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樸克飛虎 
 設計者： 建中退休老師羅芳晁 

一、 目的：以樸克牌為主要材料來模擬飛盤與彈射飛機的趣味活

動，藉以探討角動量守恆定律、力矩與轉動的關係及飛機之穩

定飛行的條件，並以其運動軌跡之準確操控及射程之深遠為目

的來進行比賽，寓教於樂，時值虎年，故以「樸克飛虎」名之。 
二、 原理：分為兩部分，其中：活動一的設計是根據物體繞定軸旋

轉時會產生固定方向的角動量特性，若再加給它一個移動的速

度，則物體便能在此條件下穩定的移向既定目標。活動中選用

樸克牌為材料，用手腕與手指的作用對它施以力矩，我們便能

像飛盤一般，把它當作有趣的飛鏢來進行射準競賽。 
    活動二則根據物體在流體內運動時，從伯努力方程式的描

述，我們知道，物體周圍之流體相對於物體之流速較大的部分

其壓力強度必小於流速較小的區域，故兩區之壓力強度差便使

得物體受力而被推向高流速區。因此我們只要將物體妥善造

型，加上適當的的運動形式與速度，就可以控制物體受力後的

運動軌跡。活動中用樸克牌、吸管等為主要材料，設計成為一

架樸克飛機，利用手擲、橡皮筋的彈性或氣壓吹送等三種方式

作為動力來進行遠航飛行的競賽。 
三、 活動一：手控樸克飛鏢 
★場地需求：一般課桌椅 
★使用材料： 
    大會：樸克牌（8.7cm×6.3cm， 4 張/人）、大吸管（長度 21cm  
          直徑 1.1cm。6 支/隊）、紙杯（直徑 7.5cm 高 9.1cm 容量 
          200cc。1 個/隊）、保特瓶（直徑 6.5cm 高 23cm 及 16cm 者 
          各 1 個/隊）、珍珠板（長 23cm 寬 15cm。1 片/隊）、塑膠 
          黏土（約明信片大小。1 塊/隊）。 
    自備：尺、美工刀、剪刀、筆、切割墊。 
★競賽製作： 

在活動一與活動二共用的 35 分鐘製作時間內，以大會所發給的

材料，四位隊員每人各自製作活動一使用的樸克牌飛鏢一組四張。製

作時注意下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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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飛鏢的造型可使用樸克牌原型或裁剪，裁剪後的形狀以三角形

與四邊形為限，其面積也不得小於原面積之一半以上。 
2. 造型確定後之飛鏢必須是平面形狀，不得折成曲面或折疊，亦

不可附加其他材料（含裁剪剩料）。 
3. 不符合製作規定之飛鏢不得用以參加競賽，違規者以零點計

分。 
★競賽說明： 
(一)操作方式  

1. 每隊四人各使用自己的造型依序就位參賽，造型或其附件不得

與他人共用，也不可借用他隊之造型或零件，經發現者，本項

不予計點，也不得補賽。 
 
 
 
 
 
 
 
 
 
 
 

拇指與中指夾住

此角，作為支點 

食指夾住此角，

作為施力點 

（a） （b）

圖 1 

2. 樸克牌飛鏢的發射方法可自行發揮，但限用手掌與手指的功

能，不得藉助其他工具，違規者不予計點。 
3. 飛鏢的發射可自行斟酌採用圖 1 所示的方法。圖 1（a）是將樸

克牌飛鏢握在手掌內；圖 1（b）則用兩手指夾住作支點，第三

個手指為施力點。發射時運用腕力或手指的作用，產生旋轉所

需之力矩並使飛鏢獲得飛行速度後，適時鬆手便能將紙牌像飛

盤一樣的甩出去，這些動作需多次練習與揣摩方能體會其要領。 
4. 競賽時，每隊可用總時間為 3 分鐘。時間結束，計點即確定，

逾時部分不算。 
5. 在總裁判號令下開始競賽並計時，每位參賽者於發射每一飛鏢

前，應先向裁判報出自選標靶的編號，再瞄準標靶發射飛鏢，

飛鏢擊中標靶物體即得該靶的點數；若未向裁判報知標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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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誤中其他標靶物體者其得點不算。飛鏢每次以發射一張為

限，每人最多發射四張，違規者以零點計算，也不得要求補射。 
6. 進行發射動作過程中，競賽人雙腳之一落地時超越發射區者，

該次成績以零點計。 

(二)評分標準 
 

 
 
 
 
 
 
 
 
 
 
 
 
 
 
 

1. 靶位與場地之分佈位置如圖 2 所示。 
2. 圖 2 之靶位物體的配置參考圖 3 及下列說明 

 

A

B 

C 

E 

F

D 

250cm 

70cm 

205cm 

270cm 

70cm 

45cm 

45cm 

發射區  

圖 2  

珍珠板 

(a)珍珠板靶 (b)紙杯靶 (c)吸管靶 

圖 3 

吸管夾住

珍珠板 
下方以

塑膠黏

土固定 吸管內部下方

填入塑膠黏土 吸管內部下方

填入塑膠黏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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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珍珠板標靶，其造型如圖 3（a） 
B：直徑 6.5cm 高度 23cm 內部裝水的保特瓶標靶 
C：直徑 6.5cm 高度 16cm 內部裝水的保特瓶標靶 
D：直徑 7.5cm;高 9.1cm 容量 200cc 的紙杯標靶（底部用塑膠 
   黏土固定），其造型如圖 3（b） 
E：高度 21cm 直徑約為 1.1cm 的大吸管標靶（底部用塑膠黏 
   土固定），其造型如圖 3（c） 
F：高度 10cm 直徑約為 1.1cm 的大吸管標靶（底部用塑膠黏 
   土固定），其造型如圖 3（c）。 

3. 各靶位之點數如表 1。 
 
 
 
 
 

表 1 
標    靶 0  A B C D E F
點    數 0 6 9 12 15 21 30

4. 每一參賽隊員均需下場操作，最後把各隊參賽隊員四人的得點

數總和依高低排序，再換算為六等第計分法（見表 3）計分，

即為該隊之活動一的成績。  
5. 競賽中若有疑問應立即向現場裁判提出，賽後不與理會。 

四、 活動二：樸克飛機 
★場地需求：室內體育館 
★使用材料： 

大會：樸克牌（8.7cm×6.3cm，30 張/隊）、有縐摺小吸管（長度 
      21cm 直徑 0.6cm，6 支/隊）、氣球吸管（長度 40cm 直徑 
      0.4cm，3 支/隊）、薄雙面膠帶（12mm×3y 紙卡收縮裝，1 
      捲/隊）、單面透明膠帶（一般規格，一小捲）、橡皮筋（8 
      條/隊）、注射針筒（長度 15 cm 容量 60mL，注射口外直徑 
      為 0.4 cm ，3 支/隊）、三角形迴紋針（高度 25.5mm，6 
      支/隊）。               
 自備：尺、美工刀、剪刀、有筆套之原子筆（4 支/隊）、切割墊。 

★競賽製作： 
    在活動一與活動二共用的 35 分鐘製作時間內，以大會所發給的

材料，進行下列競賽作品之製作，並請注意下列規定，不符規定者，

競賽成績以零點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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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限定在現場以大會所提供之器材，由參賽之四位隊員合作製作 
六架樸克飛機、四支橡皮筋彈射架及裝配注射針筒發射器三支

用以參加競賽。 

 
2. 飛機形狀可自行設計不設限，但必須有吸管機身與樸克牌機翼

（可為單翼或多翼）。機翼中面積較大之翼面兩端垂直於機身方

用透明膠帶纏

小段吸管做成

發射鉤 

頭部反摺夾上三角形

迴紋針並用膠帶纏繞

使其密封 

吸管發射鉤 

樸克牌垂

直尾翼 

樸克牌前翼 

縐摺吸管機身 

樸克牌尾翼 

圖 4

（a） （b） 

（c） 

氣球吸管 
橡

皮

筋

注射針筒 

（d） 

原子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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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連線總長度必須大於 8cm（翼面等大時適用之），否則視同

違規。 
3. 圖 4（a）、（b）為飛機參考造型，可自行斟酌採用。 
4. 所有材料均可任意裁剪、折疊或黏貼。 
5. 所有造型的飛機均需具備手擲飛行、彈射飛行及吹氣飛行三項

功能。 
6. 彈射飛行使用之橡皮筋彈射架及打氣飛行時之注射針筒發射器

的構造，可參考圖 4（c）、（d）或自行設計。 
★競賽說明： 
(一)操作方式  

1. 六架飛機任選三架參與競飛，競賽中若有損毀限以六架用完為

限。 

2. 競飛方式共有三項 
(1)手擲：手拿飛機朝前方用力擲出，使其飛行來比賽航程。 
(2)橡皮筋彈射：將發射架的橡皮筋套在發射鉤位置，一手拿發 
   射架，另一手拿飛機，再拉長橡皮筋後放手，利用橡皮筋 
   彈性力將飛機射出，使其飛行來比賽航程。（競賽中橡皮筋 
   斷裂時可更換大會提供之橡皮筋，自備者視同違規處理） 
(3)注射針筒打氣發射：將氣球吸管一端插入針筒前方之注射 
   口，再把另一端插入飛機機身之吸管內，以打氣方式將飛 
   機射出，飛向遠方來比賽航程。 

3. 競賽時，各隊四人分成甲、乙兩組，在可用總時間 6 分鐘內依

序輪流上場，參賽者先站立於發射區之基準線內，聽候裁判之

號令，分手擲、彈射及打氣三項來進行競飛。當甲組兩人輪流

上場競飛時，乙組兩人負責撿拾落地並計完得分後之飛機，以

備自己上場競賽使用。當甲組比完規定程序後，兩組任務交

換。飛行方式不符規定、或進行發射動作過程中，競賽人雙腳

之一落地時超越發射區者，該次成績以零點計。 

4. 蓄意妨礙競賽之進行者取消其本人所有活動二之競賽成績，受

影響者若為它隊人員，無論結果如何均應重新補賽計點；若為

同隊人員，除不准其重新補賽外，該次點數也以 0 點計算。 

5. 妨礙競賽之進行若非蓄意，則該次成績一律以重新補賽計點。 

6. 重新補賽應於該隊競賽用時結束後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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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分標準 

1. 競賽場地規格如圖 5 所示，分為 A、B、C、D、E、F 及界外七

個得點區。 

圖 5

1m 

2.5m 

4m 7m 10m 13m 16m 以上0m 

O A B C D E F 

發射基準線 

發射區 

界線 

2. 得點區之點數依表 2 所列，競賽時評審評定標準如下：   
(1) 飛機落地完全停止在得點區內時，以該區點數計點。 
(2) 飛機落地停止在兩得點區之間時，以頭部最前端所在之區 
   號計點；若頭部壓線無法判別，則以較高一區計點。 
(3) 飛機落地完全停止在得點區以外，以 1 點計入。 
(4) 飛機落地停止後，若部分落在得點區以外（含一個得點區 
   與界外及二個得點區與界外兩狀況），均以低一階區域計點 
  （例如落在 C 區與界線外或落在 C、D 兩區與界外，其得分 

   均以 B 區之點數計算）。   

  表 2      
區          號 界外 A B C D E 違規

每次飛行得點數 1 3 6 12 24 48 0 

3. 每隊活動二競賽之時間共計 6 分鐘，逾時部分不列入計分。 
4. 競賽時間內每一參賽隊員均需下場操作，每人每項只能飛行一

次，最後把各隊參賽隊員四人各三項次的總點數，按高低排序

後依六等第計分法（見表 3）計分，即為該隊活動二之成績。 
五、評等 

1. 活動一：把各隊參賽隊員四人的總點數，按高低排序後換算為

六等第計分法（見表3）計分，得成績 x。 
2. 活動二：把各隊參賽隊員四人各三項次的總點數，按高低排序

後依六等第計分法（見表3）計分，得成績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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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動一的成績（x）加上活動二的成績（y）後得 z。 
4. 將所有參賽隊伍之成績 z 以高低排序後，再以六等第計分法計

分，分數最高的隊伍頒發單項競賽優勝獎。若得分相同時以活

動二得點高者獲得，若活動二的得分再相同時以抽籤決定單項

競賽優勝獎。 
5. 本項競賽：「樸克飛虎」的得分與大會的另外三項競賽成績相

加後，依成績高低排序，總成績高者，依序頒發大會獎，總成

績相同時，依競賽手冊中各競賽項目的排序一一參酌，以其得

分作為評比的標準。 
7.六等第計分法如表3： 

表3：六等第計分法 
名    次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隊    數 1 3 6 10 15 其它 
得    分 30 21 15 12 9 6 

六、活動三：創意樸克飛虎 
★競賽說明 

凡以樸克牌為主材料，而能用手擲、橡皮筋彈射或打氣方式達到

飛行目的之趣味運動的造型設計皆可，但有危險顧慮的設計將不予計

分。 
★評選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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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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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競賽時間 

(一)本項競賽總時間：共計7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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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製作時間(含說明及領取材料)：18隊共35分鐘 
(三)評審時間（含評分說明）：18隊共35分鐘 

八、總評分 
將所有隊伍之活動一與活動二的成績，分別以六等第計分得x與y

後，x與y相加即得z，按z的高低排序，再依六等第計分法計分所得名

次即為本項目成績。最高分者若不只一隊則以活動二成績較佳者為第

一名，可獲單項冠軍。（參見五、評等） 
活動三，創意競賽成績不併入大會獎計分，另予頒發數名創意獎。 

九、材料總表： 

(一) 大會提供 
品名 規格 數量 備註 

樸克牌 約 8.7cm×6.3cm 16 張/隊  
大吸管 長度 21cm 直徑約為 1.1cm 6 支/隊 大會布置用

紙杯 直徑 7.5cm 高 9.1cm 容量 200cc 1 個/隊 大會布置用

珍珠板 長 23cm 寬 15cm 1 片/隊 大會布置用

保特瓶 直徑 6.5cm 高 23cm 1 個/隊 大會布置用

保特瓶 直徑 6.5cm 高 16cm 1 個/隊 大會布置用

 
 
 
 
活 
動 
一 

塑膠黏土 明信片大小 1 塊/隊 大會布置用

樸克牌 約 8.7cm×6.3cm 30 張/隊  
有縐摺小

吸管 
長度 21cm 直徑約為 0.6cm 6 支/隊  

氣球吸管 長度 40cm 直徑 0.4cm 3 支/隊  
薄雙面膠

 帶

12mm×3y 紙卡收縮裝 1 捲/隊  

單面透明

膠帶 
一般 一小捲  

橡皮筋 直徑 5cm 8 條/隊  
注射針筒 長度 15 cm，容量 60mL，注射口

之外直徑 0.4 cm  
3 支/隊  

 
 
 
 
活 
動

二 

三角形迴

紋針 
三角形高度 25.5mm 6 支/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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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備器材 
品名 規格 數量 備註 
尺 自選 自定  

美工刀 自選 自定  
剪刀 自選 自定  

 
 

活動一 
 

活動二 
原子筆 自選 最少 4 支/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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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水大車拚汽水大車拚汽水大車拚汽水大車拚    

                                                       

一一一一、、、、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古早彈珠汽水的做法：是在密閉的瓶中，讓檸檬酸與小蘇打在水中起

反應，產生大量二氧化碳並使其溶在水中。本活動使用相同的原料，利用

反應產生的強大氣體壓力製作定時炸彈，比賽控制反應時間；又製作汽水

大砲，比賽砲彈的射程。 

 

二二二二、、、、原理原理原理原理 

1.檸檬酸（C6H8O7）在水中呈酸性，常用來清除熱水瓶的積垢。小蘇打的

學名是碳酸氫鈉（NaHCO3），在水中呈鹼性，常用作麵糰的膨鬆劑或用

來清除油污。在傳統食品雜貨店與化工行可以買到檸檬酸與小蘇打，粉

末狀的包裝，價格便宜。本競賽使用的檸檬酸與小蘇打為食品級，自雜

貨店購買。 

2.檸檬酸與小蘇打的反應式：3NaHCO3＋C6H8O7→Na3C6H５O7＋3H2O＋3CO2。如

果在密閉的容器中有大量二氧化碳產生，會使容器內的氣體壓力大增。

利用夾鏈袋封裝檸檬酸、小蘇打與水，調配適當比例，即可作為定時炸

彈；或用寶特瓶盛裝上述物質，即可將瓶口的橡皮塞發射至遠處。 

3.汽水大砲活動中，可以利用竹筷、橡皮圈與塑膠盆製作一個發射台；調

整瓶口仰角（拋體運動）、減緩瓶身滑動（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定律），就

能使橡皮塞投射得更遠。 

 

三三三三、、、、活動一活動一活動一活動一：：：：定時炸彈定時炸彈定時炸彈定時炸彈    

★★★★場地需求場地需求場地需求場地需求 

  競賽區為一張桌子，桌上有四個碟子與四個透明罩。 

    

設計者/台東大學謝迺岳老師

東山高中曾靜香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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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器材 

大會器材：檸檬酸與小蘇打各 40 克、電子天平一台、紙杯三個、自來

水二瓶（共 1200cc）、抺布二條（以上均與活動二共用）、

夾鏈袋八個（#0、#2 各四個） 

自備器材：護目鏡、布手套、各種容器、工具與儀表 

★競賽說明 

((((一一一一))))操作方式操作方式操作方式操作方式    

1.在 30 分鐘內，每隊須製作四枚定時炸彈（同時製作二門汽水大砲），

每枚炸彈使用二個夾鏈袋（#0、#2）。參賽者須將檸檬酸、小蘇打、

水與小夾鏈袋等，放在大夾鏈袋內。 

2.競賽區為一張桌子，同隊四人同時參賽。 

3.評審人員宣佈計時倒數（10 秒）時，參賽者須在此 10 秒內啟動炸

彈（最後的填充或其他動作），並在計時開始前將炸彈放在碟子中(否

則以棄權論)，並將透明罩蓋住炸彈。 

((((二二二二) ) ) ) 評分標準評分標準評分標準評分標準    

1. 計時開始後，評審須讀秒二分鐘，依炸彈爆炸時間得點（配分如下

表）。若在計時開始前炸彈已引爆，或計時二分鐘後引爆，均以零分

計。 

秒數 1 2 3 …. 59 60 61 62 …. 118 119 120 

得點 1 2 3 …. 59 60 60 59 …. 3 2 1 

2.炸彈引爆的定義，是原為扁平的夾鏈袋，在啟動後明顯鼓脹；並在計

時期間瞬間破裂，且發出明顯響聲。競賽時若有疑義，以評審人員的

判定為準。 

3.計時開始後，參賽者不可再碰觸桌子及桌上物品。計時結束後，參賽

者須清理桌面與碟子。 

4.將每隊四枚炸彈得點加總，與各隊得點依六等第排序後，作為該隊在

活動一「定時炸彈」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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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活動一「定時炸彈」與活動二「汽水大砲」的成績併計，再作六等第

排序，為「汽水大車拚」競賽總成績。 

 
 

 

四四四四、、、、活動二活動二活動二活動二：：：：汽水大砲汽水大砲汽水大砲汽水大砲    

★場地需求場地需求場地需求場地需求    

競賽區為平坦地面，繪有長方形得點區（15m×6m，三隊同時評分用），

內畫許多平行線，相隔 0.5m，兩線之間寫得點 1~30。長方形得點區一端

為投射線，水盆須放在投射線後方，不可觸線。 

 

 

 

 

 

 

 

1 

 

1 

2 

 

2 

3 

 

3 

28

 

18

29

 

19

30

 

20
發射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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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器材使用器材使用器材使用器材 

大會器材：檸檬酸與小蘇打各 40 克、電子天平一台、紙杯三個、自來

水二瓶（共 1200cc）、抺布二條（以上均與活動一共用）、

竹筷 20 支、橡皮圈 20 條、水盆（40×30cm）二個、橡皮塞

二個（#7） 

自備器材：寶特瓶二支（600±50cc，作為砲筒）、護目鏡、布手套、各

種容器、工具與儀表。 

★競賽說明競賽說明競賽說明競賽說明 

((((一一一一))))操作方式操作方式操作方式操作方式    

1.在 30 分鐘內，每隊須製作二門汽水大砲與發射架（同時製作定時炸

彈）。 

2.每門大砲使用一支寶特瓶，瓶內盛有檸檬酸、小蘇打與水（只須盛放

其中一或二種物質，其餘物質在計時開始後才倒入瓶中），並用橡皮

塞封口。 

3.發射架使用大會發給的竹筷與橡皮圈製成，放在水盆內（水盆平放地

面，盆口朝上），然後將大砲、發射架與水盆携至競賽區。 

4.以橡皮塞作為砲彈，可將橡皮塞作切、削、挖等加工，但不可粘附任

何物質在橡皮塞上。 

5.四人同時參賽，每二人操作一門大砲。評審人員宣佈計時開始後，參

賽者須在二分鐘內完成兩枚砲彈的發射程序，將橡皮塞發射至遠處。

(發射程序為：將水盆放在地面，將物質倒入瓶中，並將瓶塞塞住瓶

口，然後將寶特瓶放在架上。) 

((((二二二二))))評分標準評分標準評分標準評分標準    

1.依橡皮塞落地點所在區域計點。若橡皮塞落在得點區外，以得點區的

延長線作為計分標準。 

2.若在計時二分鐘後橡皮塞未發射離開瓶口，以零分計。若砲彈落於線

上，以高分計。若砲彈射程大於 15m，得點以 30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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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將每隊二枚砲彈得點加總，與各隊得點依六等第排序後，作為該隊在

活動二「汽水大砲」的成績。 

4.活動一「定時炸彈」與活動二「汽水大砲」的成績併計，再作六等第

排序，為「汽水大車拚」競賽總成績。 

    

五五五五、、、、活動三活動三活動三活動三：：：：創意汽水創意汽水創意汽水創意汽水    

創意活動以檸檬酸與小蘇打製作科學玩具或藝術品，須附照片與說明

書（500 字以上）。評分標準為創意（50%）、功能（30%）、文案（20%），

得分最高的隊伍獲頒創意獎。此項評分獨立計算，不列入總成績內。 

    

六六六六、、、、競賽競賽競賽競賽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製作時間 30 分鐘，含分發材料、說明、製作、測試。 

2.競賽時間 40 分鐘，含就位、換組、評分。 

    

七七七七、、、、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1.勿將藥品與水灑至地面，若不慎灑落須立即擦乾；情節嚴重者由評審

決定扣分 1~5 分(原始得點)。 

2.評分結束後，參賽者須將水盆擦拭乾淨、器材擺放整齊，待下一隊使

用。未處理完善者由評審扣分 1~5 分(原始得點)。 

3.不得使用本活動規定以外的藥品與器材，嚴重違規者以棄權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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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材料總表材料總表材料總表材料總表：：：：    

編號 名稱 數量 規格 備註 

1 檸檬酸 40 克 食品級 活動一與活動二共用 

2 小蘇打 40 克 食品級 共用 

3 電子天平 一台  共用 

4 紙杯 三個  共用 

5 自來水 二瓶 600cc 共用 

6 抺布 二條  共用 

7 夾鏈袋 四個 #0  活動一 

8 夾鏈袋 四個 #2 活動一 

9 竹筷 20 支  活動二 

10 橡皮圈 20 條 周長 14cm 活動二 

11 水盆 二個 40×30cm 活動二 

12 橡皮塞 二個 #7 活動二 

13 護目鏡   自備 

14 布手套   自備 

15 各種容器   自備 

16 工具與儀表   自備 

17 寶特瓶 二支 600±50cc 自備（作為砲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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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墊滑車氣墊滑車氣墊滑車氣墊滑車    

                                                       

  

一一一一、、、、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活動著重在利用氣墊滑車的特性來體驗牛頓的運動定律，以九宮格

連線及距離滑行競賽，增加活動的創意和挑戰程度。活動一，以體驗運動

定律為主，活動二，同時利用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為動力，以控制滑行的距

離與方向，及團隊合作的默契挑戰九宮格連線。活動一及活動二著重在科

學概念的體驗及運用。活動三，則以創意為主要的訴求，當然，所設計的

創意氣墊滑車仍須滿足基本功能條件，才能符合創意與功能兼具的最佳化

設計理念。 

    

二二二二、、、、原理原理原理原理    

與本活動相關的科學概念包括 

慣性定律、運動定律與反作用力定律摩

擦力對物體運動的影響質心位置、受力

位置與運動之間的關係力的大小與方向

對物體運動的影響。 

    

 

 

 

 

 

 

 

 
  主氣球 

光碟片      接頭系統    

設計者/台北科大

房漢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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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活動一活動一活動一活動一        直線距離賽直線距離賽直線距離賽直線距離賽        

★場地需求場地需求場地需求場地需求    

   活動一 PP 塑膠墊板軌道、畫發射區及記分格  如下圖 
    
                  高 

                45cm 

 
                        ＜ 寬 30 cm ＞＜20cm＞ 

 

★★★★使用器材使用器材使用器材使用器材    

參考材料需求總表 

 

★★★★競賽說明競賽說明競賽說明競賽說明    

（（（（一一一一））））操作方式操作方式操作方式操作方式    

1.當場共同設計兩套氣墊滑車及噴氣裝置，此套滑車稱為 A滑車，此滑

車同時支援活動一及活動二    。。。。每組 4 人再分 2小組，2 人合作操作完

成直線滑行，並依計分格記分，滑行中間離開軌道者，依離開記分格

點數的四分之ㄧ記分，限時兩分鐘，每小組可測試兩次，各以較佳成

績計分。合計之後為整組總成績。 

2.滑行超過計分格長度 15 格者則為滿分。若遇到同分再依據滿分數目

及達成先後，亦即滿分次數越多，越先達成滿分者，如第一次測試就

滿分者優於第二次測試才滿分，以下類推 。在修正排名之後再依六

等第排名。 

（（（（二二二二））））評分標準評分標準評分標準評分標準    

1.若光碟片停止位置剛好壓在兩個計分格的邊上，以光碟片底盤佔多數

面積的區域計點 ，可觀察光碟片中心孔位置為參考依據，若實在太

難區分則以較高分方向記分。 

  發 

  射 

  區 

 
 1 

 
 2 

  
 3 

  
… 

  
… 

  
… 

 
… 

 
…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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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光碟片中間偏離軌道，依離開記分格點數四分之ㄧ記分。若光碟片停

止位置仍有壓在計分格的發射方向的側邊邊線上，仍以該格點數計點

以該格，但將點數以該格點數扣一點計分。若偏離光碟片停止位置仍

壓在兩個計分格的側邊上，以光碟片底盤佔多數面積的區域扣一點計

點。可觀察光碟片中心孔位置為參考依據，若實在太難區分則以較高

分方向扣一點記分。 

3.兩人合作測試，建議一人控制滑車一人控制噴氣裝置，在發射區發

射，噴氣裝置吸管前端不得碰處滑車車體任何部分，亦不得超過發射

區前端邊緣線，違者該次不記分。 

4.計時開始後不能再練習。只要滑車滑行離開發射區之外就計算測試一

次。 

5.可一次噴完空氣，也可依需要逐步噴氣。但噴氣吸管前端位置，須限

制在發射區域範圍內，且測試中間不得再加氣，參賽者自行斟酌噴氣

時機與策略。 

6.若在競賽滑行過程中，滑車因故分解，如氣球鬆掉破掉或脫離開，接

頭漏氣或分離，因而停止在某計分格內，此種狀況屬於設計失當，不

允許重測，但可以依當下停在位置的狀況的成績計分。 

7.滑車接頭或氣球在測試中鬆脫，可在下次測試前當場進行簡易修正，

但不能回到製作區處理，因此，工具、材料及時間均有限，宜事先作

簡易修正規劃練習，以爭取較佳表現。  

8.整組測試時間為兩分鐘，含充氣、滑行、紀錄及回收，請做好時間管

理。 

9.作品含零件及系統部分，不得在測試中任意交換，因此請上場前先分

配及準備妥當。即便同組的兩小組也不能，請做好資源管理。 

 

 



 

47 

四四四四    、、、、活動二活動二活動二活動二            挑戰九宮格挑戰九宮格挑戰九宮格挑戰九宮格    

★場地需求場地需求場地需求場地需求    

            活動二 PP 塑膠墊板軌道、畫發射區及九宮格，如下圖                                 

                 
   
                                                                                       
                              
 
 
 
 
 
 
 
 
      ＜20 cm＞＜         80 cm         ＞ ＜             75 cm              ＞   

   （兩發射區的長與寬為 20＊20 公分，中間對稱且相距 40 公分。 九宮格每格的長與寬均為 25 公分） 

 

★競賽說明競賽說明競賽說明競賽說明    

（（（（一一一一））））操作方式操作方式操作方式操作方式 

1.當場製作兩個反作用力滑車，此滑車稱為 B滑車，加上活動一的兩部

A滑車及噴氣裝置。不同形式的滑車，依場地圖規定，分別在九宮格

兩端發射區內發射並依停止位置計點，滑車滑行停止後位置，若不在

九宮格內一律不計點。 

2.全組發射競賽時間限制 5分鐘，每個發射區均可發射六次，全組共有

12 次發射機會，5 分鐘時間到未完成次數者視為放棄，不得要求延長

時間加測。 

3.兩端發射區各兩人，合作完成九宮格連線滑行，每次滑行停止，立即

登錄落點位置，每格計分一點，然後立刻取回滑車以便進行下次測試。 

4.兩端落點合計若完成 3 格直線連線者，除原點數外，每一連線另加 10

點，即每一連線共可得 13 點。 

   

   

   

A 滑車 

 

發射區 

B 滑車 

 

發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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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若在 5 分鐘時間內完成九格滿格者，除原格子點數及連線加分外，全

組可另加 50 點滿格連線點數。加總計分之後再依六等第原則排序。 

 

（（（（二二二二））））評分標準評分標準評分標準評分標準    

1.若光碟片停止位置剛好壓在兩個、三個甚至四格九宮格的邊上，以光

碟片底盤佔多數面積的區域計點，可觀察光碟片中心孔位置為參考依

據，若實在太難區分則以當場抽籤決定為原則。籤筒內依實際情形放

2、3或 4 支位置籤，抽籤決定。 

2.若光碟片停止位置部分壓在九宮格的側邊邊線上，仍以該格位置登

錄。若光碟片停止位置部分壓在兩個九宮格的側邊上，以光碟片底盤

佔多數面積的區域登錄。可觀察光碟片中心孔位置為參考依據，若太

難區分則以較有利於參賽者方向登錄 

3.依場地圖，兩種不同形式的滑車分別在九宮格兩端發射區內發射，不

在九宮格內一律不計點。 

4.若在競賽滑行過程中，滑車因故分解，如氣球鬆掉破掉或脫離開，接

頭漏氣或分離，因而停止在某計分格內，此種狀況屬於設計失當，不

允許重測，但可以依當下停在位置的狀況的成績計分。 

5.滑車接頭或氣球在測試中鬆脫，可在下次測試前當場進行簡易修正，

不能回到製作區處理 亦即工具材料及時間均有限，宜事先作規劃練

習，以爭取較佳表現。 

6.整體測試時間為 5分鐘，含 6 次充氣、滑行、紀錄及回收，活動二不

需更換測試軌道。請自行控制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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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每端發射區可以發射六次，同時或交替發射可自行協調，當然可以利

用互撞效應，亦即利用兩端滑車在九宮格內碰撞，使停在計分格內的

機會變高以爭取成績。但停住及登錄之後，兩臺滑車必須立時撤走，

不得留在軌道上繼續碰撞下次測試滑車，亦即碰撞作用僅限兩部車，

三部以上算違規，違規者整組活動二以零分計算。全組共有 12 次發

射機會，但須在 5 分鐘限時內完成，並不得將未完成次數分配給同組

另一小隊完成。 

8.作品含零件及系統部分，不得在測試中任意交換，因此請上場前先分

配及準備妥當。即便同組的兩小組也不能，請做好資源管理。 

 

五五五五、、、、活動三活動三活動三活動三            創意氣墊滑車創意氣墊滑車創意氣墊滑車創意氣墊滑車    

         功能篇   30% 

         滑行距離     5 格以內 10 分 

         滑行距離  6-10 格以內 20 分 

         滑行距離 11-15 格以內 30 分 

         創意篇   70%  

         造型創意          20 分 

         材料及結構創意    20 分 

         科學概念應用創意  20 分 

         設計概念說明書    10 分 

 

    基本上創意氣墊滑車的材料製作方式與設計理念不限，但總尺寸的長

寬以不超過 30 公分為原則，高度不限。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當然，所設計的創意氣墊滑車仍須滿足基本功能條件，才能符合創

意與功能兼具的最佳化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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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    氣墊滑車的製作要點氣墊滑車的製作要點氣墊滑車的製作要點氣墊滑車的製作要點    

    基本上，滑車分成底盤、接頭、作用力噴氣裝置、反作用力噴氣導管

及氣球部分。材料、製作過程的規範及參考細節說明如下。 

 

底盤底盤底盤底盤  約 12 公分的制式光碟片 4 片，請自備。每部滑車限用一片，正反

兩面均可設計為滑行面，請保持原形，勿任意剪裁或彎折，亦不得

在底部設計滑輪裝置、塗油脂及其他變更設計。製作及測試前須經

過評審檢視過方得參賽。因而破壞軌道表面違者全隊喪失參賽資

格。若有創新點子非常歡迎表現在創意活動三上。   

 

接頭接頭接頭接頭  分為材質及規格，底盤及氣球的接合，反作用力的噴氣導管設計， 

      及作用力噴氣裝置及作用力風帆設計裝置等。 

1.1.1.1.材質及規格材質及規格材質及規格材質及規格        限用大會配發的塑膠水管，不得使用自行攜帶的練習材

料測試，材質及規格請參考材料總表材質及規格請參考材料總表材質及規格請參考材料總表材質及規格請參考材料總表，請參賽隊伍自行依事先設計數

據剪裁使用，不在補發，並請警慎與珍惜使用。 

2.2.2.2.接頭與底盤及接頭與氣球的接合接頭與底盤及接頭與氣球的接合接頭與底盤及接頭與氣球的接合接頭與底盤及接頭與氣球的接合    

＊接頭與底盤：可用泡棉式雙面膠進行簡易接合，或利用膠增強接合強

度，也可自行設計更牢靠的接合組合但須當場製作。以達成多次測試的

挑戰。但特殊的接合設計，須事先經過評審審核無異議之後方得參賽。 

＊接頭與氣球：請仔細閱讀氣球參考規格，務必使氣球能和接頭做有效與

牢靠的接合，在競賽滑行過程中分解，不允許重測 ，並以當下停在位

置的狀況的成績計分。 

3.3.3.3.反作用力的噴氣導管反作用力的噴氣導管反作用力的噴氣導管反作用力的噴氣導管        依需要自行決定是否製作，導管數目不限，但

須符合規範。        

＊材料：可用各種塑膠管，但不得用針筒針頭。也可不用導管直接用孔噴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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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洞：孔洞大小、孔洞數量、孔洞位置、孔洞方向…均不加限制，參賽

者可依自己的設計理念及經驗法則，設計滑車中間的排氣孔及反作用力

噴氣孔，若需增加孔洞的密合度，也允許用黏膠或其他密合方式。 

＊再次提醒！ 接合位置 、接頭口徑，及彼此相對位置，可能會改變滑車

滑行表現，參賽者應在參賽前多加試驗與練習，以找出最佳的設計。 

＊打孔方法 可用鋼筷加熱後鑽孔，用打孔機打孔，或其他方法，但須當

場完成。 

＊導管尺寸：導管長短設計以尾端不超過光碟片邊緣為原則。   

 

4.4.4.4.噴氣作用力裝置噴氣作用力裝置噴氣作用力裝置噴氣作用力裝置    及及及及    作用力風帆設計裝置作用力風帆設計裝置作用力風帆設計裝置作用力風帆設計裝置    

＊噴氣作用力裝置             

                材料：含 3 個小氣球，3支大吸管及 3 張標準撲克牌，參考規格如材

料需求表。  

    製作：吸管可依需要剪裁，但以原長為最大長度，氣球與吸管接合可

用膠加強。 

 

＊撲克牌風帆設計裝置：撲克牌由大會配發不得使用自己帶來的材料，可

依需要自行決定是否設計製作，亦即可不製作風帆裝置。撲克牌驅動擋

板，類似風帆作用。較能控制滑行位置與方向。可在接頭處、氣球身上

或光碟片上黏貼撲克牌風帆擋板，但需注意重量的影響。風帆大小以一

張撲克牌為範圍。黏接方法、位置及形狀不限。可依事前練習結果剪裁

或摺成最佳化設計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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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氣球部分氣球部分氣球部分氣球部分        

＊氣球尺寸：參考表格資料，現場規格會有約略差異，請事先做好因應策

略。 

＊參賽氣球 當場配發氣球含主氣球與噴氣氣球兩種，各有一個備份氣

球，用以在測試中萬一破損時替換用，不得攜帶自己的氣球比賽，備份

氣球除外。違者該項整組以零分計算。 

＊領取氣球後，先檢驗是否有破損，請立時更換。否則在製作開始後，因

而破損需自行負責 。太多破損會嚴重影響參賽及測試的機會。 

＊氣球充氣：不論標準氣球或噴氣氣球，只能填充空氣 不能填充其他物

質，如水或…。由於水氣太多可能也會變成滑車的阻力，主氣球請勿用

嘴直接吹氣，建議用打氣筒充氣，噴氣氣球則不限吹氣方式。 

＊氣球剛使用時 先吹吹看 以了解氣球的鬆緊程度  並依自己的經驗做

些調整試驗 

＊氣球數量 每組配發 5個主氣球其中一個為備份，同時要用於活動一及

活動二，破掉不再補發。 

＊氣球充氣及接頭的程序：充氣方法及程序，如先充氣再接頭或直接連結

好接頭再充氣，過程及順序不限，但須注意時間限制。可用打氣裝置充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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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特別的叮嚀特別的叮嚀特別的叮嚀特別的叮嚀 

影響整體成績的關鍵，在接頭的設計部分，如排氣速度、反作用力導

管等。較大的主氣球，對推進動力會有些幫助，但也會影響滑車的平衡，

而且吹破就會喪失本項競賽的未完成次數的測試機會，在活動一及活動

二，光碟片與氣球已被規範，為減低爭執的違規設計，鼓勵參賽者建議多

利用相關科學概念設計接頭系統。此外，因為每部滑車，均需經過多次測

試挑戰，組合的牢靠度就變的非常重要， 請務必在賽前多考慮各種可能

的狀況及應變得策略。 

最後，再次提醒參賽者，充分的賽前試驗與練習，找出最佳化設計，

和參賽的經驗法則。加上良好的團隊默契及快速反應狀況的應變能力。才

是成功致勝的最大關鍵。 

    

七七七七、、、、競賽時間競賽時間競賽時間競賽時間    

(一)製作時間（含競賽說明）：25分鐘 

(二)評審時間（含評分說明）：45分鐘 

    

八八八八、、、、總評分總評分總評分總評分    

活動一與活動二，分別排序，並分別以六等第計分得x與y後，x與y相

加即得z，再按z的高低排序後，一六等第計分法計分得名次，為本項目成

績。最高分者若不只一隊則以活動二成績較佳者為第一名，可獲單項冠

軍。（參見五、評等） 

活動三，創意競賽成績不併入大會獎計分，另予頒發數名創意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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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材料總表材料總表材料總表材料總表  

表中所列規格僅做參考，實際規格以當天發放為原則請參賽隊伍事先

考慮材料規格稍微變異對設計的影響。 

 

品名 規格 數量 備註 

大氣球 

（主氣球） 

口徑約1.2-1.4公分 

長約10-11公分 

5個 大會發給 

 

透明塑膠水管

（PVC） 

內徑約1.4-1.6公分 

外徑約1.7-1.9公分 

總長約為20公分 

 

1條 

 

大會發給 

噴氣氣球 

 

口徑約1.1-1.3公分 

長約6-7公分 

3個 

 

大會發給 

大吸管 珍珠奶茶用長約20

公分口徑約11公厘 

3隻 大會發給 

 

 

 

 

活動一與 

活動二共

用材料 

 

撲克牌 長寬約5.5*8.5公分 3張 大會發給 

 

其他自備相關材料及設備 

  光碟片為約 12 公分規格需自備 4 片，雙面膠，反作用力導管製作材料

及設備，作用力風帆製作材料（除撲克牌外）及設備，打氣筒、鋼筷及打

火機，打孔機或其他相關材料或工具，請自備。 

 

 

 

 

 

 


	遠哲：2010樸克飛虎（新） 
	比賽內容0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