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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T	Smart	Living	Awards今年已經踏入第三屆，
你認為這個比賽對室內設計業界帶來了甚麼改變？

	 	踏入第三屆賽事，HKT	Smart	Living	Awards	2019

吸引超過120份來自知名室內設計師及學生作品參

與，反應空前熱烈！過去兩屆HKT	Smart	 Living	

Awards已成為本港室內設計界殿堂級盛事，讓各

頂尖設計師交流創新設計思維，大力推動本港智能

現任香港電訊個人客戶業務董
事總經理，負責管理產品開
發、市場推廣及推銷、個人客
戶銷售網絡、客戶服務及後勤
技術支援，於消費品行業擁
有超過20年管理經驗。Ringo 
Ng 嘉許新一代設計專才，進
一步推動智能生活。

Ringo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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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迅速普及。而從今屆參賽作品所見，無論是豪門

大宅或是迷你窩居，各得獎設計師均展現以人為本的

出色設計，並融合一系列嶄新智能家居科技，助住戶

提升生活質素。而且HKT	Smart	Living	Awards更為

建築師及地產發展商等帶來創新思維，不少合作發展

的全新住宅項目更注入眾多智能家居元素，構建更智

能化的現代都市生活，已是本港地產及室內設計界不

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今年比賽專業組首次接受海外設計項目參賽，而學生
組別的比賽題目為「Live	Smart.	Live	Well」，為何會
有這個構思？

		其實香港頂尖室內設計師均才華出眾，不單善於以靈

活手法展現創新構思，而且在設計細節上更力臻完

美。他們除了為本地客戶設計出美學與智能科技兼備

的理想生活空間外，不少設計師更獲邀操刀設計海外

眾多優質住宅項目，設計均切合住戶當地生活所需，

揚威國際。因此大會今年進一步擴大專業組賽事規

模，歡迎本港設計師提交香港以外地區的智能家居設

計作品參賽，見證他們享譽全球的超卓實力。

	 	學生組方面，隨著近年愈來愈多人提倡健康生活態

度，而智能家居科技其中一大優點，正是為大眾創造

有利健康的智能生活空間，因此大會將今屆學生組

比賽主題訂為「Live	Smart.	Live	Well」，希望年輕一

代盡顯非凡創意，構想未來更智能、更健康的優質生

活。今年參賽學生人數比去年倍增，參賽作品亦相當

優秀，充分展現創新的設計概念及高度可行性。

	 	兩大組別所有參賽者共競逐16個獎項，包括「HKT	

Smart	Living智能家居設計大獎」、「最傑出智能化設

計概念大獎」、「最傑出室內設計概念大獎」及「我最

喜愛智能家居設計大獎」。於今日的頒獎典禮上，共

有8名專業室內設計師及11位學生獲頒授獎項。

		HKT	Smart	Living如何幫助本港室內設計界進一步
推廣智能家居在港普及?

	 	HKT	Smart	Living成立至今，一直為室內設計師搜羅

世界各地最新智能家居資訊，並引進眾多新穎智能科

技裝置及產品，直接催生更多優秀智能家居設計誕

生，推動業界邁向智能化。因應設計師們帶來愈來愈

多突破性智能家居概念設計，HKT	Smart	Living可按

照個別設計專案的獨特需要，一手包辦家居設計、施

工及安裝等不同部分。從此，設計師無需再顧慮科技

應用上的種種問題，從初期挑選產品至售後服務等，

都可與HKT	Smart	Living專業團隊攜手合作，幫助設

計師們實現超卓的巧思靈感。

		香港電訊作為本港首屈一指電訊及科技企業，除了推
動智能家居發展外，還有推出哪些創新服務，為本港
家庭帶來更優質的智能生活？

	 	HKT一直不為餘力，從不同層面為本港提供更優質

的智能生活。其中網上行Netvigator光纖寬頻網絡

以超卓網絡質素傲視同業，提供高達10Gbps極速及

4×1000M多連接寬頻服務等不同網絡計劃，全方位

迎合客戶不同需求。另外，HKT	於今年五月舉行的

5G	Tech	Carnival中，亦展示人工智能及物聯網等各

種嶄新智能科技應用，如 体健提供的智能化長者護

理服務等，為人們提供更安全、更舒適自在的生活。

隨著近年教育界著力推動STEM教學，自2017年開

始，	HKT	 ducation協助本港多間中、小學，按校本

需要建立智能化未來課室－「創客空間」。學生可在

先進電子教學設備及優質環境下，一起探索、集思廣

益，為培育新一代科學家、工程師及創科人才鋪路。

Ringo（左二）感謝三位專業評審抽空甄選出今屆高水準的得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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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T	Smart	Living	Awards今年已經踏入第三屆，你
認為這個獎項對室內設計業界如何運用智能科技有甚麼
轉變？

	 	相較之前，室內設計業界和大眾對運用智能科技所帶

來的好處的確存在不少疑惑，但在短短三年間，HKT	

Smart	Living	Awards已成為一個指標性比賽，業界反

應非常熱烈，得獎設計項目亦展現優質智能家居設計

元素，讓大眾了解智能家居帶來的益處。從今屆的參

賽作品中，我們見到不少作品以科技為核心，把科技

完美融合於室內設計中，並非如往年侷限於智能配件

的應用層面，充分展示智能科技對用家帶來的好處，

可見業界對相關的運用已經十分成熟。

		作為HKT	Smart	Living	Awards連續三年的首席評
審，你怎樣評價今年的參賽作品？

	 	我認為今年的參賽作品在智能科技和設計的範疇上，

均針對個人的生活習慣悉心設計，達致設計與實際用

途兼備，燈光系統的發揮尤其好。例如部分燈光組合

更可以人工智能、聲控系統管理，亦有不少作品已跳

出操控層面，提升至需要讓屋主感受和體驗的層次。

		作為一位國際知名的Cybertect，亦曾到世界各地交
流智能科技的應用，你認為具備哪些條件才是優質的
智能家居設計？

	 	智能家居設計最重要的還是切合客戶本身的需求，在

功能上和使用時的舒適度都需受到重視。優質的智能

家居設計亦有助解決香港居住面積普遍較為狹窄的先

天問題，設計師憑藉智能元素如燈光或家具設計，提

供空間不足的解決方案。

		擅長融合科技和創意元素於設計的你，對於未來智能
家居的發展趨勢，你會有甚麼看法？

	 	未來智能家居的發展主軸仍然是以人為本，隨著未來

工作模式的轉變，工作和生活將會高度融合，辦公與

生活空間的界線將變得更模糊。大眾對於要塑造靈活

多變、實用性極高的空間要求亦會因此提高。室內設

計界同業應該分享更多設計新思維，藉以跳出框框，

透過善用智能科技為用家創造具個性化的靈活工作及

生活空間。

現為結合科技建築和設計的國際公司James Law 
Cybertecture的始創人及主席，同時亦為香港設計
師協會的董事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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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 Design Group設計董事，現任香港室內設計
協會會長，多年來獲頒超過120個本地及海內外設
計大獎。

		你認為HKT	Smart	Living	Awards對室內設計界有甚
麼意義？

	 	有別於主流室內設計比賽較著重美學與創意，HKT	

Smart	Living	Awards是香港首個以智能家居為主題的

室內設計比賽，短短三年已在本地業界奠定指標性地

位。獎項成功為本地室內設計界同業提供交流平台，除

了可一起分享經驗，也讓我們探討尖端智能家居設計與

應用的更多可能性，及讓同業從眾多優秀獲獎項目中借

鏡，瞥見未來智能家居發展趨勢，進一步推動業界探索

智能家居科技，以至未來智慧生活的新定義。比賽實是

別樹一幟、意義非凡。

		今年的參賽作品擴展至香港以外的地方，你認為對比香
港及海外的設計項目，香港的設計有甚麼特別之處？

	 		或因為香港居住人口太稠密，不像其他地方的居所有較

多活動空間，因此今次比賽中，設計師遞交的香港設計

項目會反而更進取地加入智能家居元素。設計師藉著投

入更多智能科技和應用各種先進智能產品，有效提升用

家生活質素、增強娛樂元素，及補足香港住宅空間不足

的問題。

		你的設計主張創新與實用並重，而室內設計一向以人為
本，怎樣在發揮創意、藝術巧思的概念，同時加入智能
科技元素，達致兩者之間的平衡？

	 	設計師如果能夠消化智能家居的概念，轉化成為設計元

素，可令他們在空間設計上展現更多變化。我認為，室

內設計美學要與智能科技達致平衡，絕對需要將智能家

居元素和室內設計中各種物料連貫起來，產生不同的家

居氛圍，而非在項目裡生硬地添置、植入個別智能產品

和設備。這樣設計和科技才能真正融為一體，貫徹創新

又實用的理念。

		你有甚麼建議給參賽者及年青家居設計師？

	 	在我而言，室內設計應該是生活提案，而不僅是單一項

服務或一個消費空間，目標應該是讓我們擁有更好的生

活體驗。我建議新一代設計師應描繪美好生活願景，想

法要超越傳統設計美學和現有的科技應用界限。為此，

設計師必需吸收更多新資訊，加深對智能科技的認識，

不要原地踏步，因為設計不只是迎合未來，而是透過設

計創造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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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連續三年擔任HKT	Smart	Living	Awards的專業
評審，你認為具備哪些條件才是優質的智能家居設計？

	 	優質智能家居設計的基本原則，就是由人出發、以家為

本，關心住戶生活上更多細節。除了透過燈光、保安等

智能科技系統去改善生活外，利用智能家電收集到的大

數據來照顧家中成員的生活、健康，如照顧長輩的飲食

時提供合適餐單；量度心跳呼吸掌握用家的身體狀況，

或以音樂紓緩情緒等，不但能讓住戶真正感受到智能科

技的貼心幫助，更可令大眾從更宏觀角度了解何謂優質

智能家居設計。

		你怎樣評價今年的參賽作品？	

	 	我對今年學生組的作品印象相當深刻，他們在無預算

限制的前提下，可以天馬行空地表達想法和概念，相

當具啟發性。而且，他們的作品除擁有無限創意外，

亦能兼顧人性化需求，透過合適的智能科技配合設

計，解決用家需要，完整呈現智能家居的嶄新想法。

他們介紹概念時也充分展現團隊合作，分工清晰、條

理分明，每人都能發揮所長，水平之高實在令人鼓

舞、值得嘉許。

		室內設計師一向以客人為本，你認為設計師在融合室內
設計及智能家居最大的困難是甚麼？	

	 	由於以往不少智能家居產品的外型或欠美觀，未能融入

室內家居設計，因此設計師都會花盡心思把產品隱藏起

來。隨著近年各大品牌開始重視智能家居產品的外形設

計，設計師也開始將美觀和實用兼備的智能產品直接呈

現於設計中。要建立一個完整的智能家居生態系統，實

有賴智能家居品牌、設計師與用家多方投入參與，而後

兩者則要多溝通互動以平衡用家要求及設計理念。

		室內設計師在推動智能家居佔著一個重要角色，你認為
現時業界得到的支援怎樣？

	 	我認為現時不少持份者都為智能家居發展提供積極貢

獻，有助室內設計師構建具個性的智能家居設計。例如

HKT	Smart	Living富經驗的智能科技產品專家及市務人

才，除了從世界各地搜羅及引入頂尖智能科技產品。其

產品開發專業團隊更會針對本地用家的特殊需求，研發

及改良多種個人化智能產品。

CREAM創意總監，於2003年獲有「室內設計奧
斯卡」之稱的Andrew Martin International Interior 
Design Awards選為全球首50名著名設計師之一。 

008   TALK OF THE TOWN



TALK OF THE TOWN   009 



010   TALK OF THE TOWN



單位屬於頂層連平台及天台，4.2米特高樓底的落地玻璃更

有助自然採光。設計師Maggy除了巧妙運用不同佈局營造

層次豐富、實用兼備的空間，更特別以智能家居系統整合

家中設備，讓屋主以平板電腦或手機應用程式控制電動窗

簾、冷氣、燈光及IP攝錄機等。除了帶來生活便利、加強

私隱度外，亦可減低室內温度以及防太陽高温直射令電器

耗損，有助保養電器和家具。

Maggy認為智能家居設計講求方便易用，配合高速而穩

定的網絡，才能為用家帶來優質的智能生活體驗。因此

她於單位重新鋪設高速光纖網絡以達致智能家居速度的

需求，令屋主能在家中每個角落都能流暢使用智能電子

產品，甚至享受串流體驗，提升生活質素。

屋主可於家中任何位置以應用程式一指操控電動窗簾，既可減低室內温度，
又可提升私隱度。

使用智能家居操控應用程式，簡單操作家中已連接系統及兼容的燈光、冷
氣、IP攝錄機等設備，實現智能生活體驗。

Maggy	Cheung

曾獲取多個國際性獎項，包括有設計界奧斯卡之稱的意大利	
A'	Design	Award及International	Property	Awards中最高認可的
五星級別等，去年曾獲HKT	Smart	Living	Awards	2018的「智能
家居設計大獎—優異獎」。提倡以不同功能、空間、藝術、文化
及潮流等元素打造具成本效益且啟發靈感的室內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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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ny的設計項目是位於半山350呎開放式公寓，由於屋主

是一個修讀建築的年青學生，對設計和智能科技應用抱著

大膽開放的想法，所以Danny特別於單位的中央區置入圓

柱體佈局以配置成上下兩層的生活空間。為了切合屋主的

需要，他採用的智能家居科技不只侷限功能上的操控，更

加入多種個人化元素，除了採用聲音操控電視、窗簾、冷

氣之外，更在玄關、下層客廳連接上層睡房之間的弧形樓

梯加入了活動感應燈，屋主走過時就會自動開啟。

Danny認為優質的智能家居系統必需簡單易用，同時需充

分了解並配合戶主的生活習慣，才能提供體貼的個人化家

居設計。展望智能家居系統發展，Danny相信未來全球會

推出更好的本地化智能產品，尤其在人工智能應用上如語

言選擇、語音辨識功能等，都可提供更聰明、更流暢的多

語言支援。智能家居不會侷限在單一地區普及，而是把潮

流帶到全球廣泛使用。

弧形樓梯設置了活動感應燈，屋主晚上上落梯級時更安全方便。

由下層客飯廳至上層睡眠區都環繞同一圓心而建，玩味十足之餘又把空間共
享的概念發揮得淋漓盡致。

Danny	Chiu

擁逾20年的室內設計經驗，曾參與多個香港及國內的設計項目，擅
長把不同的設計風格融入作品之中，透過作品演繹客人的故事，設
計風格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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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位於半山壹號，設計師Regina以美國北加州的自然元

素，配合佈局增加休息空間方便屋主家人回港渡假短住。

雖然屋主最初對智能家居存有疑問，但Regina指出由於屋

主經常出差，智能家居系統有助管理家居而獲得採用。其

中利用平板電腦及智能手機遙控管理智能家居系統，藉著

定時開啟冷氣平衡室內的温度和濕度，有助保養家居材質

物料。此外，她亦為屋主加入智能燈光系統，可提升家居

保安功能外，亦能輕鬆調節家中各種燈具，預設不同燈光

場景，如晝夜或享受影音娛樂等模式。

Regina認為智能家居系統普及的關鍵在於多元化，「現時市

場已有很多智能家居相關產品，功能亦很全面。然而，在

不同品牌設備兼容於同一個智能家居系統這方面，還是有

不少進步空間。未來智能家居系統的發展，除著重產品設

備之間的兼容性外，也會跟人的生活習慣連結，藉著紀錄

人的生活模式，收集數據作分析，讓用戶可以更了解自己

生活習慣；對室內設計業界來說，更多的參考數據則能加

速了解客人的需要。」

客廳採用美國加州北部設計風格，讓屋主回想在當地居住時的生活點滴。

智能系統能讓屋主越洋都可靠手機應用程式開關冷氣，有助保養家中所用的
材質物料。

Regina	Kwok

擁逾15年的室內設計工作經驗，設計風格以時尚簡約為主。於
2002年成立Artwill	 Interior	Design	House，務求創作功能與美感並
存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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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7,000呎的單位雖為設計師帶來很大的創作空間，但

Cathy處理起來卻並非易事，因為屋主對設計要求在於「隱

藏」，「屋主夫婦需要收納大量飾物和文件，因此特別訂造

以指紋辨識開啟的隱藏式飾櫃外，亦採用拍卡式設計的開

啟的文件櫃，大大提升保安。」另外，為了貫徹單位的英

式格調，她特意利用玻璃做成弧面隱藏電視機櫃的裝置和

線材。除了室內的智能設計，Cathy亦於戶外加設智能電

動帳蓬，讓屋主全天候欣賞天台的美景。

由於Cathy於市場上找不到合適的家具，所以她的團隊亦為

屋主與不同品牌合作研發多款智能家具，包括連接電視系

統、內置智能軟件的智能鋼琴、可配合音樂調整燈光色調的

智能情景燈、太陽能板和冷氣的智能節能系統等，「部分家

具支援語音操作系統，亦有部分控制台採用中文介面，加上

可使用手機遙距操作，讓屋主能輕鬆操控不同家具。」

她補充﹕「優質智能家居在於用家未必能切實感受到系統的存

在，系統卻能感受和了解用戶的需要，與時並進，改善用家生

活。」隨著研發智能家具的成本會進一步減低，她看好未來智能

家居的發展將會更普及。

添置智能電動帳篷，就可以於不同的天氣情況使用哥爾夫練習場和天台花
園。

內置智能軟件的鋼琴連接影音系統，彈奏鋼琴時演奏家的畫面和演奏透過系
統同步播放。

Cathy	Lam
Mansion	Interior	Design	Limited	的創辦人，堅持以客戶的需求為核
心宗旨，一直以誠信及品質提供由室內外設計、預算到施工等一站
式服務，為客戶度身打造獨一無二的生活藝術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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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師Alain在各個區域採用不同的設計細節，例如巧妙地以多種材質營造華麗時

尚的感覺，亦以智能科技提升智能家居操控體驗：由於大廳屬兩層高，控制窗簾、

冷氣時只要利用智能家居系統，便可因應自然光線輕鬆調節適合的光暗及温度。另

外，他在房間裝置活動感應器，按實際需要自動開關電燈，為屋主節省能源。

Alain表示現時智能家居發展漸趨成熟，部分產品功能上已能貼近用家需要，他更

相信未來智能家居除了為家庭帶來便利化的生活外，還會結合人工智能等先進科

技，涵蓋更廣泛的應用，例如系統會更聰明地自動提供天氣預報、駕駛路線及工

作日程等個人化訊息，讓人們實現真正的智能生活。

Alain	Wong

在美國當地進修建築藝術後，A l a i n成立
COMODO	Interior	&	Furniture	Design	Co	Ltd至
今已有10年時間，一直以簡約時尚的設計，糅
合空間美學與功能，為每個客戶提供一個能留
下美好又回憶深刻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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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將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融合於一室絕非易事，Jacky巧妙地採用日本淺木色系材

質家具，配合男屋主喜愛北歐簡約風格的地磚及牆紙，成功融合兩地設計以營造和

諧恬逸的氛圍。Jacky更為屋主夫婦增設一站式智能家居系統，包括IP攝錄機、燈

光、冷氣及影音系統，只需利用手機或平板電腦就能遙距操作，提升生活便利。

Jacky認為智能家居應該為解決用戶生活所需而誕生。他指出，近年智能家居產

品發展愈趨成熟，外形和功能等都更容易融入室內設計，而且節能效果比以往出

色。他更認為聲控將成智能家居的設計主流，未來發展將更人性化、更貼心，為

用家的生活注入無限可能。

Jacky	Lee

曾於香港上市集團帶領室內設計工作及擔任室
內設計課程客席講師。近年榮獲International	
Property	Awards、A'	Design	Award等國際大獎。
作為inT	Design	Furniture	Ltd創辦人，他希望為更
多客人設計出獨一無二的理想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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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利用一系列智能家居元素，為獨居而熱愛招待客人的屋主打造變化靈活的小居

室，包括以電動門取代牆身，分隔不同室內區域。飯廳使用了多用途電動升降餐

檯，可隨時變成餐桌、廚用工作台或高身吧檯滿足不同場合的需要。Joe更貼心為

屋主配置IP攝錄機以加強家居保安；除此之外，屋主更可回家前透過手機應用程式

預先開啟家中冷氣，加添生活便利。

Joe指出：「其實國內許多城市跟香港很接近，居住單位面積愈來愈小，因此更需

要智能系統，才能有效地盡用空間。」他認為智能家居產品最重要還是合用和簡單

易用，而設計師首要考慮的還是客人需要，藉科技提升客人的生活享受。

Joe	Chan

從事室內設計工作超過20年，擅長把不同風格
融入作品當中並屢獲殊榮，包括德國German	
Design	Award及Red	Dot	Design	Award、意大
利A'	Design	Award、美國Interior	Design	Best	
of	Year	Awards、台灣室內設計大獎TID及香港
APIDA亞太區室內設計大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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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海景高層項目採用維多利亞風格為主調，並配上多款雲石及金屬家具，貫徹簡約

設計。礙於未能在市場上找到合適的智能家具，Tommy於是自家研發和度身訂造電

動升降餐桌，包括可容納十多人的大型餐桌和咖啡桌，在招待客人或用餐時才會升

起，降下時則化身為窗邊的地台，變成活動空間，讓屋主飽覽窗外180˚維港景致。

Tommy認為未來智能家居發展與個人生活息息相關：「智能家居的普及在於設備連

接智能手機外，更有可能結合生活大數據，例如收集健康數據作出個人分析，再提

出如醫療、保安等相關建議。若果智能軟件能提供開放系統，相信發展步伐可以更

快。」

Tommy	Choi

擁有逾22年室內設計經驗，於2006年成立Tommy	
Choi	Design，主要為高級住宅提供設計、建築規
劃及項目管理等服務，曾替內地及外國之地產發
展項目擔當規劃顧問，其作品更被多個本地電視
媒體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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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設計和智能科技的融合，除了可提升生活便利，更可解決空間不足的問題。薩

凡納藝術設計大學的Bhavika、Jameson和Hugo的智能設計方案Chameleon，以變

色龍多變的特性為設計概念，配合物聯網及聲控技術統一操作，為屋主夫婦打造多

樣化、人性化的家居，作品完美展現科技和設計之間的平衡，獲評審一致認同成為

今屆「智能家居設計大獎–金獎（學生組）」得主。

整個智能家居方案焦點落在住宅中央的多用途客廳，四周以智能屏幕圍繞，在不同

的用途時投射各種影像，而中央設有智能升降地台增加多元化活動模式。配合語音

智能系統，猶如一個智能管家，根據學習、收集的喜好、數據等提示屋主，並提供

相關建議，「由於市面上的智能產品操作較為單一化，整合物聯網和聲控科技的系

統，有助連結家中所有智能產品，提升用家體驗。」

作為室內設計新力軍，同學們認為智能科技的普及配合以人為本的設計方向，有助

滿足香港屋主對細小居住空間的需求，「除了增加多用途的共享環境，用盡每一寸空

間外，智能家居的可持續性和統一系統方案均可優化用家操作，令生活更加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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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嚮往在家能擁有私人空間，注入設計和科技便能將小居室蛻變成安樂窩。「智

能家居設計大獎─銀獎（學生組）」及「我最喜愛智能家居設計大獎（學生組）」得獎作品

THE	RING，設計概念源自新婚夫婦的戒指。同學們運用電動旋轉地台靈活切換各種

生活場景，憑環形設計打破空間界限。

同學們以居室的中央為主軸，而環形設計則有循環、可持續的巧思。作品聚焦於環形

中央地台，圍繞地台的電動屏幕設有不同的模式，屋主透過操控系統就能切換室內空

間使用模式，例如使用客廳模式時，木製屏風會自動收起，並將梳化自動轉向，隨時

欣賞電視節目；於寢室模式時，收藏於牆身大電視背後的雙人床便會自動落下，並關

上木製屏風，增加私隱。此外，結合家中各種智能家具成一個中央智能系統，其中藉

著睡房的智能監測器收集心率、睡眠質素等數據，可於洗手間內的智能鏡子分析身體

狀況，而屋主運動時屏幕會播放建議的運動示範影片，頓變成一位智能健身教練。

同學們認為香港人的居住空間有限，變形家具與智能科技的融合，可令智能家居普及

化，「現時操作變形家具時需要花費人力和時間，若然加入智能科技，能讓用家體驗

科技的幫助，可於細小空間帶來更多生活便利。」

024   TALK OF THE TOWN



新一代的優秀室內設計，除了要完美結合設計與科技，更必須從用家角度出發，切合

用家真正需要。「智能家居設計大獎–銅獎（學生組）」得主來自香港理工大學的Zoe

和Celine，主張應用智能科技時需貼近實際家居設計，悉心為屋主創造個人化智能方

案Tech-O，貫徹設計和科技密不可分的連繫而獲得評審讚賞。

為了實踐簡約實用概念，家中不同區域的設計糅合多元化的室內設計及智能應用，並

以解決生活需要為本。其中，同學們把睡房建構成一個多用途空間，配合可變式木櫃

以及智能燈光系統，只需一指操控，即可變身成為茶室、工作間、娛樂影院，甚至變

成女主人的瑜伽練習室。為方便用家出門，睡房裡的智能衣櫃會掌握戶主的衣物及穿

搭喜好，並按照日程、戶主心情及當日天氣等提供穿著建議。天花亦加設投影屏幕模

擬實時天氣情況，戶主可了解室外狀況。此外，智能廚房的各項設備均連接至中央系

統，戶主只需透過智能手機預早設定，系統便會準備簡單早餐。

作為年青設計師，兩位同學均預視未來的智能家居發展愈見成熟，「新型住宅將趨向

引入整個智能家居系統，而現有的住宅則配合新智能產品整合優化現有方案，雙管齊

下推動智能家居普及，為用家提升生活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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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上智能科技林林總總，不同的產品均採用不一樣的系統和介面，操控費時失事。

透過整合智能家居系統，既可簡化繁複操控程序，加入個人化的喜好設定更有助屋主

管理生活空間。「智能家居設計大獎–特別嘉許獎（學生組）」得主Kelvin和Harold憑

著優化現有應用程式的完整概念和傑出表現，令評審留下深刻印象。

透過智能家居系統整合，不同的智能產品系統均可連繫在一起，只要透過簡單設定，

便可享受真正的智能生活，例如利用手機GPS定位及自動化應用程式，便能有效確定

屋主回家位置，當到達指定距離時，家中的智能系統便會自動啟動冷氣及電動捲簾，

有效控制室內温度，為屋主帶來既舒適又環保的理想家居。除此之外，應用程式介面

亦可監測智能冰箱內食材的新鮮度，即時發出提示和提供建議健康食譜；系統亦可藉

著智能手錶收集屋主當下情緒狀況而控制家中燈光場景等，改善戶主的身心健康。

對於智能家居的發展，同學們不約而同預視將趨向人工智能化，「期待未來人工智能

科技可以自動偵測家中各種數據，如温度、濕度，甚至是心率等生物數據及心理狀

況，調節家中智能系統，無需使用手機、應用程式操控就可完善生活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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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HKT	Smart	Living	Awards再度邀請到多位業界舉足輕重

的代表組成專業評審團，包括首席評審科建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創辦人及主席羅發禮太平紳士（James）擔任首席評審，聯同

CREAM創意總監陳志毅（Antony）、PAL	Design	Group設計董

事何宗憲（Joey）及香港電訊個人客戶業務董事總經理吳永豪

（Ringo）組成專業評審團，根據室內設計概念（創意性、視覺及

空間設計）及智能家居概念（智能科技的應用及多功能性）兩大

準則評選出兩個組別的優秀作品。香港電訊個人客戶業務董事

總經理吳永豪於頒獎典禮致辭時，分析室內設計和智能科技早

已不單應用於家居，尤其現時已能擴展至教育等範疇，預視將

締造更多智慧生活的可能性。評審團各人亦於台上分享評選期

間的難忘經歷，也為未來智能科技發展趨勢發表真知灼見，與

及勉勵設計師應展現更多創意，並期待業界、各方面持份者聯

手創造更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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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頒獎典禮經悉心佈置，場面盛大隆
重。	 02.	金銀銅得主Maggy、Danny
和Regina同是第二次獲獎，比往年創造
更佳成績，實在值得慶賀。	 03.	雙料
冠軍得主Maggy於台上分享得獎感受，
希望可以幫到更多家庭擁有自己的dream	
house。	 04.	Ringo在台上感謝各參賽
設計師，亦期盼將來與業界有更廣闊的
合作空間，為項目注入更多智能家居元
素。	 05/06.	場內精心設置展板展示得
獎作品，亦有得獎者相片及作品投影，
吸引到場嘉賓紛紛拍照。	 07.	專業組銅
獎得主Regina台上感謝HKT	Smart	Living
團隊的細心跟進，更鼓勵其他同業多用其
智能家居的多樣服務。	 08.	專業組銀獎
得主Danny同時獲得最傑出室內設計概念
大獎，期望未來可以為女兒設計新家，
作為下年的參賽作品。	 09.	今屆各專業
組得獎者台上捧獎合照。	 10.	另一雙料
得主Cathy的親人一同到場，見證獲獎時
刻。	 11/12.	設計師把握難得聚首機會，
跟同業交流設計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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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回顧當日盛況及有關HKT	Smart	Living	Awards資訊，請瀏覽以下網址了解更多詳情。

http://smartliving.hkt.com/chi/awards/

今屆HKT	Smart	Living	Awards一共頒發16個獎項，分別由8名專業室內設計師

及11位同學奪得。專業組別的得獎設計師憑匠心獨運的巧思，配合先進的智能

科技產品和優質穩定的光纖寬頻網絡，實踐智能家居概念。評審之一Joey致辭

時特別讚賞今屆學生組別獲獎的同學透過天馬行空的創意，結合智能科技及設

計美學，完美地演繹開創未來的智能家居設計，獲獎可謂實至名歸！得獎設計

師在分享得獎感受時不約而同感謝大會舉辦HKT	Smart	Living	Awards，為業界

提供一個交流分享平台，使獨當一面的業界翹楚與新晉設計師同場分享創意新

思維！部分得獎設計師在台上分享自己為客人構思以人為本的想法時，亦需要

配合先進的智能家居產品及可靠、高速穩定的光纖寬頻服務，在推展設計項目

的過程與HKT	Smart	Living專業團隊緊密合作，在技術支援、跟進服務都得到

悉心照顧。而獲獎設計師都一致鼓勵其他同業藉著各種創新的智能家居產品及

服務，為香港人締造以人為本的智慧生活。

13

14

15

16

17 18

13.	評審之一Joey跟獲獎設計
師互相分享設計心得。	 14.	
會場內設置得獎者相片及其
作品投影，吸引獲獎設計師
合照留念。	 15.	喜獲學生組
金獎的同學是來自薩凡納藝
術設計大學，他們更笑說會
推介同學參與下一年的比賽
呢。	 16.	獲學生組銅獎的同
學，希望為用家建立健康的
智能生活。	 17.	獲學生組
銀獎的同學亦同時嬴得「我最
喜愛智能家居設計大獎（學生
組）」。	 18.	香港兆基創意
書院的學生獲頒學生組的「特
別嘉許獎」，以讚揚其創意作
品及設計熱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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