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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校園需要您的大智慧：2019澳大手機應用程式 APP設計比賽 

Smart Campus needs your Great Intelligence: 2019 UM Mobile APP 

Development Competition 

 

I. 活動背景與目的 

澳門大學校園資訊化發展迅速，各種資訊系統不斷推出，產生了大量多樣化的數據。智慧

校園建設要有大智慧，人人參與的智慧校園才是真正的智慧校園，透過現已開放的校園數

據來激發學生的創意，為校園提供日常學習生活的解決方案，是本次 2019 澳大手機應用

程式 APP設計比賽的目標。 

 

在智慧校園的框架下，每一個校園中的主體都是智慧校園的參與者和建設者，信息技術作

為手段服務於教育教學方式的變革及人才培養模式的創新。為此，澳門大學打造了「開放

數據應用程式介面平台」(https://data.um.edu.mo/)，在雲平台裡面與師生共享各式各樣的

數據，如能源耗電、新聞活動、課程安排、場地預約等數據，以供教職員及學生研究及開

發，並鼓勵學生提出他們的創意，給他們更大的空間和平台作全方位的嘗試。 

培養創新型人才是我們的目標，集合您們的智慧才讓校園變得美好。澳大擁有豐富的數據

來源，不錯的設備進行數據的感知，但怎麼利用它們產生智慧？ 我們希望透過是次 2019

澳大手機應用程式 APP 設計比賽，向參與者提供可動態配備的資源，以新興科技為手段，

讓大家擁抱大數據，從而推動人才培養模式創新。 

 

II. 比賽形式、日期及地點 

形式︰參賽團隊必須使用提供的開放數據，針對其中一個問題陳述，開發設計應用程式原

型。比賽分兩階段進行，先以計劃書表達意圖解決的問題(三選一)，計劃書應以中文或英

文書寫，限 10 頁 A4 紙（包括圖片，圖表及附錄）。進入決賽後，則必須提交可執行之

程式原型，及參與最終演示，詳情請參閱下表。 

一般情況下，計劃書評審階段決出入圍名單(每個問題陳述一般晉級四至五隊)，由評審委

員會負責評選。 

 

問題陳述(三選一)︰2019年 9月 18日或之前公佈 

 

https://data.um.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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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 時間 事項 備註 

2019年 8月 開始接受報名  

2019年 9月 18日 

  5:30pm – 6:30pm 

比賽講解會暨開放數據應用程式

介面平台介紹會 

 比賽簡介 

 介紹如何操作平台及數據

定義 

 

地點︰創新創業中心演講室

N1-1004 

請參賽同學帶備筆記型電腦

及其他所需用品 

 

請點擊報名講解會 

2019年 9月 30日 截止報名  

2019年 10月 11日 截止遞交計劃書 

 

計劃書應以中文或英文書

寫，限 10 頁 A4 紙（包括圖

片，圖表及附錄） 

2019年 10月 30日 

或之前 

公佈入圍名單(12-15隊)  

 

2019年 11月 20日

5:00pm 

 

入圍團隊遞交可執行程式之源代

碼 、 相 關 說 明 文 件 ( 如

README)以及演示所需文件

(如 PowerPoint) 

遞交文件之詳情稍後公佈 

2019年 11月 27日 

1:00pm  

 

決賽演示 

每隊最長演示 10分鐘，10分鐘

問答 

 

地點︰聚賢樓(N1)一樓創新

創業中心 

2019年 11月 27日 

  7:00pm 

頒獎晚宴 地點︰聚賢樓(N1)地下 

 

III. 報名及對象 

1. 澳門大學各院系之在學學生，鼓勵跨專業跨學科組隊參賽，以發揮不同領域同學的創

意。報名表可於 2019澳大手機應用程式APP設計比賽網站下載。收到電郵確認後繳交

按金每隊澳門幣 500元。完成比賽可獲全數退還。 

2. 為向外推廣智慧校園及 STEM教育，本次比賽歡迎本澳各中學派隊參賽。 

 

IV. 費用 

參加者費用全免。澳大團隊按金每隊澳門幣 500元，完成比賽可獲全數退還。 

  

https://isw.umac.mo/evm/faces/doRegistration.jspx?evmId=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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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技術要求 

1. 每隊須在指定時間內︰ 

1.1. 提交程式原型之源代碼及數據(如適用)供主辦方審查； 

1.2. 在提交之 README檔案中列出所有參考其他開源庫(open source libraries) 之使用

(如適用)。 

2. 每隊須於決賽演示日在台上展示成果(如有需要，可自備筆記型電腦)，每隊報告時間

以 10 分鐘為上限。發表內容應包含解決方案之講解及可執行程式之演示。每隊報告後

進行問答環節，須回應評委提出之問題，時間上限為 10分鐘。 

3. 各團隊須使用澳門大學所提供之開放數據應用程式介面平台(API)的資料數據，若違反

規則，將不具獲獎資格。 

4. 作品應為原始創作並僅限參加此次競賽，若涉有抄襲成份或沒有按要求提交 1.2 項之

資料，主辦方有權取消圑隊之參賽資格。 

 

VI. 獎勵 

進入 12-15強團隊每隊先獲得晉級獎。 

晉級獎 

獎金澳門幣 2,000元， 

獎狀 

 

決賽階段設有一等獎、傑出中學獎及優異獎若干名，基本上每一問題組至少頒發一名一

等獎及一名傑出中學獎。 

優異獎 傑出中學獎 一等獎 

獎金澳門幣 2,000元， 

獎狀及獎座 

獎金澳門幣 3,000元， 

獎狀及獎座 

獎金澳門幣 8,000元， 

獎狀及獎座 

 

倘符合要求，澳大的相關部門將聯絡獲獎團隊跟進落地。得獎之團隊可獲澳門大學推薦及

支持參加相關的區域性及全國性等比賽。 

 

  

https://data.um.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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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評分標準 

1. 計劃書評分標準 

項目 比重 說明 

作品基本參數 40% 

功能性 

(是否解決真實需求，技術含

量，功能設計是否人性化) 

15% 

技術可行性 10% 

資料齊全度(功能說明，描述

是否清晣，應用 demo等) 
15% 

作品創新與特色之處 40% 
用戶介面及交互設計 20% 

選題及其他 20% 

前景評估 20% 
意義：用戶的需求程度 10% 

價值：市場的歡迎程度 10% 

 

2. 決賽評分標準  

項目 比重 說明 

作品完成度 15% 評委將根據作品展示最終完成情况對作品完成

度進行評判 

創意性 20% 產品的新穎度。是否已有同類産品？差別在哪

裏？ 

實用性 15% 產品在現實生活中的實用性 

展示度 15% 團隊對產品展示的清晰有條理性 

影響力 15% 產品所解决問題的影響規模 

技術 10% 產品所需技術難度、演示及源代碼及數據(如

適用) 

設計 10% 產品外觀、用戶界面和用戶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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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注意事項 

1. 主辦機構不會對參賽隊伍的任何侵犯知識產權行為負責。 

2. 所有遞交給主辦機構的資料將不予退還。 

3. 在大賽期間，所有遞交的資料將只用於「智慧校園需要您的大智慧：2019澳大手機應

用程式 APP設計比賽」上。 

4. 主辦機構在活動當日及相關活動時所拍攝之相片及影片，參加者同意為記錄及推廣本

次活動展示或公開肖像及聲音等。 

5. 在活動結束後，主辦機構有權展示或公開參賽團隊於本活動所遞交之作品、源代碼或

數據等。 

6. 如有任何爭議，賽會保留最終決定權。 

 

IX. 贊助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X. 合辦單位 

創新創業中心、資訊及通訊科技部、澳門大學「澳門中小學生科技實踐基地科學暨工程科

普推廣中心」 

 

XI. 查詢 

1. 報名及比賽安排︰ 

創新創業中心，電話：8822 4619 ，電郵：ICI.Innovation@um.edu.mo； 

2. 澳門大學開放數據應用程式介面平台︰ 

資訊及通訊科技部，電話：8822 8500，電郵：icto.ims@um.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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