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2月18日（星期六）｜初級組

2023年2月19日（星期日）｜高級組

香港教育大學｜文康運動綜合大樓

參賽手冊

受惠機構

合辦機構

兒童科技教育基金會

主辦機構

比賽詳情可瀏覽香港官方網站 www.robofesthk.org

贊助機構 媒體贊助

協辦機構支持及贊助媒體

香港區區拔賽香港區選拔賽

2022/232022/23

**********祝比賽順利 **********

    - 所有進入決賽的花車作品必須安裝「尾版」，「尾版」會由大會提供。
    - RoboParade 國際賽事參加者對象最高為 "8th grades"，相等於香港中學二年級，
      請老師留意參加者是否適合參與。

3. RoboParade 創意機械人巡遊

4. 決賽日至國際賽進程

2.4 離場安排
    - 比賽期間如有需要到洗手間,請到登記處作簡單登記。
    - 離場時憑參賽證可取參與獎牌。
    - 請老師及教練留意比賽完結時間,接送離場之參賽者。

2.5 膳食安排
    - 比賽隊伍需自行安排膳食； 比賽場內不准飲食。
    - 香港教育大學彥膳坊營業時間 : 星期六 07:30-19:00；星期日 11:00-15:00

2.6 頒獎禮
    - 比賽完結後，會即場頒發得獎獎杯及得獎獎牌(冠、亞、季)；
    - 得獎獎杯會送贈予學校，如同學希望擁有獎杯以作紀念，可向大會訂購；
    - 比賽成續會即場公佈，亦會上載於網站。

2.7 獎盃訂購
    - 比賽成績公佈後，得獎同學可於網上訂獎盃 https://www.robofesthk.org/trophy

2.8 領取證書 - 所有參加比賽之學生將獲發證書，大會會與學校老師聯絡有關安排。

2.9.比賽日緊急聯絡電話 
    - 如有需要可致電大會統籌人員，聯絡電話/Whatsapp 68812685 (劉小姐)



1. 賽事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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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

2023年 2月18日（星期六）｜初級組 2023年 2月19日（星期日）｜高級組

比賽項目 時間 流程( 區域） 注意事項 比賽項目 時間 流程 注意事項

BottleSumo 

08:30-09:00 報到( 1）

BottleSumo 

08:30-09:00 報到( 1）

09:00-09:30 預備( 2）及試場( 5） - 座位安排請參考文件「座位表」
- 09:30後嚴禁試場 09:00-09:30 預備( 2）及試場( 5） - 座位安排請參考文件「座位表」

- 09:30後嚴禁試場

09:30-10:00 檢測(3） 檢測後機械人被放置存放區 09:30-10:00 檢測(3） 檢測後機械人被放置存放區

10:00-10:30 計時賽 ( 5） 比賽場地請參考文件「座位表」 10:00-10:30 計時賽 ( 5） 比賽場地請參考文件「座位表」

10:30-12:15 淘汰賽 ( 5 ） 淘汰賽對賽表於計時賽後現場公佈 10:30-12:15 淘汰賽 ( 5） 淘汰賽對賽表於計時賽後現場公佈

12:15-12:30 頒獎 ( 7） 離場前於出口處索取紀念獎牌 12:15-12:30 頒獎 ( 7） 離場前於出口處索取紀念獎牌

RoboParade

13:30-14:00 報到( 1）及試場( 6） 座位安排請參考文件「座位表」

RoboParade

13:30-14:15 報到( 1）及試場( 6） 座位安排請參考文件「座位表」

14:00-15:00 匯報( 2） 參賽同學請安坐預備區 14:15-15:15 匯報( 5） 參賽同學請安坐預備區

15:00-16:30 檢測(3）及巡遊( 6） 匯報後帶機械人到檢測區 15:30-16:30 檢測(3）及巡遊( 6） 匯報後帶機械人到檢測區

16:30-16:45 頒獎 ( 7） 離場前於出口處索取紀念獎牌 16:30-16:45 頒獎 ( 7） 離場前於出口處索取紀念獎牌

UMC

13:45-14:00 報到( 1） 座位安排請參考文件「座位表」

UMC

13:30-13:45 報到( 1） 座位安排請參考文件「座位表」

14:00-16:00 派發賽規( 2）及備賽( 5） 比賽F區 13:45-15:45 派發賽規( 2）及備賽( 5） 比賽E及F區

16:00-16:30 檢測及比賽時間( 5） 比賽F區 15:45-16:45 檢測及比賽時間( 5） 比賽E及F區

16:30-16:45 頒獎 ( 7） 離場前於出口處索取紀念獎牌 16:45-17:00 頒獎 ( 7） 公佈賽果

Game

14:45-15:00 報到( 1） 座位安排請參考文件「座位表」

Game

13:30-14:00 報到( 1） 座位安排請參考文件「座位表」

15:00-15:30 派發賽規( 2）及備賽( 5） 比賽E區 14:00-14:30 派發賽規( 2）及備賽( 5） 比賽C及D區

15:30-16:00 檢測及比賽時間( 5） 比賽E區 14:30-15:30 檢測及比賽時間( 5） 比賽C及D區

16:30-16:45 頒獎 ( 7） 離場前於出口處索取紀念獎牌 16:00-16:30 頒獎 ( 7） 公佈賽果

Exhibition
&
RoboArts

13:00-15:15 報到( 1）
Exhibition
&
RoboArts

13:00-15:15 報到( 1）

15:15-16:15 預備及匯報時間 乒乓球室 15:15-16:15 預備及匯報時間 乒乓球室

16:30-16:45 頒獎 乒乓球室 16:30-16:45 頒獎 乒乓球室

2.1 重要事項
    - 所有參賽者須配戴「參賽證」方可進入指定比賽範圍。
    - 老師、教練及家長不能進入比賽場區。
    - 為使比賽公平進行,在比賽及預備區內嚴禁參賽者使用任何通訊設備與外界聯繫。
    - 參賽者必須知道所屬隊伍的「隊伍編號」,大會將主要以隊伍編號宣佈。
    - 參賽者必須帶備附有相片的身份證明文件(如手冊或學生證),有需要時作核實身份之用。
    - 參賽者必須準時報到、遞交機械人和作賽。
    - 在比賽進行其間,除工作人員外,嚴禁拍攝,以免影響機械人運作。
    - 行為不檢或防礙比賽進行之參賽者,有機會被取消比賽資格
    - 注意機械人及手提電腦是否有足夠電力。大會建議各隊伍需要準備後備電池。

2.2 報到流程 - 請隊伍於比賽開始前最少15分鐘到達,於報到處報到,並等候入場。

2.3 旅遊巴安排
    - 隊伍可自行安排旅遊巴到達比賽場館, 由於香港教育大學
      必須要登記所有進出車輛, 請領隊於2月8日前與大會職員
      劉小組聯絡及登記。
    - 如未有安排旅遊巴之隊伍, 由香港教育大學
      正門步行至比賽場館需要15-20分鐘。

 

2. 比賽隊伍注意事項

EDU  MAP

的士/巴士站

比實場地

行人入口

餐廳

旅遊巴上落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