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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蟠龍飛柱蟠龍飛柱蟠龍飛柱蟠龍飛柱        

————上爬追猴上爬追猴上爬追猴上爬追猴、、、、下滑趕蟲下滑趕蟲下滑趕蟲下滑趕蟲————    
蕭次融、李敏淑 

 

本競賽的名稱為「蟠龍飛柱」係改自《三國演義》的第三十五回中的

「到頭天命有所歸，泥中蟠龍向天飛」，以配合2012年為龍年，遠哲科學

趣味競賽的四個項目名稱均掛上一個「龍」字，增加第十八屆遠哲科趣的

趣味性。其實是比賽「上爬要追得快，下滑要趕得慢」的趣味競賽。 

 

一一一一、、、、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用生活周邊的器材製作紙猴子，使其在垂直的米達尺上，向上爬，以

及用金屬線製作彈簧毛毛蟲在金屬桿上，向下滑，用以比賽「上爬追猴」

要追得快以及「下滑趕蟲」要趕得慢。 

本活動的最主要目的在於運用科學方法，探討影響追得快與趕得慢的

各項變因，設法操控變因，以找出最佳條件，並多加練習提高成績。 

 

二二二二、、、、原理原理原理原理    

輕輕夾在米達尺上的紙猴，因紙條與米達尺間的摩擦力會停留在尺

上。若用手握住尺子的上端，在尺子的頂端捶打，則在捶打的瞬間因尺子

向下滑落一小段，而紙猴因慣性會幾乎停在原位，形成宛如紙猴向上爬行

的樣子。 

至於活動二的下滑趕蟲，因在金屬桿上的彈簧毛毛蟲，由於其本身的

重力會使套在桿上的彈簧圈圈傾斜，導致產生的摩擦力會使掛在桿上的圈

圈不致於下滑。若用手指撥動毛毛蟲，使其上下振動，毛毛蟲則會跳躍下

滑。這是因為毛毛蟲下滑時所減少的位能換取動能，使毛毛蟲振動，以振

動的動力克服摩擦力，使其下滑，而下滑所減少的位能又換取動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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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毛毛蟲會不停地跳躍下滑。因此只要動力購大，足以克服摩擦力，

毛毛蟲就不會停止振動與跳躍下滑。之外，毛毛蟲的長度也會影響毛毛蟲

的跳躍下滑。毛毛蟲愈長，其重心就離桿子愈遠，振幅隨之增大，如同單

擺，振動頻率就低，跳躍下滑就較慢，消耗的位能較少，但若導致所換取

的動能所得的動力，不足以克服摩擦力，毛毛蟲就會停擺。另外，毛毛蟲

在上下振動時，當振動到毛毛蟲的身軀在水平位置時，其在桿上的幾個圈

圈的內側與桿子平行接觸時，兩者之間的摩擦力最小，最易使毛毛蟲下滑。 
 

 

 

三三三三、、、、活動一活動一活動一活動一、、、、上爬追猴上爬追猴上爬追猴上爬追猴    

((((一一一一))))場地需求場地需求場地需求場地需求    

每一人一個每邊一公尺長的正方形地面。 

((((二二二二))))使用器材使用器材使用器材使用器材    

1.大會(每隊三人) 

米達尺（40cm，塑膠製）3支、摺疊紙巾（約 22x20cm）6張、長尾

夾（19 mm）6個、木槌 3支、紙猴 3組（每組 2隻成對）、計時馬

錶 1個 

2.自備：剪刀、雙面膠帶、膠帶、簽字筆（2支，不同顏色） 

((((三三三三))))製作製作製作製作    

只使用大會發給的器材，每人製作一個上爬追猴作品，如附件一的圖

1。 

((((四四四四))))競賽說明競賽說明競賽說明競賽說明    

1.製作好的上爬追猴作品中的兩隻紙猴，要分別塗不同的顏色，以利評

審判定。 

2.在米達尺上安置下位紙猴的手頂在4公分處，上位紙猴的腳末端在

10公分處，然後一手抓住米達尺的上端，另一手拿木槌等候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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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開始」的口令一出，隊員三人要同時各自操作自己的作品，用木槌

捶打米達尺的頂端，一直捶打到下位猴的手頂超過上位猴的腳下端為

止。打的次數，愈少愈佳。 

4.在米達尺上位的紙猴至少要上爬 6 cm（腳下端要超過 16 公分處），

但至多不得上爬超過米達尺的30公分處（均以足底為準），而紙猴以

及其附屬的任一部分均不得碰觸手的任何部分，並且捶打的次數至少

要三次以上（含三次）才算追猴成功，始得計績。此項限制旨在避免

用力過大導致意外。 

5.比賽的時間每隊 90秒，每人同時操作但各別評判，而操作次數不限，

最後每人要提出三次較佳的成績，以其三次的次數和作為個人成績。 

6.操作時，若時限 90秒到而尚未追到時，視為未能成功，不得繼續捶

打。 

7.若沒追到，每次均以 15次計績，因此一位隊員，連一次也沒追到，

其成績為 45次。 

8.隊員三人的個人成績之和為該隊的成績。 

9.本項競賽的評分，以一位評審針對一位隊員為原則。 

10.追猴成功時，上位猴的足底在米達尺的16公分與 17公分之間（可

觸線但不能過線）時，其成績可減少兩次，而未超出 18公分時，其

成績可減少一次。 

((((五五五五))))計分方式計分方式計分方式計分方式    

各隊的成績依捶打次數的少至多排序後，按表 1的六等第計分法計

分，得 x分。 

表 1  六等第計分法 

名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隊數 1 3 6 10 15 其他 

得分 30 21 15 12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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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四四、、、、活動二活動二活動二活動二、、、、下滑趕蟲下滑趕蟲下滑趕蟲下滑趕蟲    

((((一一一一))))場地需求場地需求場地需求場地需求    

同活動一 

 

((((二二二二))))使用器材使用器材使用器材使用器材    

1.大會 

計時馬錶 4個 

2.自備 

桿子 30 cm（每人1 支）或塑膠軟管 60 cm（每人 1條），均要在相隔

25 cm 距離作記號，材質不限）。 

彈簧毛毛蟲 2隻（每人 2隻，材質與大小均不限，但必須彈簧狀）。 

 

((((三三三三))))製作製作製作製作    

事先參考附件二，每人製作一組「下滑趕蟲」作品帶至大會等候比賽。 

 

((((四四四四))))競賽說明競賽說明競賽說明競賽說明    

1.本活動比賽兩隻彈簧毛毛蟲，在桿上或在塑膠軟管上追趕的時間。

追趕所需時間愈長愈佳，因此要各自找出最佳條件，例如安置兩隻

毛毛蟲的相隔距離，要配合兩隻毛毛蟲各自跳躍下滑的速率等等。 

2.比賽時用一手抓住桿子的頂端，另一手撥動毛毛蟲，兩隻毛毛蟲都

動了，才可開始計時。兩隻毛毛蟲（在桿子上的圈圈，或蟲身）相

碰就停止計時，時間計至秒，秒以下的時間四捨五入。 

3.若使用塑膠軟管替代桿子，則可用兩手，如附件二的圖 4，而兩手

抖一下，或兩手向外拉一下（軟管伸長）使兩隻毛毛蟲均振動，就

開始計時。 

4操作期間，只要任一隻毛毛蟲停止振動，就算失敗，必須重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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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比賽時只能用單手抓住桿子，桿子要懸空，得傾斜但不得左右擺動

或上下振動，而且計時一開始，未持桿的另一手就不得再碰觸毛毛

蟲或桿子，若碰了就算失敗；若使用塑膠軟管，則用兩手拉軟管，

但計時一開始就不可再振動（惟可緩緩改變兩手的拉力或軟管與水

平的夾角）。 

6.每人的操作次數不限，但時間只有 100秒，只登記最佳的兩次成績

為個人成績。 

7.時限 100秒到時，還在追趕的，視為未能完成，成績為 0 秒。 

8.隊員三人的個人成績之和為該隊的成績。 

 

 

((((五五五五))))計分方式計分方式計分方式計分方式    

各隊的成績依追趕時間的多至少排序後，按表 1的六等第計分法計

分，得 y分。 

 

五五五五、、、、競賽時間競賽時間競賽時間競賽時間    

((((一一一一))))製作製作製作製作：：：：活動一的製作與調整作品的時間共20分鍾；活動二的下滑趕

蟲作品要事先製作帶至會場。 

((((二二二二))))評審評審評審評審：：：：活動一與活動二，可同時分組進行，時間共 40分鐘。 

((((三三三三))))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本項活動必須在 70分鐘內完成。 

 

 

六六六六、、、、總成績總成績總成績總成績    

(一)每一隊的總成績：z = x + y 

(二)依 z高低排序後，再以六等第計分法計分並決定名次。若 z同分而超

額時，參酌活動二的成績，亦即 y高者優先；若 y也同分時，以隊員三人

共六次的成績中，任一最優者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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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活動三活動三活動三活動三、、、、創意競賽創意競賽創意競賽創意競賽    

類似上爬追猴或下滑趕蟲作品中的任一項操作方式即可。製作的造型

與其器材均不限，只要能捶打使造型物上爬或藉由下滑能使造型物振動，

而跳躍下滑就可以。活動三單獨評等，不計入 z評分。 

 

(一)評審標準：依整體的創意 50%、功能 30%、美觀 20%評分，成績最高者

頒發創意獎。 

 

(二)說明書：要包括創作的動機、構想、創意、發展，要呈現在 A4紙至

多兩頁（含圖示）。 

    

八八八八、、、、器材總表器材總表器材總表器材總表    

(一)大會提供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備註 

米達尺 40 cm，塑膠製 3支 

木槌 槌柄短於 30 cm 3 支 

長尾夾 19 mm 6 個 

計時馬錶  1個 

比賽結束，大會

回收 

摺疊紙巾 約     cm 6 張 

活動一 

紙猴 成對 3組 
賽後資源回收 

(二)自備 

剪刀、雙面膠帶、膠帶、簽字筆（2 支，不同顏色）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備註 

活動二 完全自備，事先製作下滑趕蟲作品 器材不限 

活動三 完全自備、自行設計 器材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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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上爬追猴上爬追猴上爬追猴上爬追猴    
蕭次融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用生活周邊的器材，製作兩隻紙猴子在米達尺上追跑的作品，以體驗

摩擦力與慣性等物理現象。 

 

器材器材器材器材    

米達尺（40公分，塑膠製）、摺疊紙巾、長尾夾（19 mm）、紙板、雙面膠

帶、木槌 

 

製作製作製作製作    

1.在紙板上，如圖 1繪製兩隻猴子，並彩繪後剪下。 

2.將摺疊紙巾摺成約 2公分寬的長條，並將其圍繞在米達尺上後，用長尾

夾將其夾在米達尺上。在位在米達尺中央位置的紙條上，用雙面膠帶貼

牢紙猴，如圖 2。 

3.調整兩隻紙猴在米達尺上的位置，要上位猴的足底與下位猴的手頂至少

圖 1  紙猴模型 圖 2  夾在米達尺上

的一對紙猴 
圖 3  以木槌捶打米

達尺的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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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隔 6公分。 

操作操作操作操作    

1.用一手握住米達尺的上端，另一手拿木槌，捶打米達尺的頂端，則見紙

猴往上爬。 

 

2.繼續捶打，使下位紙猴的手頂超過上位紙猴的足底，就可視為追猴成功。 

 

3.若追猴不成功，就調整兩隻猴子的相隔距離，但上位的猴子不能夾得太

緊不動，被追到時，上位的紙猴至少要上爬6 公分。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1.上位紙猴的腳底，超過米達尺的 30公分處時，就不能再捶打米達尺，

而下位猴子尚未追到上位猴子的，就判定追猴失敗。 

 

2.本活動可以作為比賽，捶打的次數愈少愈佳。 

 

教師手冊教師手冊教師手冊教師手冊    

1.為什麼紙猴會上爬？ 

夾在米達尺上的紙猴，因摺疊紙與米達尺間的摩擦力而不會下滑。以手

指輕握米達尺的上端後，捶打米達尺頂端的瞬間，米達尺會下滑，但紙

猴因慣性會停在原位置（不過因摺疊紙與米達尺間的摩擦力，米達尺會

帶動摺疊紙下滑一點點），如此相對就形成宛如紙猴向上爬的樣子。 

 

2.如何控制紙猴上爬的速率？ 

上爬的速率與捶打的力量有關之外，最主要可以用調整摺疊紙與米達尺

之間的摩擦力來控制，因此可以用長尾夾，以其在摺疊紙條上所夾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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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束緊摺疊紙條的方式來調整捶打時的摩擦力。 

3.類似本活動所設計的紙猴上爬的道具，在許多趣味科學書上有所介紹，

甚至在市面也有這種玩具販售，但本設計的特點在於(1)使用學校容易得

到的用品為材料；(2)可以作為比賽用具，而以比捶打的次數代替上爬時

間，如此可避免因急打發生意外；(3)兩隻紙猴追跑的比賽，尚未見於文

獻，難度相當高，可以培養學生細心觀察、探討變因、耐心調整變因的

科學精神；(4)木槌可以用另一支較厚的米達尺替代。 

 

4.在紙板繪猴子後，剪下來使用，可培養學生的創意。若要用此活動作為

比賽項目，則為了比賽的公平性，教師可以先繪一組兩隻猴子（如圖1），

影印發給學生彩繪後剪下使用。 

 

5.木槌可用擀麵棍替代，但為了安全，擀麵棍必須包以毛巾。為了毛巾不

易脫掉，要先以泡棉雙面膠帶包住擀麵棍，再包以毛巾，最後還要用繩

子綑緊，如圖 4。 
 
 
 
 
 
 
 

 

 

圖 4  擀麵棍包以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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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彈簧毛毛蟲彈簧毛毛蟲彈簧毛毛蟲彈簧毛毛蟲    
蕭次融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用銅線製作(一)一個彈簧毛毛蟲，比賽在不銹鋼棒上跳躍下落的時間； 

(二)兩個彈簧毛毛蟲，比賽在塑膠軟管上第二隻毛毛蟲追趕到

第一隻毛毛蟲的時間。 

器材器材器材器材    

不銹鋼棒（直徑約 2毫米，長約 25公分）1支，銅線（直徑 0.4毫米，

長 35公分）3條，穿珠用的塑膠軟管（外徑約 2毫米，長約 70公分）1

條，馬錶每組 2個。 

 

製作製作製作製作    

1. 用銅線繞在不銹鋼棒上，如圖 1，製作銅線彈簧。 

2. 在不銹鋼棒上留 3~5環後，將彈簧折 90 度，如圖 2，就成為彈簧毛毛

蟲。 

 

 

3. 調節彈簧在棒上的鬆緊度，使其緩慢跳躍下落，如圖 3。 

4. 比賽彈簧毛毛蟲跳躍下落的時間。 

5. 下落的速度愈慢愈佳，時間愈長愈佳。 

6. 若中途停下不動，可設法啟動，但每次啟動要扣時間 2秒鐘（也可規

定，停了不可再啟動，就算失敗）。 

圖 1  銅線繞鐵棒製作彈簧 圖 2  彎 3~5 圈成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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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步驟 2與 3，再做兩個彈簧毛毛蟲後，先在不銹鋼棒試其跳躍下落情

況。 

8. 用塑膠軟管穿過兩個彈簧毛毛蟲，兩手拉緊塑膠軟管的兩端並抖一

下，就可使彈簧毛毛蟲跳躍往下落，如圖 4。 

9. 拉塑膠軟管的鬆緊，可以控制彈簧毛毛蟲往下落的速率。 

10.注意：用塑膠軟管穿兩個彈簧毛毛蟲時，兩隻毛毛蟲要相隔一段距離

（要多試幾次，得最佳相隔距離），拉緊並抖一下塑膠軟管，兩隻彈簧

毛毛蟲就開始往下落，比賽誰用較長的時間，使在上面的彈簧毛毛蟲

追到下面的毛毛蟲，計時到追到的時間，若沒追到就算失敗。 

11.比賽一開始（彈簧毛毛蟲動了之後），就不能再用手碰或抖任一隻彈簧

毛毛蟲，比賽時任一隻彈簧毛毛蟲停了振動，就停止比賽，成績以零

分計。 

12.比賽時採取二段競賽：(一)先個別計時比賽，選出成績最佳的四位。 

(二)選出的最佳四位選手參加第二段的淘汰賽

（三賽兩勝制）。 
 

圖 3  單蟲在不銹鋼棒上 
跳躍下落 

 

圖 4  雙蟲在軟塑膠細管上 
跳躍下落、追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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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珠飛舞龍珠飛舞龍珠飛舞龍珠飛舞    

----轉彎的球轉彎的球轉彎的球轉彎的球----    
劉淑惠、羅芳晁 

一一一一、、、、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以衣架、橡皮筋等材料自製彈弓來發射乒乓球（或保力龍球），若

使球兩測所受彈力不均，射出的乒乓球（或保力龍球）便可在適當的

操空技術下，以期望的弧形路徑來飛行。 

 

二二二二、、、、原理原理原理原理    

根據白努力方程式的描述，旋轉前進的乒乓球（或保力龍球）之

兩側的空氣流速不同，其氣壓不同，使兵乓球（或保力龍球）可以轉

彎。 

 

 

三三三三、、、、活動一活動一活動一活動一：：：：神射手神射手神射手神射手((((射準射準射準射準))))    

((((一一一一))))場地需求場地需求場地需求場地需求    

高度約 75cm之學生桌或其他適用桌面 

((((二二二二))))使用器材使用器材使用器材使用器材    

1.大會器材：高度約 8.5cm，底面直徑約 4.5cm，容量 100ml 之空養樂

多罐 9 個、邊長 80cm 之正方形三夾板(上面繪有用來擺放

養樂多罐的正三角形標示圖，其規格如圖 1所示)、縫衣

用細棉線若干、透明膠帶若干、彩色膠帶若干、碼錶 1個、

捲尺 1 個、兒童衣架每人 1 支、橡皮筋每人 12 條、乒乓

球每人 5顆。 

2.自備器材： 

  剪刀或美工刀及鬆緊帶等(長度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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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製作說明製作說明製作說明製作說明：：：：    

1.用大會所提供之兒童衣架1支（如圖 2所示）、12條橡皮筋及自備器

材，設計並製作自己所需的彈弓。 

2.彈弓之製作可參考圖3：將衣架彎成 Y字形，綁上橡皮筋及鬆緊帶，

便可形成彈弓。 

((((四四四四))))競賽說明競賽說明競賽說明競賽說明    

1.競賽場地佈置之俯視，如圖 4 所示，在高度約 75cm的桌上擺放邊長

80cm的正方形三夾板，上面繪有邊長 60cm正三角形圖案（參考圖 1），

再於圖案內 9個圓圈（直徑 4.5cm）位置，各擺放一個養樂多罐。 

2.養樂多罐的擺設方式如圖5所示，在罐子背對發射線的罐面上靠近底

部的中心處起，將長度 20cm之細棉線兩端平行於三角形中央線的方

向，使其相距 10cm分別用透明膠帶固定黏貼在罐面與三夾板平面上，

黏貼時應注意讓棉線向上鬆鬆的鼓起來，以免影響罐子受撞之倒下作

用。 

3.每個組員依序站在桌前3公尺的發射區(寬 1公尺)，利用自己的彈弓，

在裁判號令下 45秒內發射 5顆乒乓球，以擊倒養樂多罐為目標。被倒

下之罐子碰倒者，視同擊倒計分。 

4.若 45秒內 9個養樂多罐已全倒，則該組員的發射結束，換下一個組員

進行發射。 

5.競賽期間，請未輪到上場的組別協助撿球。其任務分配方式為：第1

組比 

賽時，請第 18組幫忙撿球；第 2 組比賽時，請第 1組幫忙撿球…以此

類推。 

6.在比賽過程中在比賽過程中在比賽過程中在比賽過程中，，，，若所製作的彈弓壞掉了若所製作的彈弓壞掉了若所製作的彈弓壞掉了若所製作的彈弓壞掉了，，，，則視同棄權則視同棄權則視同棄權則視同棄權，，，，不得借其他組不得借其他組不得借其他組不得借其他組

員的彈弓使用員的彈弓使用員的彈弓使用員的彈弓使用；；；；且只要且只要且只要且只要乒乓球離開手則視同發射一次乒乓球離開手則視同發射一次乒乓球離開手則視同發射一次乒乓球離開手則視同發射一次；；；；也不可對也不可對也不可對也不可對乒乓乒乓乒乓乒乓

球做任何的加工球做任何的加工球做任何的加工球做任何的加工。。。。 

 



 30 

 

 

 

 

 

 

 

 

 

 

 

 

 

 

 

 

 

 

 
       

 

 

 

 

 

 

 
 

 

 

 

 

 

 

 

 

 

 

 

圖 4：活動一之場地俯視示意圖 
      (本圖未依實際比例繪製） 

3m 

在高度約 75cm之
桌上，放邊長80cm

的正方形三夾板 

邊長 60cm 的正

三角形圖案 

發射區 1m 

圖 2：兒童衣架 
圖 3：做好的彈弓 

圖1：邊長 80cm 的正方形三夾板：上面繪有邊長60cm的正三角形 

      (本圖未依實際比例繪製） 

15cm 15cm 

30cm 

30cm 

邊長60cm之

正三角形 

直徑 4.5cm
的圓圈 

10cm 10cm 

10cm 

80cm 

80cm 

三角形

中央線 



 

 
 31 

 

 

 

 

 

 

 

 

 

 

 

 

 

((((五五五五))))評審標準評審標準評審標準評審標準    

  養樂多罐必須傾倒才給分，只有打到不計分。    

((((六六六六))))計分方式計分方式計分方式計分方式    

1.每位組員所打倒的養樂多罐數最多為9個。 

2.將各組員所打倒的養樂多罐數目加總起來，依高低排序後，再以六等計

分法計分，如表 1，得 X分。 

 

 

 

 

 

 

 

 

 

 

 

 

四四四四、、、、活動二活動二活動二活動二、、、、我的球會轉彎我的球會轉彎我的球會轉彎我的球會轉彎    

((((一一一一))))場地需求場地需求場地需求場地需求    

高度約 75cm之學生桌或其他適用桌面 

表 1：六等第計分法 

名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隊數 1 1 2 3 5 其他 
得分 30 21 15 12 9 6 

 
 

養樂多罐 

棉線 

透
明
膠
帶
 

圖 5：在三夾板上固定養樂多罐的示意圖 

三夾板 

透
明
膠
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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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使用器材使用器材使用器材使用器材    

1.大會器材：在 A3 紙箱蓋的中央挖出長20cm寬 10cm 的窗口，並在窗

口貼上透明塑膠布製成的檔板1片、高度約 23cm，底部直

徑約 6.5cm，容量 600ml 表面圓柱形之含蓋空寶特瓶9 個、

如圖 6所示的長條形三夾板（其規格為：長 120cm 寬 30cm，

板面上應依所示尺寸及位置繪製擺放寶特瓶用的長條形

標示圖和固定檔板的位置區）、透明膠帶若干、彩色膠帶

若干、碼錶 1個、捲尺一個、直徑2.5cm 的保利龍球每人

5顆。 

2.自備器材：剪刀或美工刀        

 

 

 

 

 

 

 

 

 

 

 

 

    

((((三三三三))))製作說明製作說明製作說明製作說明    

利用活動一所製作的彈弓來發射發射保利龍球，准許利用比完「活

動一」後的等待時間進行改良或整修。    

((((四四四四))))競賽說明競賽說明競賽說明競賽說明    

1.競賽場地之佈置俯視，如圖 7所示，將長 120m 寬 30cm 長方形三夾板(其

上繪有長 74m寬 10cm 用來擺放空寶特瓶的長條圖及長30m寬 6cm的 A3

檔板區，參考圖 6)水平放在高約 75cm之桌面上。 

30cm 

圖 6：長 120cm 寬 30cm 的長方形三夾板：上面繪有長 74cm 寬 10cm
的寶特瓶位置標示圖，每個小方格的邊長為 2 cm × 2 cm，黑色方

格為寶特瓶的擺放位置（本圖未依實際比例繪製） 

8cm 

74cm 

10cm 

120cm 

10cm 
26cm 

10cm 
20cm 

擺
放
檔
板
位
置
區

擺
放
檔
板
位
置
區

擺
放
檔
板
位
置
區

擺
放
檔
板
位
置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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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調整三夾板，使其前端距離發射區3m；接著在其上之檔板區用膠帶固定

好用 A3紙箱蓋所製成的檔板（注意：檔板背面朝向發射區）；最後於長

條形標示圖中被塗黑且等距離的方格位置上，把寶特瓶的瓶口朝下豎立

起來，共擺 10個。 

3.每個組員依序站在桌前3公尺的發射區(寬 1公尺)，利用自己的彈弓，

在裁判號令下；45 秒內發射 5顆保利龍球，以擊倒保特瓶為目標。被倒

下之瓶子碰倒者，視同擊倒計分。 

4.競賽期間，請未輪到上場的組別協助撿球。其任務分配方式為：第 1組

比賽時，請第 18組幫忙撿球；第2組比賽時，請第 1組幫忙撿球…以

此類推。 

5.在比賽過程中在比賽過程中在比賽過程中在比賽過程中，，，，若所製作的彈弓壞掉了若所製作的彈弓壞掉了若所製作的彈弓壞掉了若所製作的彈弓壞掉了，，，，則視同棄權則視同棄權則視同棄權則視同棄權，，，，不得借其他組員不得借其他組員不得借其他組員不得借其他組員

的彈弓使用的彈弓使用的彈弓使用的彈弓使用；；；；且只要且只要且只要且只要乒乓球離開手則視同發射一次乒乓球離開手則視同發射一次乒乓球離開手則視同發射一次乒乓球離開手則視同發射一次；；；；也不可對也不可對也不可對也不可對保利龍球保利龍球保利龍球保利龍球

做任何的加工做任何的加工做任何的加工做任何的加工。。。。 

 

 

 

 

 

 

 

 

 

    

((((五五五五))))評分標準評分標準評分標準評分標準    

乒乓球必須從【側邊】擦撞並把寶特瓶打倒才算得分。    

((((六六六六))))計分方式計分方式計分方式計分方式    

1.每個組員所打倒的寶特瓶數最多為10個。 

2.將各組員所打倒的寶特瓶數加總起來，依高低排序後，再以六等計分法

計分，如表 1：得 Y分。    

1m 

3m 
20cm 

圖 7：場地俯視示意圖（本圖未依實際比例繪製） 

120cm 

放在高約75cm之桌上

的長方形三夾板 

74 cm×10 cm 之長條形標示圖 

A3 紙箱蓋檔板 

發射區 10cm 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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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競賽時間競賽時間競賽時間競賽時間    

(一)製作及測試時間：20分鐘 

(三)活動一與活動二可分組同時進行，必須在 50分鐘內完成比賽。    

六六六六、、、、總成績總成績總成績總成績    

(一)每一隊的總成績：Z=X+Y 

(二)依 Z高低排序後，再以六等第計分法計分並決定名次。    

七七七七、、、、活動三活動三活動三活動三、、、、創意競賽創意競賽創意競賽創意競賽 

【【【【競賽說明競賽說明競賽說明競賽說明】】】】：以任何材料做成的球體，但是能用本活動所做成的彈弓來

發射，發射後能以曲線來飛行的趣味運動造形設計皆可，但有危險顧慮的

設計將不予計分。 

【【【【評選重點評選重點評選重點評選重點】】】】： 

（（（（一一一一））））以下各項取0～6點的範圍給點數，滿點數為30點 

         1.設計的創意性。2.設計的完美性。3.設計的趣味性。 

         4.設計的實用性。5.設計的功能性。 

   （（（（二二二二））））將參賽各隊經由所有裁判記點之總和按高低排序，然後依 

         六等第計分法計分，成績最高的隊伍，頒發創意獎。此項 

         評分獨立計算，不列入總成績內。 

八八八八、、、、器材總表器材總表器材總表器材總表    

(一)大會提供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備註 

活動一 兒童用衣架  3支 活動一、活動二共用 

 橡皮筋  36條 活動一、活動二共用 

 乒乓球  5顆 比賽結束、大會回收 

活動二 保力龍球 直徑2.5cm 5顆 比賽結束、大會回收 

(二)自備 

  剪刀或美工刀及鬆緊帶等(長度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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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龍翔雲乘龍翔雲乘龍翔雲乘龍翔雲    

----天空之城天空之城天空之城天空之城----    
吳原旭、蘇泰龍 

一一一一、、、、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以保麗龍球、珍珠板、吸管等材料製作「天空之城」，以自製集氣導

流罩(以下簡稱集氣罩)將電扇氣流集中並引導，使天空之城懸浮、旋轉、

翻轉。並從操作中體會流體及旋轉體一些有趣的物理現象。 

(註：天空之城包含「旋轉的城堡」與「翻轉的城堡」兩種) 

 

二二二二、、、、原理原理原理原理：：：：    

利用白努力原理使球形物體能飄浮於上升的氣流中，經由葉片與氣流

的交互作用使天空之城旋轉。又，利用力矩能使旋轉體產生進動的原理(附

錄一)，使天空之城翻轉。 

 

三三三三、、、、場地及裝置場地及裝置場地及裝置場地及裝置：：：：    

1.將箱型扇控制風向的旋轉葉片拆除，水

平放置，架高並固定，上緣離地至少 50

公分。風扇一律使用最強風速。 

2.參賽者自行將集氣罩放在電扇上方，並

以膠帶黏貼於箱型扇四邊，並於競賽後

迅速取下。各隊自行準備黏貼之膠帶及

剪刀等。 

 

 

 

 

> 50 cm 

集氣罩 

箱型扇 

天空之城 
(旋轉的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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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活動一活動一活動一活動一    旋轉的城堡旋轉的城堡旋轉的城堡旋轉的城堡    

(一) 器材  見總表 

(二) 製作 

1.以兩個大保麗龍球及細吸管等大會所發材料製作

兩個旋轉的城堡。 各隊製作的旋轉城堡必須包含

基本型結構才准於參賽。 

2.基本型結構如右圖所示，以大保麗龍為主體，在赤

道上(球的某一個最大圓周上)插四支吸管，且每一支吸管末端固定一片 

5x5 公分的正方形珍珠板，四支細吸管應盡量在同一平面上，並將其中

三片珍珠板有顏色的面朝上，而第四片則以白色的面朝上做為計算轉數

之指標。 

3.各隊可加裝黏土以調整重量，加裝葉片以增強旋轉效

果，增加細吸管以提高競賽成績。其中細吸管的數量

及安裝位置做為評分之依據。 

4.增加的細吸管，基部必須在赤道上方1公分以上位

置，可直接固定在大保麗龍球上(加權數 n=1)，或延

長(二段加權數 n=4，三段加權數 n=9)，如右圖所示。

最多延長為三段。 

5.固定在大保麗龍球上之細吸管必須為「徑向」(延長線通過球心)，延長

的吸管必須盡量與原吸管同一直線。若明顯不符合以上規定經裁判判違

規者，必須於規定時間內改進後才能參賽。 

6.以上各材料之結合方式可採用保麗龍膠、膠帶等黏著劑或以鑲嵌方式結

合。吸管與吸管，吸管與球結合處重疊部分不得超過4公分，否則該作

品不得參賽。 

7.所有吸管不得剪裁或摺彎，否則該作品不得參賽。唯兩支吸管接合處可

縱向剪開或摺合以利於銜接，且仍受上述重疊處不超過4公分之限制。 

8.有關材料之規定請參照(器材總表)說明，不得使用器材表列以外的材

料，否則以零分計。 

n=1 

n=9 

n=4 

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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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競賽辦法 

1.安裝、第一次調整測試、檢查規格： 

各隊於 90秒內將自製的集氣罩以膠帶固定在箱型扇上面，並可打開電

源測試、調整兩具旋轉的城堡。裁判在此時間內檢查規格，不符合規定

者必須於此段時間內改進，否則該作品不得參賽。 

2.第一具旋轉的城堡第一次評審： 

將第一具城堡放在集器罩上方，打開電源後，0~10秒可以手輕輕扶持使

城堡在風力作用下旋轉(不得以手施力矩旋轉)，10秒末放手。10~30 秒

為計分時間，記錄此時間內白色珍珠板通過一指定位置(評審事先指定)

之次數 M1。30 秒末關閉電源，記錄所有吸管加權數總和N1。其中基本型

之四支吸管每一支加權數以 4計。 

3.第二具旋轉的城堡第一次評審： 

改放第二具旋轉的城堡，重複以上辦法 2，紀錄 M2、N2。 

4.第二次調整測試、檢查規格： 

各隊於 60秒內測試、調整兩具旋轉的城堡 (可增減吸管數)。裁判在此

時間內檢查規格，不符合規定者必須於此段時間內改進，否則該作品不

得參賽。此時間內仍可調整集氣罩。 

5.第一具旋轉的城堡第二次評審。同上 2步驟，紀錄 M3、N3。 

6.第二具旋轉的城堡第二次評審。同上 2步驟，紀錄 M4、N4。 

7.同一場地繼續進行活動二評審。 

 

(四) 評分方式 

1.參賽作品必須包含基本型，再增加吸管等裝置，否則以零分計。 

2.活動一之競賽成績為： 

M1×N1+M2×N2+ M3×N3+M4×N4。 

3.各隊依照成績多寡排序，再依照六等第計分法給分即為活動一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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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注意事項 

1.以時間控制賽程，裁判點名上場便開始計時，不得藉故拖延時間，若耽

擱時間則從計分時間中扣除，影響成績自行負責。 

2.計分時間內不得碰觸或以任何方式干擾旋轉的城堡及集氣罩，否則該次

以零分計。 

3.全部參賽過程，同隊成員自行協調合作，不限定參賽人員工作分配。 

4.若評審中吸管等裝置掉落，仍可繼續比賽，不需中斷賽程，等該次比完

之後再檢拾掉落物品，吸管加權數則以最後未掉落的吸管計算。但如果

保麗龍球掉落地面或扇葉上，或集氣罩鬆脫掀開，則關掉電源，停止計

算圈數，該回合以當時已計算的圈數N和未掉落的吸管加權數M來計

分。若基本型結構之方形珍珠板掉落，則該支吸管的加權數以0計。 

5.評審中若旋轉的城堡與集氣罩開口周邊碰觸仍可繼續比賽，但不得於集

氣罩中設計一特定部分以撐住旋轉的城堡重量，形成轉動中心，違者活

動一以零分計。 

 

五五五五、、、、活動二活動二活動二活動二    翻轉的城堡翻轉的城堡翻轉的城堡翻轉的城堡    

(一) 器材 見總表 

(二) 製作 

1.以兩個大保麗龍球及細吸管製作兩個翻轉的城堡。 

翻轉的城堡基本型如右圖所示。 

2.可加裝以粗吸管製成之葉片以增強旋轉效果(參考做法如附錄二)，可將

自備的小保麗龍球或其他輕質物品固定在細吸管上以調整翻轉效果，可

延長或剪短細吸管長度，以得到較佳的成績。若能順利翻轉則細吸管愈

長成績愈高。 

3.各隊可製作多支不同長度的細吸管，或以套接方式以便於測試中迅速更

換以獲取最佳成績。  



 

 
 39 

4.以上各材料之結合方式可採用保麗龍膠、膠帶等黏著劑或以鑲嵌方式結

合。 

5.所有細吸管不得摺彎，可剪短、可延長，

但是不得縱向剪裁。延長的吸管必須盡

量與原吸管同一直線。若明顯不符合以

上規定經裁判判違規者，必須於規定時

間內改進後才能參賽。唯兩支吸管接合

處可作縱向的摺合、剪裁以利於塞進另

一支吸管中。 

6.將大保麗龍球置於集氣罩出風口處必須能懸空飄浮，且在風力作用下將

細吸管擱置於出風口邊緣時，細吸管的指向必須在水平面以下超過10

度才准予參賽，如圖所示。(裁判檢查時可以手指於吸管接觸集器罩邊

緣處輕壓以便於檢查) 

7.有關材料之規定請參照(器材總表)說明，不得使用器材表列以外的材

料，否則以零分計。 

 

 

(三) 競賽辦法 

1.每一具翻轉的城堡評審二次，每一次都包含兩階段計分。第一階段於開

始時允許以手扶持城堡或吸管使細吸管朝上，並於風力作用轉動中放手

計分。第二階段於開始時必須讓細吸管躺下靜止靠在集氣罩之出風口邊

緣，且細吸管指向必須向下與水平面夾角10度以上，並於靜止中放手。 

2.安裝、第一次調整測試、檢查規格： 

各隊可繼續使用活動一所安裝之集氣罩，或於 90秒內局部調整或更換

另一套集氣罩。此時間內可調整、測試兩具翻轉的城堡。裁判檢查規格，

不符合規定者於此時間內改進，否則該作品不得參賽。 

集氣罩 

翻轉的城堡 

> 10 度 

水平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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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一具翻轉的城堡第一次第一階段評審： 

打開電源，將第一具翻轉的城堡放在出風口上，0~10秒可以手輕輕扶持

大保力龍球或吸管，使細吸管朝上，且在風力作用下旋轉(不得以手施

力矩旋轉)，第 10秒末放手， 10~30 秒為計分時間，觀察細吸管的指向

能否維持在水平面以上(仰角)。若此 20秒鐘內始終維持在水平面以上，

加權數 X11=5。若曾經維持在水平面以上超過10秒鐘但不滿 20秒鐘，加

權數 X11=4。若曾經維持在水平面以上超過5秒鐘但不滿 10 秒鐘，加權

數 X11=1。只選取一次最高成績。 

4.第一具翻轉的城堡第一次第二階段評審： 

不要關閉電源，不得調整翻轉的城堡之結構，也不得調整集氣罩。輕輕

抓住細吸管，使其躺下並接觸集氣罩的出風口邊緣(此時大保麗龍球仍

維持飄浮狀態但未轉動)。聞口令後馬上放手，並開始計時 30秒。 

 

5.0~3 秒鐘細吸管指向必須仍在水平面以下，若於 3秒內就轉向上超過水

平面則停止比賽，此一階段成績為0。如果超過 3秒才翻轉向上則依照

以下方式記錄加權數： 

3~30 秒之期間內，能持續向上 15秒鐘，加權數 X12=10，曾持續向上時

間超過 10秒鐘，但不到 15秒鐘，加權數 X12=8，曾持續向上時間超過5

秒鐘，但不到 10 秒鐘，加權數 X12=2。只選取一次最高成績。 

6.先取出城堡再關閉電源，測量細吸管突出大保麗龍球外之長度，記錄 Y1。 

7.第二具翻轉的城堡進行第一次評審：如上述辦法 3~6，記錄 X21、X22、Y2。 

8.第二次調整測試、檢查規格： 

各隊於 60秒內測試、調整兩具翻轉的城堡 (可增減吸管、配件)。裁判

在此時間內檢查規格，不符合規定者必須於此段時間內改進，否則該作

品不得參賽。此時間內仍可調整集氣罩。 

9.第一具翻轉的城堡進行第二次評審：如上述辦法 3~6，記錄 X31、X32、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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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第二具翻轉的城堡進行第二次評審，如上述辦法3~6，記錄X41、X42、Y4。 

11.結束評審之後必須於 30秒內卸下集氣罩，以便於下一隊伍上場。 

(四) 評分方式 

1.活動二之競賽成績為： 

(X11+X12) Y1+(X21+X22) Y2+(X31+X32) Y3+(X41+X42) Y4。 

2.各隊依照成績多寡排序，再依照六等第計分法給分即為活動二得分。 

(五) 注意事項 

1.以時間控制賽程，裁判點名上場便開始計時，不得藉故拖延時間，若耽

擱時間則從計分時間中扣除，影響成績自行負責。 

2.計分時間內不得碰觸或以任何方式干擾翻轉的城堡及集氣罩，否則該次

以零分計。 

3.階段二，翻轉城堡必須藉由風力使其自旋且進動而翻轉向上，單純只靠

向上的氣流而使細吸管指向上的方式並非本競賽的目的。因此，放手後

前 3秒鐘應為加速旋轉的過程，須注意整個翻轉城堡的配重，不可太早

翻轉向上，否則以 0 分計。也不得設計一個卡或勾限制翻轉城堡轉動而

拖過前 3秒鐘。 

4.全部參賽過程，同隊成員自行協調合作，大會不限定參賽人員工作分配。 

5.若評審中吸管等裝置掉落，仍可繼續比賽，不需中斷賽程，等該階段比

完之後再檢拾掉落物品。吸管長度 Y則以最後未掉落的吸管計算。但若

大保麗龍球掉落或集氣罩鬆脫掀開，則停止該階段比賽，該回合以當時

記錄的加權 X和未掉落的細吸管長度Y來計分。 

6.評審中若翻轉的城堡與集氣罩開口周邊碰觸仍可繼續比賽，但不得於集

氣罩中設計一特定部分以撐住翻轉的城堡重量。違者活動二以零分計。 

六六六六、、、、競賽時間競賽時間競賽時間競賽時間    

(一)製作時間：活動一、二均於現場製作，共 30分鐘 

(二)評審時間：每一隊活動一、二在同一場地接續進行，預估每一隊使用

時間約 12 分鐘。總評審時間 4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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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總成績總成績總成績總成績    

每一隊活動一、二的得分相加，排序後依照六等第計分法給分，即為本單

項競賽之得分。若第一名超過一隊則以活動一成績較佳者為第一名。 

 

八八八八、、、、器材總表器材總表器材總表器材總表    

(一)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備註 

箱型扇 80W，14 吋，迎風時

氣流為順時針方向 

1部 活動一、二共用 

大保麗龍球 直徑約 10公分 4個 活動一與活動二 

珍珠板 A5，厚約 0.3公分 1張 活動一專用，可用於

製作葉片 

細吸管  口徑約 0.6 公分，

長約 15公分，平口

直式 

約50支 活動一、二共用(非可

彎曲吸管) 

黏土 一般 約40公

克 

活動一、二共用，可

用於調整配重 

 

 

 

大 

會 

提 

供 

 

粗吸管 口徑約1.2公分，長

約21公分 

6支 活動二專用，可用於

製作葉片 

剪刀、小刀、

鑽洞用具等 

現場不提供電源 不限 活動一、二可共用 

小保麗龍球

或其他輕質

物品 

裝上細吸管後最大

直徑不得超過 3公

分，長度不限 

2個 活動二專用，可用於

加在細吸管上，調整

翻轉效果 

膠帶、保力龍

膠等黏著劑 

不限 不限 活動一、二可共用 

 

 

自備 

器材 

集氣罩 材料不限，高度小

於 100公分 

至少 1

套 

活動一、二可共用，

可加裝導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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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活動三活動三活動三活動三    創意競賽創意競賽創意競賽創意競賽    

以生活中易取得的材料自行設計並組裝天空之城，使其能在風力作用

之下漂浮，並展現有趣的效果。使用之風扇可自行攜帶使用 110V交流電

源或自備電源之風扇、吹風機等，或使用大會提供與競賽同規格的箱型

扇。可使用自備之集氣罩或其他裝置以展現「天空之城」的效果。活動三

單獨評等，不列入總成績分數。 

(一)評審標準：依整體的創意 30%、功能效果 25%、科學原理運用 15%、材

料運用 15%、美觀 15%來評分，成績最高者頒發創意獎。 

(二)說明書：要包括創作的動機、構想、原理、發展等，以列印或書寫、

畫圖說明等方式呈現在A4 紙上。 

(三)評分時根據作品實體、實際操作、說明(說明書或含口頭陳述)評分。    

十十十十、、、、其他裁判應注意事項其他裁判應注意事項其他裁判應注意事項其他裁判應注意事項：：：：    

(一) 場地需求：靠近電源(110V 交流)且避風的室內。 

(二) 建議設置六個站，每一站兩名裁判，使用兩個碼錶，兩人必須事前

協調好任務，模擬整個過程並須熟練操作碼錶技巧。 

(三) 因賽程緊湊，必須掌握好時間。參賽隊伍被點名上場就馬上按碼表

計時，不得因為參賽者尚未準備好而延後。每一回合記錄完成績便馬

上按碼表進行下一回合，活動一比完就馬上進行活動二。兩名裁判必

須熟悉賽程及比賽規則，並培養良好默契以節省無謂的的時間耽擱。 

(四) 箱型扇前方的風向旋轉葉片必須拆除，架高後黏貼固定。使風向對

著正上方吹，在不影響氣流的原則下盡量將扇葉的框黏貼固定，以免

競賽中偏移而造成不公平。固定圓框與方型外框時盡可能由背後黏

貼，保持正面原貌，以便於參賽者固定集氣罩之用。 

(六) 判讀活動二第二階段之夾角，原則上先以目視判斷即可。但仍應事

先以紙板剪一 10度角以便於需要時比對。 

(七) 活動二測量吸管長度，建議使用長度超過 45公分的塑膠直尺(可將 0

刻度以下之空白部分剪除，以方便測量)，記錄至 0.5公分，餘數捨

棄。例如：15.3公分記為「15.0」，15.9 公分記為「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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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一、進動(precession)—自轉的物體其自轉軸又繞著另一軸心轉動的現

象。 

    轉動中的物體受到與轉動方向不平行的力矩作用會產生進動。例如下

圖所示，一車輪的軸心右端以繩子懸吊，當車輪自轉角動量L時，重力的

力矩τ在   Δt時間內提供車輪一角動量改變ΔL，使車輪一邊繞軸心自

轉，同時軸心作水平面上的轉動。(以下圖片節錄自中央大學物理系朱慶

琪教授網站) 

 

 

 

 

 

 

 

 

 

 

 

 

 

二、翻轉的城堡參考作法： 
 

 

 

 

 

 

 

 

 

 

 

 

剪下 

剪開 

以膠帶貼上(開口方向須配
合氣流方向，請自行判斷) 

細吸管 小保麗龍

球或輕質

物品 
 

大保麗龍球 

粗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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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會使用之箱型風扇及拆除控制風向的葉片之後的外表規格： 

(設計集氣罩下部尺寸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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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龍戲珠三龍戲珠三龍戲珠三龍戲珠    

————我的光線會轉彎我的光線會轉彎我的光線會轉彎我的光線會轉彎————    
蕭志堅  

一一一一、、、、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藉由數面鏡子的反射，並調整鏡面的角度，讓雷射光線在鏡面之間好

像接力賽一樣，最後反射到預定的目標。 

 

二二二二、、、、原理原理原理原理    

光的反射定律：光照射到任何表面時遵循： 

（1）入射光、反射光分別在法線的兩側，且此三直線在同一平面。 

（2）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 法線：與障礙物表面垂直的直線。      

       � 入射角：入射光與法線的夾角。 

       � 反射角：反射光與法線的夾角。 

 

 

 

 

 

 

 

三三三三、、、、活動一活動一活動一活動一、、、、光線好聽話光線好聽話光線好聽話光線好聽話    

(一)場地需求 

1.每一組場地：長條桌一張。(各區競賽時規格統一即可) 

(二)使用器材 

1.大會：B4紙四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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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備：必備－玻璃鏡片四片—不大於 6.5公分 × 8.5 公分(不含外框)。 

簡易鏡座—限用吸管、筷子、鐵絲、黏土、西卡紙、壓舌

木片(醫療院所用或 DIY美術用品的冰棒棍替代)、棉繩製

作，利用橡皮筋或其他黏貼工具自行先組合完畢，比賽前

經過檢查合格之後才能使用。 

長尺、量角器。 

選備－簡便型光學台(用塑膠板或木板，不大於 60公分 × 45

公分 × 10公分)，為激發學生的創造力，光學台必須是

學生利用易取得材料組合而成，不得使用市售光學台或改

裝市售光學台。 

簡單水平儀、圓規。 

 

 

(三) 繪製光線地圖 

1.在大會所發給的 B4紙上，先量出兩個短邊的中點並做記號，將兩個記

號連線把 B4紙兩等分，這條線就是入射光進入的測試線，並在紙正中

央畫一個 22公分 × 12公分長方形方框(見圖一)。 

2.同學的任務是在不使用雷射光的情況下，只利用長尺、量角器或圓規，

運用反射定律，在紙上畫出鏡子的位置及偏轉角度，確實描繪出光的路

線，讓光線由鏡子 1反射至得分區(第一關)。 

3.重複步驟 2，再分別描繪出下列三個路線：(1)光線由鏡子 1→鏡子 2→

得分區、(2)光線由鏡子 1→鏡子 2→鏡子 3→得分區、(3)光線由鏡子 1

→鏡子 2→鏡子 3→鏡子 4→得分區的路線圖 (第二、三、四關)。 

4.每一個關卡，編號 1號的鏡子必須擺在雷射光的對邊區域內，其他鏡子

位置可在長方形方框外的灰色環狀區域內自由規劃，但是每一邊限擺一

面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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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四個關卡的光線地圖，不一定要畫在同一張B4紙上面。 
 

 

 

                                    

 

                       

 

 

 

 

 

 

 
                                       圖一 

(四)競賽說明 

1.參賽隊伍先把記分板放在大會準備的長條桌面或自製簡便光學台上，再

架設光源，可使用大會準備之雷射光筆或自己準備，放好之後即開始計

時。 

2.調整雷射光筆位置、光線水平及鏡面的垂直與否後，把光線地圖放在合

適的位置，再調光線地圖上的測試線與雷射光重疊，測試完後隊長用屏

障擋住光線，準備開始闖關。 

3.鏡子的邊緣可事先磨平，或用簡單材料製作的鏡座，讓鏡子站立時可以

和雷射光垂直，這樣子雷射光才不容易偏移。 

4.開始闖關之後，隊員即可將鏡子放在光線地圖第一關的規劃位置上；完

成動作後，手全部離開鏡子才能進行評分。 

5.評分人員請隊長將屏障移開，讓雷射光射入，記錄雷射光落點的分數；

評分過程，不可再觸碰任何一面鏡子，否則零分計算。 

6.重複步驟 4、5，將鏡子放在第二、三、四關的路線上，並記錄雷射光落

點的分數。如果闖關活動提前完成，評分人員記錄完成時間。 

7.本闖關活動時間為 150秒，時間一到，活動立即中止。 

記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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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參賽隊伍必須按照規定從第一關依序到第四關進行評分，如果有跳關的

狀況，則跳過的關卡以零分計算。 

9.每一關卡，最多以闖關兩次為限，但必須用不同的光線地圖，若該關卡

的光線地圖只有一份，就只能闖關一次。 

10.除了第四關有一人需要操作兩面鏡子之外，其餘一至三關每人限操作

一面鏡子，若有人觸碰兩面或以上鏡子，則該次闖關以零分計算。 

 

(五)評審標準 

1.第一關—雷射光線經過一面鏡子反射，即得 1分。若是光線最後落在得

分區 5分處，再加 5分，本關可得6分；若是光線最後落在得分區外，

則不加分，只得 1分。 

2.第二關—雷射光線每經過一面鏡子反射，即得 1分。若是光線最後落在

得分區外，則不加分，只得 1分；若是光線只經過一面鏡子反射後落在

得分區 4分處，則 4分不算，只得1 分。若是光線經兩次反射後落在得

分區 3分處，則可再加 3 × 2 分，共得 8分。 

3.如果雷射光點剛好落在2分和 3分的中間線上，而光點分布在 2分區域

的面積較大，則得 2分；若光點剛好在中央，則得 3 分。 

4.如果闖關兩次，則選擇高分的那一次成績為競賽成績。 

5.第三、四關的計分方式以此類推。此項活動總共有四關，每隊有四次成

績，將四次比賽成績相加即為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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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計分方式 

四次比賽成績相加即為總分，依分數高低排序；若得分一樣，則以完

成時間短者優先；完成總排序之後，按表 1 的六等第計分法計分，得 x分。 

 

表 1  六等第計分法 

名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隊數 1 3 6 10 15 其他 

得分 30 21 15 12 9 6 

 

 

 

 

四四四四、、、、活動二活動二活動二活動二、、、、光線接力賽光線接力賽光線接力賽光線接力賽    

(一)場地需求 

1.每一組場地：邊長 3m × 4m 的長方形平坦地面、上課桌子三張、椅子

兩張、記分板一座。(各區競賽時規格統一即可) 

(二)使用材料 

1.大會：無。 

2.自備：必備－玻璃鏡片四片—不大於 6.5公分 × 8.5 公分(不含外框)。 

簡易鏡座—限用吸管、筷子、鐵絲、黏土、西卡紙、壓舌片、棉

繩製作，利用橡皮筋或其他黏貼工具自行先組合完

畢，比賽前經過檢查合格之後才能使用。 

(三)競賽說明 

1.參賽隊伍先把鏡子架在鏡座上，分別放在兩張課桌及兩張椅子上，再打

開課桌上的雷射光筆測試，並調整雷射光可照射在鏡子1上，測試完後

用屏障擋住光線，準備開始比賽，如圖二所示。 

 



 

 
 51 

 

 

 

 

 

 

 

 

 

 

 

 

 
                                      圖二圖二圖二圖二 

    

    

2.課桌椅高度可能不相同，以各地區主辦學校易取得為原則。 

3.全組三位隊員有兩人負責1面鏡子，一人負責 2面鏡子，比賽前必須先

告知評分人員四面鏡子的負責隊員，比賽開始之後不可以交換操作，否

則該次闖關零分計算。 

4.計時開始之後，隊長將屏障移開，並且調整鏡子的位置與角度，讓光線

由鏡子 1→2→3→4→記分板的順序依序反射(第一關)，完成動作後，全

部的隊員必須將鏡子固定後離手，經評分人員判定過關之後才算得分，

否則必須從新調整。 

5.重複步驟 4，調整鏡子讓光線由1→2→4→3→記分板、1→4→2→3→記

分板、1→3→2→4→記分板 (第二、三、四關)，依序闖關。 

6.過關的認定標準是在得分區內的雷射光點，必須在相同分數的區域內停

留 3秒以上，才算過關得分；如果快速劃過，未達 3秒者，必須從新調

整。 

7.評分人員已經給分之後，光點仍繼續緩慢移動，參賽同學可以選擇放棄

分數，繼續等待較高的分數或者重新調整，而放棄的分數不可以再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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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參賽隊伍必須按照規定從第一關依序到第四關進行評分，如果有跳關的

狀況，則跳過的關卡以零分計算。 

9.本闖關活動時間為 150秒，時間一到，活動立即中止。 

10.如果闖關提前完成，評分人員記錄闖關所使用的時間。 

 

(四)評審標準 

1.雷射光線每經過一面鏡子反射，即得分 1分。若是光線最後落在得分區

外，則不加分，得 1 分；若是光線只經過兩面鏡子反射後落在得分區 4

分處，則 4分不算，得 2分。若是光線經4次反射後落在得分區3分處，

則可得 7分。 

2.此項活動總共有四關，每隊有四次成績，將四次比賽成績相加即為總分。 

 

(五)計分方式 

依總分高低排序；若得分一樣，則以完成時間短者優先；完成總排序

之後，按表 1 的六等第計分法計分，得 y分。 

    

    

五五五五、、、、競賽時間競賽時間競賽時間競賽時間    

(一)製作：活動一光線地圖的製作時間（含說明及領取材料）共 15 分鐘，

活動一、二所需的鏡座及簡易光學台要事先製作帶至會場。 

(二)評審：活動一及活動二，同時分組進行，時間共 40分鐘。 

(三)注意：本項活動必需在 70分鐘內完成。 

    

六六六六、、、、總成績總成績總成績總成績    

(一)每一隊的總成績：z  =  x ＋ y 

(二)依 z高低排序後，再以六等第計分法計分與決定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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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活動三活動三活動三活動三、、、、創意競賽創意競賽創意競賽創意競賽    

(一)競賽製作 

1.使用其他材料，製作機能更多的光學台或鏡座。(不得使用成品) 

2.使用其他操作技巧或藉由其他器材協助，可以呈現精準操控光線的效

果。 

3.想出其他新的玩法。 

4.基於安全考量，對於高功率雷射(大於 5mW)，大會有三種處理方式：(1)

不得使用、(2)由大會人員負責操作、(3)由該組隊員在大會人員陪同下

操作。對於大會所做的決議，參賽同學必須遵守，未經許可，任何時間

都不可以私自操作，否則將喪失參賽資格。 

 

(二)評審標準：功能 25%、造型 25%、創意 25%、說明書 25% 

 

(三)說明書 

1.說明書字數：200字以內。 

2.說明書以兩張 A4紙內完成，用文字、附圖或照片說明設計原理、功能

及特點，於報到時一併繳交，。 

 

 

 

八八八八、、、、器材總表器材總表器材總表器材總表    

(一) 大會提供 

    

 品名 規格 數量 備註 

 影印紙 B4 4 張 活動一 

 紅光雷射光筆 功率小於 5mW 三個 活動一與二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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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備器材 

必備－玻璃鏡片四片—不大於 6.5公分 × 8.5 公分(不含外框)。 

簡易鏡座—限用吸管、筷子、鐵絲、黏土、西卡紙、壓舌片、棉繩製作，

利用橡皮筋或其他黏貼工具自行先組合完畢，比賽前經過檢查

合格之後才能使用。 

長尺、量角器。 

 

選備－簡便型光學台(用塑膠板或木板，不大於 60公分 × 45 公分 × 10

公分)，為激發學生的創造力，光學台必須是學生利用易取得材料

組合而成，不得使用市售光學台或改裝市售光學台。 

簡單水平儀、圓規。 

 

九九九九、、、、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1.活動一活動一活動一活動一、、、、二的雷射光筆為紅光二的雷射光筆為紅光二的雷射光筆為紅光二的雷射光筆為紅光，，，，功率小於功率小於功率小於功率小於5mW5mW5mW5mW，，，，全部由大會提供全部由大會提供全部由大會提供全部由大會提供，，，，競賽競賽競賽競賽

時才能使用時才能使用時才能使用時才能使用；；；；除了創意賽評分時間之外，任何時間，會場內不得使用大

會以外的光筆。 

2.活動一的計分方框規格為40 公分 × 28公分 × 7公分，只有四個邊，

上下簍空，其中一個短邊會在離底部3.5公分的位置為圓心，挖直徑約

為 3公分的小洞，讓雷射光源進入。 

3.調整雷射光線水平和鏡面的垂直度都包含在150秒內，同學在練習的時

候，也要加強這一部分的熟悉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