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0花蓮太平洋全國無人機運算思維賽 

暨 

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東部分區賽 

一. 緣起 

  在體驗過自走車程控駕駛及無人機遨翔天際的自由之後，教育界

迎來的重量級繼承者應該非屬機甲大師 Robomaster S1 不可。它看起來笨重的

裝甲外型內，隱藏著各種先進的科技結晶。優秀的 AI人工智慧運算搭配高解析

度的攝影鏡頭，讓 S1能夠「看見」這個世界，再透過影像處理把看見的影像轉

化成各種數據，回饋給 S1 做線路駕駛及瞄準射擊的調整，AI不再是艱深難以

碰觸的領域。佈滿感測元件的機身裝甲能讓設計科系學生學習如何結合美感設

計及實際應用。而靈活的傳動及操控能力，更是機械設計者的完美典範。為因

應新課綱科技領域邁入第二年之際，希望藉由將新世代教育思維注入偏鄉學

校，從小扎根，讓參賽的學童了解機甲大師的系統組成、麥克納姆輪的平移原

理外，也讓學童認識學習如何使用程式進行視覺辨識及自動控制的相關應用。 

二. 目的 

(一)培養及提昇學生對新興科技的研究動機，Robomaster S1配備最新

的麥克納姆輪，讓 S1能在車身不轉彎的情況下，進行四面八方的

平移。而無刷馬達所帶來的低噪音運轉，源源不絕的動力輸出，讓

駕駛 S1成為一種樂趣。 

(二)AI人工智慧不可否認是目前最夯的科技，但是大家都會懷疑 AI 到

底能應用在什麼行業及領域？不是只會下圍棋吧！機器學習、深度

學習、邊緣運算這些專有名詞有聽沒有懂。S1強大的人工智慧運

算，不需學生花時間去學習艱難的 AI原理，不必花大量時間去訓

練取得模型，就可以透過內建的攝影鏡頭進行 6種視覺辨識：線路

識別、人物追蹤、姿態識別、標籤識別、聲音偵測，機器人識別。 



2 

(三)長久以來一直被應用在自動控制上的 PID （比例、積分及微分）控

制，也配備在 S1 的程式架構裡面，學生不用先學會什麼是 PID 就

能輕易使用 PID 控制來調整及優化線路識別及標籤識別，讓 S1走

得更快更準確。 

(四)FPV (First-Person View) 通常都只使用在無人機的駕駛上，S1把

它應用在機甲大師上，讓自己開車時的緊張及樂趣完全呈現在面

前。配備在機身上的砲台更是舒發攻擊慾望的武器，靈活的上下左

右旋轉，聲光震憾的光彈及水彈發射，滿足了長久渴望的征服感。 

三. 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 

四. 指導單位：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五. 承辦單位：花蓮縣立玉里國民中學 

六. 協辦單位：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緯育股份有限公司。 

七. 專業顧問：蘇恆誠老師、大疆創新 

八. 時間：109年 10月 31日(六)~ 109年 11月 1日(日) 

九. 地點：花蓮縣立玉里國民中學體育館。 

十. 參加對象：全國公私立高中職、國中及國小學生。 

十一. 競賽項目： 

(一)A項 S1競技對戰 (參賽對象 9~15歲、15~19歲)：每隊應有指導老

師 1人，選手 4名。 

賽制採對戰淘汰賽，每個組別取 8隊進入準決賽。 

(二)B項 S1單機闖關計時賽(參賽對象國中、高中)：每隊應有指導老

師 1人，選手 1~2名。 

賽制採計時計分賽，成績最佳之前幾名隊伍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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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C項 無人機遙控障礙賽(參賽對象國小、國中、高中職)：每隊應有

指導老師 1人，選手 1~2名。 

賽制採計時計分賽，成績最佳之前幾名隊伍獲獎。 

(四)D項 無人機程控障礙賽(參賽對象初階國小、初階國中、高中職大

專)：每隊應有指導老師 1人，選手 2~3名。 

賽制採計時計分賽，每個組別取成績最佳之前 5隊進入準決賽。 

十二. 競賽項目及獎項 

項目別 A項：S1競技對

戰-(手控), 可加

自定義技能(程

控) 

1. 每校每項每組別限報 2隊，每組別最

多 40 隊 
2. 競賽種類報名註冊須達 4隊(含)以

上，始列入該項目競賽。 
3. 報名期限：從公告日起至 109年 10

月 11日。 

B項：S1單機闖

關計時賽(程控) 

C項：無人機遙

控障礙賽 

D項：無人機程

控障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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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比賽設各種優勝獎牌及獎狀、以鼓勵成績優良之單位及選手，獎勵原則如

下： 

獎項 競賽項目 B、C參賽隊伍數 10隊(含)以內取前 4名： 

1~3名 
金、銀、銅獎牌 

花蓮縣政府獎狀乙張 

佳作 1名 花蓮縣政府獎狀乙張 

競賽項目 B、C參賽隊伍數 11~15隊取前 6名： 

1~3名 
金、銀、銅獎牌 

花蓮縣政府獎狀乙張 

佳作 3名 花蓮縣政府獎狀乙張 

競賽項目 B、C參賽隊伍數 16~20隊(含)以上取前 8名： 

1~2名 
金、銀獎牌 

花蓮縣政府獎狀乙張 

3名銅獎牌 花蓮縣政府獎狀乙張 

佳作 3名 花蓮縣政府獎狀乙張 

競賽項目 A 取前 4 名，每一組別前 2 名晉級亞洲機器人運動

競技大賽—台灣區總決賽 

1~3名 
金、銀、銅獎牌 

花蓮縣政府獎狀乙張 

佳作 1名 花蓮縣政府獎狀乙張 

競賽項目 D 取前 5 名，每一組別前 2 名晉級亞洲機器人運動

競技大賽—台灣區總決賽 

1~3名 
金、銀、銅獎牌 

花蓮縣政府獎狀乙張 

佳作 2名 花蓮縣政府獎狀乙張 

註 1：每校每項每組別僅限報名 2隊，例如：玉里國中可報名 A項比賽 2隊、B

項比賽 2隊、C項比賽 2隊及 D項比賽 2隊，累計至多 8隊(選手可重複)。 

註 2：跨校組隊者，每校佔 0.5隊，因此該項目可再跨校組一隊但校內不得再

獨立報名 1隊。 

註 3：視報名隊伍數多寡，決定一日(10/31)競賽或兩日(10/31~11/01)競賽。 

註 4：詳細比賽規則及場地，請參閱競賽細則。 

註 5：報名連結: https://contest.hlc.edu.tw/drone.asp 

註 6：各隊網路報名的先後順序會用來當作賽前練習及比賽的出場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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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安全規範：所有進入競賽警戒區的人員都必須配戴安全眼鏡，以免遭到

水彈誤擊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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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競賽流程表 

10月 31日(六) 11 月 01日(日) 

地點 

時間 
體育館 

琢玉樓 
體育館 

美術教室 合奏室 

上 

午 

 (B) 

S1 

單 

機 

闖 

關 

計 

時 

賽 

(D) 

無 

人 

機 

程 

控 

障 

礙 

賽 

(初賽) 

(C) 

無 

人 

機 

遙 

控 

障 

礙 

賽 

(D) 

無 

人 

機 

程 

控 

障 

礙 

賽 

(準決賽) 

中 

午 午餐時間 午餐時間 

下 

午 

(A) 

S1 

競 

技 

對 

戰 

 

 

(初賽) 

(D) 

無 

人 

機 

程 

控 

障 

礙 

賽 

(初賽) 

(C) 

無 

人 

機 

遙 

控 

障 

礙 

賽 

(A) 

S1 

競 

技 

對 

戰 

 

 

(準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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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1日(六) 

時間 流程 競賽項目別 

08:20~08:40 報到 
 

08:40~09:00 開幕典禮 

09:00~09:10 閱讀規則說明 

(B)  S1闖關計時賽 

 

(C)  無人機遙控障礙賽 

 

(D)  無人機程控障礙賽(初賽) 

09:10~10:10 場地練習 

10:10~10:20 選手檢錄 

10:20~12:00 競賽時間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10 場地練習 

(A) S1競技對戰(初賽) 

 

(C) 無人機遙控障礙賽 

 

(D) 無人機程控障礙賽(初賽) 

 

14:10~14:20 選手檢錄 

14:20~16:30 競賽時間 

16:30~17:00 成績計算 

17:00~17:30 公布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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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01日(星期日) 

時間 流程 競賽項目別 

08:20~09:00 報到 

(D) 無人機程控障礙賽準決賽 

09:00~09:10 閱讀規則說明 

09:10~10:10 場地練習 

10:10~10:20 選手檢錄 

10:20~12:00 競賽時間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3:30 場地練習 

(A) S1競技對戰準決賽 13:30~13:40 選手檢錄 

13:40~14:30 競賽時間 

14:30~15:00 成績計算  

15:00~15:30 頒獎  

15:30~16:00 閉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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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流程總表 
(最終之比賽進行時間表，會在報名結束，統計報名隊伍數後再行公告) 

10 月 31日(六) 11月 01日(日) 

時間 流程 競賽內容 時間 流程 競賽內容 

08:20~08:40 報到 

 08:20~09:00 報到  
08:40~09:00 開幕典禮 

09:00~09:10 
閱讀規則

說明 (B) S1闖關

計時賽 

(C) 無人機

遙控障礙賽 

(D) 無人機

程控障礙賽

(初賽) 

09:00~09:10 
閱讀規則

說明 

(D) 無人機

程控障礙賽

準決賽 

09:10~10:10 場地練習 09:10~10:10 場地練習 

10:10~10:20 選手檢錄 10:10~10:20 選手檢錄 

10:20~12:00 競賽時間 10:20~12:00 競賽時間 

12:00~13:00 午餐時間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10 場地練習 

 

(A) S1競技

對戰賽 

(C) 無人機

遙控障礙賽 

(D) 無人機

程控障礙賽

(初賽) 

13:00~13:30 場地練習 

(A) S1競技

對戰賽準決

賽 

14:10~14:20 選手檢錄 13:30~13:40 選手檢錄 

14:20~16:30 競賽時間 13:40~14:30 競賽時間 

16:30~17:00 成績計算 14:30~15:00 成績計算 

17:00~17:30  公布成績 15:00~15:30 頒獎 

   15:30~16:00 閉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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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協力單位 

單位名稱 協辦項目 備註 

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 競賽場地設備及裁判支援  

先創國際 Robomaster S1 & S1 EP 專案優惠供貨

與支援  

蘇恆誠老師 競賽規畫統籌指導 

原廠聯繫管道 

教育訓練講師 

原廠專案優惠洽談及來賓邀約 

媒合外界資源及媒體行銷推廣 

 

大疆創新 競賽技術支援  

緯育股份有限公司 競賽場地設備及經費支援  

 

 

十六. 各場場地練習結束前 20分鐘為領隊會議，處理各種偶發狀況，評審團決

議後，立即公告於玉里科技中心粉絲頁上及現場廣播通知。 

十七. 為利於賽程時間掌控，2日賽程大會有權以大會場地閒置狀況進行賽事

調整，並於賽前 1小時公告於玉里科技中心粉絲頁上及現場廣播通知，參

賽隊伍需隨時注意公告及廣播，若檢入逾時大會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十八. 本計畫執行有功人員依據「花蓮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教育專業人員獎懲

作業要點辦理敘獎。 

十九. 本計畫由相關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二十. 主辦單位保有所有相關活動最終解釋權及活動更改之權利。 

  


	2020花蓮太平洋全國無人機運算思維賽
	暨
	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東部分區賽
	一. 緣起
	在體驗過自走車程控駕駛及無人機遨翔天際的自由之後，教育界迎來的重量級繼承者應該非屬機甲大師 Robomaster S1 不可。它看起來笨重的裝甲外型內，隱藏著各種先進的科技結晶。優秀的AI人工智慧運算搭配高解析度的攝影鏡頭，讓S1能夠「看見」這個世界，再透過影像處理把看見的影像轉化成各種數據，回饋給 S1 做線路駕駛及瞄準射擊的調整，AI不再是艱深難以碰觸的領域。佈滿感測元件的機身裝甲能讓設計科系學生學習如何結合美感設計及實際應用。而靈活的傳動及操控能力，更是機械設計者的完美典範。為因應新課綱...
	二. 目的
	(一) 培養及提昇學生對新興科技的研究動機，Robomaster S1配備最新的麥克納姆輪，讓S1能在車身不轉彎的情況下，進行四面八方的平移。而無刷馬達所帶來的低噪音運轉，源源不絕的動力輸出，讓駕駛S1成為一種樂趣。
	(二) AI人工智慧不可否認是目前最夯的科技，但是大家都會懷疑 AI 到底能應用在什麼行業及領域？不是只會下圍棋吧！機器學習、深度學習、邊緣運算這些專有名詞有聽沒有懂。S1強大的人工智慧運算，不需學生花時間去學習艱難的AI原理，不必花大量時間去訓練取得模型，就可以透過內建的攝影鏡頭進行6種視覺辨識：線路識別、人物追蹤、姿態識別、標籤識別、聲音偵測，機器人識別。
	(三) 長久以來一直被應用在自動控制上的 PID （比例、積分及微分）控制，也配備在 S1 的程式架構裡面，學生不用先學會什麼是 PID 就能輕易使用 PID 控制來調整及優化線路識別及標籤識別，讓S1走得更快更準確。
	(四) FPV (First-Person View) 通常都只使用在無人機的駕駛上，S1把它應用在機甲大師上，讓自己開車時的緊張及樂趣完全呈現在面前。配備在機身上的砲台更是舒發攻擊慾望的武器，靈活的上下左右旋轉，聲光震憾的光彈及水彈發射，滿足了長久渴望的征服感。
	三. 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
	四. 指導單位：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五. 承辦單位：花蓮縣立玉里國民中學
	六. 協辦單位：台灣創新自造者學會、緯育股份有限公司。
	七. 專業顧問：蘇恆誠老師、大疆創新
	八. 時間：109年10月31日(六)~ 109年11月1日(日)
	九. 地點：花蓮縣立玉里國民中學體育館。
	十. 參加對象：全國公私立高中職、國中及國小學生。
	十一. 競賽項目：
	(一) A項 S1競技對戰 (參賽對象 9~15歲、15~19歲)：每隊應有指導老師1人，選手4名。
	賽制採對戰淘汰賽，每個組別取8隊進入準決賽。
	(二) B項 S1單機闖關計時賽(參賽對象國中、高中)：每隊應有指導老師1人，選手1~2名。
	賽制採計時計分賽，成績最佳之前幾名隊伍獲獎。
	(三) C項 無人機遙控障礙賽(參賽對象國小、國中、高中職)：每隊應有指導老師1人，選手1~2名。
	賽制採計時計分賽，成績最佳之前幾名隊伍獲獎。
	(四) D項 無人機程控障礙賽(參賽對象初階國小、初階國中、高中職大專)：每隊應有指導老師1人，選手2~3名。
	賽制採計時計分賽，每個組別取成績最佳之前5隊進入準決賽。
	十二. 競賽項目及獎項
	十三.
	本次比賽設各種優勝獎牌及獎狀、以鼓勵成績優良之單位及選手，獎勵原則如下：
	註1：每校每項每組別僅限報名2隊，例如：玉里國中可報名A項比賽2隊、B項比賽2隊、C項比賽2隊及D項比賽2隊，累計至多8隊(選手可重複)。
	註2：跨校組隊者，每校佔0.5隊，因此該項目可再跨校組一隊但校內不得再獨立報名1隊。
	註3：視報名隊伍數多寡，決定一日(10/31)競賽或兩日(10/31~11/01)競賽。
	註4：詳細比賽規則及場地，請參閱競賽細則。
	註5：報名連結: https://contest.hlc.edu.tw/drone.asp
	註6：各隊網路報名的先後順序會用來當作賽前練習及比賽的出場順序。
	十三. 安全規範：所有進入競賽警戒區的人員都必須配戴安全眼鏡，以免遭到水彈誤擊眼睛。
	十四. 競賽流程表
	時間流程總表
	(最終之比賽進行時間表，會在報名結束，統計報名隊伍數後再行公告)
	十五. 協力單位
	十六. 各場場地練習結束前20分鐘為領隊會議，處理各種偶發狀況，評審團決議後，立即公告於玉里科技中心粉絲頁上及現場廣播通知。
	十七. 為利於賽程時間掌控，2日賽程大會有權以大會場地閒置狀況進行賽事調整，並於賽前1小時公告於玉里科技中心粉絲頁上及現場廣播通知，參賽隊伍需隨時注意公告及廣播，若檢入逾時大會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十八. 本計畫執行有功人員依據「花蓮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教育專業人員獎懲作業要點辦理敘獎。
	十九. 本計畫由相關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二十. 主辦單位保有所有相關活動最終解釋權及活動更改之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