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港學界迷你四驅車大賽 – 2015 
STEM 整合學習 . 團隊合作解難 

  

主辦單位:  喇沙小學   

協辦單位:  資訊科技體育基金 

比賽宗旨： 香港政府近期大力推動 STEM 教育，期望促進香港創意科技教育。迷你四驅車

深受學生歡迎，通過比賽活動的導向，結合設計、解難及科技知識等學習領

域，促進「STEM 教育」學生自主學習的動機 ，透過隊際賽，鞏固團隊分工

及共享資源的協作能力。 

 創新的「解難合作賽」，由大會臨埸提供一輛一致的迷你四驅車，及多種選擇

但限量的改裝材料，參賽團隊於規定的時限內按臨埸公佈的賽道特性即時改裝

迷你四驅車進行比賽，於完全一致的條件下考驗團隊的協作解難能力。 

 賽事尚設有常規的「競速賽」及「接力競速賽」，以及創意的「車身設計賽」

和「攝影比賽」，鼓勵不同學習動機的同學參與，促進「STEM 整合學習」更

多層面持續的發展 。 

比賽日期： 2015 年 7 月 12 日 (星期日) 

比賽時間： 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 30 分 

比賽地點： 喇沙小學 (九龍喇沙利道 1D ) 

比賽項目： 1. 迷你四驅車 — 車身設計賽 

   2. 迷你四驅車 — 攝影比賽 

   3. 迷你四驅車 — 競速賽 

   4. 迷你四驅車 — 接力賽 

   5. 迷你四驅車 — 解難合作賽 

參加資格： 全港中、小學，每校一隊，每隊最多五名學生，由老師帶領。 

獎項：  每項比賽均設冠、亞、季軍及優異獎 

費用：  費用全免 (解難合作賽迷你四驅車及改裝材料由大會提供) 

報名：  2015 年 6 月 8 日前 

報名方法： 填妥附上的報名表，並傳真至本比賽秘書處 (傳真：2997 6686) 

查詢電話: 9124 5825 梅小姐 (Angela MUI) 

 

  



 
全港學界迷你四驅車大賽 – 2015 

STEM 整合學習 . 團隊合作解難 

 

1. 參賽車要求 

a. 四驅底盤要求 - 所有參賽者只容許使用原裝正裝田宮(TAMIYA)迷你四驅車，車底

盤只限於： Mini 4WD REV, Mini 4WD PRO, Racing Mini 4WD, Super Mini 4WD, Fully-

Cowled Mini 4WD, Aero Mini 4WD, Mighty Mini 4WD, R/C Mini 4WD, and Truckin' Mini 

4WD。  

 

b.  組裝要求 

所有參賽車輛必須是四輪驅動。如改裝為後輪或前輪驅動均禁止參賽。車殼必

須貼有貼紙或塗上顏色，並且必須固定在底盤之上。禁止使用自製車殼（車身

設計賽項除外）。所有參賽車輛均要通過車檢，未能通過車檢者均不能參加比

賽。 

 

c. 尺寸要求  

 

i. 最大車寬：105 mm 以下 

ii. 車高：70 mm 以下 

iii. 車長：165 mm 以下 

iv. 車底離地：最少 1 mm 

v. 最底車重(包括電池和摩打)：至少 90 g 

vi. 前後輪胎：直徑：22-35 mm，寬度：8-26 mm 

vii. 導輪 roller：最多 6 個：雙導輪(二段導輪) 作 1 個計算；平衡桿和提燈不限

制。 

viii. 提燈：長度不可超越由兩側平衡桿所連成之直線，即下圖粉紅線範圍以內。  

 
※無導輪之提燈必須裝置在上圖分紅色範圍以內。  

 



 

 

d. 摩打 可使用之摩打為：  

田宮四驅車跟車原裝摩打或以下任何摩打：Rev-Tuned Motor, Torque-Tuned Motor, 

Atomic-Tuned Motor, Sprint-Dash Motor, Power-Dash Motor, Hyper-Dash 2 Motor, or 

Hyper Mini Motor  

Mini 4WD PRO 系列之四驅車只能使用跟車原裝摩打或該系列之專屬摩打（雙頭齒

輪軸摩打）。  

 不接受任何改裝摩打參賽。  

 若欠摩打蓋則視為改裝，一律不可參賽。  

 

e. 電池 — 只可使用大會指定 Panasonic 充電池。如電池損壞則不可參賽。 

 

f. 改裝 （車身設計賽項不受此限） 

所有車輛必須合符以下改裝指引，大會保留最終決定權。  

i. 改裝件只接受田宮迷你四驅車 Tamiya Mini 4WD, 遙控迷你四驅車 R/C Mini 

4WD, 及子彈車(Dangun Racer)配件。  

ii. 改裝配件範圍只容許作部份切除或開孔。  

iii. 所有配件不能塗上任何顏料遮蓋原材料顏色。  

iv. 齒輪改裝範圍只容許開孔或刮去部分物料去減低重量及安裝軸承所有齒輪比需

根據齒輪比來安裝。  

v. 只限使用田宮原裝電池導電片,不接受自行焊接或雙重導電片等改裝。  

vi. 任何改裝若對賽道，賽員或圍觀者等構成危險一律不被接受。  

vii. 任何改裝輪呔如能通過上述輪呔尺寸要求則可使用，但更改輪呔表面物質如塗

抹呔水等一律不被接受。  

2. 比賽期間注意事項 

a. 工作人員示意後，參賽者才可開啟電源，聽到訊號後，參賽者用單手把車放上賽

道。故意推、拋車或偷步將會被淘汰。 

b. 如比賽中翻車、越過其他跑道、完全飛出路軌或車殼飛脫，將會淘汰。 

c. 如比賽途中阻礙前車將被淘汰。 

 

3. 車檢  

a. 所有比賽車輛必須通過車檢，並貼有認可之［合格］貼紙。  

b. 賽員如未能通過車檢，必須修車並重檢方可參賽，比賽其間不得再作任何修整。  

c. 比賽其間若車輛被發現有任何違規情況，賽員將被淘汰。  

  



 

 

 

 

 

 

 

4. 迷你四驅車 — 車身設計 

a. 每隊可以一部迷你四驅車參賽，發揮創意進行設計車身。 

b. 於指定時間，請將參加車身設計的迷你四驅車交到指定觀賞區。 

c. 已參加車身設計的迷你四驅車，不能參加其他項目。 

d. 每位比賽參加者可填寫一張｢迷你四驅車 — 車身設計 選票｣，每位可選 3 部參賽車。 

e. 參加者不能投票給自己隊伍。 

5. 迷你四驅車 — 攝影比賽 

a. 每隊可以提交最多三張以迷你四驅車為題的攝影作品。 

b. 作品可於比賽前拍攝，並自行列印，建議尺寸為 4R，最多不能超過 A5。 

c. 作品亦可於比賽當日拍攝，比賽場地會提供即場列印。 

d. 於指定時間，請將參加迷你四驅車攝影比賽作品交到指定觀賞區。 

e. 每位比賽參加者可填寫一張｢迷你四驅車 —攝影比賽 選票｣，每位可選 3 張作品。 

f. 參加者不能投票給自己隊伍。 

6. 迷你四驅車 — 競速賽 

a. 每隊可分別派兩輛迷你四驅車參賽。 

b. 每隊可出賽三次，每次於五軌賽道上行走 5 圈。以最好成績作為隊伍成績。 

c. 最好成績的 5 隊可出線進入總決賽，以總決定成績決定名次。 

7. 迷你四驅車 — 接力賽 

a. 每隊可派 4 名參賽者及 4 輛迷你四驅車參賽。 

b. 每名參賽者行走 2 圈，完成後，另一隊友可開始，如此類推。 

c. 每隊可出賽三次，每次於五軌賽道上行走 5 圈。以最好成績作為隊伍成績。 

d. 最好成績的 5 隊可出線進入總決賽，以總決定成績決定名次。 

8. 迷你四驅車 — 創意解難合作𧶼 

a. 大會派發每隊一套迷你四驅車及代用券。 

b. 每隊參賽者需於 1 小時內完成組裝，並可利用代用券，換領不同的零件，以進行改裝。 

c. 1 小時後，完成品需進行車檢。通過車檢的作品，可進行 2 次的競速賽，每次走 5

圈。以最好成績作為隊伍成績。 

d. 評判將以競速成績及組裝技術作為評分。 

9. 大會裁判 

a. 任何裁決爭議必須在下一會合賽事開始前提出，否則不獲受理。 

b. 大會保留最終賽事決定權。 

 

 

 



 

 

 

 
 
 
 
 

全港學界迷你四驅車大賽 – 2015 
STEM 整合學習 . 團隊合作解難 

 

傳真報名表格 
Fax: 2997 6686 

 

查詢電話: 9124 5825 梅小姐(Angela MUI)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老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項目：   1. 迷你四驅車 — 車身設計比賽 

    2. 迷你四驅車 — 攝影比賽 

    3. 迷你四驅車 — 競速賽 

    4. 迷你四驅車 — 接力賽 

    5. 迷你四驅車 — 創意解難合作賽 

 

隊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賽學生姓名： 

姓名 班別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_BEMD3b7pKmzA_20IOllHgQR7O2OjncKRygDsjnESjk/view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