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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AD- 2014- IAAC- Award - Info 

 

第 7屆聯合國「世界關顧自閉日」 (2014年 4月 2日) 

大中華地區 --- 廣東、香港及澳門系列計劃專案 (HK-9) 

自閉症與資訊和通信技術應用  普及計劃   (以下簡稱 IAAC-2014) 

第 1屆全國傑出學生 自閉症資訊和通信技術應用程式  設計大獎    

簡介單張  (繁體版 -6版) 

 

 

甚麼是 IAAC- 2014 全國傑出學生 - 自閉症資訊和通信技術應用程式設計大獎？ 

 

  

IAAC -2014全國傑出學生 - 自閉症資訊和通信技術應用程式設計大獎，旨在讓我們的下一代更瞭

解自閉症，以及如何使用資訊和通信技術(下簡稱 ICT)去幫助和提升自閉症人士的生活質素。 

 

是項比賽的 3 個目標： 

(1)  提供機會給學生們跟不同地區的同輩競賽，以展示他們在 ICT方面的解難能力和創意。 

 

(2)  來自大中華不同地區(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及臺灣）的 ICT參賽團隊為自閉症人士應用 ICT

作學習和訓練展示創意，給予參賽者嶄新的視野。 

 

(3)  給予參賽者一個機會以認識相關的業界人士，包括 ICT業界、教育、社會工作、輔助醫療、

複康界從業員和相關專業人士等。 

 

 

IAAC- 2014參賽要求： 

參賽者可以個人身份或以不多於 4名成員組成的團隊參加。是次比賽歡迎來自區內各大學、工業

學院及科技院校等的專上學生、大學生、碩士生參加。參賽者可為正在就讀或完成修讀等不同階

段。每所院校沒有參賽隊伍的數量限制；但每隊以四人為上限。 

 

參賽的作品或專案不可超逾兩年之內的研究(例如：2011年 9月或以後完成項目)。所有參賽者要

提供證明：他們于參賽期間為個別大學／院校的學生。初賽入圍參賽的學生隊伍須帶同他們的設

計原型在決賽時作介紹，評審團會按情況而考慮那些龐大而不便移運的原型，無需呈交實物原型。 

 

初賽入圍隊伍將接獲電郵通知，並須自費登記參加「2014年大中華地區(廣州)自閉症會議」2014

年 3月 19至 20日) (請注意會務費的金額每人暫定為人民幣 200 元，確實金額及詳情將於 2013

年 12月公佈)。 初賽勝出的首 5隊將獲邀出席上述會議。 

 

IAAC- 2014 參賽結構： 

比賽遵循 2輪篩選，個人/隊伍在以下不同階段透過相應方式，均要著重點子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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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團隊初賽時要遞交六百至一千字的撮要及最少兩幅圖片 (採用 JPEG 格式，解像度不少於

800 x 600 dpi) 以描述其設計方案。大會將作評估以選出不少於 5隊參與【2014年大中華區(廣州)

自閉症會議 】的出席參賽者。 

 

初賽 5隊入圍者在出席決賽【2014年大中華區(廣州)自閉症會議 】時，暫定 19/3/2014, 星期三

在廣州舉行，要攜同一張 A1尺寸的海報(594 X 841 mm)，以展示其參賽作品的設計及創意。在

大會期間會作評審，入圍者須向評判團展示設計原型及海報。 

 

最後決賽者須用五至十分鐘向【2014年大中華區(廣州)自閉症會議 】的出席者及是項比賽評判團

以普通話介紹其設計。 

 

 

IAAC- 2014 比賽日程表： 

2013年 9月 1日：  開始接受報名 

 

2013年 11月 30日：  截止報名 

 

2013年 12月 31日：  公報初選入圍名單 

 

2014年 1月 1日：  開始報名參加【2014年大中華區(廣州)自閉症會議 】 

 

2014年 2月 23日：  截止報名參加【2014年大中華區(廣州)自閉症會議 】 

 

2014年 3月 19至 20日： 【2014年大中華區(廣州)自閉症會議 】 

 

2014年 3月 19日：  決賽評審 (廣州) 

 

IAAC- 2014 比賽評審準則： 

 

甲. 創意/ 構思新穎 

20分 - 原創性設計可以解決現存的問題。 

15 分-  設計新穎，但有更佳的方法解決問題。 

10分 - 是現存設計／方案的改良版本。 

  5分 - 比現存設計／方案稍作改良或差不多。 

 

乙. 實用性 

20分 - 大眾可輕易取得該設計，或只須少許努力，令它可投入市場。 

15 分- 以大規模形式，該點子 / 設計不難推出，但也要克服一些挑戰。 

10分 - 以大規模形式推出該點子 / 設計是不切實際的，但小規模形式推動則會做得不錯。 

  5分 - 在現實生活中，該點子 / 設計會遇到重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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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推行 / 工程等考慮因素 

20 分- 原型已貼近專業質素及/或有討人喜歡之處。 

15 分- 原型穩固，並提供基本功能。 

10分 - 雖然原型的工藝可更進步，但已達到其目的。 

  5分 - 只展示基本的構思。 

 

丁. 可用性 / 人工體學 

20 分- 直接易明、好用。 

15 分 - 初時要花一些功夫去學習使用，之後則使用暢順。 

10  分- 不難學習卻不容掌握；或難於學習但易於掌握。 

  5 分 - 少許或完全沒有從使用者的角度考慮。 

 

戍. 對社會及 / 專業實踐的影響 

4 分- 該點子 / 設計富革命性的，可能會改變傳統的做法。 

3 分- 它將使相當大的有需要幫助群體改善生活質素，或使專業人士更好。 

2分- 它改善了現行的做法，或幫助一個特定的群體。 

1分 - 它並沒有對社會/專業實踐帶的來太多的影響。 

 

 

IAAC- 2014 參賽評審及獎項： 

評審團由不同專業背景的人士組成。所有評審人員作出的評分基於評審準則，具有同等比重，故

最終優勝者毋需為一致決定。評審團將於介紹、及跟進參觀和評估原型等環節，來評定參賽作品。 

 

評審團將選出最高分的首 3隊及兩隊優異隊伍。 

．冠軍隊伍－－可獲五千元人民幣及證書。 

．亞軍隊伍－－可獲三千元人民幣及證書。 

．季軍隊伍－－可獲二千元人民幣及證書。 

．第四名和第五名－－每隊可獲五百元人民幣及證書。 

 

智識財產權： 

請注意是項比賽不會有任何涉及智識產權（IP）的保護。 

大會有權運用參賽作品供刋登及宣傳用途。 

所有遞交作品恕不退還參賽者。 

 

遞交 IAAC參賽表格及附件/短片： 

請將作品於 2013年 11月 30日或以前，以電郵送交至 AUTISMAPP@AUTISM.HK。恕

不接受印刷本參加表格及附件。若有短片，片長要短於３分鐘，檔案大小要少於 8MB，而且只採

納WMV格式。注意初賽時無需遞交專案原型實物予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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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AC- 2014 賽事籌委會 - 秘書處 

香港大埔露屏路 10號 G/F- D1- 05室 

香港教育學院 - 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  

黃慧儀小姐 

電話：(852) 2948 7763    傳真：(852) 2948 7993   

電郵：csenie@ied.edu.hk  

 

IAAC- 2014 賽事---資訊和通信技術查詢 (ICT & Autism App) 

黃筱錦先生 (香港教育科技促進協會) 

電郵：paul@hketa.org  

 

IAAC- 2014 賽事 - 網站及最新資料，請流覽： 

網址：www.autism.hk / www.hketa.org 

 

2014年大中華區(廣州)自閉症會議 - 秘書處 

(2014年 3月 19至 20日)  

廣東省殘疾人康復協會 

中國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 

東風東路錢路頭直街 2號 4樓 

郵編：510055 

羅斌華女士  

電話：(86) 20-8386-5225   電郵：cxh69@126.com 

 

鳴 謝： 

贊助團體  - 廣州康欣計算器科技有限公司 

技術顧問  - 香港教育科技促進協會 

 

主辦團體： 

香港自閉症聯盟、香港教育科技促進協會、 

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 

廣東省殘疾人康復協會孤獨症兒童康復工作委員會 

 

協辦團體： 

廣東省詮愛家屬資源中心、廣東省智力殘疾人及家屬協會、自閉症復康網絡、 

廣州市殘疾人康復協會、香港關顧自閉聯盟、自閉症兒童基金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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