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競賽辦法 

一、 智能車競賽 

(一). 智能車製作規定 

1. 以 Brain Go 智能車配件為限，但行動電源與決賽所需使用的必要配件除外。 

2. 參賽選手請自備智能車與電腦，備用智能車或備用電腦應於檢查後另外收納於收納地點，

一隊最多準備 3台智能車(包含備用車)，不可與其他隊伍共用智能車及電腦，參賽隊伍可

事先預備程式草稿。 

3. 競賽時，智能車之電池(源)只能一顆行動電源。競賽現場不提供行動電源充電，請參賽選

手要自行準備備用電池(源)。場內所提供之插座限筆電使用，並自備延長線。 

4. 參賽隊伍必須自行準備競賽用的備用零件與工具。若攜帶之設備發生故障，大會不負責維

修與更換。 

(二). 初賽 

1. 賽制 

初賽採積分賽制以得分高低取前 16名晉級決賽，若隊伍得分同分時，則增額晉級決賽。 

2. 競賽場地 

競賽場地共有四個區域，分別為：循跡區、斷線循跡區、指定路線區、終點區。競賽場地

大小約為 3公尺*1.5公尺，實際競賽路線以競賽當天公布為準。各區設計說明如下： 

(1). 循跡區：此區智能車須依循黑線前進，黑線寬度約為 18mm (單片黑色電工膠帶寬度)。 

(2). 斷線循跡區：此區智能車須依循黑線及斷線前進。黑線寬度約為 18mm，斷線間隔長度

不超過 15公分，斷線區不得為轉彎處，斷線間隔位置以競賽當天場地為準。 

(3). 指定路線區：此區智能車須依規定左右轉或前進，路線會有數個交叉線(交叉角度為垂

直)，必須順利通過。黑線寬度約為 18mm。 

(4). 終點區：智能車紅外線感應器最前端不得超出終點的黑色區。終點寬度為 54mm(如圖

2)。 

(5). 本場競賽將在沿路設計 10 個得分點。 

 
圖 1. 競賽場地示意圖(實際路線仍以當天場地為主) 

3. 報到與競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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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各位指導老師引導學生填寫『參賽切結書』和『實到人數統計』2份表單，填寫完畢

後告知場內背上張貼『人』之工作人員。 

(2). 背上張貼『人』之工作人員確認完畢簽名後，請由指導老師將參賽切結書以及實到人

數統計表繳交至報到處。 

(3). 報到完畢後取得『隊伍名稱貼紙』請貼於選手左臂明顯處，此貼紙為參賽檢錄依據。 

(4). 各隊派隊員至各競賽場地(國中組在 EB111教室，國小組在 EB105教室)之工作人員檢

查車子是否合乎規定，檢查完成後背上張貼『車』之工作人員會在車子上寫上編號。 

(5). 完成上述流程即完成報到手續，請移駕至演講廳等候開幕。 

(6). 參賽者於自己隊伍的前一場次開始時至演講廳舞台前集合點名，以利競賽流程順暢，

工作人員會將選手帶至各競賽場地。 

(7). 裁判於演講廳舞台前唱名，唱名後統一帶隊進入競賽場地，唱名三次未到則取消隊伍

資格。 

(8). 各組試跑時間為 20分鐘。 

(9). 裁判唱「試跑結束」後應立即結束試跑，裁判宣布「競賽就位」後，參賽者不得再對

智能車傳輸或修改程式。 

(10). 競賽完成隊伍在競賽場地待命，當全場完成比賽後統一離開競賽場地。 

(11). 比賽場次安排，時間部分為預估，確切時間視報名隊數及競賽當日情況(提前或延後)

調整： 

表 2.比賽流程表 

時間 場次 時間 場次 

9:30~9:50 第一場試跑 11:00~11:20 第四場試跑 

9:50~10:00 第一場初賽 11:20~11:30 第四場初賽 

10:00~10:20 第二場試跑 11:30~11:50 第五場試跑 

10:20~10:30 第二場初賽 11:50~12:00 第五場初賽 

10:30~10:50 第三場試跑 12:00~12:20 第六場試跑 

10:50~11:00 第三場初賽 12:20~12:30 第六場初賽 

4. 競賽規則 

(1). 競賽開始前，電源先關閉，將車置於柵欄後再開啟電源，此時智能車停止不動（不可

接觸柵欄），當柵欄舉起時智能車才可開始動作，否則失去比賽資格，柵欄長寬面積與

圖 1.起點圖示相同。 

(2). 得分點分為四個部分，1、2、3得分點為循線區；4、5、6得分點為斷線循跡區；7、8、

9得分點為指定路線區；10得分點為終點區。 

(3). 循線區：1、2、3得分點，必須依序通過才能算分，智能車車體任一部分蓋過得分點即

得分。(得分點放置位置以當天場地為準，於軌道上經過審核點才計分)。 

(4). 斷線循跡區：4、5、6得分點，必須依序通過才能算分，智能車車體任一部分蓋過得分

點即得分。(斷線區域以銜接到下一段軌道開頭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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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定路線區：7、8、9得分點為指定路線區，路線圖於附件一表示，比賽當天從附件一

中 3種路線抽取任一路線為該隊伍之比賽路線。須根據所抽取之路線通過得分點。若

順序與所抽取之路線完全相符即得該區 3分。若順序與所抽取之路線不符，視為偏離

軌道，中止競賽；分數為中止前之通過得分點之分數。(例:第一種路線順序為

→9→8→7→，車子若走→9→8→7→即得該區 3分；車子若走→9→7→8→，只得該區

1分。) 

(6). 終點區：第 10得分點智能車紅外線感應器最前端

(如圖 2.)不得超出終點的黑色區域才算得分。 

(7). 智能車一旦偏離軌道，則中止競賽(斷線區域以銜接

到下一段軌道開頭為準)，計分停止。例如，經過 1、

2、3、4得分點後直接行至第 6得分點，視為偏離

軌道，得分 4分。 

(8). 每場競賽時間最多3分鐘，3分鐘後立刻中止競賽，

以當下的得分計算。 

(9). 每隊有 2次機會，可換車，但不可燒錄程式，兩次取高分計。 

(10). 競賽場地的燈光、環境與場地以現況為準，參賽隊伍不得異議或要求調整。 

(三). 決賽 

1. 賽制 

(1). 決賽採單淘汰制 

(2). 當晉級決賽之隊伍超過 16隊時，以下述原則作為比賽之安排： 

i. 若決賽隊伍皆以同分晉級，則由晉級隊伍中抽出一部分隊伍進行淘汰賽，使整體賽

制以 16隊進行比賽。(例如：有 18隊以初賽 10分晉級比賽，則需抽出 4隊比單淘汰賽，

淘汰 2組隊伍，其餘 16隊進行後續之比賽。) 

ii. 若決賽隊伍以不同分數晉級，則由分數較低之隊伍抽出一部分隊伍進行淘汰賽，使

整體賽制以 16隊進行比賽。(例如：有 13隊以 10分晉級、5隊以 9分晉級，則須由 9

分晉級之隊伍抽出 4隊進行淘汰賽，淘汰 2組隊伍，未抽到之隊伍則可不必多比一場，

共取 3隊與 10分晉級之隊伍進行後續之比賽。) 

iii. 若晉級隊伍超過 32隊，依此類推。 

2. 競賽場地 

競賽場地約為 3公尺*1.5公尺，以決賽當天公布為準，說明如下： 

(1). 黑色邊線：位於比賽場地邊緣，寬度約為 18mm (單片黑色電工膠帶寬度)。 

(2). 藍色圓形區域：位於比賽場地中場，直徑約為 90cm，中間有分隔線。 

(3). 黑色邊線：比賽過程智能車不能超過黑色邊線，黑色邊線寬度約為 18mm (單片黑色電

工膠帶寬度)。 

(4). 場內布置 6顆球(場地氣球)，敵方 3顆，我方 3顆，計分如下圖所示。 

(5). 場地氣球由工作人員放置，各隊猜拳選場地。 

圖 2. 紅外線感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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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競賽場地示意圖(實際路線仍以當天場地為主) 

3. 智能車配置 

(1). 決賽車前方置 1根針狀物(如鑽子、鐵釘、牙籤、針等)，位於車子前緣正中間壓克力主

板上方，針狀物前端其高度為地面垂直不得高於 6公分(如圖 4.)，且不可超出前緣 5公

分（圖 5.）。 

 

圖 4. 智能車競賽配備安裝側面圖 

 

圖 5. 智能車競賽配備安裝位置圖 

 

(2). 車體旁邊與後方各置一顆氣球，共三顆氣球，需固定於兩片壓克力板中間，計分如圖

5.所示。氣球由大會統一提供，黏貼透明膠帶與打氣筒自行準備。每顆氣球所使用之黏

貼膠帶總長度不可超過 10公分。充氣之氣球可大於大會提供之圓圈，但不可穿過大會

提供之圓圈。 

(3). 氣球與針狀物須由選手自行充氣與配置，氣球須由工作人員檢查合格才可裝置於智能

車上。賽前工作人員將做最終檢查，通過才可上場比賽。 

(4). 配置完成後若有任何意見請當下提出，否則比賽開始後提出異議則無效。 

4. 報告與競賽流程 

(1). 決賽晉級名單預計 12：40分別公布於國中組、國小組報到區，請各隊務必留一名隊員

確認是否晉級，並進行決賽順序抽籤，完成抽籤後招集全隊至決賽大廳等候比賽。 

(2). 競賽開始前 30分鐘，為統一裝備時間，大會提供競賽氣球，各隊必須在此時段，將氣

球與針狀物完畢(包括請裁判檢查氣球大小是否符合大會規定和程式傳輸至智能車)，且

須預先準備後續競賽所需之氣球(6顆)。統一裝備時間結束後，除第一輪隊伍以外，各



5 
 

隊其餘準備時間即為比賽中之等待時間。 

(3). 決賽第一輪競賽開始時，非當輪競賽隊伍需將智能車統一放置於保管區，嚴禁碰觸他

人智能車以示公平。 

(4). 確認晉級之隊伍在離開競賽場地之後，即可裝備新氣球與調整針狀物，直到下一場競

賽開始之前。 

(5). 競賽開始前，由雙方派人猜拳，勝者決定場地一方，智能車需先開啟電源並連接藍芽，

置於藍色圓形區域後智能車不可有動作，宣布開始才可操作，否則失去比賽資格。 

(6). 決賽進行時間掌握不易，請選手於離決賽地點附近等候，以免錯過比賽。每輪比賽替

換由工作人員廣播隊伍編號，請各隊注意工作人員廣播，若廣播三次沒到視同棄權。 

5. 競賽規則 

(1). 使用藍芽控制，控制裝置限手機或平板。 

(2). 比賽過程智能車不能超過黑色邊線，只要出界則該車扣 1分，該隊隊員用手移車至藍

色圓形區域重新出發，比賽時間繼續不暫停。移車時間為 5秒內，若超過 5秒則再扣

該車 1分。 

(3). 車體氣球破或離開車體，算對方得分。場地氣球破，算對方得分，若因雙方推擠導致

場地氣球脫落亦算對方得分。 

(4). 當任一方的氣球全部破後立刻中止競賽，且每場競賽時間 3 分鐘，3 分鐘到中止競賽，

參賽者以當下的得分計算，分數高多者獲勝，總分為零分或負分者淘汰。如同分時，

獲勝判斷順序為 I .是否刺破對方車體後方氣球  II.是否刺破對方藍色區域氣球 III.最

先刺破對方氣球者。 

(5). 裁判一宣布競賽就位，參賽者不得再對智能車進行修改。 

(6). 競賽場地的燈光、環境與場地以現況為準，參賽隊伍不得異議或要求調整。 

(7). 若遇不可預期因素，選手可請示裁判准予移動、調校及修護車子 15秒，比賽不停止計

時，並扣 2分。 

(8). 移車過程中若不甚刺破敵方之氣球，則該氣球整場不予扣分；反之若為己方氣球，則

直接扣分。 

(9). 若因場地因素，裁判可暫停比賽並暫停計時，待場地恢復後繼續比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