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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UAV於基礎建設安檢應用競賽 
 
一、 活動目的 
近來全球氣候劇烈變遷，加上台灣屬於高天然災害潛勢環境，地

震或颱風事件日益顯著，橋梁公路毀損、房屋倒塌，或土石掩埋

等事件頻繁，致使財產損失與人員傷亡。防災新科技之研發已成

為全球科技發展之重點，其中無人飛行載具(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可攜帶各類感測器於空中進行大區域及局部位置之
掃描檢測及輸送物件，已逐漸成為一種新的工程與商業應用項目。

應用無人機及相關感測技術於基礎建設之結構損傷檢查、安全分

析與防救災應用，可提升基礎建設之維護管理效率及提前進行災

害潛勢分析，減少災害影響，降低人員傷亡。希冀藉由此一活動，

可提昇參賽者專業與實務經驗，並建立相關技術研發之展示與交

流平台。 
 
二、 主辦、指導、協辦與贊助單位 

1. 主辦單位：國立中央大學災害防治研究中心 
2. 指導單位：交通部公路總局、科技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3. 協辦單位：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國立中央大學橋樑
與軌道工程研究中心、中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社團法人臺

灣防災產業協會 
4. 贊助單位：大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自強工程顧問有限公
司、迅聯科技有限公司、林同棪工程顧問股份、限公司、財

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集仕股份有限公司、黎明工程顧問

有限公司、儀衡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戴德科技有限

公司



 

三、 競賽類別 

本競賽項目主要針對 UAV 於橋梁結構裂縫檢測競賽為主，本項

目將提供一競賽標的關卡，參賽隊伍需提出相關應用技術說明或

初步測試，後實際進行關卡競賽，針對橋梁結構裂縫提出位置與

相關量化資料，以供計分評比。 

 

四、 評選方式 

1. 評審委員組成由國立中央大學災害防治研究中心與科技部共
同籌組。另外視需要依據主題技術領域，聘請專業人士列席，

提供專業意見協助評選。 

2. 針對競賽類別，將評選分為專案報告（列入總分之 30％）以

及動態飛行成績（列入總分之 70％），詳細關卡內容與評比規

則請參閱附件說明，最後以計分方式進行評比。 

 

五、 獎勵方式 
1. 金獎：獎金 5萬元（一名）與獎狀 

2. 銀獎：獎金 2萬元（一名）與獎狀 

3. 銅獎：獎金 1萬元（一名）與獎狀 

 

六、 報名資格及相關規範 

1. 報名資格及限制：年齡不拘，一人(包含帶隊指導老師與飛行
教練)在競賽中限報名一隊，唯需考量賽程安排及時間之衝突，

每一隊伍至少需準備一架飛機，人數上限為 6人(包含帶隊指

導老師與飛行教練)，須有 1人為團隊代表人，惟代表人必須

具中華民國國籍並在中華民國設籍之國民。代表人需負責與

主辦單位聯繫、確認參賽文件與獎金領取等事宜。 

2. 團隊成員中若有未滿 20歲者，需經由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始得
參賽。 

3. 報名期限： 2018年 12月 8日止，每隊報名費 2千元。  



4. 報到及領隊會議：報到及領隊會議未參加者一律取消比賽資
格，因天候或不可抗拒之因素者另議。報到及領隊會議時間

以大會公佈之流程表進行，除非當天大會宣布更改，否則不

接受任何未出席或遲到之理由。  
5. 參賽選手禮儀規範：參賽選手在開幕式將宣誓恪遵裁判判決，
裁判亦接受本大會之要求，必須做到公正客觀。為尊重裁判

及服務工作人員辛苦承辦大會競賽之職權，參賽選手必須具

備運動員之精神與禮節，嚴禁各參賽隊伍以不當言語或肢體

動作干擾或侮蔑裁判及工作人員，一經裁判及服務工 作人員

舉證有此現象者，一律以黃牌警告並累加懲處。 
6. 大會開幕或閉幕式與各項即時訊息、競賽執行程序、抽籤等
事宜將以學生 團隊隊長或隊員為傳達對象，未依大會宣布時

程參與活動者將以團隊組織未充分落實為由，扣該隊伍團體

總成績 20分。  

7. 為維護比賽場地安全，大會指定之停車地點若有非工作人員
或比賽團隊以 外之車輛停放者，將暫停比賽，直到車輛移除
完畢後才恢復進行。若因不按規定停放而造成車輛毀損，大

會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七、 取消資格 

若經查明有下列行為者，取消參賽資格: 

1. 參賽資格不符規定，惡意欺瞞； 
2. 競賽內容抄襲或剽竊； 

3. 於參賽期間，計畫撤銷或團隊解散； 

4. 黃牌警告累計達三張以上者。 

 

八、 參賽注意事項 

1. 各參賽作品之著作權等相關權益，均依著作權法規定之。 
2. 參賽者就參賽作品所使用之資料、資料庫、技術或程式碼，
僅限適用開放原始碼(Open Source)授權條款之資料、資料



庫、技術及程式碼，且均屬參賽者之原創或已取得合法授

權。若有任何第三者主張侵害智慧財產權或其他違法情事，

均由參賽者自行出面處理，且自負一切法律上之責任。若因

此致主辦單位、協辦單位或執行單位受有損害者，參賽者應

為其辯護、使其免受損害並賠償其損害。「 

3. 參賽者已滿 20歲或已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有權合法參加

本活動並領取獎項。若參賽者未滿 20歲，主辦單位、協辦單

位或執行單位有權要求參加人‧提供法定代理人之相關書面

同意。 

4. 參賽者其因參加本活動所填寫或提出之資料均真實無誤，無
偽造、變造、冒用或盜用任何第三人之資料，或有任何違法情

事。 

5. 所有參賽作品均供主辦單位、協辦單位、評審團及執行單位
就本活動評選之用，恕不退件，參賽者須自行製作備份存檔。 

6. 參賽者了解評審團對各階段入圍者及得獎者擁有最終之決定
權。 

7. 所有參賽者資料，主辦單位、協辦單位及執行單位將保密，於
公布各階段入圍或得獎名單前，如無必要不對外公開參賽者

名單。 

8. 參賽人同意，主辦單位依其自行判斷，倘發現任何人企圖對
本活動或活動網站有違反本活動辦法(包括參賽注意事項)或

法令的行為，或其他任何干擾本活動或他人行為之情事，或

以不正當、詐欺或舞弊等違法或違反公序良俗的方式參與本

活動，除主辦單位得立即取消其參賽資格或得獎資格(包括追

回獎金、獎狀或獎盃)外，參賽人應自負其法律上之責任，並

賠償主辦單位、協辦單位、執行單位、其高階主管、董事、監

察人或員工因此所受之損失及其產生之全部費用。參賽人了

解，任何一名參賽者或者任何其他個人試圖故意損壞任何本

活動網站或者破壞本活動的順利進行可能違反民刑事法律。

在法律允許最大範圍內，主辦單位、協辦單位及執行單位保



留對前述參加人請求損害賠償的權利。 

9. 參賽者同意，倘有任何原因造成本次活動無法順利進行，或
主辦單位、協辦單位及執行單位無法控制的其他原因影響本

活動的行政管理、安全性、公正性、完整性或適當性者，主辦

單位、協辦單位及執行單位得依其自行決定取消、終止、修改

或暫停活動；但亦有持續進行活動在結束前自合格的參賽者

中評選勝出者的權利。 

10. 得獎人應依相關稅法繳納稅捐，主辦單位、協辦單位及執行
單位對所有稅捐概不負責。得獎者同意主辦單位得依相關法

令代扣（繳納）相關稅捐（如有適用）。相關稅賦法令請參閱

財政部國稅局網站。未按時領獎者、未繳納相關稅捐或領獎

文件不齊備者，視同放棄得獎資格，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得獎

資格，或於得獎人完成稅捐繳納並出示相關文件後始發放獎

項。 

11. 主辦單位保留修改本辦法之權利，但會事先公佈。參加活動
者一旦參加或報名本活動，則表示同意接受本辦法之拘束。

若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隨時公布於本活動網站。 
  



無人飛機競賽規則 
 

一、 競賽概要 
本次競賽，分成書面報告及動態飛行兩階段，書面資料將定於 

2018年 12月 17日於國立中央大學進行內部專家審查；動態飛行

暫定於 2018 年 12 月 28 日於國立中央大學（操場）舉行，實際

競賽的時數及天數，將會視報名隊伍之數量，並視天候狀況等因

素彈性調整時間，。 

 
二、 載具限制 

（一） 機體不限制，大會於比賽前會安排測試飛行，載具無法通

過測試飛行之隊伍，不得參加動態飛行比賽。 

（二） 遙控器頻道不限制，但必須公告頻道。比賽開放 2.4 GHz

遙控器使用，請各隊注意。 

（三） 標誌需求  
1. 飛機之中英文名稱(以英文命名者請加註中文名稱，請

不要以學校、系級 或不同的文字排列方式，如紅白隊、

白紅隊等當作命名，以利大會進行 相關辨識及唱名工

作)，請張貼於飛機本體明顯之位置。 

2. 遙控器之頻道號碼。  

3. 為有利於裁判及大會工作人員觀測飛行中的飛機，請各
隊伍務必將飛機之主翼前緣、尾翼或其他部份，以膠帶、

包覆紙或是噴漆方式加上黃色或橘色系等有利於目視

辨別之顏色，防止飛機顏色因為陽光折射而造成之視覺

翻黑，影響目視判斷。  

4. 每一位參賽人員必須佩帶大會提供之證件。若缺少一人
證件或一項標誌 者給予黃牌一張警告並累計懲處。 

 

三、 書面報告相關規定 



各參賽隊伍必須在 2018 年 12 月 15 日前，將完整報告之 pdf 檔

或 word檔寄到 chung.chih.chung@gmail.com，檔名請註明學校及

隊名。報告內容須包含以下幾點：  

（一） 計畫摘要：提供設計發展概要。包含設計動機、設計選擇

的描述及發展 過程各階段概述等。  

（二） 組織管理：描述設計團隊的組織架構。列表說明各負責人

員擔負之責任，說明人員派遣、時程控制等管理架構。時

程表需列出各階段之 進度與實際執行成效。  

（三） 系統簡介：自訂。      

（四） 載具硬體設計：載具整體規劃、選用與設計。 
（五） 控制設計：控制系統各部件的詳細說明、載具力學分析、

基本運動控制律設計、系統操作功能規劃(必須包含系統

失效之緊急應變措施)、軟體架構說明。 

（六） 軟硬體製造：說明製造材料以及原件選用方式、軟硬體製

作程序。需列表明確指出自行研製的部分。      

（七） 測試說明：測試方式與結果  
  

四、 動態飛行規則 

（一） 地面審查： 

各參賽單位必須將所屬之參賽飛機及地面站，以靜態展示

的方式配合場地佈置、資料介紹、海報或軟硬體應用等方法，

進行一系列試飛與適航性之介紹。裁判與大會工作人員會

進行現場提問。  

1. 地面站：各隊伍必須現場展示完整之地面站，該地面站
需能清楚地表示出地圖、載具動態行進的軌跡、所在地

(以一小圓點標示即可)、飛行允許區域(必須能放大或縮

小顯示)與即時影像，若無地面站或顯示資訊不完整的

隊伍，將取消其測試飛行及動態飛行資格。 
2. 無線電干擾測試：參賽飛機必須通過無線電抗干擾測試，
於系統全功能運轉狀態（包括動力系統），同時遙控器



以低功率發射的情況 下，遙控功能必須在 360°，35

公尺範圍內運作無誤，始得進行測試飛行與動態飛行競

賽。 

3. 失控保護測試：為了檢驗飛機在失去信號控制時，能自
主飛回出發點，在完成自主飛行測試後，將飛機依照裁

判官指示方向飛出一定距離，由裁判官下達指令關掉遙

控器與其他上傳通訊鏈，此時飛機必須飛回出發點上空

盤旋或降落。如未能完成測試飛行的隊伍將取消其動態

飛行資格。 

 
（二） 任務概要  

1. 各隊伍必須在 5分鐘時限內通過障礙物，未通過者無法

進行目標物巡檢。 

2. 包含上述障礙通過時間，共 20 分鐘完成目標物之巡檢

並提供影像。 

3. 各隊伍需在可允許飛行範圍內完成目標搜索之後返回
並成功降落。 

4. 為模擬橋梁巡檢任務，今年競賽之目標物為橋梁裂縫定
位，現場將懸掛一組 RC梁（130 cm*12 cm*30 cm），懸

掛高度約 3～5 m，RC梁各面可能有因受力造成之裂縫，

請參賽隊伍透過影像擷取後分析裂縫數量、位置、寬度

與長度。 
5. 大會保留更換目標物的權利，賽前公布目標圖片。 

 



 
（範例 RC梁-未破壞前） 

 

（三） 比賽程序  

1. 領隊會議中抽籤決定各隊伍起飛順序。 

2. 於地面審查後將各隊伍的遙控器交至比賽區。 

3. 目標物之座標將於任務結束後公布。 
4. 各隊伍進行動態飛行時，於指定的棚架內進行，棚架內
除工作人員、裁判與該隊人員外，皆不得接近，下一隊

伍需隨時待命。  

 

（四） 動態飛行競賽規則  

1. 若隊伍經裁判唱名三次仍無法進入指定棚架進行測試
準備者，該隊伍視為棄權。未進行比賽的隊伍，禁止使

用任何無線電器材，以免干擾比賽中的隊伍。  

2. 輪到測試的隊伍有十分鐘的時間準備，十分鐘一到，裁
判將遙控器交與該隊選手，隨即開始計時。 



3. 進行中，若訊號中斷持續超過 30秒，則以失事判定。  

4. 各隊伍必須在 5分鐘時限內通過障礙物（以高度不一之

框架模擬既有橋梁與橋墩），未通過者無法進行下一階

段之目標物巡檢。 
5. 各隊伍在飛行時間 20 分鐘結束前完成拍攝擷取，並於

後續 40 分鐘內提出梁各面可能有因受力造成之裂縫數

量、位置、寬度與長度定量，提出結果後不可修訂。 

6. 上述動態飛行任務需於 20 分鐘內完成，時間內在允許

飛行範圍內可依規定 飛行方式自由搜索。飛行時間 20

分鐘以內、無失事、至少到達目標其中一區域，並在最

後平安降落，即認定為安全返航。 

7. 超過 20 分鐘時限仍未著陸者需立即返航，並以失事判

定。 

 

（五） 上述規則項目以現場公布內容為優先原則。 

 
五、 成績計算及獎項 

（一） 專案報告（列入總分之 30%）：由裁判評分決定，滿分為

100分，裁判有權改變報告評分權數。 

（二） 動態飛行成績（列入總分之 70%）：  

1. 完成時間(10%) 

2. 搜獲裂縫數量與位置（35%） 
3. 對應裂縫寬度與長度定量（20%） 

4. 安全返航（5%） 

（三） 最後分數，由動態飛行與專案報告之分數，依據所占比例

加權而成。並由分數決定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贊助說明 

 

一、 機關廠商贊助目的 

鼓勵參賽者運用無人機(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操控與檢

測技術於基礎建設之結構損傷檢測、安全分析與防救災應用的優異表

現。 

 

二、 贊助方案 

每單位贊助新台幣 3萬。回饋包含：列名大會手冊、大會網站

贊助商官網連結、大會網站贊助商廣告露出、大會網站新聞發佈，

代發單位廣宣或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