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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本之規則，係依據台灣玉山機器人協會

2013/02/23 公告之通用校際盃國中組規則

版本，重新排版及部分修正之版本，競賽方

式及精神完全與原規則相同。(依照世界賽原

文意義修正翻譯規則之文字誤漏處以紅字黃底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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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O 2013 競賽國中組 
「婆羅浮屠1」機器人(BOROBUDUR, Shrine Restoration) 
一、 競賽場地 

1. 競賽場地(桌台，或稱場地) 的尺寸是 2440mm x 1220mm (含邊框)。 
2. 桌台由寬度 20mm 之圍牆包圍。\ 
3. 除了黑色線、開始區(Start Area，綠色)、終止區(Finish Area，紅色)外，其他部分平面及桌台

底圖均為白色為底。 

  

  

                                                 
1 婆羅浮屠 (Borobudur)【資料來源:維基百科】婆羅浮屠是一座位於印度尼西亞中爪哇省的一座大乘佛教佛塔遺

跡，距離日惹市西北 40 公里，是 9 世紀當時世上最大型的佛教建築物。2012 年 6 月底，被金氏世界紀錄大全確認

為當今世界上最大的佛寺。婆羅浮屠大約於公元 842 年間，由當時統治爪哇島的夏連特拉王朝統治者興建。「婆羅

浮屠」這個名字的意思很可能來自梵語「Vihara Buddha Ur」，意思就是「山頂的佛寺」。他的周圍有四座火山，整

體構造依據佛教的「三界」之說設計，四周的中間各有一條石階直通塔頂，塔的各層迴廊石壁上刻有各式浮雕，

生動解釋人由塵世走向極樂世界的路途。其工程之浩大，建築之壯觀，與中國的長城、埃及的金字塔和柬埔寨的

吳哥窟並稱為「古代東方四大奇蹟」。1991 年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列為人類世界文化遺產。 

場地配置 

場地尺寸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9%86%E7%BE%85%E6%B5%AE%E5%B1%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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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桌台包含深 50mm 的低谷，上升及下降階梯 6 個，每個階梯高度不一(如下圖)。 

 
5. 隆起平台(位於桌台底圖中央)，長、寬均為 300mm、高度為 100mm。 
6. 黑線寬度約 20mm。 
7. 4 個方形區塊，長、寬皆為 100mm，圍繞隆起平台。 
8. 允許的場地總誤差不超過 50mm。 

二、 競賽道具 

1. 場地內，包含 4 個雕像(Relic statue)，其中 1 個為黑色雕像(劣品)、另 3 個為灰色雕像(良品)。
黑色雕像的組成為三層樂高磚(每層兩個 1x2 磚組成)+一層樂高板(兩個 1x4+兩個 1x2 薄板)，
灰色雕像上部則另含有半個樂高人偶。 

2. 每個雕像外，都有一個黑色佛塔(Stu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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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競賽規則 

1. 機器人可儲存多種程式，但競賽期間參賽者必須選擇一種並按下執行以啟動該程式。參賽者

不得輸入任何指令或設定於所選用程式。更多細節請參照「WRO 2013 通用規則：E. 通用

規則－競賽」 
2. 機器人完成挑戰的時間是２分鐘。啟動前，機器人尺寸不超過為 250mm x 250mm x 250mm，

但啟動後尺寸大小不設限。 
3. 機器人必須保持在「關機」的狀態下，以在套量箱內的姿勢至開始區擺放機器人。這時裁判

才會示意選手打開電源選擇要執行的程式（還不能執行）。若機器人一執行程式就會開始動

作，那就要等裁判喊開始時才能執行程式。（選手必須為此考量控制器安裝的位置） 
4. 如果執行程式後機器人還要靠感應器觸發才會開始動作，裁判示意選手打開電源選擇程式

後，先執行程式是可以的；但執行之後只允許選手有一個觸發感應器的動作，這些動作必須

在裁判全程見證且滿意的情況下，比賽才會開始。 
5. 出發前機器人必須完全在出發區(綠色區域)內（機器人的所有部位的正投影均不得超出邊框

的內緣）。 
6. 每個佛塔包圍一個雕像，放置在 4 個灰色區域之一。場上道具共有 4 個黑色佛塔、3 個灰色

雕像及 1 個黑色雕像，4 個雕像將隨機放置在 4 個灰色區域內。灰色雕像為良品，不得被移

出灰色區域外，每個灰色雕像被移出灰色區域將被扣分(-5/個)。 
7. 機器人自開始區(Start Area)展開任務，它必須先穿過低谷(可接觸底部)、然猴進入 “聖區”。

在聖區，它必須將所有灰色區域內的佛塔(Stupa)移開(完全移除離開灰色區域)，將黑色雕像

(劣品)帶回終止區，而必須把灰色雕像(良品)留存在灰色區域內。最後，機器人攜回黑色雕

像、通過階梯，將他帶回 “完成”區域 (機器人完全進入終止區，Finish Area)，所謂完全進

入意指機器人所有部位與桌台的接觸點皆在終止區內。 

 
8. 機器人允許掉落或分離物件以協助完成任務。但機器人的主體(至少包含 NXT 控制器、馬

達、感測器等) 仍必須(完整)進入終止區(如 7 所述)。 
9. 每回合開始前，黑色雕像將隨機(由裁判抽籤決定)放置於何灰色區域內 (4 個灰色區域之一)。 
10. 出現以下情況之一，比賽會結束且計時停止： 

a. 選手在出發後觸碰機器人（時間以 2 分鐘計） 
b. 比賽時間到（時間以 2 分鐘計） 
c. 機器人回到停止區（記錄結束時間） 
d. 機器人完全離開桌台（時間以 2 分鐘計） 
e. 參賽者要求停止（時間以 2 分鐘計） 
f. 違反任何比賽規則（時間以 2 分鐘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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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得分(或扣分) 

1. 比賽結束 (計時停止)時，才會計算得分。 
2. 機器人完全通過低谷區(Vally)，可得 10 分 (只計算 1 次)。 
3. 機器人將佛塔成功完全移出灰色區域 (合計 60 分) 

每一個，得 10 分，共 40 分。 
所有佛塔 (4 個) 均被移出灰色區域，再得 20 分。 

4. 黑色雕像(劣品) 被移出灰色區域，得 10 分。 
5. 灰色雕像(良品) 被移出灰色區域，得 -5 分/個 (每個扣 5 分)。 
6. 機器人成功回到終止區(最高 20 分)， 

 未帶回黑色雕像 10 分   (回終止區 10 分) 
 成功帶回黑色雕像 20 分 (回終止區 10 分+攜回黑色雕像 10 分) 

7. 滿分 100 分 
=  通過低谷  (10 分) 
+ 將佛塔移出灰色區域  (40 分，每個 10 分，共 4 個) 
+  全部佛塔均被移出灰色區域  (20 分) 
+  將黑色雕像移出灰色區域  (10 分) 
+  成功攜回黑色雕像且回終止區  (20 分，10+10 分) 

8. 成績排名方式 
依照「WRO 2013 通用規則：E. 通用規則－競賽-7.成績 7.3」規定，本競賽項目之排名方

式為: 「最佳分數」→「次佳分數」→「最佳分數之回合時間」→「次佳分數之回合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