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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臺灣遠大機器人創意與創新競賽 

活動辦法 

壹、活動宗旨 

創意與創新是未來世界公民應具備的競爭能力，在數位時代發展趨勢中，

機器人應用更是各國競相發展的戰略產業之一。為啟發各級學校師生跨領域學

習之熱情，和應用機器人科技解決問題的創造力，藉由機器人競賽任務設定，

訓練學生問題解決、自我表達、靈活應變與溝通協調的能力，以達到「想得

出」、「做得到」的目標。 

貳、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遠東科技大學 

二、 承辦單位：遠東科技大學資訊應用培力與機器人跨域共享社會責任

計畫辦公室。 

三、 協辦單位：雲林科技大學、台灣玉山機器人協會。 

參、經費來源： 

一、 遠東科技大學台南市偏鄉資訊應用培力與機器人跨域共享社會責任

計畫。 

二、 報名費。 

肆、活動目的 

一、 提昇基礎科技教育：以「電腦及科技應用」為基礎，藉著電腦機器

人的組裝過程中瞭解物理、機械、自動控制及電腦程式等知識，提

昇整個基礎科學與科技教育內涵，強化學生未來的競爭力。 

二、 運算思維教育融入各科教學：加強學生邏輯思考及問題解決能力，

推廣各科教學與電腦結合的運算思維教學理念，讓學生學以致用，

以達到啟發學生多元智能的目標。 

三、 啟發學生創意思維：藉由機器人科技之應用，培養學生敏銳觀察力

與創新思維，儲備發掘問題的能力。 

四、 強化師生創新整合運用能力：透過機器人競賽活動，鼓勵老師帶領

學生動手解決問題，培養師生腦力激盪、創新整合之合作能力。 

https://www.facebook.com/FeuAIRobotUSR/?__tn__=kC-R&eid=ARAxgPNUjv-nugfz_XtR5F8qzfMlYRqA7HdzvkwJq1mO5qU2CMGUpdt628hLc5F9taBdSvsPFoprqZO_&hc_ref=ARRQz6hwCnY0J_hv8MoA7Vjf25wNbyOmicT5OkFNXkoy56Qiuut7tGsVccud0KWuiNk&fref=nf&__xts__%5B0%5D=68.ARAchs5pZiNWhat5EAXwQq1mAHiz3zd8_dVCqszkdCIltwZyVTnB0P9iTsL_OXZIp5bhmomAMXYf233MkFcek6ODgNXmte-RxUUmPz5O6WSsJum64rxcu1CKVUIp8oNWvLQZchuDl5A6KmZIpW6oE7JO0SL7nLsIcLIKzlLI2iMJSj4iydfF_r3QW2_pXhS7-X13AKwysDAcC0tUqgkmyrqLexWD8fv_qnV20krYgu8MPKfucn7HkS0uyJ6lPyeveWPaBOiVSyeeRt6Kzf6vmzZHEDAWfWBx5-36W264JqpnOjG5k81Bxvzl8RYyZSSayg16tqRw11KPxbl4kibAuWdNh_tft5mDZKmmKdJaPsNu8xcXWClZpPDE6ClilZomQhsqYU3RMqo8A2Z9YGcsxHE0J6w8h8tz74xlS1kSOGJoPxxIy39krcAQhIeOThjNulSbns6dWaMvLu2diSHHqRq7iWCP3YwTjnaldhfRcnaoomUlF4N9SQ
https://www.facebook.com/FeuAIRobotUSR/?__tn__=kC-R&eid=ARAxgPNUjv-nugfz_XtR5F8qzfMlYRqA7HdzvkwJq1mO5qU2CMGUpdt628hLc5F9taBdSvsPFoprqZO_&hc_ref=ARRQz6hwCnY0J_hv8MoA7Vjf25wNbyOmicT5OkFNXkoy56Qiuut7tGsVccud0KWuiNk&fref=nf&__xts__%5B0%5D=68.ARAchs5pZiNWhat5EAXwQq1mAHiz3zd8_dVCqszkdCIltwZyVTnB0P9iTsL_OXZIp5bhmomAMXYf233MkFcek6ODgNXmte-RxUUmPz5O6WSsJum64rxcu1CKVUIp8oNWvLQZchuDl5A6KmZIpW6oE7JO0SL7nLsIcLIKzlLI2iMJSj4iydfF_r3QW2_pXhS7-X13AKwysDAcC0tUqgkmyrqLexWD8fv_qnV20krYgu8MPKfucn7HkS0uyJ6lPyeveWPaBOiVSyeeRt6Kzf6vmzZHEDAWfWBx5-36W264JqpnOjG5k81Bxvzl8RYyZSSayg16tqRw11KPxbl4kibAuWdNh_tft5mDZKmmKdJaPsNu8xcXWClZpPDE6ClilZomQhsqYU3RMqo8A2Z9YGcsxHE0J6w8h8tz74xlS1kSOGJoPxxIy39krcAQhIeOThjNulSbns6dWaMvLu2diSHHqRq7iWCP3YwTjnaldhfRcnaoomUlF4N9SQ
https://www.facebook.com/FeuAIRobotUSR/?__tn__=kC-R&eid=ARAxgPNUjv-nugfz_XtR5F8qzfMlYRqA7HdzvkwJq1mO5qU2CMGUpdt628hLc5F9taBdSvsPFoprqZO_&hc_ref=ARRQz6hwCnY0J_hv8MoA7Vjf25wNbyOmicT5OkFNXkoy56Qiuut7tGsVccud0KWuiNk&fref=nf&__xts__%5B0%5D=68.ARAchs5pZiNWhat5EAXwQq1mAHiz3zd8_dVCqszkdCIltwZyVTnB0P9iTsL_OXZIp5bhmomAMXYf233MkFcek6ODgNXmte-RxUUmPz5O6WSsJum64rxcu1CKVUIp8oNWvLQZchuDl5A6KmZIpW6oE7JO0SL7nLsIcLIKzlLI2iMJSj4iydfF_r3QW2_pXhS7-X13AKwysDAcC0tUqgkmyrqLexWD8fv_qnV20krYgu8MPKfucn7HkS0uyJ6lPyeveWPaBOiVSyeeRt6Kzf6vmzZHEDAWfWBx5-36W264JqpnOjG5k81Bxvzl8RYyZSSayg16tqRw11KPxbl4kibAuWdNh_tft5mDZKmmKdJaPsNu8xcXWClZpPDE6ClilZomQhsqYU3RMqo8A2Z9YGcsxHE0J6w8h8tz74xlS1kSOGJoPxxIy39krcAQhIeOThjNulSbns6dWaMvLu2diSHHqRq7iWCP3YwTjnaldhfRcnaoomUlF4N9SQ
https://www.facebook.com/FeuAIRobotUSR/?__tn__=kC-R&eid=ARAxgPNUjv-nugfz_XtR5F8qzfMlYRqA7HdzvkwJq1mO5qU2CMGUpdt628hLc5F9taBdSvsPFoprqZO_&hc_ref=ARRQz6hwCnY0J_hv8MoA7Vjf25wNbyOmicT5OkFNXkoy56Qiuut7tGsVccud0KWuiNk&fref=nf&__xts__%5B0%5D=68.ARAchs5pZiNWhat5EAXwQq1mAHiz3zd8_dVCqszkdCIltwZyVTnB0P9iTsL_OXZIp5bhmomAMXYf233MkFcek6ODgNXmte-RxUUmPz5O6WSsJum64rxcu1CKVUIp8oNWvLQZchuDl5A6KmZIpW6oE7JO0SL7nLsIcLIKzlLI2iMJSj4iydfF_r3QW2_pXhS7-X13AKwysDAcC0tUqgkmyrqLexWD8fv_qnV20krYgu8MPKfucn7HkS0uyJ6lPyeveWPaBOiVSyeeRt6Kzf6vmzZHEDAWfWBx5-36W264JqpnOjG5k81Bxvzl8RYyZSSayg16tqRw11KPxbl4kibAuWdNh_tft5mDZKmmKdJaPsNu8xcXWClZpPDE6ClilZomQhsqYU3RMqo8A2Z9YGcsxHE0J6w8h8tz74xlS1kSOGJoPxxIy39krcAQhIeOThjNulSbns6dWaMvLu2diSHHqRq7iWCP3YwTjnaldhfRcnaoomUlF4N9SQ
https://www.facebook.com/FeuAIRobotUSR/?__tn__=kC-R&eid=ARAxgPNUjv-nugfz_XtR5F8qzfMlYRqA7HdzvkwJq1mO5qU2CMGUpdt628hLc5F9taBdSvsPFoprqZO_&hc_ref=ARRQz6hwCnY0J_hv8MoA7Vjf25wNbyOmicT5OkFNXkoy56Qiuut7tGsVccud0KWuiNk&fref=nf&__xts__%5B0%5D=68.ARAchs5pZiNWhat5EAXwQq1mAHiz3zd8_dVCqszkdCIltwZyVTnB0P9iTsL_OXZIp5bhmomAMXYf233MkFcek6ODgNXmte-RxUUmPz5O6WSsJum64rxcu1CKVUIp8oNWvLQZchuDl5A6KmZIpW6oE7JO0SL7nLsIcLIKzlLI2iMJSj4iydfF_r3QW2_pXhS7-X13AKwysDAcC0tUqgkmyrqLexWD8fv_qnV20krYgu8MPKfucn7HkS0uyJ6lPyeveWPaBOiVSyeeRt6Kzf6vmzZHEDAWfWBx5-36W264JqpnOjG5k81Bxvzl8RYyZSSayg16tqRw11KPxbl4kibAuWdNh_tft5mDZKmmKdJaPsNu8xcXWClZpPDE6ClilZomQhsqYU3RMqo8A2Z9YGcsxHE0J6w8h8tz74xlS1kSOGJoPxxIy39krcAQhIeOThjNulSbns6dWaMvLu2diSHHqRq7iWCP3YwTjnaldhfRcnaoomUlF4N9SQ
https://www.facebook.com/FeuAIRobotUSR/?__tn__=kC-R&eid=ARAxgPNUjv-nugfz_XtR5F8qzfMlYRqA7HdzvkwJq1mO5qU2CMGUpdt628hLc5F9taBdSvsPFoprqZO_&hc_ref=ARRQz6hwCnY0J_hv8MoA7Vjf25wNbyOmicT5OkFNXkoy56Qiuut7tGsVccud0KWuiNk&fref=nf&__xts__%5B0%5D=68.ARAchs5pZiNWhat5EAXwQq1mAHiz3zd8_dVCqszkdCIltwZyVTnB0P9iTsL_OXZIp5bhmomAMXYf233MkFcek6ODgNXmte-RxUUmPz5O6WSsJum64rxcu1CKVUIp8oNWvLQZchuDl5A6KmZIpW6oE7JO0SL7nLsIcLIKzlLI2iMJSj4iydfF_r3QW2_pXhS7-X13AKwysDAcC0tUqgkmyrqLexWD8fv_qnV20krYgu8MPKfucn7HkS0uyJ6lPyeveWPaBOiVSyeeRt6Kzf6vmzZHEDAWfWBx5-36W264JqpnOjG5k81Bxvzl8RYyZSSayg16tqRw11KPxbl4kibAuWdNh_tft5mDZKmmKdJaPsNu8xcXWClZpPDE6ClilZomQhsqYU3RMqo8A2Z9YGcsxHE0J6w8h8tz74xlS1kSOGJoPxxIy39krcAQhIeOThjNulSbns6dWaMvLu2diSHHqRq7iWCP3YwTjnaldhfRcnaoomUlF4N9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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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活動日程與地點： 

一、 日期：109年 8月 29~30日（週六~週日），每日 8:00~18:00。 

二、 地點：遠東科技大學體育館。 

三、 活動流程：暫訂，視報名隊數調整後另行公布。 

時間 
WRO競賽組 

8/29 

公開賽組 

8/30 

08:00–08:30 
上午各組隊伍選手報到 

賽前裁判會議 

08:30–08:50 開幕典禮及規則說明 

09:00–12:00 上午各組競賽 上午各組競賽/練習 

12:00–13:00 
中午休息時間 

下午各組隊伍選手報到 

13:00–16:00 下午各組競賽 下午各組競賽 

16:00–16:30 成績統計 

16:30–17:00 頒獎及閉幕典禮 

陸、參與對象： 

 WRO 競賽國小、國中、高中職組、WeDo 組：以台南市、嘉義縣市、

雲林縣各級學校親師生為對象，隊伍成員不得跨縣市組成。 

 WRO 進階挑戰組：以全國各級學校親師生為對象，隊伍成員不得跨縣

市組成。 

 公開賽：全國各級學校親師生為對象，隊伍成員不得跨縣市組成。 

 

一、WRO競賽：分進階挑戰組、高中職組、國中組、國小組及國小 WeDo

組，參賽隊員之年齡規範需符合WRO 2020通用規則之規範，隊伍成

員不得跨縣市組成。 

進階挑戰組：大專院校大學部（含五專四、五年級）與碩士班、高中

職、五專一至三年級等在學學生，大專生與高中職生不

得混合組隊。 

高中職組：高中職、五專一至三年級在學學生。 

國中組：國中一至三年級在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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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組：國小三至六年級在學學生。 

國小 WeDo 組：國小一至四年級在學學生，四年級隊員數不得超過二

分之一。 

二、公開賽：木板迷宮、輪型車相撲分高中職組、國中組及國小組，創意

移動機器人分青少年組和青年組，隊伍成員不得跨縣市組成。 

高中職組：高中職、五專一至三年級在學學生。 

國中組：國中一至三年級在學學生。 

國小組：國小三至六年級在學學生。 

青少年組：國小三年級至國中三年級在學學生。 

青年組：高中職、五專一至五年級、大專院校大學部與碩士班在學學

生。 

三、參與人員：每一參賽隊伍由 2 ~ 3名學生及 1名指導老師（教練，大專

組得不設教練）為基本成員，選手中須有二分之一(含)以上為同校學

生，不可跨縣市組成隊伍，教練戶籍或服務單位所在縣市需與學生所

屬學校所在縣市相同。 

1. 每位學生僅能就WRO競賽之其中一項，和該項其中一組報名參賽，

如有參加兩項、兩組或以上之情形，取消其參賽資格，不得異議。

該隊伍如因此而不符「選手中須有二分之一(含)以上為同校學生」

之規定，亦取消該隊伍參賽資格，不得異議。 

2. 每位學生僅能就一項公開賽報名參賽，如有參加公開賽兩項之情形，

取消其參賽資格，不得異議。該隊伍如因此而不符「選手中須有二

分之一(含)以上為同校學生」之規定，亦取消該隊伍參賽資格，不

得異議。 

3. 每位學生於各組只能參加一個隊伍，如有參加該組兩隊或以上之情

形，取消其參賽資格，不得異議。該隊伍如因此而不符「選手中須

有二分之一(含)以上為同校學生」之規定，亦取消該隊伍參賽資格，

不得異議。 

4. 每位指導老師（或教練）於各組指導之組數不得超過 5 隊，於該組

指導超出 5 隊者，主辦單位有權請指導老師（或教練）刪減指導隊

伍數，或由主辦單位依據報名先後次序，取消超出之隊伍參賽資格，

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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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各隊伍報到時選手除因病不克出席，且具醫療院所就醫證明(收據即

可)者外，須全員到齊，並繳交下列文件： 

 報名表正本（每位選手在學證明均需完成核章） 

 選手繳驗學生證或貼有照片之身份證明，國小組學生得以健保

卡（無照片亦可，姓名、生日、身分證號需完整可辨識，正面

膠膜破損致上述資料無法辨識者，恕不接受）報到 

 指導老師（教練）檢附證明身分之文件（證件上需含個人照片

及身份證字號），驗畢歸還。因故未能出席者，請填寫委託書，

委託具教練資格者持身分證正本代表出席，並繳交原登錄指導

老師（教練）身分證影本、委託書正本、受委託人身份證影本

各一份。 

未攜帶上列文件者，應於競賽開始前補齊，未補齊者視為未完成報

到手續。未完成報到之隊伍取消參賽資格，隊伍須離開選手區，不

得下場競賽，且不退還報名費，不得異議。 

7. 指導老師（教練）需確認選手身份符合本辦法之各項規定，比賽期

間或日後經大會發現或他人檢舉查證屬實有資格不符之事實，主、

承辦單位得取消隊伍競賽成績。如該隊伍任一選手尚報名其他項目

者，成績亦一併取消。遭取消競賽成績之隊伍，追繳已頒發之獎狀

和獎品，並行文資格不符之選手所屬學校和公告於競賽網站。 

8. 同時報名 WRO各項競賽（含 WEDO）和公開賽各項競賽之學生，

如因賽程安排導致衝突而無法參賽，其結果由參賽選手與指導老師

/教練自負，主辦單位無提供補救措施之義務和責任。 

柒、比賽項目： 

項次 比賽名稱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 
進階 

挑戰組 

1 WRO競賽     

2 WRO競賽-WeDo 
 

1~4年級 
   

3 公開賽-木板迷宮     

4 公開賽-輪型車相撲     

5 公開賽-創意移動機器人 （青少年組） （青年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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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比賽相關規定 

一、 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 疫情防疫所需，競賽現場實施實名制，體

育館二樓看臺場域僅開放每一隊指導老師/教練或家長一人進入，指

導老師/教練、選手、家長進入體育館室內競賽場域前須量體溫、雙

手清潔消毒、全程配戴口罩，填寫並繳交健康聲明書。不符防疫規

定者，不得進入體育館室內場域。 

二、 凡參加比賽的隊伍，應以機器的名稱報名比賽。如有過於不雅的作

品名稱、故意採用罕用字或繞口令語的情形，大會有要求修改的權

利。拒不修改者，大會得拒絕報名或於所有競賽正式和證明文件改

以隊伍編號取代。隊伍若因此而遭拒絕報名，所繳報名費用無息退

還，並自行負擔轉帳所衍生之相關費用。 

三、 參賽選手請隨身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國小組選手得由指導老師（教

練）代為保管，以便隨時查核。 

四、 任一項比賽凡經裁判點名三次不到者，裁判得以自行棄權論處。此

條規定亦適用於報名參加兩項(含)以上比賽的選手，因出場一項比賽，

以致無法兼顧另一項比賽的的情況。 

五、 任一機器體僅可參加一隊的比賽，並僅可參加一項比賽。 

六、 報到完成後，隊伍所使用之電腦設備不得開啟 Wi-Fi、藍牙

(Bluetooth)、行動通訊或任何形式之無線通訊方式，進行任何異機對

連或連線網際網路。違反本項規定經確認者，無勸導期，立即取消

隊伍資格，隊伍必須立即離開賽場，計分表並註記取消資格。 

七、 選手不得攜帶與競賽項目無關之行動電話、具連線網際網路或任意

無線通訊功能之通訊設備。違反本項規定經確認者，無勸導期，立

即取消隊伍資格，隊伍必須立即離開賽場，計分表並註記取消資格。 

八、 隊伍報到完成後，不得使用任何形式之行動儲存裝置。違反本項規

定經確認者，無勸導期，立即取消隊伍資格，隊伍必須立即離開賽

場，計分表並註記取消資格。 

九、 場地測試和比賽期間，各參賽隊伍選手不得離開選手區，指導老師

（教練）、家長等，均應於觀眾席（區）觀看，未得大會或該場地裁

判允許，不得進入比賽區或進行任何形式之遠端指導。違反本項規

定經確認者，無勸導期，立即取消隊伍資格，隊伍必須立即離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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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計分表並註記取消資格。 

十、 比賽時各參賽隊伍僅限比賽規則所規定數目的操控手下場比賽，其

餘的選手未經裁判允許，不得離開座位區。經勸導無效者，立即取

消隊伍資格，隊伍必須立即離開賽場，已完成之競賽成績不予採計，

計分表並註記取消資格。 

十一、 與競賽項目無關之指導老師（教練）、家長、選手或任何人士，不

得以任何形式之作為干擾競賽之進行。大會或裁判得先勸導，勸導

無效應予以制止干擾競賽之情況。經制止無效者，與當事人相關之

競賽隊伍所報名之所有競賽成績不予採計。如為該項目之參賽隊伍，

立即取消隊伍資格，必須立即離開賽場，但與該競賽項目無關之項

目仍可下場競賽。 

十二、 凡參加比賽之所有參賽者應遵守各項細則之規定及裁判之判決；對

裁判之判決如有異議，限由指導老師於比賽現場向所屬比賽項目的

裁判提出抗議，由裁判當場或協同大會共同裁決。任何比賽結束後

的申訴應只針對計分錯誤，一旦該場賽事結束後，主辦單位不接受

任何形式的抗議申訴。 

十三、 所有賽事不受理錄影或拍照之提證；在比賽期間，裁判團擁有最高

的裁定權，裁判團的判決不會因觀看比賽影片或單一照片而更改。 

十四、 自行開車或租車到達競賽會場，請配合大會現場引導停放和臨時挪

度。無法配合者，未來得拒絕接受相關人士報名參賽。 

十五、 本辦法由大會統一解釋相關規定，如未能遵守，請勿報名參賽。一

經報名參賽完成報名程序者，即視同同意本辦法之規定。 

玖、參賽報名： 

一、 報名時間：109年 6月 15日 12時起至 109年 7月 31日 24時止。 

二、 報名方式：一律採線上報名，網址如下 

http://robot.mgdm.feu.edu.tw/wro2020tn/。 

三、 報名費：每一參賽隊伍新台幣 800元整，請將報名費用以匯款或轉帳

方式繳交至 

 

銀行：臺灣土地銀行 

戶名：遠東科技大學機器人研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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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104-001-01092-1 

 

並將收據轉成 PDF格式，上傳至報名系統。 

四、 線上報名需上傳選手半身照片電子檔，照片單獨顯現當事人的影像

（不能有椅背、玩具或其他人的影像），眼睛正視相機鏡頭拍攝，無

特殊表情且嘴巴合閉。相片影像電子檔規格限定 JPG 格式，檔案大

小不得大於 5 MB，解析高度至少需達 531像素，寬度至少需達 413

像素。（參考 https://www.ris.gov.tw/documents/html/5/3/187.html） 

五、 完成線上報名後，請將報名表件列印核對無誤，需將報名表列印為

紙本，完成所有選手在學證明核章後，掃描或以數位相機拍攝成電

子檔（PDF 格式），上傳至網站報名系統，才算完備報名程序，逾期

概不受理。報名表正本務必妥善保存，競賽報到時為必備文件。 

六、 如選手姓名於網路報名時輸入錯誤，務必於 109年 8月 07日前以書

面或電子郵件提出，俟後概不受理更正選手姓名錯別字。 

七、 報名截止後，完成報名手續之隊伍，除因歸咎於大會之因素外，一

概不予退費。遭取消競賽資格或成績之隊伍，隊伍報名費不予退還。 

八、 報名費繳交完成後如需退費，所繳報名費用無息退還，並自行負擔

轉帳所衍生之相關費用。 

壹拾、比賽器材： 

比賽隊伍需自備電腦及一套比賽標準器材（請參考各組比賽規則）。 

壹拾壹、評審方式： 

一、 由活動主辦單位聘請相關專家組成裁判團，分組評審。 

二、 比賽進行方式與評分標準，由裁判團依據比賽規則決定。 

三、 比賽結果將公佈於： 

本次競賽活動主題網站 http://robot.mgdm.feu.edu.tw/wro2020tn/； 

台灣玉山機器人協會 www.era.org.tw 

壹拾貳、獎勵： 

一、 名額：依比賽成績最多分別錄取各組前三名，含佳作之得獎隊伍數

各組最多以不超過二分之一為原則。公開賽項目不足三隊之各組，

得由主辦單位安排併入該項目其他組別統一綠取名次。公開賽項目

http://www.er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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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五隊之各組，錄取各組第一名，並視隊伍成績得從缺。WRO 競

賽等項目由大會與臺灣玉山機器人協會共同評定名次。 

二、 WRO 競賽等項目除進階挑戰組外，採台南市、雲嘉縣市（雲林縣和

嘉義縣市）分別錄取各組名次給獎。 

三、 獎狀：得獎隊伍頒發每人獎狀乙紙。 

四、 獎牌：各組前三名隊伍之隊員與指導老師（教練）可獲頒個人獎牌

乙面。 

壹拾參、爭議申訴： 

一、 比賽爭議：在規則上有明文規定者，以裁判團判決為終決。有同等

意義之註明規定者，亦不得提出申訴。 

二、 合法之申訴：應由指導老師（教練）簽字，用書面（見附表）向大

會正式提出，以裁判團之判決為終決。 

三、 有關競賽時發生之問題應向裁判長口頭提出，但仍須照規定於競賽

結束前補具正式手續。 

四、 各項比賽進行中，各指導老師（教練）及選手僅得就參賽項目之規

則和領隊會議紀錄之細則，提出口頭或書面異議，不得當場直接無

禮質詢裁判。 

五、 各項比賽進行中遇競賽辦法或規則未明確規範之爭議時，得召開臨

時參賽隊伍指導老師（教練）會議，就爭議處取得指導老師（教練）

多數決，交由大會和裁判執行。 

壹拾肆、參賽指導老師（教練）賽前會議： 

一、 目的：協助各隊伍指導老師（教練）釐清比賽規則之內涵。 

二、 時間：109年 8月 7日（五） 上午 10:00 – 11:30。 

三、 與會資格：各參賽隊伍之指導老師（教練）。 

四、 會議地點：遠東科技大學三德樓 96N4智慧型資訊系統實驗室。 

五、 書面提案：未能親自出席者，得於會議前以電子郵件或書面就規則

提請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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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伍、活動聯絡人： 

一、承辦單位：遠東科技大學台南市偏鄉資訊應用培力與機器人跨域共享

社會責任計畫辦公室 

黃瑛綺助理 

電話：06-5979566分機 7796 

E-Mail：robotblogger.feu@gmail.com 

二、協辦單位：台灣玉山機器人協會 

鄭瑞瑩 E-Mail：rene@era.org.tw 

電話：02-27298197 

壹拾陸、交通資訊： 

https://www.facebook.com/FeuAIRobotUSR/?__tn__=kC-R&eid=ARD3Aifc_vVJY2NDQqfk_RFbfb1CQ3JB5EGewYYzfSEYCO9ypXxqBUwKaSwqb3V-92-7i_Jt2B37Ydu0&hc_ref=ARRVUYRT3DKCwjxxGfubp_XLo1jnooi6U_zKBydLBYhRibIeMz2FYfX1ga6nZemVBR8&ref=nf_target&__xts__%5B0%5D=68.ARBE2v_QAfSksf3vTyBvjf8e6VUH9rnVgW1RBU2yW-HPe5uqHKlHabKCT0jqBt861wFVkTHguiiVH1HUWTLgaHicFPGmBfYhv0Zt0iToSWHupHrdKCqCuBsZWWLGv2LfXTSXWMrndjuPCVFHZsJiXlYiUah-LRmtGjZe_uVtNRSGPobhs1-YqGQTVmxjnmwwTJHzdBwv2T67HRXsKbDT9nr-j79RCV0spykx-T5Tf-pMYVZdS7sqVKPN3c7fCWv2UbCSfe3aFiwWF4KezXL7kq4UUNbbCoM7_iixI0qtL3-3fUFVT4cfkeDE9fw
https://www.facebook.com/FeuAIRobotUSR/?__tn__=kC-R&eid=ARD3Aifc_vVJY2NDQqfk_RFbfb1CQ3JB5EGewYYzfSEYCO9ypXxqBUwKaSwqb3V-92-7i_Jt2B37Ydu0&hc_ref=ARRVUYRT3DKCwjxxGfubp_XLo1jnooi6U_zKBydLBYhRibIeMz2FYfX1ga6nZemVBR8&ref=nf_target&__xts__%5B0%5D=68.ARBE2v_QAfSksf3vTyBvjf8e6VUH9rnVgW1RBU2yW-HPe5uqHKlHabKCT0jqBt861wFVkTHguiiVH1HUWTLgaHicFPGmBfYhv0Zt0iToSWHupHrdKCqCuBsZWWLGv2LfXTSXWMrndjuPCVFHZsJiXlYiUah-LRmtGjZe_uVtNRSGPobhs1-YqGQTVmxjnmwwTJHzdBwv2T67HRXsKbDT9nr-j79RCV0spykx-T5Tf-pMYVZdS7sqVKPN3c7fCWv2UbCSfe3aFiwWF4KezXL7kq4UUNbbCoM7_iixI0qtL3-3fUFVT4cfkeDE9fw
mailto:rene@er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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