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比賽賽前簡介會 (2022年8月12日, 五)

主辦機構 資助機構



流程

1. 簡介4D Frame

2. 全日時間表

3. 4D Frame 比賽三大項目

4. 比賽當日流程

5. 扣分事項及其他資訊



香港創意數理科學4D Frame比賽

✓源自南韓，於2007年當地開始舉辦地區賽，2015年
舉辦首屆國際賽，參賽地區包括瑞典、芬蘭、美國、
菲律賓、蒙古、中國、香港及南韓等

✓比賽目的：運用創意和STEM知識創造解難方案

✓香港青年協會於2012年由南韓引入4D Frame，
2017年舉辦第一屆香港本地賽

✓ 2022年將是第五屆



比賽組別
(比賽指引p.3)

比賽共分為四個組別，包括：

1. 初小組
2. 高小組
3. 初中組
4. 智能4D Frame組 (簡稱: 智能組)



香港創意數理科學4DFrame比賽

比賽詳情

日期：2022年8月21日 (日)

地點：香港科學園浚湖樓(10W)一樓及二樓

時間：08:30 – 17:00 



• 12歲以下的學生，請填寫科學園健康申報表。

• 12歲或以上的學生，請準備裝有「安心出行」的手提電話，

並確保已上載最新的疫苗紀錄。

• 請跟從「疫苗通行證」指引，接種第二針 / 第三針疫苗。



比賽及頒獎
典禮地點



科學園交通

◆ 科學園—交通資訊：https://www.hkstp.org/zh-hk/get-in-
touch/find-us/

◆ 大學站巴士：272K_HKD $4.1

◆ 沙田站小巴： 27 & 27A_HKD $7.9 (必須向司機說明進入科學園)  

落車點—「二期落車」

https://www.hkstp.org/zh-hk/get-in-touch/find-us/


比賽場地

頒獎典禮場地

浚湖樓10W入口



10W入口



1) 初小組及初中組隊伍請從地下大堂使用

扶手電梯上1/F會議前廳



• 比賽場地：

浚湖樓(10W)

1/F會議前廳

• 組別：

初小組(101-107)及

初中組(4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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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乘搭扶手電梯後，高小組及智能4D Frame組隊伍

使用左方樓梯前往2/F會議廳 04-07



或另一方法：

2) 高小組及智能4D Frame組隊伍請從後繞過扶手電梯



3) 接着右邊會看見一間餐廳，左邊便是升降機

意大利餐廳

升降機
地下大堂之洗手間



4) 直接乘搭升降機上2/F會議廳 04-07



• 比賽場地：

浚湖樓(10W) 2/F會議廳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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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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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4D Frame組(301-310)

圖表並非按比例繪畫



• 比賽場地：
浚湖樓(10W) 2/F會議04-07

S

• 組別：
高小組(201-228)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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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樓手間只限參賽學生使用
➢ 老師及教練請使用地下大堂之洗手間。



時間表 活動項目

8:30 - 8:45 報到及就座：初中組及智能4D Frame組

8:45 - 9:00 報到及就座：初小組及高小組

9:15 - 9:30 宣佈比賽流程及派發比賽物資

創作4D Frame模型+填寫創作歷程

9:30 - 11:30 初小組：限時2小時

9:30 - 12:00 高小組及初中組：限時2小時30分鐘

9:30 - 12:30 智能4D Frame組：限時3小時

午膳時間—自行安排，敬請準時重新到達比賽場地報到及進行評審環節

全日時間表



13:00 – 15:15評審環節

13:00 - 14:15 初小組 - 隊伍依照「評審時間表」的指定時間，輪流進行評審

13:00 - 14:45 高小組 - 隊伍依照「評審時間表」的指定時間，輪流進行評審

13:00 - 15:15 初中組 - 隊伍依照「評審時間表」的指定時間，輪流進行評審

13:00 - 15:15
智能4D Frame組 -

隊伍依照「評審時間表」的指定時間，輪流進行評審

15:15 - 15:45
隊伍返回比賽場地帶走模型、執拾材料帶走、互相參觀作品、背景
板區拍照
*必須在評審環節完結後，秘書處才會開放會場。

15:45 - 16:45
頒獎典禮
*每支隊伍只限一位成人陪同入場，入場時必須使用「安心出行」
和「疫苗通行證」

16:45 全日活動結束 / 自由拍照



三大比賽項目



1) 創作歷程(比賽指引p.17-23)

✓可選擇以中文或英文填寫。

✓需於比賽時間內完成，並收回給評審閱覽

✓評審將就每隊之創作歷程，了解隊伍對題目

的理解及4D Frame 模型的運作原理

✓格式可詳閱「比賽指引p.17-23 」

AM



創作歷程 (Creation Record) 例子
AM



創作歷程 (Creation Record) 例子
AM



2) 4D Frame 模型設計

✓各組的題目請參閱「比賽指引」，預先構思、設計及練習製作4D 
Frame模型。

✓當日，利用即場提供的4D Frame物資創作一個與題目相關的模型

✓智能4D Frame組更需運用「指定電子零件」及micro:bit 製作裝置

AM



3) 會見評審+作品匯報

✓中文或英文進行匯報。

✓隊伍向評審介紹模型結構、功能、創作概念及流暢地示範如何運作

✓評審會對模型設計、結構或創作歷程發問，隊伍即時回答。

✓各組別之匯報內容 & 問答時間詳閱「比賽指引 p.4, 6, 9, 11, 14」

PM



評審項目

作品創作

• 精巧的結構及造型

• 作品應用數理、科學、工程原理

• 切合主題並具創意

• 模型能順暢及穩定地運作

• （智能組）程式及電路設計

隊伍表現

• 能清晰地介紹作品的特點

• 提出解難方案(初中及智能4D Frame組)

• 團隊合作

(詳列於「比賽指引p.6-15 」)



比賽當日流程



上午時段–隊伍報到
AM

1. 報到及登記 (比賽指引p.4)

✓ (大會報到處) 身份證/學生證 (*必須有個人相片)

✓ (場地門口:科學園職員)安心出行 &疫苗通行證

✓ 12歲以下的初小隊伍，屆時職員會邀請他們填寫健康申報表

2. 檢查物品 (比賽指引p.16)

✓ 自備文具/工具：原子筆、顏色筆、間尺、剪刀、螺絲批等

✓ [智能組] 其他大會指定之電子元件

X 電腦 / 平板電腦/ 手提電話/ 智能手錶或任何電子裝置

X 任何方式與外界通訊的裝置

X 紙張 / 文件

X 4D Frame



上午時段– 4D Frame 模型創作
(比賽指引p.4)

• 完成 4D Frame 模型製作及填寫「創作歷程」

• 初小組２小時；高小及初中組2小時30分鐘；智能組佔3小時

• 初小組不得提早離場；其他組別如提早20分鐘以上完成，可先行

離場

AM



上午時段– 4D Frame 模型創作 (續)

• 比賽場區內嚴禁使用手提電話、平板電腦或電腦

• 教練不得陪同隊伍進入比賽主場區

•大會將收集各隊之「創作歷程」交給判審。而所完成之
4D Frame 模型繼續留在場區內，以便下午進行評判評審

AM



上午時段– [智能4D Frame組]

(比賽指引p.4)

•作品測試及調整(如有需要):

1) 現場提供有限數量之電腦讓隊伍輪流修改程式

2) 自備USB快閃記憶體帶備程式檔案到場作修改

3) 每隊只有2次使用電腦的機會，每次5分鐘

AM



下午時段–隊伍講解及評判評審
(比賽指引p.4)

• 編定時間15分鐘前，到場區再次報到 (時間稍後公佈)

• 初小組及高小組別有3分鐘，而智能組及初中組有4
分鐘向評判匯報講解及示範作品運作

• 其後是3分鐘問答環節，由評判向隊伍發問，隊伍即
時回答。

• 當所有組別已完成評審，比賽主場區才會開放供參觀
及交流

PM



注意事項 - 可導致扣分的行為
(比賽指引p.16)

• 製作與大會提供之範本 (Sample) 一樣的4D Frame模型

• 解難方案不是由隊伍自行創作

• 使用題目准許以外之物料製作4D Frame模型

• 隊員或後備隊員以外的人士參與比賽

• 故意或因疏忽而作出破壞性行為

• 比賽過程表達不雅言語或動作



交流 & 拍攝時段

✓ 時間： 15:15 - 15:45

隊伍返回比賽場地：

1. 帶走模型、

2. 執拾剩餘材料帶走、

3. 互相參觀作品、

4. 會場 &金蛋背景板區拍照

*在評審環節完結後，秘書處才會開放會場 &金蛋。



獎項

✓ 各組別設金、銀、銅獎
✓ 最佳4D Frame模型設計獎
✓ 最佳表達獎
✓ 最具創意獎

*獎項將有機會就隊伍數目而調節
**初小組只設金、銀、銅獎



頒獎典禮—高錕會議中心(金蛋)

1/F會議前廳通道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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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廊

走
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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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初小組
及

高小組

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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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組

留座
1)入場人士須由1/F 會議前廳的通道入

場。

2)每支隊伍只限一位成人*陪同入場，

憑飛入場，入場時必須使用「安心

出行」和「疫苗通行證」

3)入場人士相連的座位不得超過8個。

4)不設劃位，但必須根據左圖指定組

別區域入座。

圖表並非按比例繪畫

*非參賽學生/兒童不得入場。



其他資訊
1) 學生確診/學生之同住家人確診：請盡量尋找後補隊員；如未能找到

後補隊員參賽，亦可以由一位學生參賽，但該隊伍將會失去「團隊合

作」分數。

2) 疫苗通行證：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vaccine-

pass.html

2) 科學園—餐廳資訊：https://www.hkstp.org/zh-hk/our-

community/park-amenities/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vaccine-pass.html
https://www.hkstp.org/zh-hk/our-community/park-amenities/


查詢

香港創意數理科學4D Frame比賽秘書處

香港青年協會創意科藝工程計劃(LEAD)

電郵：4d_frame@hkfyg.org.hk

電話：2561 6149

網址：http://ce.hkfyg.org.hk/

Facebook專頁：http://www.facebook.com/leadcentre

mailto:4d_frame@hkfyg.org.hk
https://ap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3A%2F%2Fce.hkfyg.org.hk%2F&data=05%7C01%7C4d_frame%40hkfyg.org.hk%7C6c6ebc26dfb348dcaeec08da36dc249d%7Ce3f858af7d1c4d5babc6b057ee3a389c%7C0%7C0%7C637882616726563721%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7C%7C%7C&sdata=jMb%2BUmGw%2FBwMcx6SJQ1CddI2HZi2%2BFMJrQpkf1aeMcA%3D&reserved=0
http://www.facebook.com/leadcent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