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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創意狂想、巢向未來」創作競賽

打造與人
「心意相通」
的智慧建築

居

住空間的內容與品質，

和社會及環境的變遷息

息相關；在少子化、高齡化的趨
勢，以及能源與經濟議題的衝
擊下，科技在居住空間中的角
色愈形重要，更是創造智慧化

科技的進展，為現代居住空間和

介面及運用的主要來源。無論

生活環境的變化帶來更多可能；在創意、研發

從醫療、照護、保全、娛樂、資訊

與產業的連結與形成中，也需要有更多力量參與投入，

等角度，近年來國內外都有不

共同擘畫未來的「智慧化居住空間」，

少企業與研發單位，針對更人

以滿足居住需求、增進生活品質。
在第二屆「創意狂想、巢向未來」智慧化居住空間
情境模擬創作競賽中，許多創新作品
為我們勾勒出一個未來科技生活的全新風貌。

性化的居住空間進行規劃與設
計，不只是提供了未來的生活
願景，也激發創意與產業形成
的動力。
國內在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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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

黃菁慧

的帶動下，除了委託工研院執
行智慧化居住空間創新應用計
畫 外，2 0 0 7 年 五 月 亦 成 立 I L S
（Intelligent Living Space，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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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居住空間）產業聯盟，藉以推

的設想，導引至所需要的各項技

展智慧化居住空間、打造智慧化

術，再透過工研院所擅長的整合

生活；同時也舉辦「創意狂想、

執行，落實到產業界中，將可有

從今年的參賽作品內容，可以看

巢向未來」智慧化居住空間情境

效地加速產業的形成與成長。

出較上一屆更為進步。國立台灣

整體創意水準還需提升

尤其對於年輕一輩的學子，在

大學智慧生活科技整合與創新研

產業形成的過程中，如果能早先

究中心主任，也是本屆創作競賽

今年度工研院與 ILS 產業聯盟

參與及學習，將會帶來無窮的鼓

評審召集人劉佩玲表示，智慧化

持續舉辦第二屆創作競賽活動，

勵作用，而且還有機會藉由跨領

居住空間屬於生活科技，應該考

吸引多達 372 個國內外參賽隊伍

域與技術的團隊組成，訓練更具

慮到「人」的因素，大多數的參

報名，共 136 件作品參賽，最後

深度與廣度的思考能力。

賽作品也都能設想實際使用時的

模擬創作競賽，以激盪學界與業
界更多具有創意整合的思惟。

選出前三名、佳作兩名、入選十
名等 15 件得獎作品。

串聯資源、開創產業契機

另一方面，在政府單位的積

需求及狀況，並有不少是就整體

極推廣下，智慧化居住空間的運

情境來考量整合各項技術，而非

用已愈來愈受到重視。彭裕民指

單一用途；最後出線的，也是具

出，過去工研院各所雖然有個別

創意、觸動人心的作品。

「推行智慧化居住空間最困難的

技術的研發，但並未針對建築或

不過劉佩玲也認同彭裕民的

地方，在於 idea 從哪裡來？」工

智慧居住的主題進行整合，不過

說法，由於參賽者各有專業，不

研院材料與化工研究所副所長彭

近來也在此一相關領域進行嘗試

見得對於每項技術的應用都相當

裕民認為，智慧化居住空間是

與突破，期望讓業者與政府單位

熟悉，因此可能會出現誤用或者

一項新興產業，需要各領域的集

看到應用的層面；結合「創意狂

被侷限的狀況；而跨領域的團隊

思廣益，但許多來自於學校或業

想、巢向未來」創作競賽，還能

組合，或許就能夠有所幫助，並

界的創意，往往只停留在構想

夠串聯具實用性與未來性的技

可加強創意的層次。另外，未來

的階段，因而「創意狂想、巢向

術，成為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的

也希望在評審與參賽團隊之間能

未來」創作競賽就是個很好的交

發展契機，同時帶動資通訊等產

有更多的互動，並鼓勵做出實際

流與互動。若是能夠從情境使用

業共同投入。

的原型產品，以利產業化。

【得獎作品總覽】

《第一名》癒樂居──智慧型病房空間
成功大學工業設計系：黃鈺峰、郭令威、蔡靜玫、鍾易霖

無

論對病患或家屬而言，醫

高、有無皆可的一般環境，創造

成員找出可以藉由智慧化的技術

院的環境似乎總讓人覺得

出智慧型病房「癒樂居」
。

與產品，除了降低病患在就醫復

不夠舒適友善。因此在空間情境

在親自前往醫院觀察病患的

原過程中的心理壓力、無聊害怕

的設定上，團隊成員捨棄取代性

生活，並走訪醫護人員後，團隊

與排斥感外，並透過多項產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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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降低因將病歷掛在床頭而失

板」與趕來的醫師溝通，進行最

去隱私的狀況；相關的醫師與

佳的急救處置。

護理人員，則可利用「數位診療

為保有個人的空間，並減低

板」讀取手環中的資料，並進行

壓迫感，在簾幕部分採用的是

必要的修改與同步更新，於是即

軟性 OLED 技術，也就是轉換成

便是更換主治醫師，病歷資料也

可顯示影像的螢幕，可同時具

會是最新的，避免病歷的錯置或

備隔間與娛樂的用途，像是看

遺失。

電視、上網、通訊，或呈現自然景

為了體察患者的實際需求，

目前病床上若有突發狀況，

觀等；醫師也能透過「數位診療

成大設計系的學生團隊，以體驗及訪談的

病患可用緊急按鈕通知護理站，

板」與「數位簾幕」進行病情或

模式，創造出未來醫院的友善環境。

但這樣的方式仍不盡理想；例如

注意事項的解說。

當病患因無意識而無法按鈕時，

「數位餐桌」則是以 RFID 整

功能的整合，兼顧病患、醫師、

就可能會延後急救時間。因此在

合資料庫的技術，當餐食送上

護理人員等所有使用者的需求，

「數位手環」的設計上，還能監

來時，就可顯示出食材與營養資

成為一項可相互支援搭配，及應

測病患的生理指數，例如體溫、

訊，讓病患吃得更安心。「數位

用的數位化系統。

心跳、血壓等，如有異常就能發

小桌」則可設定用藥的時間與劑

首先是病患所配戴的「數位

出警訊，通知護理人員與醫師；

量，以燈光閃爍及手環的振動，

手環」
，可以記錄患者的病歷資

護理人員也能藉由「數位診療

提醒患者服藥。

【得獎作品總覽】

《第二名》Library 2.0 曲水流觴群智書坊
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王旭東、潘晨安、練懿霆

L
意圖重現古代文人雅士

ibrary 2.0曲水流觴群智書

酒杯順流的概念，將現代的

坊」的概念，發想自古代

圖書館塑造成可以交流的空間，

文人曲水流觴的互動模式，文

利用感測、影像顯示、機器人等

人雅士相聚在一個景色宜人的地

互動科技，創造人與人之間的社

方，然後引水分流，酒杯順流而

群關係，是一個自動化的無人圖

下，停在誰的面前，誰就取酒飲

書館。

而賦詩。王羲之的《蘭亭序》描

團隊成員認為，書有連結情

述了這樣的場景：禊飲之際，伴

感的功能，圖書館就是一個分享

以樂舞佳餚，酒闌賦詩，一觴一

知識的媒介與平台，經由各種影

詠，誠足以暢敘幽情！

音訊息的傳遞，增加人與人、人

飲酒賦詩的場景，成大建築所的團隊
將作品取名為「曲水流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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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空間、人與資訊的接觸互動。

以及館內各種活動的影音訊息，

在這個智慧型的圖書館中，運用

也可以藉此傳遞。

另外在「曲水流觴」的部分，
則是運用空間連結的手法，使圖

傳統的書架，在這裡可由「書

書館成為一個訊息中心，所有

櫃魔鏡」所取代。當讀者取閱架

外界的相關訊息，可以隨時傳送

「瀏覽精靈」是一個具有各種

上的書籍，就會啟動內建的網

至圖書館。透過模組化的元件與

感知器，可移動或架設在桌面上

路攝影機，讓書架變成魔鏡，電

設計，包括動態關節、環境感知

的機器人，如同記者般找尋圖書

腦除了記錄借閱的狀況，還可以

器、空間框架、資訊面板等，經

館中的讀者進行採訪，將讀書感

利用讀者資料做為多種活動的憑

由數位媒體的手法，將圖書館強

想記錄成影音，或是把空間中的

藉，例如可由讀者發起讀書會，

化為一個人、書籍、事件等訊息

活動狀況傳送至遠端，使用者就

互相交換閱讀心得，或是成為書

的集散中心。還可以視需要進行

能夠藉此獲知其他人對書籍的評

籍拍賣、新書展示、書籍推薦的

館內物件的調整配置，提供具彈

語，甚至是讓作者與讀者互動，

媒介。

性、可變動的空間。

模組化的設計，架構出三種情境
關係。

【得獎作品總覽】

《第三名》共生
東海大學工業設計系：陳貞吟、王湘薰、李芳誼、李亦涵、李俐慧

生 」的 主 要 含 意，包 括

共

設定與使用模式，例如燈光、音

「 和 家 人 共 同 生 活 」及

樂、牆面螢幕圖案、個人盥洗物

「和自我的身體共享生活」兩部

品等；因此每次使用時，都是專

分；設計的場景位於家中的浴

屬於個人的舒適空間。

東海工業設計系的同學們認為，
陰暗潮濕的衛浴，也可以成為數位化、

廁，是一個既要與人共用、容易

在健康檢測方面，
「共生」提

造成衝突，卻又需要隱私，並具

出數種監控的機制，包括與馬桶

備個人習慣特色的獨特空間。為

結合、可檢測排泄物狀況的 Dr.

了創造可以滿足全家人的浴廁空

M a；還有設置偵測孔與鏡頭的

時地提醒使用者該注意的生活事

間，團隊成員是以「關心」的角

鏡子 Nurse Skin-Eye，當洗臉或

項，像是睡眠、飲食等，同時也

度為出發點，在生活中能夠愉快

洗手時，就可進行虹膜檢測與肌

傳送給家庭醫師或醫院，做成完

地與家人共用，也能了解自己和

膚狀況的記錄；以及位於洗手台

整的家庭健康記錄，或是與居家

家人的身體狀況。

邊，附 有 體 重 與 體 脂 量 測 功 能

照護系統連結。另外還可利用

的 Miss Sexy。就好比有另一位

3D 雷射掃描技術，顯示個人的

家人，隨時在關心自己。

身材剪影，提醒自己的體態；或

運用多種科技的「共生」
，規
劃設計的功能從開門起，當使用
者踏進浴廁時，藉由門邊地板的

身體的檢測數據及分析，會

腳紋辨識，就能啟動個人的環境

呈現在浴廁內的螢幕中，除了適

專屬個人的舒適空間。

是創造出互動的氣氛，提高家中
小孩洗澡時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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