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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居住空間發展概念智慧化居住空間發展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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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居住空間的定義

「建築物導入永續環保概念與智慧化等相關產業技術，建構主動感

知及滿足使用者需求之建築空間 以創造及享有安全 健康 舒適知及滿足使用者需求之建築空間，以創造及享有安全、健康、舒適、

節能與永續的工作及生活環境。」

(依據2005/2006 SRB會議)(依據2005/2006 SRB會議)

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發展計畫 主辦部會：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創作競賽之目的與目標

協助台灣邁向「創造 ，以洞察人與社會的需求去驅動科技創新應用

創作競賽之目的與目標

協助台灣邁向「創造」，以洞察人與社會的需求去驅動科技創新應用

以創意競賽引領源源不絕的創新應用情境之發想與確認以創意競賽引領源源不絕的創新應用情境之發想與確認

提供一個跨領域創意思維的平台，持續創新建築及資通信科技之整合應用

目的：洞察需求、發掘創意，拓展科技創新應用，使產業
科技的發展切合人性需求，提高國人居住與生活的
品質，提昇我國科技產業之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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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有產品創新應用 需求驅動

產品/設備 運用空間標的
智慧

生活空間

即有產品創新應用
-虛擬想像產品應用

‧網通
‧監控

家電

‧家庭（浴室、…）
‧辦公室
老人安 院

生活空間

‧家電

智慧建材

‧老人安養院、…

智慧建材

‧環保
‧節能 創新空間運用情境

系統整合

‧硬體
‧健康照護

創新空間運用情境

建築
醫療照護

硬體
‧軟體
‧平台開發

網路

‧有線、無線
區域 廣域

各專業領域

‧區域、廣域
需求驅動來源



U-home    (人際互動 / 生活樂趣)

鑰匙桌 漫遊桌鑰匙桌(Key Table) 漫遊桌(Drift Table) Microsoft Surface
照片、音樂分享、數位檔
交換的桌面平台

具重量感知能力的家具，可用來印證重量感測及空間具重量感知能力的家具 可用來印證重量感測及空間
表面作為生活觀察的介面、顯現生活中隱含的資訊。
(http://www.equator.ac.uk/index.php/articles)

歷史桌布 (History Tablecloth)



U-care      (銀髮族、弱勢關懷)

N t l iNostalgia
方便老人點取老歌曲和音樂的織物
瑞典Goteborg大學交互實驗室

數位像框
藉由周邊蝴蝶圖像的鮮明度
傳達遠端老人的生活狀況
Mynatt, Aware Home, gatech.edu, 



U-play          (網路互動遊戲)

Chess Bl e C ETHZ)Chess, Blue-C, ETHZ)

House n, MITHouse_n, MIT

a-matter



U-shopping      (在宅購物)

服飾店(Blue-C, ETHZ)服飾店( ue C, )



U-health (健康照護)

搭配隨身裝置 主動提醒與生理數據監搭配隨身裝置, 主動提醒與生理數據監
測藉由每天量測的資料，傳送到家庭中
央Server，能夠建立資料庫，經由長時

浴室(國科會前瞻工程科技
概念設計計畫 )
• 體重體脂量測踏墊

間的紀錄，可知道身體體重、心跳與體
脂率變化，作為健康醫療照護的參考。

• 體重體脂量測踏墊
• 資訊顯示鏡



U-energy (能源管理)

E2home,IT apartment, Stockholm, Sweden



U-safe (安全監控)

中興保全監控系統中興保全監控系統 E2home,IT apartment, Stockholm, Sweden



U-service (家務協助)

智慧廚房 (MIT)



U-structure (智慧構造/ 智慧皮層)

http://www.hofmandujardin.nl/index2.html
國科會前瞻工程科技
概念設計計畫Muscle Room  by ONL



ILS相關技術類型

綜合上述，可將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之相關技術歸納如下:

1)作業系統與無線網路環境
Infrastructure

2)資訊顯像科技

Displaysp ay

3)感測技術

Sensor TechnologySensor Technology

4)資訊家電及空間互動元件

Information ApplianceInformation Appliance 

Interactive Artifacts



競賽辦法說明競賽辦法說明



競賽緣起

近年來隨著資通訊科技的快速發展與普及，人們
日常生活作息已與資通訊科技緊密的結合 行政院日常生活作息已與資通訊科技緊密的結合。行政院
2005、2006年產業科技策略會議，針對高科技的電子、
電機、材料、資訊、通信、自動化及控制等ICT產業電機 材料 資訊 通信 自動化及控制等ICT產業
與傳統營建產業結合，提出「智慧居住空間發展策略」
的議題，期望運用我國相關產業之技術優勢，開創智
慧化居住生活科技發展之創新契機。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為引領全民智慧生活風潮 委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為引領全民智慧生活風潮，委
託工業技術研究院舉辦2010年智慧化居住空間情境模
擬創作競賽之第四屆「創意狂想 巢向未來」，期盼擬創作競賽之第四屆 創意狂想 巢向未來」 期盼
參賽者能發揮創意，描繪未來的智慧化居住空間與生
活樣貌，提供業界發展生活科技之參考，以改善國人
未來之生活品質，提昇我國科技產業之競爭力。



競賽主題

本創作競賽應包含以下基本要素：

1.需求探索：藉由瞭解地球環境變遷、未來社會結構變

化及生活型態趨勢（如氣候異常變遷、高齡社會等）（ ）

及洞察人們在日常生活所面臨之問題與困境，探索人

們在安全安心、健康照護、節能永續、便利舒適等方們在安全安心、健康照護、節能永續、便利舒適等方

面的需求；

科技應用 應用資通訊 感測 控制等科技 並考慮2.科技應用：應用資通訊、感測、控制等科技，並考慮

與環保永續之間的協調性；

3.創新設計：透過空間、產品或服務等創新設計，呈現

出智慧化、人性化的優質居住空間與生活樣貌。出智慧化 人性化的優質居住空間與生活樣貌



報名及參賽規定

(一) 參賽者資格無限制，得以個人或團隊參賽。

(二) 所有參賽作品必須為原創，無抄襲仿冒之情事；如有違反本競賽

規則，執行單位得取消其參賽資格，如已為得獎作品，應追回已

頒獎金 獎狀及獎盃 並公告之 參賽作品若因上述情節造成第頒獎金、獎狀及獎盃，並公告之。參賽作品若因上述情節造成第

三者權益損失，參賽者應負完全法律責任，並不得異議 。

(三) 本活動一律採取網路報名 請至 htt //d i il t 網站之(三) 本活動一律採取網路報名，請至 http://design.ils.org.tw 網站之

活動報名區，完整填寫網路報名表格，即完成報名程序。系統將

回傳競賽規定同意書、參賽作品標籤、作品郵寄封面等電子檔至回傳競賽規定同意書、參賽作品標籤、作品郵寄封面等電子檔至

代表人聯絡信箱。

(四) 報名件數不限，每件作品均必須完成網路報名程序；報名時需填(四) 報名件數不限，每件作品均必須完成網路報名程序；報名時需填

妥作品名稱、參賽代表及成員、電話、email、地址等資料。



競賽時程

網路報名 99.04.15-05.31 <<熱烈徵賽中>>網路報名 99.04.15 05.31 <<熱烈徵賽中>>
研 習 會 99.05.14
作品收件 99.06.01-07.10 (第一階段 主題海報)( )
初賽評選 99.07  下旬

作品收件 99.09.01-09.30 (第二階段情境短片或模型)
決賽評選 99.10
創作競賽成果發表暨頒獎典禮 99.11

連絡人：林淑霞經理

電 話：(03)591-3140
傳 真：(03)582-0386
E-mail：ilscontest@ils.org.tw 

更多競賽詳情請參閱競賽網： http://design.ils.org.tw
相關產業資訊請參閱ILS專網：http://www.ils.org.tw



收件規定
第一階段初賽：以主題海報呈現，參賽者請繳交下列文件及初賽作品。

(一)競賽規定同意書：所有參賽者均須親自簽署(一)競賽規定同意書：所有參賽者均須親自簽署
(二)主題海報：

將設計內容(含說明摘要300字以內)呈現於一張直式海報紙上
(高90 cm，寬60 cm)，並請裝表於0 5cm厚的珍珠板上。(高90 cm，寬60 cm)，並請裝表於0.5cm厚的珍珠板上。
在背面右下角5cm*5cm處貼上參賽作品標籤。
註：如有參賽者姓名相關資料出現於正面內容，將失參賽去資格。

(三)設計說明：(1,000字以內)

內容包含作品名稱、設計構想、創作特點，透過空間、產品或服務
等創新設計，以滿足人類安全安心、健康照護、節能永續、便利舒等創新設計，以滿足人類安全安心、健康照護、節能永續、便利舒
適等需求與效益，以呈現出智慧化、人性化的居住空間。

註：如有參賽者姓名相關資料出現於說明內容，將失去參賽資格。

四 作品光碟(四)作品光碟：
(1)設計說明，需為WORD格式。
(2)作品圖檔：『.jpg 』，解析度300dpi。
(3)作品原始檔：如『 i 『 d 等(3)作品原始檔：如『.ai』、『.psd 』等。



收件規定

第二階段決賽：以情境短片或實體模型呈現，入選者請依

各作品特質，選擇性完成下列決賽作品。各作品特質，選擇性完成下列決賽作品。

(一)情境短片：(一)情境短片：

以動態影像、影片、動畫等方式呈現(5分鐘以內)，
劇情內容需包含問題需求剖析、設計構想、創作特
點…等，以呈現其空間、產品等應用情境及關鍵細
部構造，請以光碟方式繳交，格式如『.avi』、
『 mpg』等影像檔。.mpg』等影像檔

(二)實體模型：

以符合主題之空間、產品或概念模型呈現，展現其以符合主題之空間 產品或概念模型呈現 展現其
空間、產品等應用情境及關鍵細部構造，並建議模
型尺寸於30cm×30 cm×30cm範圍內，並繳交10張以內
模型照片電子檔，格式為『 jpg 』，解析度300dpi。模型照片電子檔，格式為 .jpg 』，解析度300dpi。



評審作業

(一)評審程序

第一階段初賽：由評審委員對主題海報(含設計說明)進行評選，
選出前15名作品進入第二階段決賽。

第二階段決賽：

選出前15名作品進入第二階段決賽

由參賽者對入選作品提出情境短片或實體模型
進行15分鐘說明 說明方式不拘 簡報或表演進行15分鐘說明，說明方式不拘，簡報或表演
等方式皆可。評審委員將根據作品內容及說明
評選出金、銀、銅獎各1名、佳作2名及入選獎
10名。

(二)評審準則

評審準則項目分為

(1)創意性、(2)可行性、(3)人性化/永續性，三項並重。( ) ( ) ( )



表揚獎勵

獎項 獎金NT$

金 獎(1名) 200,000元+獎狀+創意獎盃乙座

銀 獎(1名) 100,000元+獎狀+創意獎盃乙座

銅 獎(1名) 50,000元+獎狀+創意獎盃乙座

佳作獎(2名) 30,000元+獎狀+創意獎盃乙座

入選奬 名 元 獎狀入選奬(10名) 10,000元+獎狀

註：獎金依所得稅法第八十八條各類所得之扣繳規定扣繳10%之所得稅。



表揚獎勵
(一)舉辦第四屆「創意狂想 巢向未來」創作競賽頒獎典禮，頒發

創作競賽得獎獎金、獎狀與獎盃。

(二)舉辦得獎作品北中南巡迴展示會，促成作品創意與相關業者
進行交流，向大眾宣導智慧化居住空間相關產品和服務之創
新應用觀念。新應用觀念

(三)出版競賽專輯，收錄歷屆優秀得獎作品，並透過平面、網路
及影視媒體向社會各界推廣。及影視媒體向社會各界推廣

(四)由執行單位視作品發展性提供雛型開發之技術指導，並邀集
專業開發團隊、相關業者共同商議產品開發事宜。專業開發團隊 相關業者共同商議產品開發事宜



「創意狂想 巢向未來」競賽網站

1 訊息公告：賽況報導與最新訊息1.訊息公告：賽況報導與最新訊息、
第四屆競賽辦法與相
關規定。

2.資料下載：競賽辦法、課程教材、
文宣海報等。

3 主題知識庫：國內外研究及產業3.主題知識庫：國內外研究及產業
趨勢、工研院相關技
術報導、情境模擬影
集、創新應用商品範
例以及研習課程教材
等相關連結。

4 歷屆作品：得獎作品海報、設計4.歷屆作品：得獎作品海報、設計
說明、ILS影展、雛

型示範、得獎小撇步。

5.報名系統：採網路填表報名。。



竭誠歡迎各界創意高手踴躍參賽

發揮您的創意

勇奪20萬大獎勇奪20萬大獎

<<敬請把握報名時間(至5/31止)>><<敬請把握報名時間(至5/31止)>>



時間 議題 主持人/主講人

5/14 參賽者研習會

時間 議題 主持人/主講人

12:30~13:00 報到與交流時間

13 00 13 20 O i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林建宏組長13:00~13:20 Opening
工研院材化所林澤勝組長

13:20~14:00 未來社會趨勢及生活型態探討
工研院 創意中心

葉惠娟 總監

14:00~14:40 「以人為本」的需求探索
公共電視

周傳久資深記者

14:40~15:00 交流時間(Coffee Break)14:40 15:00 交流時間(Coffee Break)

15:00~15:40 智慧化科技應用案例分享
南亞技術學院建築系

陳嘉懿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15:40~16:20 瘋狂的創意
朝陽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林登立教授

16:20~16:50 第一屆金獎創作團隊創意分享與建置推廣
雲林抖技大學數位媒體設計系

余國禎研究生余國禎研究生

16:50~17:00 第四屆競賽活動重點提醒
工研院材化所
林淑霞經理

工研院材化所17:00-17:10 交流與討論
工研院材化所
林澤勝組長

17:10~ 賦歸



得獎作品介紹得獎作品介紹得獎作品介紹得獎作品介紹得獎作品介紹



歷屆競賽 廣獲各界好評與熱烈迴響

一至三屆競賽活動在工研院執行團隊積極辦理下，廣獲各界熱烈迴響，三屆共近共近1,0001,000
隊報名參賽，隊報名參賽，涵蓋產官學研各領域人士，並吸引國外人士參賽，成功達到宣傳產業推
動計畫與推廣智慧化居住空間觀念給大眾

參
372隊

386 隊學校 產業 個人 總和

第一屆

動計畫與推廣智慧化居住空間觀念給大眾

參
賽
隊
伍

234 隊第一屆 172 36 26 234

第二屆 297 56 17 372

第一屆第二屆第三屆

伍
第三屆 304 52 30 386

總計 773 144 73 992

得獎作品展覽與創意落實建置於ILS展示館，提供體驗機會，觸發各界思維與產業投入



建置於ILS展示中心–兒童房

提供大眾創意體驗提供大眾創意體驗

「創意狂想 巢向未來」三屆以來
網羅各界豐富的創意投入，獲獎網羅各界豐富的創意投入 獲獎
作品均能靈活運用現有的科學技
術，以人性關懷為出發點，設想術 以人性關懷為出發點 設想
貼心的服務以滿足生活需要，諸
多作品落實開發的可行性極高。



BAZE  秘密基地的床

‧問題 / 需求
睡眠對幼兒成長發育非常，良好睡
眠品質能幫助維持人體功能正常運眠品質能幫助維持人體功能正常運
作，更可促進生長、提昇免疫力及
大腦細胞的積極發育。

‧創作特點
利用環室智能概念，為小孩製造一
個屬於睡覺前的祕密空間，達到幫個屬於睡覺前的祕密空間，達到幫
助睡眠的作用，也提供家長另外一
種睡前儀式般的親子互動方式。

「BAZE秘密基地床」提供一個親

子空間，父母一邊敘述著故事，玩
動著玩具，一邊與頭頂的情境遊戲動著玩具，一邊與頭頂的情境遊戲
作互動。

‧技術應用
數位互動遊戲、藍芽遙控、人體感
測、投影。



癒樂居

‧問題 / 需求
針對長期臥床的病患或是孕婦產後
做月子行動不便 等問題，提供療做月子行動不便…等問題，提供療
養期間所需的健康照護、病情掌握
及聯誼交流等需求。

‧創作特點
以多媒體介面與空間元素之整合應
用，提供戶外情境模擬、診療說明、用，提供戶外情境模擬、診療說明、
數位餐桌、用藥提醒、遠距視訊等
功能，其中「遠距視訊」更可以讓
病人與親友隨時進行視訊交談 細病人與親友隨時進行視訊交談，細
心掌握病人心理感受。

‧技術應用技術應用

數位情境顯示、藍芽傳輸、生理檢
測、餐食標籤辨識。



「臥室應用類」(健康照護、便利舒適)

癒樂居癒樂居



共生

‧問題 / 需求
由於家庭中各成員使用衛浴時需求
及習慣的差異，以致於浴室空間經及習慣的差異，以致於浴室空間經
常推放繁雜的盥洗用具，需要舒適
便利的分類服務，甚至是貼心的生
理檢測服務理檢測服務。

‧創作特點
細膩分析家庭成員的衛浴習慣，設細膩分析家庭成員的衛浴習慣，設
計出一智慧型衛浴空間，能辨識使
用者身份並提供個人專屬的盥洗設
備與情境 以滿足不同家庭成員對備與情境，以滿足不同家庭成員對
衛浴設備的差異需求。

‧技術應用技術應用

腳紋辨識、生理檢測、影音情境控
制、智慧收納及分類。



「衛浴應用類 (健康照護 便利舒適)「衛浴應用類」(健康照護、便利舒適)

共生共生



Flower Pad

問題 / 需求‧問題 / 需求
因應居家節約用電及節省支出的需
求，期望將用電情形具體顯示，讓
家中成員容易察覺並珍惜電力資源家中成員容易察覺並珍惜電力資源，
以達有效節約的目的。

‧創作特點
本創作藉由使用者經驗提昇能源使本創作藉由使用者經驗提昇能源使
用意識，可以有一個簡單的產品來
協助家中的成員從小就認識節能的
重要性。重要性。
以ＥＰＤ（ｅ－ｌｉｎｋ）為材料
的低耗能花盆結合家中電腦監控家
中所有水、電、冷、暖氣等的耗能
與二氧化碳排放量。監控的結果，
展現在花開花謝的形態上，同時，
電腦也會提出改善建議，讓家中所
有成員能夠實際參與保護地球的行有成員能夠實際參與保護地球的行
動。

‧技術應用
能耗監控系統 數位影像顯示能耗監控系統、數位影像顯示。



Tri-Window

問題 需求‧問題 / 需求
希望藉由窗戶整合設計同時滿足室
內採光、通風等需求，並因應節能
減碳的趨勢，利用太陽能供應室內
用電，以達舒適、節能、健康之目
的。

‧創作特點
結合太陽能板與三稜鏡的百葉窗型
設備，兼具自動化光照調節與垂直設備，兼具自動化光照調節與垂直
導風板的功能。

利用折射原理將日光引進室內深處，
同時調節風速與風擊舒適度同時調節風速與風擊舒適度。

光和風使用最大效能，提供最佳舒
適的室內環境。

‧技術應用
稜鏡折射、光源及溫度感測、太陽稜鏡折射、光源及溫度感測、太陽
能發電。



「建築體應用類 (節能永續)「建築體應用類」(節能永續)

Tri W



垂直農園

問題 需求‧問題 / 需求
現今立體植栽的養護仍需以懸臂機具的
操作，提高養護難度及成本。多屬固定
式植生牆阻礙了對外視野及造成逃生安式植生牆阻礙了對外視野及造成逃生安
全問題。

‧創作特點
以綠建築植生牆概念出發，剖析國內外
相關案例，並深入研究使用需求，改善
既有建築滿布鐵窗的窘境，設計出適用
於陽台 拆卸方便 能栽種花草的植栽於陽台、拆卸方便、能栽種花草的植栽
槽裝置，既能適時調節方位角度，又兼
具遮陽、隔熱、防盜功能，加上回收雨
水與冷凝水灌溉，低成本又環保，讓都水與冷凝水灌溉 低成本又環保 讓都
市居民藉此親近園藝，實踐對自然環境
的關懷，同時又能喚起對農村土地的記
憶。

‧技術應用
雨水及冷凝水回收儲留、自動澆灌系統、
光源及溫度感測、模組化構裝設計。光源及溫度感測 模組化構裝設計



「建築體應用類 (節能永續)「建築體應用類」(節能永續)

垂直農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