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耆智安居」創意工程及建築設計比賽  2019/20 

 

家，是大家最熟悉、最有安全感的地方，如果家居的設計和設施，可以支持可持續生活，

令大家即使變老，仍然可以居家安老，就可以令生活更美好。  

 

市區重建局與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E）及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現正舉辦「新耆

智安居」創意工程及建築設計比賽，比賽以土瓜灣舊區為本，同學可選擇在區內

不同樓齡的居所或大廈，加入「智」慧和「創」意，創造一件家具、設施，甚至改造重

置家居間格或大廈設施等，令大家即使變成耆英，仍可憑充滿智慧的家居設計或大廈設施

開開心心持續生活，居家安老。  

 

主辦機構：  市區重建局  

 

合辦機構：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及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評審：  由建築、測量及工程界別等專業人士組成，以智慧生活元素、可持續生

活、居家安老理念、可行性、創意等方面評分  

 

宗旨：  

 

1. 支持本地學生原創設計 

2. 加強學生對智慧生活的認識 

3. 推廣家居可持續發展理念 

 

參賽資格：  1. 參賽者須為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工程學科高級文憑學生，或香港知專設計學

院建築設計或室內設計高級文憑學生 

2. 可以個人或小組 （最多三人）名義作賽 

3. 參賽小組可由不同學科學生組成 

詳情請參閱附頁之「參賽資格、評審準則及比賽細則」  

設計範圍及

作品規格：  

參賽者需要以土瓜灣舊區為本，設計一件家具、設施，甚至改造重置家居

間格或大廈設施等，令居所或大廈可持續生活，當中需包含智慧生活元素

及可持續發展理念。每個參賽單位須提交 :  

(1)  一份作品簡介（包括作品名稱及約 200-500 字的中文或英文描述，

並須張貼於 A2 紙/膠板上，直立展示文字及圖片），及  

(2)  一項作品（可選數碼或實體形式）  

比賽日程：  2019 年 12 月  接受報名  

 

2020 年 3 月 20 日  截止報名  

大會會在截止報名後的兩周內以電郵確認參賽者/

組別的參賽資格  

 



2020 年 4 月  市建局安排土瓜灣區導賞及長者護理講座活動  

 

2020 年 6 月 15 日  開始提交作品  

 
作品必須連同作品簡介，提交至 IVE 青衣分校。  

 
（ 以 數 碼 形 式 參 賽 者 ， 需 以 電 郵

inquiry@mail1.ura.org.hk 提交作品檔案（上限

為 10MB），另將作品簡介及作品檔案備份（儲存

於 DVD、SD 卡或 USB 等的檔案備份，放入附有參

賽者/隊伍名稱及資料的公文袋）提交至 IVE 青衣

分校）  

 

作品收集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至正午

十二時及下午二時至下午五時  

 

IVE 青衣分校作品收集聯絡：  

盧小姐 2436-8695 或黃先生 3757-9135  

 

2019 年 6 月 26 日  提交作品於下午五時止  

 

2019 年 7 月上旬  評審進行初選  

公佈入圍決賽名單  

 

2019 年 7 月下旬  決賽暨頒獎禮 

 

2019 年 7 月-8 月  優勝作品展覽會  

 

獎項：  金奬：獎杯、獎狀及現金獎港幣 30,000 元正  

銀獎：獎杯、獎狀及現金獎港幣 20,000 元正  

銅獎：獎杯、獎狀及現金獎港幣 15,000 元正  

最佳創意設計獎、最佳智能設計獎、最佳可持續生活設計獎、最佳展品或數碼展

品暨簡報設計奬：各優勝者將獲獎杯、獎狀及現金獎港幣 3,000 元正  

 

優異獎：共七名，各優勝者將獲獎狀及現金獎港幣 2,000 元正  

查詢：  市區重建局對外關係處  

地址：香港皇后大道中 183 號中遠大廈 26 樓  

電話：2588-2333 

傳真：2588-2547  

電郵： inquiry@mail1.ur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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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表格  

 

(請於 2019 年 2 月 7 日或之前，將填妥表格電郵至 inquiry@mail1.ura.org.hk) 

 

(I) 參賽者資料  

個人參賽者或小組參賽者隊長   

中文姓名：  (先生/小姐*) 

英文姓名：  
 

聯絡電話：  
 

電郵：  
 

院校：  
□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                                     分校)       

□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就讀課程及年級：  
 

 

 

其他參賽隊員資料  

中文姓名：  (先生/小姐*) (先生/小姐*) 

英文姓名：    

聯絡電話：    

電郵：    

如就讀院校、課程及年級與上述

小組參賽者隊長不同，請註明：  

 

 

 

 

 

 

*請將不適用者删去  

 
(II)   保密編號  

-  為確保比賽在公平公正的情況下進行，所有參賽作品在決賽前均會以不記名形式展

示。主辦機構會為每個參賽者/隊伍提供一個參賽編號，以資識別。  

-  參賽者/隊伍須將參賽作品保密，並採取所需措施確保在比賽結果公佈前，不會向任

何第三方透露作品的內容。所有作品板面及文字說明內，除參賽編號之外，均不可

展示參賽者姓名或任何身份記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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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聲明  

本人／我們同意遵守「新耆智安居」創意工程及建築設計比賽  2019/20 列於本報名表格的

比賽細則，並接受主辦機構的最後決定。   

 

中文姓名：  
   

簽名：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提供個人資料純屬自願。  

 收集個人資料的用途：參賽者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將會用作處理參賽者的申請、日後

聯絡及推廣活動。  

 個人資料轉交：就上述的收集個人資料用途，我們可能會把參賽者的個人資料向其他

直接與本活動有關連的機構及服務承辦商披露。  
 
 

查閱／更改個人資料  
根據《個人資料（私隠）條例》，參賽者有權查閱和更正其個人資料。如有需要，請以書

面形式通知市區重建局對外關係處。  

 

 

  



「新耆智安居」 
創意工程及建築設計比賽  2019/20 

 
參賽資格、評審準則及比賽細則 

 

 

(i) 參賽資格  

1.  所有參賽者必須為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E）工程學科高級文憑學生或香港知

專設計學院（HKDI）建築設計或室內設計高級文憑學生。  

2.  參賽者可以個人或小組名義報名，參賽小組成員人數不可多於三人。  

3.  主辦機構對於參賽者的資格有最終決定權。  

 
(ii) 評審準則  

評審將依照以下準則評分：  

 

評分項目 佔百分比 

創意  30% 

智慧元素應用及可行性  30% 

可持續生活設計可行性及實用性  30% 

作品及簡報精緻度  10% 

 
(iii) 比賽細則  

1.  每個參賽者/隊伍只可提交一份參賽作品連作品簡介，並須為作品填寫一份參

賽表格。  

2.  凡未填妥參加表格或填報失實者，主辦機構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而毋須任何解

釋及通知。  

3.  參賽作品不可使用或合併他人之作品原件或部分。  

4.  參賽作品必須是從未以任何名義作任何參賽之用或公開發表，包括在互聯網上。  

5.  參賽作品板面及設計意念說明上均不可展示參加者姓名、商標、標誌或任何身

份記認。  

6.  參賽作品上不得載有任何違反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的資料、不能包含淫褻及不

雅等不良內容。如抵觸法律，主辦及合辦機構不負上述有關之任何責任。  

7.  參賽者/隊伍必須擁有其參賽作品之版權及承擔參賽作品沒有違反法律和版權

條例之全部責任，主辦及合辦機構不負上述有關之任何責任。  

8.  如參賽者/隊伍參與比賽任何活動（包括參觀、遞交作品、出席初選及決賽、展

覽等）途中，因個人原因、天氣及/或其他不可預見之外來因素而遇有事故或意

外，導致其身體、作品或/及財物受損，主辦機構不負上述有關之任何責任。  

9.  如主辦單位懷疑參賽作品侵犯他人知識版權，有權拒絕或取消參賽者的參賽資

格。  



10.  優勝者須同意將勝出的設計作品之知識產權轉讓予主辦機構，並授權主辦機構

作日後任何用途。  

11.  所有呈交的作品將於初選及決賽後發還予所屬參賽者/隊伍，相關安排將作另

行通知。主辦及合辦機構將採取所有預防措施，確保所有已成功提交的參賽作

品能夠獲得適當的處理，但主辦及合辦機構將不承擔任何參賽作品損毀或遺失

之責任。  

12.  參賽者/隊伍應保留一份比賽作品的備份以備不時之需。  

13.  參賽者/隊伍須將參賽作品保密，並採取所需措施確保在比賽結果公佈前，不

會向任何第三方透露作品的內容。  

14.  參賽者/隊伍同意及接受主辦及合辦機構有權挑選參賽設計作品，向公眾展覽，

以及在主辦及合辦機構的網頁、社交平台及其刊物中展示或出版。  

15.  參賽者/隊伍同意接受主辦機構的邀請，參與比賽相關的宣傳活動。主辦機構

會於評審或頒獎禮等活動期間進行拍攝及／或錄影，並用於對外宣傳用途及傳

媒報導。  

16.  評審團之決定為最終決定，參賽者/隊伍不得異議或上訴。  

17.  參賽作品如未達水準，若干獎項可由主辦機構或評審委員決議從缺。  

18.  主辦及合辦機構保留解釋及修訂比賽規則、獎項及其他有關是次比賽安排的權

利，而毋須給予參賽者/隊伍通知。  

19.  參賽者/隊伍必須清楚明白比賽規則，遞交作品即表示已同意遵守和接納是次

比賽所有規則及條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