物遠離後，

機械人繼續行走。

3. 機械人行走時，尾板或尾部平面不可偏離巡遊路線。

4. 各檢測項目的詳細描述請參考附錄的測試巡遊檢測清單。

5. 成功通過測試巡遊的隊伍可參與正式機械人巡遊。有關隊伍將獲發印有隊伍編號的旗子，隊伍

必須把旗子安裝在機械人上的當眼處。

6. 未能通過測試巡遊的隊伍可在巡遊時段開始前修改機械人，然後再次進行測試巡遊。



9. 正式機械人巡遊
1. 所有通過測試巡遊的隊伍需按大會指示把機械人排列在比賽場地上。

2. 隊伍啟動機械人的程式後需要離開比賽場地。

3. 大會裁判將負責開始機械人巡遊。

4. 巡遊將持續最少1圈，大會裁判將在途中記錄各機械人完成的圈數。

5. 如遇以下情況，有關隊伍的機械人將被移離場地，以後的得分不算數：

a. 機械人偏離巡遊路線。

b. 機械人的程式終止。

c. 機械人在前方沒有障礙下不向前移動。

d. 機械人的行走速度過慢。

e. 機械人碰撞前方機械人，而前方機械人的尾板在巡遊路線上。

f. 機械人的尾板偏離巡遊路線。

6. 裁判保留對上述賽規未有考慮情況和整場比賽的最終裁決權。大會不接受任何其他人士見證

或拍攝所得的相片或影片為申訴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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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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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香港學制中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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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於香港區選拔賽網頁閱讀2022-2023年第一季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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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報片段 a. 匯報清晰和組織良好。 1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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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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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隊伍獨立性 a.相信作品完全由隊員設計、開發和編程。 5%

總分

*機械人設計評分佔總分的60%，其餘40%按機械人在巡遊時的表現給分。

作品符合本屆比賽主題 符合 不符合

作品沒有用於以前的Robofest香港區選拔賽 是 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錄2 – 測試巡遊檢測清單
檢測範疇 檢測項目 符合規格

1. 製作材料
a. 機械人上沒有違規的物料
例如：火、水、腐蝕性或放射性等對人、場地或其他機械人
有害的物質

是 否

2. 機械人規格 a. 每節長度和闊度為35cm。 是 否

3. 巡遊測試

a. 行走直線路段。 是 否

b. 行走轉彎路段。 是 否

c. 行走速度大於每秒3cm
是 否

d. 在障礙物前停下，障礙物遠離後繼續行走。
機械人的前方中間點需要和前方障礙物保持最少20cm

是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