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坡玩具大車拼
設計老師：蕭志堅 老師
一、目的
以規定的材料設計並製作步行下坡、振動下坡玩具，經由調整重心位置、質量
分布、轉動角度等使下坡玩具分別於活動一、二能以最慢及最快速度一步一步
往下走。藉以熟練操作技能、體會科學原理、啟發創造力、訓練解決問題的能
力。

二、原理
重心、力矩、摩擦力

三、活動一：振動下坡慢慢走
(一)場地：於無風場所放置一穩固不搖晃的課桌，桌面平整且盡量保持水平。
裁判與參賽者分別坐在 桌子兩邊之椅子上，椅子與桌子不得相連或
接觸以免干擾競賽進行。競賽時斜坡置於桌面中央並以側邊向著參賽
者及裁判。
(二)使用材料
1.大會提供：評審使用器材：碼錶。
各組材料：竹籤 6 支(和活動二共用)、黏土 60 克(和活動二共
用)、吸管 3 支、塑膠板Ａ4 大小 1 張、西卡紙Ａ4
大小 1 張、塑膠瓦愣板（60 公分Ｘ20 公分）(和活
動二共用)。
2.學生自備：膠帶、黏著劑等黏貼器材、切割墊、切割工具、尺、秤重裝置
等。
(三)製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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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轉貼自ＮＴＣＵ科學遊戲實驗室

1.取一張塑膠墊板或西卡紙，參照圖一的尺寸剪裁。
2.寬 1cm、長 5cm 的部分是「四肢」，往下摺。頭尾則分別朝上與朝下摺，
完成後寫上Ａ、Ｂ、Ｃ的編號，如圖二。
3.取一竹籤，以膠帶黏貼在「身體」的中央，然後在竹籤兩端黏上少許黏
土。調整適當位置及黏土重量，振動下坡作品就完成了。
4.每個參賽同學都要製作一個振動下坡作品，評分時使用，這三個作品必
須使用兩種材質，比如說一個用西卡紙作，另外兩個用塑膠板作，或者
是兩個用西卡紙作，另外一個用塑膠板作。
5.圖一尺寸僅供參考，參賽同學在維持作品四隻腳的情況下，可以改變振
動下坡作品的尺寸、比例與配重，調整讓它下坡的速度越慢，成績越高。
6.現場利用大會提供的塑膠瓦愣板，製作一個斜面，練習及評分時使用。
斜面長度為 60 公分、寬度 20 公分、距離斜面頂端 15 公分處畫一條橫
線，作起跑線，起跑線的高度可以在 11~16 公分之間，各組自行調整。
在起跑線下方，以 0.5mm 麥克筆，每間隔 5 公分畫一條橫線（橫線粗
細約 0.5mm），總共分為 9 格，由上而下寫上 1~9 的編號，作為活動
二評分使用。(★請特別注意：斜坡板僅可畫上橫線，除此之外不能進行
任何加工、翻摺或切割)

(四)競賽說明
1.當評分人員說計時開始的時候，參賽同學拿著自己的作品，輪流測試、
調整。
2.準備好時，要跟評分人員說“挑戰”，評分人員說“開始”，即進行操
作。如果沒說“挑戰”，將視為測試，結果不列入競賽成績。



3. 評分時作品的任何一個部位都不可以超過起跑線，必須調整符合規定後
才能評分。移動距離為 10 公分，起跑線往下 10 公分即為終止線。當參
賽同學啟動振動下坡作品時，評分人員即開始計時，作品如果中途停止
或走到終點，計時立刻停止。
4.每一參賽者輪流用自己製作的振動下坡作品評分，每人至少挑戰一次，
最多三次。(若作品無法上場挑戰，則扣該隊總秒數 20 秒)
5.下坡行走作品開始前進，到停下來或走到斜面終點所經歷的時間，就是
該次的競賽成績。
6.每個競賽成績最高為一分鐘，當振動下坡作品已經走了一分鐘尚未停止，
評分人員告知參賽選手將作品取下，成績以 60 秒計算，並進行下一次的
評分。
7.若評分人員測得秒數和參賽者自測秒數相差２秒以上，參賽者可要求重
測，若重測後秒數沒有增加（亦成績沒進步），則扣總秒數 30 秒。
8.由隊長挑選出每位選手最佳成績一次，三次累計總秒數即為活動一成
績。

四、活動二：步行下坡輕鬆走
(一)場地需求：於無風場所放置一穩固不搖晃的課桌，桌面平整且盡量保持水平。
裁判與參賽者分別坐在 桌子兩邊之椅子上，椅子與桌子不得相連
或接觸以免干擾競賽進行。競賽時斜坡置於桌面中央並以側邊向
著參賽者及裁判。
(二)使用材料
1.大會提供：評審使用器材：碼錶。
各組材料：見 P.25 材料總表。
2.自備：膠帶、黏著劑等黏貼器材、切割墊、切割工具、尺、秤重裝置等。
(三)製作說明
1.於現場製作步行下坡作品三個，首先製作紙杯中央的「瓦愣板」
（見圖二），
當為後腳。瓦愣板的寬度比杯底直徑小約 1cm，長度約為紙杯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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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將竹籤插入瓦愣板的頂端，再貫穿紙杯中央，穿洞的位置大約為紙杯的三
分之二高度，完成後瓦愣板要能自由轉動。此時瓦愣板會超出紙杯的杯底，
再以簽字筆在瓦愣板超出杯底約 3mm
處做記號。然後將瓦愣板取下來，以美
工刀切割。注意：務必仔細讓切割線筆
直，否則紙杯下坡時會歪斜！
3.在紙杯兩側分別黏貼二塊保麗龍，以限
制瓦愣板的轉動角度。左邊的保麗龍不
要超出杯底，而右邊的保麗龍要凸出杯
底約 3mm（如圖三），並且底部要有圓
圖
三
弧狀（可用美工刀小心修剪）。
4.最後在紙杯的左側插入長腳圖釘（後重心原則），步行下坡玩具就完成了。
並寫上號碼，以及Ａ、Ｂ、Ｃ的編號。
5.每個參賽同學都要現場製作一個步行下坡作品，圖二尺寸僅供參考，參賽
同學在維持紙杯外型的情況下，可以改變瓦楞板的長度、寬度、擺動幅度
與杯子配重，調整讓它順利走下坡。
(四)競賽說明
1.當評分人員說計時開始的時候，參賽同學拿著自己的作品，輪流測試並調
整。
2.準備好時，要跟評分人員說“挑戰”，評分人員說“開始”，即進行操作。
如果沒說“挑戰”，將視為測試，結果不列入競賽成績。
3. 評分時作品靜置在斜坡上面，任何一個部位都不可以超過起跑線，如果有
超過，必須調整符合規定後才能評分。挑戰同學啟動步行下坡玩具時，評
分人員即開始計時，當玩具走到終點或停止時，計時立刻停止。
4.每一參賽者輪流使用自己製作的步行下坡玩具評分，每人至少挑戰一次，最
多三次。(若作品無上場挑戰，則扣總分數 20 分)
5..步行下坡玩具在評分過程，中間的瓦楞板必須前後擺動，並且碰到兩側限
制擺動角度的裝置，如果沒有碰到卻有移動現象，這樣叫做滑動，算是挑
戰失敗，必須重新挑戰，挑戰次數減少一次。
6.如果評分過程中，步行下坡玩具停止移動，停在編號 5 的位置，得分 5 分。
如果前腳壓在編號 7、8 之間，得分 8 分。



7.當步行下坡玩具走完全程時，除了得分 9 分之外，另外，依照完成時間不
同，還有加碼分數，如下表所列：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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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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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活動一、二參賽同學可以自行決定先後順序，只是兩項評分時間必須在 8
分鐘內完成，參賽同學必須妥善分配時間。
9.如果步行下坡紙杯走完斜坡，花了 28 秒時間，所得的分數為 9 + 20 ＝29。
10.活動二競賽測得秒數，皆以評審測得為準，並不再參照參賽者自行測得秒
數。

五、競賽時間
(一)製作：活動的製作與測試時間（含說明及領取材料）共 45 分鐘。本項競賽
必需在 70 分鐘內完成，含準備、全部組別闖關、計分。
(二)評審時間：活動一、二，同組依序進行，時間共 20 分鐘。

六、評等
(一)活動一、二：每人取一次最佳成績，三人共三次成績，將三次成績加總後即
為活動一、二的得分加總。按得分加總高低排序後，依六等第
計分法計分得成績。

七、給評分者的建議
(一)檢查事項
1.製作時間結束，參賽選手除了將作品、斜面裝置放在放置區內，未使用的
材料及需要用的工具也可以放在裡面。
2.活動一、二除了黏貼材料之外，其他只能用大會提供材料，否則必須移除
之後才能評分，移除時間 包括在評分時間 8 分鐘內。
3.活動一、二步行下坡的作品上面必須寫上Ａ、Ｂ、Ｃ的編號，方便評分時
紀錄。



4.活動一、二參賽同學可以自行決定先後順序，只是兩項評分時間必須在 8
分鐘內完成。
5.活動二紙杯中間的塑膠瓦楞板必須能自由轉動，才能進行評分。
(二)競賽者操作
1.比(活動一)時
(1)競賽者拿著振動下坡作品及相關材料、工具至競賽區域時，評分者先檢
查是否在作品寫上Ａ、Ｂ、Ｃ的編號，是否加裝其他器材後，立即宣布
計時開始。如果沒寫編號的立即加註，有加裝其他材料，必須先行拆除，
檢查通過後，才能進行測試及評分。
(2)競賽者可以先自行測試振動下坡作品在斜面上移動的效果，並進行作品、
斜面高度的調整。競賽者測試完畢後，即可以喊“挑戰”。
(3)競賽者喊“挑戰”時，確認作品任何部位不可以超過起跑線，啟動方式
只能用手或器材讓作品傾斜，瞬間將手或器材移開，讓作品因為左右擺
動及重力影響，以振動方式往下移動，如果作品有一些滑動的現象也沒
關係，繼續評分。
(4)參賽者的手或器材移開作品後，開始計時，一直到作品中間停止或走到
斜面終點結束計時，紀錄的時間就是競賽成績。評分的過程中，如果有
刻意跺腳、撞到桌子、拍打桌面、敲擊斜面等等動作，該次成績不予計
分。
(5)評分完畢之後，接著做活動二評分，時間不暫停。
2.比活動二時
(1)競賽者可以先自行測試步行下坡作品在斜面上移動的效果，並進行作品、
斜面高度的調整。競賽者測試完畢後，即可以喊“挑戰”。
(3)競賽者喊“挑戰”時，確認作品任何部位不可以超過起跑線，啟動方式
只能用手或器材讓作品往後傾斜，瞬間將手或器材移開，讓作品因為前
後擺動及重力影響，以步行方式往下移動，如果作品有一些滑動的現象，
就算是挑戰失敗，必須重新挑戰。
(4)參賽者的手或器材移開作品後，開始計時，一直到作品停止或走到斜面
終點才結束計時，評分的過程中，如果有讓刻意跺腳、撞到桌子、拍打
桌面、敲擊斜面等等動作，該次成績不予計分。



(5)評分完畢之後，競賽者必須將下坡玩具擺在放置區內，不可帶回。

八、給競賽者的建議
(一)請參考“給評分者建議”，確實做到符合各項檢查項目及操作評分時注意
事項。
(二)事先勤加練習，改變步行下坡玩具的大小、比例、配重，找出最佳條件，
以及穩定的操作動作。
(三)評分時有先後之分，參賽同學製作的作品，必須具有穩定性，在 1 小時內
步行或振動功能不會受影響，如有影響自行負責。

十、材料總表

大會

學生
自備

品名

規格

數量

備註

塑膠瓦楞板

大小 60x50cm、厚度 3mm

一片

活動一、二共用

塑膠板

PVC 材質 A4 大小、厚度 0.3mm

1片

活動一使用

西卡紙

Ａ4 大小、200 磅

1張

活動一使用

竹籤
油土
吸管

長 25cm、直徑 3mm
30 公克
23 公分、管外徑 6mm

6支
二塊
3支

活動一、二使用
活動一、二使用
活動一、二使用

紙杯

便利商店 7-11 販售(270cc)

三個

活動二

保麗龍

15X15X2cm

一片

活動二

長腳圖釘

美式圖釘

6支

活動二

切割工具
切割墊
膠帶
黏著劑
秤重裝置

以學生方便使用為原則

學生自行斟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