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菜農子弟學校（002 校部） 2022-2023學年“智慧

教學”先導計劃 

書面詢價內容及須知 

招標編號: M22-0000342183 

第一部分-承投規則 

一、招標目的： 

為 2022/2023 學年菜農子弟學校初中及高中教育階段的“智慧教學先導計劃”購

買“智慧教學軟件” 

二、招標方式： 

以書面詢價的方式招標。 

三、招標單位： 

單位名稱：菜農子弟學校 

單位地址：澳門關閘馬路 40 號 

聯絡人：黃志軒老師 / 雷紹康老師 

聯絡電話：（+853）2843 5575 

四、投標公司須知： 

1. 投標公司必須完全遵守招標單位制定的規則，始得參加投標。 

2. 如投標的項目最終不獲教青局批給，校方有權取消該項目的判給。 

3. 如投標的項目超出教青局的資助金額或校方之預算時，校方有權取消該項目的

判給，或按實際的資助情况重新調整項目內全部或部份子項目的訂購數量。 

4. 投標公司報價單可以提供同類型的服務或產品。 

5. 投標公司必須為本澳合法及一直從事提供資訊產品及(或)服務之公司。 

6. 投標公司必須為在本地區有營業點及能提供完善售後服務之公司。 

7. 投標公司必須按投標內容的要求進行報價且報價單的有效期不少於 100 日。 

8. 所有金額均需以澳門幣為標價單位。 

9. 招標起訖日期：2023 年 3 月 3 日起至 2023 年 3 月 13 日下午 4時止。 



10.交標時必須提交： 

 投標項目內容的詳細報價單 

 回標表格 (請不要把回標表格密封于標書內。遞交標書時職員會分別點收標

書及回標表格。) 

 開業及營業狀態資料 (請在文件上的開業日期作標示) 

 公司資歴及對投標項目相關的工程經驗(Job Reference) 

 投標項目用料或產品的相關資料(規格、安全認証、環保認証等) 

11.標書必須準時在截標日或以前交到招標單位。 

12.把載有投標項目需提交的所有資料密封，並註明“菜農子弟學校（002校部） 

2022-2023學年“智慧教學”先導計劃”和招標編號， 派員把標書資料連同回

標表格交到菜農子弟學校傳達室。同時，人員需辦理文件交收手續及簽署作

實。 

13.注意：供應商需按招標文件列明的項目編號及項目內容提供報價資料，請勿改

動項目編號及項目內容的描述。日後在獲判給後提供的合約、發票及收據等文

件亦需按此原則處理。 

五、開標： 

1. 開標日期：2023 年 3 月 15 日 上午 10時 

2. 開標地點：菜農子弟學校 

3. 開標方式：公開開標（註：為了對所提交的標書文件可能出現的疑問作出澄

清，競投者或其代表可出席開標儀式）； 

4. 開標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其所投之標無效： 

 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 

 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 

 偽造或變造投標文件； 

  



六、評標標準 

按訂定之評分制度評定最高分者得標。 

標準 百分比 

合理造價 70% 

過往相關工作經驗 15% 

工期及售後服務 15% 

 

七、判給通知： 

經由本校網頁 http://www.choinong.edu.mo 及電郵公佈判給結果。 

 

八、附加說明文件： 

由 2023 年 3 月 3 日起至遞交報價資料截止日期，參與投標之公司應密切注意

本校有否附加說明文件及資料。 

  

http://www.choinong.edu.mo/


第二部分-規格要求 

1. 標的 

為菜農子弟學校中學教育階段購買“智慧教學軟件”。 

2. 基本要求 

2.1. 智慧教學服務平台 1 個年級 1 年使用權-------------------------6 套 

指定規格（如果某項目不合指定規格將不獲考慮） 

• 包括平台系統的安裝部署 

• 包括運行環境的建立服務 

• 包括當中所有相關軟件的維護服務 

• 包括相關的培訓服務 

• 包括本報價須知第 3.1 點“功能要求” 

• 包括本報價須知第 4 點“其他要求” 

• 支援服務： 

 包括 1 年免費保養及支援服務 

 透過電話/電子郵件/其他互聯網途徑/到校提供技術支援服務 

 程式除錯和修正 

 協助處理突發性的災難修復 

 使用及技術上答疑指導 

 

2.2. 智慧教學個性化學習服務 1 名學生 1個科目 1年使用權----------407 套 

指定規格（如果某項目不合指定規格將不獲考慮） 

• 包括平台系統的安裝部署 

• 須可配合 2.1 項使用 

• 包括運行環境的建立服務 

• 包括當中所有相關軟件的維護服務 

• 包括相關的培訓服務 

• 包括本報價須知第 3.2 點“功能要求” 

• 包括本報價須知第 4 點“其他要求” 

• 支援服務： 

 包括 1 年免費保養及支援服務 

 透過電話/電子郵件/其他互聯網途徑/到校提供技術支援服務 

 程式除錯和修正 

 協助處理突發性的災難修復 

 使用及技術上答疑指導 



3. 功能要求 

3.1. 智慧教學服務平台 1 個年級 1 年使用權: 

 

序號 功能 要求 準則 

(必須)指必須符合； 

(參考)指供報價公司參

考。 

3.1.1 智能題庫 基於龐大的練習題和試題題庫，並

給合知識圖譜進行教學輔助工作，

學生在使用題庫過程中，平台將自

動收集相關的學習成果並自動結合

知識圖譜進一步分析學生的學習情

況。 

(必須)當中智能題庫的題

目數量需多於 1,000萬

題。中學階段數學、物理

及化學題目總量需多於 350

萬題。智能題庫中的題目

需由認可的教學機構/認可

的教學人員提供。 

3.1.2 知識圖譜 知識圖譜是一種知識庫，其中通過

圖像結構的數據模型或拓撲整合而

成。學科性知識圖譜應包含相同學

科知識中彼此之間具有相互聯繫的

呈現實體。 

(參考)平台提供數學、物

理及化學科的知識圖譜。 

3.1.3 學科選擇 平台能提供多門學科科目，如中

文、英文、數學、物理、化學、 

歷史、地理等。 

(參考)平台最少提供 7 門

學科科目。 

3.1.4 批閱方式 在批閱學生功課或試卷時，提供網

閱和手閱 2 種方式進行批閱。當

中使用網閱或手閱批改時均支援生

成答題卡功能。 

網閱更需支援第三用戶角色在移動

端查看教學人員的批閱情況和支援

協助處理問題卷。 

手閱更可在同一場考試場景下，部

分學科使用先掃描後閱卷方式和其

他學科使用先閱卷後掃描方式的自

由組合，並能夠生成考試的總體評

價分析報告。 

(參考)平台必須提供網閱

和手閱 2 種方式進行批

閱。 

3.1.5 智能組卷 平台可提供以學生學習情況(如為

班級薄弱知識點進行薄弱項訓練)

為目的而生成的練習題卷、以學科

知識點為目的而生成的練習題卷、

以模擬考試為目的而生成的練習題

卷等多種組卷方式。 

(參考)平台最少提供 3 種

組卷方式。 



3.1.6 智能批改 利用自然語言處理技術（NLP）支

持在作文的批改上進行自動化批改

及評分工作。 

(必須)提供英語作文的智

能批改及評分工作。 

(參考)在作文智能批改

中，應至少能在篇章屬性

（檢測抄襲）、篇章結

構、語言運用及語言表達

等維度進行批改，以及應

至少能在內容、表達、結

構、發展性（文采） 

等維度進行評價。 

3.1.7 光學字元

辨識技術 

在光學字元辨識技術上能進行中文

和英文的辨識。 

1、中文 OCR識別正確率：

針對帶格子的中文作文手

寫體識別正確率 96.7%, 其

他題型中文識別正確率

91.5% ;  

2、英文 OCR識別正確率：

基於版面分析結果的手寫

體識別技術，英文連續行

手寫詞的識別正確率

91.1%; 

3、數位和字母識別正確

率：基於版面分析結果的

手寫體識別技術，數位和

字母識別正確率達到

95.9%。 

3.1.8 自動批改 提供不少於 5 種題型的自動批

改，如單選題、多選題、填空題、

排序題、是非題等 

(參考)平台最少提供 5 種

題型的自動批改。 

3.1.9 基礎數據

分析報告 

提供不少於 3 種數據分析結果，

如學生報告、班級報告或校級報告

等。 

而當中的 3 份報告均需支援卷面

分、等級、等級賦分、標準分（T

分數）、學科成績比較高低五種學

生成績計分方式；支援學校根據實

際需求自主選擇總分計分科 目、

自主設置各學科在總分中所占權

重。 

另在學生報告中支持學生查看全科

的學情報告，包含成績等級、歷次

成績變化、各學科發揮水準 

(參考)提供不少於 3 種數

據分析結果。 



及學科診斷的情況。 

3.1.10 精準教學 支持查看年級薄弱知識點，按時間

和章節兩個維度查看薄弱知識點及

對應的年級掌握率、年級未掌握班

級數和年級考頻。 

支持查看班級薄弱知識點，按時間

和章節兩個維度查看薄弱知識點及

薄弱知識點對應的班級掌握率、年

級掌握率、班級未掌握人數，本班

和年級考頻。 

(參考)支持可按年級和班

級 2 種檢視方式查看學科

中的薄弱知識點情況。 

 

3.2. 智慧教學個性化學習服務 1 名學生 1 個科目 1 年使用權： 

序號 要求 準則 

3.2.1 應用個性智慧推薦技術，並依託

教育大數據，為學生推薦個性化

學習資源。推薦方案應基於人工

智能演算法而形成的模型，精準

推測評估學生的真實學情，從而

搜索學生最優學習路徑並推薦最

優習題。 

(必須)能基於人工智能演算法所進行的錨

點預測而推薦個性化學習資源。 

基於人工智能演算法而形成的個性化學習

服務的錨點預測平均準確率為 70%。 

3.2.2 生成和滙出 PDF 或 Word 格式的

學生個性化學習檔案。 

(必須)包括每學生每科的錯題總結，及相

應的教學資源推薦。 

 

4. 其他要求整體方案 

4.1. 提供中文界面。 

4.2. 第 2.1 和 2.2 項中各項功能應至少支持運作於其中一個操作平台:網頁、

Windows 8 以上版本的應用程式、iOS 10.3.4 以上版本的應用程式及 

ANDROID 5.0 以上版本的應用程式。 

4.3. 整合性 

4.3.1.第 2.1 和 2.2 項應使用統一的用戶資訊，用於登入、權限管理、年級班別

等系統資訊的增加、修改和刪除等功能，並應在同一操作平台(指 

WINDOWS、iOS、ANDROID、網頁)上支援用戶單點登入(SINGLE SIGN-ON)。 

4.3.2.通過本方案第 3.1 和 3.2 項的各功能所收集到的教學數據，必須集中管理

及互通使用。 

4.4. 提供整個方案後台(Server-side)運行所需軟硬件及日常運作所需資源。(參

考)並可通過雲計算服務提供。 



4.5. (參考)第 2.1 和 2.2 項使用的雲計算服務須達到國家信息安全等級保護三

級標準或同等的要求，並已獲得了相應的認證，並須提交有關認證文件的

副本。 

4.6. (參考)第 3.1.2、3.1.5、3.1.7、3.1.9 項的功能須具中國合格評定國家認

可委員會（CNAS）認可的檢測實驗室所發出的證書，並須提交有關證書的

副本。 

培訓 

4.7. 提供相關的培訓服務。 

4.8. 提供面向系統管理員及教師的操作手冊。 

支援 

4.9. 應能按跟菜農子弟學校協商的時間提供支援服務。 

4.10. 協助創建用戶及權限分配。 

4.11. (參考)入校跟進每個年級其中一次評核的試卷掃瞄和處理。 

5. 獲判給公司應遵守 

5.1. 系統最終須在菜農子弟學校資訊環境下完成安裝及按菜農子弟學校要求正常

運作。 

5.2. 菜農子弟學校向獲判給公司提供的所有資料被視為機密，不得向外界泄露。 

6. 報價說明 

所有報價公司必須填寫由菜農子弟學校提供的附表“菜農子弟學校智學網報價

表”，如果某項目/選項不合指定規格將不獲計算，表格所列項目以外的其他費用

得綜合到表格上的項目中。 

7. 完成時間要求 

獲判給公司於菜農子弟學校提出訂購日起不多於 30 日內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