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世界機關王大賽臺中市賽簡章 

 

 

 

 
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承辦單位：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 

臺中市賽資訊網：www.whjh.tc.edu.tw 

萬和國中首頁（右下）相關連結項下／2022年世界機關王競賽 臺中市賽網站 

世界機關王競賽官網：www.worldgreenmech.com  

活動聯絡人：徐貴芝組長  

聯絡電話：04-23817264 分機713   

E-mail ：kueichihhsu@gmail.com 

  

http://www.whjh.tc.edu.tw/


壹、活動主旨  

2022世界機關王臺中市競賽融合 STEAM (Science科學、Technology 科技、

Engineering工程、Art藝術 以及 Mathematics數學)五個構面的學習與發展。

「機關整合賽」讓參賽者應用課堂中所學的科學概念、科技知識，透過積木、動

手實作、運用運算思維、美術設計等方式發揮巧思及創意，並透過做中學達到推

動 STEAM教育之目的，也提供學子們一個盡情發揮、表現的舞台。 

藉由此活動讓本市的學生可透過積木的組裝獲得科學概念及科技知識的學

習與切磋機會，期能吸引更多學校組隊參賽，落實十二年國教中創意發展及適性

揚才的教育理念。 

 

貳、賽事及分組表：  

    比賽日期：111/04/09(六)  07:30~17:00(含頒獎典禮) 
 2.1. (表) 

競賽 機關整合賽（GM） 機器人任務賽（R4M） 備註 

參賽對象 

（1） 國小： 

基礎組 

進階組 

（2） 國中： 

基礎組 

進階組 

（3）高中職組 

（1）國小組 

（2）國中組 

（3）高中職組  

以110學年度學籍為參

賽組別及校別之判斷標

準。參賽學生不分年

級、可跨校組隊，以隊

員中最高年級學生及其

學籍所屬學校，作為表

單中之第一位隊長選

手，及報名代表之參賽

學校。 

每隊人數 3-4人 3人 更換選手請參閱2.1.2. 

指導老師 1-3人 1-3人 
指導老師可為學校教師

或學生家長。 
 

 2.1.2 更換選手：僅能以書面進行 

若因不可抗拒之外力因素，可由指導老師於111年03月23日(三)，領隊會議進行前提出

更換選手之申請。每隊以不超過原報名人數50%為限，請檢附表件9.3之核章正本，於

時限前(以郵戳為憑)，逕寄送至市立萬和國中教務處 

(封面請註記：2022世界機關王大賽 臺中市賽選手名單更換申請表)。  

2.1.3 禁止跨組報名： 

因GM組競賽及R4M組競賽為同時進行，為避免衍生相關爭議，禁止跨組報名。如經主辦

單位發現或是經檢舉屬實，將取消參賽及得獎之相關資格。  



2.2. 報名世界機關王大賽臺灣賽資格說明： 

請自行參閱「2022 世界機關王大賽世界賽暨臺灣賽簡章」及辦理相關事宜。 

世界機關王競賽官網：www.worldgreenmech.com 

 

參、報名流程及領隊會議 

3.1. 報名資料： 

參加臺中市賽之隊伍，以校為單位須於期限內完成線上報名表單之填報。 

3.1.2  GM機關整合組競賽： 

各組別合計報名上限隊伍為70隊，各校報名隊數以2組為原則(基礎組、進階組合

併計算)。若欲報名組數超過2組，請於填報線上報名表單時，自行依參賽優先次

序依序填報。主辦單位將於報名截止時統計，並依各校填表時間先後及參賽次序，

依序遞補至70組為止。 

3.1.3  R4M機器人任務組競賽： 

報名上限隊伍為32組，各校報名組數以1組為原則。若欲報名組數超過1組，請於

填報線上報名表單時，自行依參賽優先次序依序填報。主辦單位將於報名截止時

統計，並依各校填表時間先後及參賽次序，依序遞補至32組為止。 

3.2. 隊伍名稱： 

參賽隊伍須以使用中文或英文作為隊伍名稱，若參賽隊伍名稱與其他隊伍同名，

則尊重優先完成報名手續之隊伍，主辦單位會另行通知隊伍更名；中文隊名限定

至多7個字，英文隊名限定30個字母(含空格)且不得有任何不雅或影射字眼，主

辦單位有要求隊伍更名之權利。  

3.3. 報名方式、期程及參賽名單： 

請於期限內逕上萬和國中首頁（右下）相關連結項下／2022年世界機關王競賽 臺

中市賽網站，由各校自行進行填報，填報期程為： 

           111.02.07(一) 08：30起 ～ 111.02.25(五) 17：00止。 

3.3.2  參賽名單： 

依各校線上填報之時間先後順序，依簡章規範之隊伍數，進行錄取隊伍排序。 

3.3.2  參賽名單公告： 

111.03.09(三) 中午 12：00後，公告於臺中市萬和國民中學首頁，『2022年世

界機關王競賽臺中市賽』網頁。 

3.4. 領隊會議： 

3.4.2 時間：111 年 03月 23日（三）13:30至 16:30。 

3.4.3 地點：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 

3.4.4 內容：競賽規則、競賽內容疑問、比賽日流程說明，選手名單更換…等。 

 

 

 

http://www.worldgreenmech.com/


3.5. 注意事項： 

活動線上報名網址、活動最新相關公告、其他補充規定事項…等事宜，將另行於

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首頁，『2022年世界機關王大賽臺中市賽』網頁中公告，

敬請留意。  

 

肆、比賽進行 

4.1. 身份檢錄： 

請參賽隊伍填妥「9.1.在學證明資料」，於競賽當天身份、材料檢錄時繳交，若

未繳交者，選手需配合現場拍照存證備查。  

4.2. 出入限制： 

參賽隊伍之指導老師或家長，於競賽時間未經允許擅自進入比賽會場或傳遞物品

予參賽者，經舉發屬實者，扣該隊總分5分。  

4.3. 電源規範： 

本競賽禁止使用鉛蓄電池、不斷電系統（UPS）…等大型危險電池，經舉發屬實

者，扣該隊總分5分。 

4.4. 干擾他人： 

競賽期間，所有隊伍禁止以任何形式（例：奔跑、喧嘩）影響其他隊伍製作與妨

礙評審評比，經勸阻不改善者，扣該隊總分5分。  

4.5. 場地設備： 

機關王整合賽與機器人任務賽皆提供參賽者作品展示桌，隊伍如須使用椅子，可

自行攜帶，但不得阻礙主要通道且需自行負責使用安全。  

4.6. 通訊與通訊器材： 

競賽時間內，應製作需求可使用3C設備但不得與競賽場地外人員以任何方式交談、

通話或傳送訊息，如查證屬實，扣該隊總分5分。  

4.7. 物品所有權： 

蓄意破壞、偷竊、強奪或詐取其他隊伍之物品，遭檢舉且經查證屬實之隊伍，扣

該隊總分5分。  

4.8. 可攜帶資料： 

參賽隊伍可攜帶紙本、圖片、影音檔…等資料參閱。  

4.9. 資料保存： 

各組須於競賽時間配合主辦單位錄製其作品運作過程，以供存查。  

4.10. 爭議處理： 

參賽選手應尊重評審與大會之決定，製作或評比過程中若對認定有疑慮需當下向

評審提出異議，若仍無法達成共識，需請現場工作人員帶至大會秘書處填寫申訴

書（請參閱9.2.競賽申訴單），並請評審長做最後裁定，最後裁定會向申訴選手

說明後，請選手簽名確認。競賽結束後，不再接受異議提出。 

 



4.11. 競賽規則及作品規範說明： 

因本次市賽之目標為選拔及推薦臺中市參加「2022世界機關王大賽世界賽暨臺灣

賽」之名單，故相關之詳細競賽規則及作品規範說明，請參賽學校上網(世界機

關王競賽官網：www.worldgreenmech.com)自行參閱「2022世界機關王大賽世界

賽暨臺灣賽簡章」。 

 

伍、參賽證明與獎勵 

5.1. 名次及獎項： 

依2.1(表)之相關分組，以各分組第一名1隊、第二名2隊、第三名3隊為原則，另

依實際作品呈現效果，由大會裁判團另決定佳作組數。實際錄取之優勝及佳作組

數，主辦單位得依各組實際報名組數，經大會裁判團討論後調整之。 

會後於現場進行優勝組別(第一、二、三名)之獎品頒發，另所有獎項之獎狀將於

賽後寄送到指導老師（報名表中第一位）之服務單位。 

5.2. 指導老師敘獎：  

第一名：嘉獎貳次；第二名及第三名：嘉獎乙次；佳作：獎狀乙禎。由各校依競

賽結果正式函文，本權責辦理之。 

5.3. 參賽證明： 

凡參賽之隊伍，於競賽當天將獲頒學生參賽證明以資鼓勵、指導老師可獲得指導

證明，皆於當天發送。 

5.4.  本市選拔參加臺灣賽之相關薦送隊伍數量及資格請參閱2.4.說明。 

 

陸、相關聲明 

6.1. 智慧財產權： 

參賽者於線上報名系統中，須由指導教師確認作品原創聲明，並勾選，確保其參

賽作品未侵犯他人之專利或智慧財產權，如需使用，可報名時繳交著作權者授權

書以茲證明為合法使用。  

6.2. 主辦單位之智慧財產權： 

參賽隊伍須將作品之智慧財產權授權予主辦單位，主辦單位基於教育宣傳等需要，

對獲獎作品有修改、攝影、出版、著作、展覽、生產及其他圖版揭載等權利，獲

獎者不得提出異議；並於必要時，主辦單位得針對獲獎作品進行衍生設計。  

 

 

 

 

 

 



柒、 機關整合競賽(GM)競賽時程說明： 

國小及國中-GM 機關整合競賽-基礎組 賽程 

時間 主題 活動內容 

07：40-08：20  報到 

1. 請於參賽選手於此時間內進入比賽會場，將比賽用品整齊放置於桌 

面下，可將作品最底層之底盤(60*180cm)先組裝完成放置於桌面上。  

2. 8：00後報到之隊伍，僅參賽選手得進入比賽會場，指導老師與家長 

不得進入。 

08：00-08：50  

材料檢查

& 

資料繳交 

1. 08：00後指導老師需離開現場，不得再進入賽場。  

2. 裁判會進行材料檢查，檢查標準為積木均不得與任何東西連接 

  （包括其他積木或生活用品）；除鍊條外，其餘積木零件均不得事 

   前組裝）。 

3. 檢查合格後會貼合格標籤，該組同學請坐在桌邊，不得觸碰所有材 

   料。  

4. 個人隨身包包可帶入場內，需於檢錄時放置於桌面配合檢查。  

5. 繳交在學證明，請參閱9.1.在學證明資料。  

08：50-09：00  規則說明 由大會公告領隊會議修正及重要比賽注意事項。 

09：00-11：00  
製作時間 

120 min 

1. 請遵守相關競賽規則。  

2. 比賽當天隨機抽選出任務數及順序，並依照此順序及任務設計機關。 

3. 製作期間，請勿奔跑，並請注意勿碰觸其他組作品。 

4. 比賽時間共120分鐘。  

11：00-12：00  作品評分 
評分方式及內容向度，請參閱「2022世界機關王大賽世界賽暨臺灣賽」

簡章。 

12：00-12：30  頒獎 視評審狀況而定，敬請見諒。 

賦歸 

 

 

 

 

 

  



國小及國中-GM 機關整合競賽-進階組 賽程 

時間 主題 活動內容 

07：40-08：20 報到 

1. 請於參賽選手於此時間內進入比賽會場，將比賽用品整齊放置於桌 

面下，可將作品最底層之底盤(60*180cm)先組裝完成放置於桌面上。  

2. 8：00後報到之隊伍，僅參賽選手得進入比賽會場，指導老師與家長 

不得進入。 

08：00-08：50 

材料檢查

& 

資料繳交 

1. 08：00後指導老師需離開現場，不得再進入賽場。  

2. 裁判會進行材料檢查，檢查標準為積木均不得與任何東西連接 

  （包括其他積木或生活用品）；除鍊條外，其餘積木零件均不得事前 

   組裝）。 

3. 檢查合格後會貼合格標籤，該組同學請坐在桌邊，不得觸碰所有材 

   料。  

4. 個人隨身包包可帶入場內，需於檢錄時放置於桌面配合檢查。  

5. 繳交在學證明，請參閱9.1.在學證明資料。  

08：50-09：00 規則說明 由大會公告領隊會議修正及重要比賽注意事項。 

09：00-11：40 
製作時間 

160 min 

1. 請遵守相關競賽規則。  

2. 製作期間及中午離場時，請勿奔跑，並請注意勿碰觸其他組作品。  

3. 比賽時間共160分鐘，中午離場前，請記得整理場地，物品可集中放 

   置於桌下。  

4. 11：00將由大會工作人員，至比賽隊伍收取科學概念自評表。 

11：40-13：00 
午餐/  

休息 
請協助做好垃圾分類。 

13：00-13：10 集合進場 等候大會宣布集合進場，逾時未進場視同棄權。  

13：10-13：20 作品微調 等候大會宣布統一開始微調。  

13：20-16：00 作品評分 
評分方式及內容向度，請參閱「2022世界機關王大賽世界賽暨臺灣賽」

簡章。 

16：00-16：30 作品交流 開放家長及指導老師進場交流  

16：30 頒獎典禮 視評審狀況而定，敬請見諒  

賦歸 

 

 

 

 

 

 

 

 



高中職組-GM 機關整合競賽-基礎組 賽程 

時間 主題 活動內容 

07：40-08：20  報到 

1. 請於參賽選手於此時間內進入比賽會場，將比賽用品整齊放置於桌 

面下，可將作品最底層之底盤(60*60cm)先組裝完成放置於桌面上。  

2. 8：00後報到之隊伍，僅參賽選手得進入比賽會場，指導老師與家長 

不得進入。 

08：00-08：50  

材料檢查

& 

資料繳交 

1. 08：00後指導老師需離開現場，不得再進入賽場。  

2. 裁判會進行材料檢查，檢查標準為積木均不得與任何東西連接 

  （包括其他積木或生活用品）；除鍊條外，其餘積木零件均不得事 

   前組裝）。 

3. 檢查合格後會貼合格標籤，該組同學請坐在桌邊，不得觸碰所有材 

   料。  

4. 個人隨身包包可帶入場內，需於檢錄時放置於桌面配合檢查。  

5. 繳交在學證明，請參閱9.1.在學證明資料。  

08：50-09：00  規則說明 由大會公告領隊會議修正及重要比賽注意事項。 

09：00-11：00  
製作時間 

120 min 

5. 請遵守相關競賽規則。  

6. 比賽當天隨機抽選出任務數及順序，並依照此順序及任務設計機關。 

7. 製作期間，請勿奔跑，並請注意勿碰觸其他組作品。 

8. 比賽時間共120分鐘。  

11：00-12：00  作品評分 
評分方式及內容向度，請參閱「2022世界機關王大賽世界賽暨臺灣賽」

簡章。 

12：00-12：30  頒獎 視評審狀況而定，敬請見諒。 

賦歸 

 

  



捌、機器人任務賽(R4M)規則說明  

  

R4M-機器人任務賽 賽程 

時間 主題 活動內容 

07：40-08：20 報到 

1. 請於參賽選手於此時間內進入比賽會場，將比賽用品整齊放置於桌面 

   下。  

2. 8：00後報到之隊伍，僅參賽選手得進入比賽會場，指導老師與家長 

   不得進入。 

08：00-08：40 

材料檢查 

& 

資料繳交 

1. 08：00後指導老師需離開現場，不得再進入賽場。  

2. 裁判會進行材料檢查，檢查標準為積木均不得與任何東西連接；  

   除鍊條外，其餘積木零件均不得事前組裝。 

3. 檢查合格後會貼合格標籤，該組同學請坐在桌邊，不得觸碰所有材料。  

4. 個人隨身包包可帶入場內，需於檢錄時放置於桌面配合檢查。  

5. 繳交在學證明，請參閱9.1.在學證明資料。  

08：40-09：00 規則說明 由大會公告領隊會議修正及重要比賽注意事項。 

09：00-11：00 
製作 & 

練習時間 

1. 請遵守競賽規則。  

2. 練習時請遵守順序，練習時間為標準比賽時間以內，並由助理裁判 

   協助掌控時間。  

3. 中午離場前，請記得整理場地。 

10:00-11:30 檢錄時間 

1. 練習完畢後請盡早排隊，11:30後即無法再排隊檢錄，裁判僅就 

11:30前排隊隊伍進行檢錄。遲到隊伍，須由教練提出說明並登記，

經評審會議酌扣分數，以維護比賽公平。 

2、查驗車身不可有金屬材質零件 

3、秤重 (除AB車外包含A車兩組備用機械臂及C自動化平台) 

4、參賽機器人檢查後需由大會統一保管(含C自動化平台) 

5、環境整潔評分 (組裝區零件散落或髒亂扣總成績 5分) 

5、車子尺寸參考 「2022世界機關王大賽暨臺灣賽簡章」8.2.1 

6、檢錄後選手離場時，需將所有物品（例如筆電、積木零件、未使用電 

   控器材等 …）帶離比賽會場。 

11：30-12：30 午餐 請協助做好垃圾分類。 

12：30-12：50 集合進場 
逾時沒進場視為棄權 ，進場時選手只能攜帶比賽用筆電、 平板或手機，

其餘物品均不可攜帶入場 。 

13：00-16：00 競賽時間  

16：00 頒獎典禮 視評審狀況而定，敬請見諒  

賦歸 



玖、附件表格 

9.1.在學證明資料： 

2022世界機關王大賽臺中市賽 選手在學證明 

校名(全銜)  

隊伍名稱  

競賽項目 □ GM機關整合競賽    □R4M機器人任務競賽  

參賽組別 
  □ 國小基礎組      □ 國小進階組 

  □ 國中基礎組      □ 國中進階組     □高中職組 

照片 （正面，需清晰） （正面，需清晰） （正面，需清晰） （正面，需清晰） 

學生 

姓名 

隊長 

 

組員 1 

 

組員 2 

 

組員 3 

 

就讀學校 

及班級 

    

出生年月日     

茲證明上列學生仍於本校就讀，且上列資料正確無誤。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月       日 



9.2 競賽申訴單： 

2022世界機關王大賽臺中市賽 競賽申訴單 

申訴隊伍  

申訴人  

申訴事由  

受理人  

處理情形  

申訴人簽名  

 
說明一：未填寫本申訴單者，不予受理。 

說明二：申訴人應為教練或學生之法定監護人以維效力。 

說明三：大會裁判長依據申訴事由進行瞭解及判定後，須將結果填入「處理情形」

欄位中，並向申訴人說明後請申訴人簽名，如申訴人因對處理結果不滿意，拒絕

簽名，裁判長得於「申訴人簽名」欄位中子加註。 



9.3 選手名單更換申請表： 

2022世界機關王大賽臺中市賽 選手名單更換申請表 

校名(全銜)  

隊伍名稱  

競賽項目 □ GM機關整合競賽    □R4M機器人任務競賽  

參賽組別 
  □ 國小基礎組      □ 國小進階組 

  □ 國中基礎組      □ 國中進階組     □高中職組 

原本 

線上表單 

報名學生 

隊長 

 

組員 1 

 

組員 2 

 

組員 3 

 

更換後 

正式 

報名學生 

隊長 

 

組員 1 

 

組員 2 

 

組員 3 

 

就讀學校 

及班級 

    

出生年月日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月       日 

更換選手說明：僅能以書面進行。可由指導老師於111年03月23日(三)，領隊會議進行前提出

更換選手之申請。每隊以不超過原報名人數50%為限，於時限前(以郵戳為憑)，逕寄送至市立

萬和國中教務處(封面請註記：2022世界機關王大賽 臺中市賽選手名單更換申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