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年賀歲遙控模型車友誼賽暨同樂日
主辦:慧豪遙控模型會

贊助:

比賽資訊網址:www.rc-web.info
媒體網址:www.main.vppm.org
比賽曰期: 2 月 1 日 (星期日舉行) 上午 10:45 開賽
比賽地點: 路環ＧＴ３００遙控車場
報名費及方式
 每項 MOP$100
貨櫃拖頭表演賽-免報名費
 各大遙控模型鋪或 Facebook 群組”RC Playing Center”；
比賽項目: 1、前驅房車
(FF Touring Car) – 8 分鐘
2、超級跑車
(GT Super Car) – 8 分鐘
3、限制動力房車
(Pro Stock Touring Car) – 5 分鐘
4、彈頭趣味大轆車 (Funny Big Wheel Car) - 5 分鐘
5、改裝房車
(Modified Touring Car) – 5 分鐘
6、貨櫃拖頭表演賽 (container car )
-10 分鐘
賽車規格：
1、

1/10 頭驅房車（FF 13.5T）

a.

1/10 頭輪驅動遙控模型房車；

b.

輪跨闊 190MM 以內；

c.

在市面上發售的像真頭驅著色房車殼；

d.

使用硬膠尾翼；

e.

橡膠車呔-闊度 24mm，直徑 65mm 以內，禁用 CAP 呔；

f.

四輪獨立避震；

g.

Lipo 7.4V 硬盒電池；

h.

在市面上發售的 13.5T 540size 有感無碳刷摩打（必須留有原裝
帖子）；

2、 超級跑車 (GT super car)
1/10 遙控模型房車；
a.

輪跨闊 190MM 以內；

b.

在市面上發售的像真雙門著色房車殼；

c.

使用原裝尾翼或 GT option 尾翼

d.

橡膠車呔-闊度 24mm，直徑 65mm 以內，禁用 CAP 呔；

e.

車重-1350g 或以上；

f.

四輪驅動驅動系統需由 3 個或以上齒輪組成；

g.

四輪獨立避震；

h.

Lipo 7.4V 硬盒電池；

i.

在市面上發售的 13.5T 540size 有感無碳刷摩打（必須留有原裝帖子）；

j.

電變設定為 Blink mode；

3、限制動力房車、5 改裝房車 (Pro stock Touring Car 及 modified )
1/10 遙控模型房車；

輪跨闊 190MM 以內；
在市面上發售的四門著色房車殼,闊度 195mm 以內；
使用原裝尾翼，以 IFMAR 尺寸為準（細尾翼）及不可低於原裝車身裙腳線位；
橡膠車呔-闊度 24mm，直徑 65mm 以內，禁用 CAP 呔；
車重-1350g 或以上；
四輪驅動驅動系統需由 3 個或以上齒輪組成；
四輪獨立避震；
7.2 V 或以下 sub C size 或 Lipo 7.4V 硬盒電池（不得使用短電）
；
Pro Stock 在市面上發售的 13.5T 540size 有感無碳刷摩打（必須留有原裝帖子）；
Modify 在市面上發售的 540size 有感無碳刷摩打（必須留有原裝帖子）
；

4, 彈頭趣味大轆車

(Funny Big Wheel Car)

1/10 大輪車,
540 有刷銀色摩打,
部車要有彈頭功能
六、 比賽方式：
a.

初賽，最多十三人為一組別，三個回合，以一個回合最佳成績分組進入決賽（決賽為十人一組，如最後一組

不足四人將安排在前一組 11，12 及 13 號車一起作賽）
；
b.

決賽，兩回合，以進入決賽的成績來排位，選其中一個最佳成績定名次；

.
七、 基本規則：
a.

每組比賽完成後，前一組幫下一組執車；

b.

落後車輛讓領先車輛，嚴禁不君子行為；

c.

賽會有權檢驗違反賽例車輛及摩打；

d.

若賽員無感應器，賽會可提供公發 Transponder(感應器)；

e.

撞毀大會提供的 Transponder(感應器)賠償 MOP$1500.00；

f.

違反賽例者，取消比賽資格及成績；

八、 賽程：
a

（以 9 個組別估算）

b.

09:00 至 10:30 不計時練習；

c.

10:45 至 12:05 第一節排位賽；

d.

12:06 至 13:25 第二節排位賽；

e.

13:26 至 14:45 第三節排位賽；
14:46 至 15:10 (休息及表演時間)

f.

15:11 至 16:30 第一回合決賽；

g.

16:31 至 17:50 第二回合決賽；

h.

17:51 至 18:20 頒獎；

獎項: 各 A 組設冠、亞、季軍 –精美獎杯
各 B 組設冠、亞、季軍 –精美獎牌

, 另設貨櫃拖頭

美觀獎三名

參加者注意:本賽會所辦賽事是以義務身份去統籌處理賽事，各參加者及觀眾自願參與，而所交費用，只是用作整場賽
事運作之用，煩請有關人仕確保自身及財物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