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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聯絡人：陳淑雅

電話：(02)77129037

傳真：(02)27387844

Email：csy0131@mail.moe.gov.tw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0月3日

發文字號：臺教資(五)字第106014338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原函、活動辦法(1060143384_Attach1.pdf、1060143384_Attach2.docx)

主旨：函轉中華民國電腦學會舉辦之「2017青年程式設計競賽-

全國自走車競賽」相關事宜（如附件），惠請踴躍報名參

加，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中華民國電腦學會106年9月30日電會捷字第　 20170

93001號函辦理。

二、如有未盡事宜，請逕洽宏國德霖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廖

文淵老師（電話：0921160068；電子郵件信箱：　　　an

dres@mail.hdut.edu.tw）。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副本：中華民國電腦學會 2017-10-03
17:24:47

國立嘉義大學

1060013270　10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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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電腦學會　函

地址：10556臺北市八德路2段374號5樓-4

聯絡人：張孟玉

電話：(02)2781-1753

Email：csroc@csroc.org.tw

受文者：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30日

發文字號：電會捷字第201709300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2017093001_Attach1.docx)

主旨：中華民國電腦學會辦理「2017青年程式設計競賽-全國自

走車競賽」，請 貴部協助轉知各高中職與大專院校學生踴

躍報名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為提升我國青年學生之程式設計之能力，本會特辦理「20

17青年程式設計競賽-全國自走車競賽」，以推廣高中職

及大專院校學生投入生活應用的程式開發。

(一)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電腦學會、宏國德霖科技大學資訊

工程系、台灣科技大學

(二)競賽日期：106年12月9日(星期六)下午13:30開始，請

參加隊伍於12:30前完成報到

(三)競賽地點：宏國德霖科技大學(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380

巷1號)

(四)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6年12月3日晚間24時止。

(五)網路報名：宏國德霖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http://www.

cse.hdut.edu.tw/cse2/faculty.php

(六)聯 絡 處：廖文淵老師，宏國德霖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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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送活動辦法如附件。

正本：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副本：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中華民國電腦學會 2017-09-30
18:13:46



「2017青年程式設計競賽-全國自走車競賽」活動辦法 

 目    的：提升我國青年學生設計實作機器人能力，並推廣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學 

    生投入我國各項國際學生之機器人競賽。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電腦學會、宏國德霖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台灣科技大學。 

 參加對象：全國高中職及大專院校之學生。 

 參加方式： 

一、 每隊至多 4名選手，選手不得跨隊重複報名同一組比賽。 

二、 每隊隊員皆需為高中職、大專在學學生。 

三、 每隊得設指導老師 1 人，需為高中職、大專現職專任教師，一位指導老

師可以指導多隊。 

 報名費用：免費。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有意者可直接上網報名，網址為 

http://www.cse.hdut.edu.tw 

 競賽項目：自走車循跡避障競賽。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6年 12月 3日晚間 24時止。 

 競賽日期：106年 12月 9日(六)下午 13:30開始，請參加隊伍於 12:30前完成報到。 

 場地測試時間：106年 12月 9日（六）上午 09：00～12：00 

 競賽地點：新北市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一、 地址：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 380巷 1號 

二、 電話：(02)22733567 分機 356 

三、 傳真：(02)22733567 分機 359 

 競賽組別： 

一、 高中職 mBot車型組 (限高中職學生) 

二、 大專 mBot車型組 (限大專學生含五專四、五年級學生) 

三、 高中職樂高車型組 (限高中職學生) 

四、 大專樂高車型組 (限大專學生含五專四、五年級學生) 

五、 開放組(限全國高中職及大專院校之學生) 

  



 獎勵方式： 

依成績取最優三名以及佳作若干名，由電腦學會具名並頒發獎狀，各組之錄取名

額依競賽組別分開計算，得獎者之獎狀依所歸屬組別標明各組名稱，各組名額及

獎勵方式如下： 

1. 第一名：頒發該隊第一名獎狀乙禎。 

2. 第二名：頒發該隊第二名獎狀乙禎。 

3. 第三名：頒發該隊第三名獎狀乙禎。 

4. 佳作數名：由評審委員依據參賽學生人數及競賽情形酌予調整名額頒發佳

作獎狀乙禎。 

 

獲得排列名次及佳作的隊伍依本大賽辦法發給指導老師及選手獎狀。原則上第

一名 1隊，第二名 1~3 隊，第三名 1~3 隊，惟同一學校之參賽隊伍不得並列同

一名次，並依序順延名次，若有特殊之情形則由裁判會議討論決定。 

 自走車規定： 

1. 自走車必須為自主型，不得以有線、無線射頻或紅外線遙控。 

2. 大專 mBot 車型組、高中職 mBot 車型組：限使用 Makeblock 公司的 mBot

自走車全系列套件所組成的參賽作品才可參加本組。可加裝益眾科技的

CNY70模組。 

3. 大專樂高車型組、高中職樂高車型組：限全部使用樂高(LEGO)積木零組件

所組成的參賽作品才可參加本組。不可使用樂高協力廠商 Mindsensors 及

HiTechnic 所生產的感測器與金屬板件。 

4. 開放組：不限車型均可參加本組。 

5. 自走車(含裝設感測器材料)之整體尺寸於靜止狀態時，最大限制為長：25cm，

寬：25cm，高：25cm。 

6. 比賽當天，進行自走車檢錄時，以裁判認定為準。自走車若未能完成檢錄程

序，即視同比賽棄權。 

 參賽規定： 

1. 比賽當天依主辦單位公佈時間表進行報到、檢錄及比賽。 

2. 每隊最多四人及一台自走車為限。 

3. 參賽隊伍出賽場地與順序，將於比賽當天由參賽隊伍於報到時，指派一人代

表抽籤決定。場地數量依實際報名狀況由主辦單位調整。 

4. 參賽隊伍在報到後請推派一名選手出賽並檢錄自走車，檢查完畢後將自走

車置放於主辦單位指定區域，放置後將不得再做軟、硬體(含電池)之調整及

更換。 

5. 其餘選手在競賽過程中不得進入競賽區。 

 比賽規則 

1. 每隊只有一次出賽機會。 



2. 每隊限一名選手下場操控自走車。 

3. 凡經唱名 3次未到者，即視同比賽棄權。 

4. 經唱名後，選手才可至指定區域領取自走車，並須直接置放於競賽起點，不

得藉故再對自走車所有組件進行調整、設定或置換(含程式、電池及電路等)，

亦不得請求暫停。 

5. 比賽時每次一台自走車下場比賽，先就位於起點處，當裁判發出「開始」聲

後，操控選手即可啟動自走車沿著黑色軌跡線向終點方向行走。 

6. 開始前，自走車應開啟電源，並靜置於起點位置，且上方無任何遮蔽物。待

裁判指示開始後，即啟動計時器，並由出賽選手啟動自走車(不得以有線、

無線射頻或紅外線遙控方式啟動)。 

7. 比賽成績採計時方式，自走車由起點出發須沿循跡路徑前進，自走車之正投

影不得脫離黑色軌道(即從這個圖形跳到另一個圖形)，以自走車到達終點時

間最短者為勝。 

8. 比賽途中，若自走車之正投影脫離黑色軌道，比賽立即中止，並以自走車當

時所在之位置(或區域)，作為競賽成績。 

9. 場地設有一寶特瓶倒立放置於圓形藍色標記內，圓形藍色標記前方設有一

橫線，自走車須到達橫線後始可脫離黑色軌道，繞過寶特瓶，寶特瓶不得翻

倒，並在紅色標記之前回到黑色軌道上(紅色標記須進入自走車之正投影內)。

若自走車違反前述規定，則比賽立即中止，並以自走車之位置作為競賽成績。 

10. 比賽成績以自走車走完全程的時間為計算標準，時間越短者成績越高。無法

走完全程者，以該自走車的行走距離為計算標準，距離越遠者成績越高。比

賽最長行走時間限制為 3 分鐘，若超過時間限制仍無法走完全程者，則以

時間結束之位置，作為競賽成績。 

11. 比賽途中如車體翻覆或故障無法動作，工作人員將取回自走車給參賽者，並

紀錄自走車當時所在之位置，作為競賽成績。 

12. 比賽途中如選手觸碰或取回自走車，則以自走車當時所在之位置，作為競賽

成績。 

13. 競賽過程中，參賽選手及自走車不得破壞比賽場地，若裁判發現有此項行為，

得宣告該選手及自走車退場，並喪失比賽資格。 

14. 本規則未提及事宜，由裁判在現場根據實際情況裁定。 

 比賽場地 

1. 場地為一般的木板貼上大圖印刷的表面，有一條約 2公分寬的黑色軌跡線，

長度約 3公尺。 

2. 軌跡線上放置 1 個寶特瓶(圖上圓形藍色處；寶特瓶的容量約 0.6 公升，圓

柱形，不裝瓶蓋，瓶口着地倒立，外表可能有貼產品標籤)。軌跡線上的紅

點距離寶特瓶約 30公分，由紅色電工膠帶貼成。 

3. 場地木板的接合處可能有某種程度的不平坦，自走車必須可以克服這樣的

障礙。 



 

4. 各組競賽場地之尺寸與循跡路徑如下： 

 

一、高中職 mBot車型組比賽場地 

 

 

 

二、大專 mBot車型組比賽場地 

 

 

 

 

 

 

 

三、高中職樂高車型組比賽場地 



 

四、大專樂高車型組比賽場地 

 

五、開放組比賽場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