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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迪创新挑战赛 

 

由穆迪基金会赞助，创业教育网络承办的穆迪信息创新挑战赛，是一项富有乐趣，体验式的活动，让学

生们去创造性地思考，并发明有助于公共性的决策性和风险管理相关的新产品或服务。我们鼓励所有 14-

19 岁的学生们来参与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 并赢得一些精彩奖品。 

 

关于创业教育网络(NFTE) 

 

 

创业教育网络是在全球范围内致力于把企业家教育项目引入校园的一个国际性的非营利性组织。

NFTE1987 年创建至今已经帮助众多年轻人通过追寻教育机会，或是创业发展取得成功。更多详情

可以登录 www.nfte.com。 
 

 

关于穆迪基金会 

 

 

穆迪是全球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提供信用评级、研究报告、研究工具及分析，为金融市

场的透明度和整体性作出了积极贡献。公司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积极投入公益事业，穆迪基

金会致力于增强与社区和雇员的紧密联系，赞助并积极参与周边社区的社区服务。穆迪公司在

2002 年成立了穆迪基金会，与非营利性组织一起支持发展教育事业，特别是在数学，金融学，和

经济学领域，同时也为某些特定的有关经济发展领域，健康和人类服务，文化艺术和文娱项目提

供资金。 

 

挑战赛概况 

 

这是一个团队的比赛：2-3 名 13-19 岁的年青人组队来选择一个创新的课题，并拿出一个崭新，

独特的产品或服务来应对这一挑战。这个想法是来创建并展示一个解决方案，可以让其他学生在

世界上任何地方应用。 

 

富有创造性和集思广益：学校，教师们，学生们和合作组织可以下载一个基本的工具包，其中包

括课程和一系列旨在鼓励创造力和创新的活动，用来做提交申请的准备。我们建议使用至少 90 分

钟来准备挑战赛，至少用另外 90 分钟来集思广益，并在网上提交。 

 

在大屏幕上讲述你的故事：提交申请截止于 2016 年 4 月 14 日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晚上 9 点 。评

审团将在每一个挑战类别中选出前 6 名。在最后一轮决赛中，入围决赛的团队们随后将用拍摄短

片的方式来展示他们的解决方案。 

 

进入最后冲刺： 从每项选出前 6 名，通过递交的申请书和录像中，由穆迪基金会的精英组成的评

委会将评审出 3 个团队入围挑战赛的总决赛。每项挑战赛的这 3 个入围总决赛的团队将在公众在

线投票的方式中产生 2 个获胜团队：一名通过我们在线投票平台评选出的“大众喜爱奖”；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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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穆迪基金会评委评选出“评委会奖”。 

 

获胜奖励：每项挑战赛的 2 个获胜团队将分享$5,000 美元奖金，另外他们的学校或非营利性青少

年服务组织将获得$500 美元奖金。如果获胜的团队不隶属于任何一所学校或非营利青少年性服务

组织，这部分奖金将捐赠给获胜团队所选择的一所学校或一个非营利性组织。未获胜的入围团队

将分享$1,000 美元奖金，再加上他们的学校或其他非营利性青少年服务组织将获得$250 美元奖

金。 

 

辅助教程  

创业 第 11 版 

第一章：创业入门 

第五章：伦理和社会责任 

第七章：市场调查（仅限第一部分） 

第八章：产品营销（供选修） 

课堂活动 

x 产品创新活动 

x 发明竞赛活动 

x 巧克力活动 

辅助材料 

x 市场调查案例研究 

申请提交 

请将下列五部份材料上传到 http://moodysi2i.nfte.com.   

你的项目名: 

你的团队名： 

阐明主题 

用不超过２５０个字陈述你的解决方案。你的 APP 或者游戏是什么？目标用户是谁？你的 APP 是如果设

计来解决这个挑战？你得产品为何独特？ 

 

问题和功能 

请具体说明在你的 APP 和游戏的问卷部分有哪些问题，怎样把结果反馈给参与者（限３００字） 

 

你的 APP 有哪些功能或者内容可以帮助用户增进他们的参与或者理解？如果有，请说明。（限 1５０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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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 

你的用户族群有什么特点？为什么你的解决方案会对他们有吸引力？你想如何营销你的游戏或是 APP？请

具体说明。 

 

背景调查：是否有具有类似功能的产品存在？你的产品有什么不同，是否更好，或者对现有的功能有好

的补充？ 

 

进行评估 

你的问卷问题的顺序是怎样的？为什么（限 300 字） 

一些答案可能比别的答案更重要。请解释哪些问题权重更大，你是怎样做出分配的决定的（限 300 字） 

 

向世界展示 

这是你的机会，来展示解决方案。请上传最多 5 张不同的图片，按顺序准确展示你的创新解决方案看起

来怎么样 ——包括问题的完整列表和最后评估或结果会看起来怎么样。 

 

请解释你为什么用这个格式或设计。为什么这个格式或设计比你考虑的其他选择要好？（限 200 字） 

 

请注意： 入选挑战赛前 6 名的队，会被要求在第 2 轮评审前提供他们展示他们提案的录像。 

 

你可用表格提交草稿表（见第十页）来准备材料上传。 

 

裁判评选 

 

每份上传的材料将由评委们根据下列选出每个单项里的三个入围队 

 

阐明主题：占总分 25% 

提交者对他或她的想法进行了清晰，简洁，易懂的描述。对谁是目标人群，这个想法如何解决这个挑战

有一个明确的解释和理解。提交的想法独特，新颖，是基于全新概念的想法。对这个项目的独特之处有

清楚的解释。产品/服务名称提高了产品的认知度 - 无需解释。 

 

 

问题和功能：占总分 30% 

提交的成果在问卷部分清楚地定义了提出的问题，对得分的界面以及传递结果的方法有全面的描述，能

够反映学生们对这个主题广泛的参与。提交的成果清楚地描述了有助于提高用户参与或理解的额外的功

能。 

 

市场营销：占总分 10% 

提交的成果阐明了研究清楚地分析了消费者的特点，有清楚的分销计划。明确了可以带来最重要收益的

特点。提交的成果重点阐述了该创新项目的比较优势。 

 

进行评估：占总分 20% 

提交者对问卷问题提出的顺序有清楚的描述。提交的成果对每个问卷问题分配权重（如为何权重不同）

这个过程有一个清楚，简要，直观的描述，介绍了学生对这个得分过程的参与情况。 
 

向世界展示：占总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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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参与性强，有创新的用户界面，能够在好的产品/服务体验中确保用户的置信度。录像展示带动观

众，清楚地总结了商业理念，市场机会，问卷问题，产品/服务功能特点以及最后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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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交截止: 

你必须在 2016 年 4 月 14 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标准时间 9:00pm 之前完成提案在以下网站的提交申请书； 

http://moodysi2i.nfte.com 

过期或者未完整递交的提案将不接受 

 

每一个挑战类别中选出前 6 个提案将用拍摄短片的方式来展示他们的创新提案。评委会在每一个挑战类

别中将评审出 3 个团队来最终入围挑战赛的总决赛。那些入围总决赛的团队将成为“评委会奖”. 

入围挑战赛总决赛的团队将在 2016 年 5 月 20 日至 31 日,由公众投票评选出的每一个挑战类别“大众喜

爱奖”. “大众喜爱奖”团队将从在公众有效投票期间个人票数量囊括最多者中产生。获奖作品将在

2016 年 6 月 1 日公布。 

 

常见问答: 

学校不参加此项活动，怎么办？ 

很简单，上我们的网页下载申请材料，挑选参赛项目，开动脑筋，完成提交申请书，请确保完成

全部五个部分申请书并在截止日期前上传 

一个学校可以同时选派多个团队参加吗？ 

当然！同一学校或组织可以有多个团队参加，成人也可以代表多个团队。 

团队可以有多少名成员？ 

必须是两到三名 

需要花多少时间？ 

想花多少时间都可以，建议花至少两堂 50-分钟课（至少 90 分钟）的时间在工具包活动上和背景

研究，另外两堂 50-分钟课（至少 90 分钟）的时间一起思考创意，并完成申请表。 

我们推荐团队参加＂创新日＂,它可以让你们提前在当地志愿者和辅导员帮助下完成申请书. 花更

多的时间，更好的完成申请书 

 

什么是创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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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宗旨是给年轻人机会，在志愿者和辅导员帮助下一天之内完成挑战. 志愿者和辅导员会向团

队介绍挑战赛工具包的活动内容，并与他们一起寻求创意，填好表格。请联系 innovation 

@nfte. Com 

 

可以参加多项比赛吗？ 

可以，但是递交的每一个主意都必须有完整的材料。需要时间精力保证质量，不要太拼。如果递

交一个以上项目，需要用不同邮箱 

 

一个团队可以有不同学校的学生参加吗？ 

可以，只要是每队两至三人，也可以指定一个大人为主要联系人，如果赢的话指定一所学校领奖 

 

如何通过官方正式注册成为一个参赛队伍？ 

您必须在网站公布的截止日期之前提交创新作品。团队领队将收到我们的回复确认提交。 

 

是否有任何的注册费？ 

没有，没有任何参加费用穆迪信息创新挑战大赛。 

 

团队的联络人是谁？ 

每个团队都要有一个团队领队。领队是第一个创建账户建立团队的人。我们将会通过领队的电子

邮件地址联系团队。每个团队还必须提供学校或附属的青年服务的组织详细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我们如何得知是否获胜？ 

获胜者将在网站上公布！你的领队也将收到电子邮件。 

 

何时公布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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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的截止日期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 2016 年 4 月 14 日晚上 9 点整。前六名将被要求记录并提交

自己的视频介绍自己的创新理念。，评委会将从这些前六选出各项挑战赛前三名入围，其中之一

将是评判的抉择。从 5 月 27 日和 6月 5 日，在最后三甲中，大众会参与投票支持他们在每个挑战

赛中最喜欢的队伍。大众选择冠军队将从在公众有效投票期间个人票数量囊括最多者中产生。获

奖作品将在 2016 年 6 月 7 日公布。 

获奖者奖励如何？有什么奖品？ 

每个挑战项目的大众选择冠军队和评判之选冠军队都将分享 5000 美元，而且他们来的学校或这青

年团体也将获得 500 美元。如果一个学生团队不属于某个学校或这学生团体，这 500 美元将捐献

给他们选择的合适的团体。没有获胜的前三名入围作品将分享 1000 美元，而且他们来的学校或这

青年团体也将获得 250 美元。请注意，获奖者将负责缴纳所有奖金有关税费。 

获胜者什么时候将得到他们的奖品？ 

公布获胜者后的 60 天内，奖金会发放到领队手中。获胜者将被要求签署一份表格，确认该奖项已

经收到，如果他们的奖金总额超过 300 美元，必须提供相应的纳税证明。 

如果有需要，我们如何与您联系？ 

大多数问题的答案应该很容易在该活动介绍中或在网站（http://moodysi2i.nfte.com.）上找

到。如果想提交问题或者提出建议，请发邮件到 innovation@nf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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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健康帮手挑战 

这种挑战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评估风险的过程，并帮助他人对健康做明智的决策。它还向学生介绍应用程

序的设计。 

挑战： 

设计一个有趣和增长知识的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可以帮助别人做出健康的决定。 

每个人都希望健健康康的，但很多人不知道如何改善他们的健康。你的挑战是创建一个应用程序或游

戏，将测量用户的目前的健康状况，并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 

创新挑战提交指南： 

例如，您可能要帮助孩子保持活跃的生活方式，有利于专业人士找到一个饮食和锻炼计划适合他们繁忙

的日程，帮助运动员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或者帮助老年人保持柔韧性。在开发应用程序时，你应该考

虑以下几点： 

1.谁是你的目标用户？你的应用程序或游戏是给谁用？ 

2.你创造什么样的方法，来收集用户的目前的健康状况，背景和生活方式的信息？ 

3.你如何帮助用户识别和权衡不同类型的活动？你的应用程序或游戏将如何帮助他们决定什么样的新的

行为将是最有效的，值得做的？ 

4.你的应用程序或游戏如何根据用户的反应提供相应措施？结果是如何计算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想想

如何将你的应用程序或游戏的结果传达给您的用户。 

 

使用下面的指南来完成您的提交，请确保您已经覆盖了一切： 

1.在“阐明主题”部分，请回答这些问题（限 250 字）： 

a.应用程序或游戏的名字 

b.谁是你的目标用户，以及什么样的有关健康方面的选择你的应用程序将帮助他们考虑的？ 

c.什么是可能与这一决定相关的利弊？ 

d.你的应用程序或游戏如何来鼓励或激励用户改变生活方式？ 

2.在“市场营销”部分： 

a.说明谁将会对你的应用程序感兴趣（年龄，兴趣等）。你的应用程序可以帮助什么样的用户族

群？要尽可能具体 - 想想你要帮助的用户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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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如何向潜在用户推销您的应用程序或游戏？ 

c. 目前市场上是否有其他的应用程序具有相类似的功能？你的应用程序有何不同或互补的地方？ 

3.在“问题和功能”部分： 

a.提供我们你的应用程序或游戏会要求用户来回答的问题目录, 来评估他们当前的健康状态和生

活方式？ 

b.提供我们下一个问题或活动目录，来帮助用户了解有关健康的选择选项，并权衡与他们的选择

有关的利弊？ 

c. 最终结果是什么样子的，以及用户如何能够理解最终结果？ 

d.你的应用程序或游戏能帮助用户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或决定吗？你将如何使你的应用程序或游

戏具有独特的吸引力？ 

4.在“进行评估”部分： 

a.请告诉我们调查问题秩序将是什么，和为什么。 

b.解释哪一个调查问题最有分量（最重要），以及为什么。 

c.讨论算法（或计分制）来确定每个用户的最佳答案。 

5.在“向世界展示”部分，上传 5 张图片来显示您的应用程序样子。手工素描也欢迎！ （提示：看看其

他类似的应用程序 - 它们的设计有什么优点）？例如： 

a.图片 1 可以是应用程序首页，是用户登录后看到第一个页面。 

b.图片 2 可以显示用户将输入的画面。 

c.图片 3 可以显示应用程序将如何完成用户必须考虑的选项的过程。 

d.图片 4 可以显示其他功能和好处。 

e.图片 5 可以显示最终结果是什么样子的，并且显示如何使用应用程序来改善他们的健康。 

有关链接： 

请登录到 http://moodysstg.massiveu.com/challenges/health-helper 获得更多链接和资源！ 

 

  



  Page 12 
 

2 – 社区防卫者挑战赛 

这项挑战的重点是用市场调查和数据搜集去使当地社区更好。 

活动介绍： 

成为一个社区防卫者！设计一个手机调查应用程序（APP）来帮助解决你社区的社会， 环境， 或参与度

问题。 

我们都能成为社区的领导者去做出贡献。 首先想想你所属的社区（你的学校， 邻里， 社团， 体育

队， 宗教团体， 等等）。然后选一个社区， 想想你怎么样最好地从这个社区的人们中搜集调查数据。 

考虑他们是谁， 他们的行为， 他们需要什么或想要什么。。。。。。 

现在设计一个包含一个调查工具的应用程序（APP）帮助你来（a）搜集研究你所选社区的资料，(b) 想

出一个可能影响这个社区的项目。 

创新提交指南： 

举例来说：你可以想想你的学校社区并设计一个“创意通勤”程序来更多地了解学生的通勤行为和为什

么很多人开车而不选别的更便宜的方式。你可以问被调查者他们怎么去学校和影响他们选择的因素- 也

许费用不是主要的，而时间自由或需要运重的体育设备是主要的。也许你想同体育队的教练或队长合作

让他们的队员接受调查，因为这些学生可能会从开车转为骑车或走路。 （他们可能会喜欢这样的锻炼，

可能有利于他们好的身体状态！） 

用以下的指南来完成你的提交： 

1. 在“阐明主题”部分，请说明以下问题（用不超过 250 字）： 

a. 你要帮助哪个社区？ 

b. 你的软件的名字是什么？ 

c. 为什么你认为你的软件与旧的调查方法不同且更有效？ 

2．在“市场营销”部分： 

a. 谁是你调查的目标市场（年龄，地点，兴趣等）。记住你不需要调查每一个人。也许你的软件是针对

你公寓的老年人或走路去学校的青少年。 

b. 你将如何分发你的调查工具？你可以与他人或企业合作来让人参与调查吗？ 

3．在“问题和功能”部分： 

a. 什么是你调查软件中的 5-10 个具体问题来帮助你更好地了解你的市场？ 

b. 你还能如何鼓励你的目标市场来参与你的调查？你的软件有更多的功能或优点来帮助你让他们参加调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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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估量你的结果”部分，请决定哪两个调查问题是最重要的。哪个在决定一个项目最利于你的社区

更重要？你的计分方法是什么？ 

5．在“向世界展示”部分，上传五张图片来展示你的程序看起来如何，以及用户的体验会是多么有趣和

有用。手绘图也欢迎。（提示：看看别的相似的程序- 他们的设计有哪里好？）例如： 

a. 图片 1 可以是程序的首页面，也就是用户登陆你的程序后第一个页面 

b. 图片２可以显示一列问题 

c.图片３ 可以显示程序的其它功能或好处 

d.图片４可以显示用户能看到的最后页面，当他们完成参与调查后。 

e. 图片５可以显示数据报告或从用户那收集的数据总结。 

相关链接： 

请登录到 http://moodysstg.massiveu.com/challenges/community-dedender 获得更多链接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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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提交 

 

您可以使用此表来创建您提交的草案！您需要在 2016 年 4 月 14 日前在以下网站注册你的团队领队， 

邀请别的团员，并且提交网上申请表 

http://moodysi2i.nfte.com 

联络信息 

团队领队 

团队领队的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团队领队的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校/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寄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市及州/省/地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男／女 （选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写所有队员（最少两个，最多三个）以下信息： 

团队成员的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团队成员的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男／女 （选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的团队名： 

你的项目名： 

 

请在完成提交前，阅读创新提交指南！不遗落每一项问题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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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提交 （继续） 

阐明主题 

用不超过２５０个字给我们陈述你对这个挑战的解决方案。你的程序或游戏叫什么？谁是你的目标人

群？你的程序如何解决这个挑战？是什么使你的产品特别？请清楚，简洁，有创造力地陈述（限２５

０字）。 

 

 

 

 

问题和功能 

a. 什么是你调查软件中的 5-10 个具体问题来帮助你更好地了解你的市场？ 

b. 你还能如何鼓励你的目标市场来参与你的调查？你的软件有更多的功能或优点来帮助你让他们参加调

查？ 

1． 告诉我们你软件或游戏的调查部分会问的哪些具体问题，以及调查结果会如何传送给用户。（限３０

０字） 

 

 

 

 

２．你的软件有更多的功能或内容来帮助用户增加兴趣或理解吗？如果有，请解释。（限１５０字） 

 

 

估量你的结果 

１． 你的调查问题是什么顺序？为什么？ 

 

 

２． 有些结果可能比另一些重要。解释哪些问题占更大比重，以及你如何达到这个决定。（限３００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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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 

１． 你的用户群的特点是什么？什么使你的解决方案吸引他们？你如何和在哪里推销你的游戏或软

件？请尽量详细地说明。 

 

 

 

２． 背景研究：有没有相似目的的其他产品存在？你的有什么不同，更好，或是对现有产品的一个好

的补充？ 

 

 

 

 

 

向世界展示 

 

１． 这是你展现你的解决方案的机会。请上传最多 5 张不同的图片，按顺序准确展示你的创新

解决方案（软件或游戏）看起来怎么样 ——包括整体概念，一些重要的调查或特别功能的图像， 

最重要的是最后结果会看起来怎么样。 

 

 

 

 

 

 

２． 解释你为什么用这个格式或设计。 为什么这个设计比你考虑的其他方案好？（限 200

字） 

 

 

 

 

 

 

 

 

 

 

 

请注意： 进入前 6 名的队伍，会被要求在最后评审前提供他们展示他们提案的录像。 提前计划——可

能是你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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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须在 2016 年 4 月 14 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 9 点之前完成提案在以下网站的提交： 

http://moodysi2i.nfte.com 

 

 

可以附加页数来完成你的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