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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說明 
今年常規賽⾼高中組的挑戰是"極限巔峰 Mountaineering"。 

今年的主題 "機械⼈人探險家"⿎鼓勵學⽣生搭建可以探究各種環境的機械⼈人，⽽而且其中有些環境對⼈人類來說是很危險的。通常，探險家要根
據密碼的引導去探索他們未知的領域。還有時候，探險家在試圖尋找事物時會四處徘徊。在探險過程中，探險家們也必須⼗十分⼩小⼼心，
因為環境存在真正的危險。 

 ⾼高中組的參賽者要搭建⼀一個機械⼈人，使其能夠收集物資並將物資運送到⾼高⼭山上的哨所去。機械⼈人將獲得關於環境以及每個需要採集
的物資所在位置的密碼。物資距離放置位置越近，得分就越⾼高。但是機械⼈人要謹慎⾏行事，以免滑倒或從⼭山上摔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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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 
1. 在組裝之前的檢錄時間內，所有的參賽者必須坐在指定的競賽區內。檢錄之後，只允許參賽者進⼊入競賽區。 

2. ⾹香港區選拔賽的挑戰共有三個回合，採三個回合中最⾼高的得分為最終成績。 

3. 挑戰的組裝時間為 150 分鐘，將於資格賽第⼀一輪開始前進⾏行。 

4. 每輪⽐比賽前的維護時間安排如下： 

a、 第⼆二回合之前，30 分鐘 

b、 第三回合之前，30 分鐘 

5. 每次挑戰，機械⼈人有 2 分鐘的時間。當裁判給出開始的信號時，開始計時。機械⼈人必須放在起始區域內。⼀一旦參賽者準備就緒，
裁判就會⽰示意參賽者選擇⼀一個程序（但不運⾏行）。參賽者必須等待裁判給出信號，才可以啓動機械⼈人（運⾏行程序）。 

6. 機械⼈人啓動之前，它的最⼤大尺⼨寸不得超過 250mm x 250mm x 250mm。啓動之後，機械⼈人的尺⼨寸不受限制。 

7. 機械⼈人必須在地⾯面上開始啓動，機械⼈人的任何部位不能觸摸⼭山脈或⼭山底的有⾊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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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座⼤大⼭山的擺放⽅方向有兩種。在每輪⽐比賽開始前，會隨機選擇每座⼤大⼭山的擺放⽅方向。4 個彩⾊色的樂⾼高⽅方塊（紅⾊色、綠⾊色、藍⾊色和
⿈黃⾊色）將被隨機擺放在每座⼤大⼭山腳下露出的⿊黑線交叉點上，樂⾼高⽅方塊永遠不會放在相同顏⾊色的⼤大⼭山區域內。在該輪⽐比賽中，每座
⼤大⼭山的⽅方向以及每個彩⾊色⽅方塊的位置對於所有參賽隊來說都是⼀一樣的。 

 

9. 每座⼤大⼭山的⽅方向及樂⾼高⽅方塊的位置根據⼋八個密碼⽅方塊的顏⾊色來決定，⼋八個密碼⽅方塊將依序放在賽台的中間，作為地圖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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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按順時針⽅方向，場地上⼤大⼭山的顏⾊色為紅⾊色（右上）、藍⾊色（右下）、綠⾊色（左下）、⿈黃⾊色（左上）。每座⼤大⼭山有兩種⽅方向的擺
法，「⾃自然」⽅方向（⼭山峰在賽台⾓角上）或「交替」⽅方向（相鄰⼤大⼭山的⽅方向。例給紅⾊色⼤大⼭山的「交替」⽅方向為藍⾊色⼤大⼭山的「⾃自然」

⽅方向）。地圖密碼下⾯面的 O1,O2,O3,O4 四個密碼⽅方塊表⽰示相對應號碼⼤大⼭山的⽅方向。如果 O1 的密碼⽅方塊為藍⾊色，即 Q1 的⼤大⼭山
為 Q2 ⼤大⼭山的「⾃自然」⽅方向，亦即下圖藍⾊色⼤大⼭山所⽰示的⽅方向。 

 

11. 地圖密碼上⾯面的 Q1,Q2,Q3,Q4 四個密碼⽅方塊表⽰示著紅⾊色、藍⾊色、綠⾊色和⿈黃⾊色四個樂⾼高⽅方塊的位置，即：Q1 密碼⽅方塊的顏⾊色為
紅⾊色⼤大⼭山⼭山腳下的樂⾼高⽅方塊顏⾊色，Q2 密碼⽅方塊的顏⾊色為藍⾊色⼤大⼭山⼭山腳下的樂⾼高⽅方塊顏⾊色，如此類推。 

12. 機械⼈人的任務是要將每個彩⾊色樂⾼高⽅方塊放到顏⾊色相同的⼤大⼭山的⼭山頂上，如果放在⼭山頂上的中⼼心位置的⽅方孔⾥里，則獲得最⾼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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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比賽中出現任何的不確定性，都將有裁判給出最終的決定。裁判會將最後的結果偏向於當時環境下的最差情況。 

14. 出現以下情況時，你的嘗試或⽐比賽時間就會結束： 

a、 機械⼈人啓動後，任何隊員觸摸了機械⼈人 

b、 挑戰時間 (2 分鐘)結束 

c、 機械⼈人完全離開賽台 

d、 ⽐比賽中違反任何規則 

計分 
1. 挑戰結束或者時間停⽌止後，⽅方可計算分數。 

2. 每個被放在顏⾊色相同的⼤大⼭山腳下，並且投影⾯面完全進⼊入的樂⾼高⽅方塊= 10 分 

3. 每個被放在顏⾊色相同的⼤大⼭山斜坡上，⾼高於⼭山腳但沒到⼭山頂的樂⾼高⽅方塊= 25 分。 

4. 每個被放在顏⾊色相同的⼤大⼭山的⼭山頂，但沒進⼊入⼭山頂⽅方孔⾥里的樂⾼高⽅方塊=50 分 

5. 每個被放在顏⾊色相同的⼤大⼭山的⼭山頂的⽅方孔⾥里的樂⾼高⽅方塊= 100 分 

a、 最⾼高分 = 400 分，分解為：400 分(4 個被放在顏⾊色相同的⼤大⼭山的⼭山頂的孔⾥里的樂⾼高⽅方塊 x100 分) 

6. 如果隊伍的分數相同，將根據任務完成的最快時間決定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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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台 3D 圖（不包括⼤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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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台 3D 圖（包括⼤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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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台規格 I  

 

⽐比賽場地圖為啞⾯面帆布。中間密碼⼤大⼩小為 32mm x 32mm 的彩⾊色密碼⽅方塊⽅方形紙⽚片會緣雙⾯面膠紙貼在場地圖上，請留意紙⽚片與場地
圖之間的⾼高低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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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台規格 II – ⼤大⼭山模板規範（俯視圖） 

  

⼤大⼭山的每⼀一層⾼高度為 25mm。 
⼭山頂為 250mm x 250mm。 

⼭山頂上的孔⼤大⼩小為 40mm x 40mm。 
每⼀一層間的最⼩小距離約為 14mm。 

所有⽐比賽道具必存在誤差，尺吋以⽐比賽當⽇日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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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台規格 IV  
 

⾹香港區賽台的內部尺⼨寸約為 2366mm x 1166mm。 

⾹香港區賽台牆壁約厚 18mm，⾼高度為 100mm。 

挑戰物體包括規則 9 中提到的密碼⽅方塊⽅方形紙⽚片，還包括規則 11 中提到的⽤用常規樂⾼高 2x4 積⽊木搭建的彩⾊色⽅方塊。 

⼀一排 8 個橘⿈黃⾊色的正⽅方形，將作為地圖密碼的位置，需要在⽐比賽開始前貼上純⾊色的⽅方形紙⽚片。 

⽤用 2x4 樂⾼高積⽊木製作的⽅方塊將被放在⼭山腳下的交叉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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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台上的物體規格 I 
  

 

注意：每種顏⾊色的⽅方塊只需要⼀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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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台上的物體規格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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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規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