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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學校介紹

萬眾智能⽣活有限公司
Peoples Smart Living Limited

智能⽣活獨家伙伴



願景 協助學校建設安全、
⾼效、節能的智能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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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 STOCK CODE 331 )

創辦⼈
梁啟雄先⽣, B.A. (Hons), Dip. Soc. (HKU) – 執⾏主席

梁啟雄先⽣在商界超過50年經驗，創辦公司涉獵不同⾏業，包括製衣、無線
電話、酒店、零售等等。在電訊、零售及品牌建立⽅⾯經驗尤其豐富。於
1984年創辦華訊電信，是當年香港⾸批無線電訊商之⼀。及後於90年代創辦
萬眾電話，並於2004年上市，直⾄2006年賣盤與中國移動，變成今天的中國
移動香港。在零售⽅⾯，於2008年與美國著名鞋屜品牌SKECHERS成立
SKECHERS香港及東南亞合營公司。

梁成永先⽣, M.A. (Oxon), PC.LL (HKU) – ⾸席執⾏官及副主席

梁成永先⽣為梁啟雄先⽣兒⼦，本⾝為香港及英國執業律師。於2008年與梁
啟雄先⽣⼀起，與美國著名鞋屜品牌SKECHERS成立SKECHERS香港及東南亞
合營公司，⾄於香港、澳⾨、及新加坡、⾺來⻄亞、泰國、越南等12個東南
亞國家開設銷售點超過500個，在零售及品牌建立⽅⾯經驗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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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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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智能方案的基石

-在國內超越100,000,000用戶

-優質工廠超越20,000家

-高端智能產品超過400,000種

SMART HOME EXCLUSIVE PARTNER

!. "#$%&'(

-現貨供應隨時安裝



中國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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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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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控制

Amazon Alexa Google Assistant Siri Tmall Genie

2. Peoples App

• ⼀個⼿機App操控所有智能產品
• 智能產品相互聯動開關
• 把傳統電器「智能化」
• 達到真正智能產品智能化

⼀站式智能操控平台 –
是智能⽅案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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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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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硬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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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安全防護

實例(⼆)簡化⼯序

實例(三)節省能源

實例(四)學與教活動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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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護(⼀)學校天台: 
• 通往天台的逃⽣⾨不能鎖上

• 難以避免學⽣擅闖天台

智能⼤⾨入⼝:

• ⾨窗磁感應器—有⼈擅闖天台，即
時收到⼿機通知

• 智能燈泡—校務處裝設的智能警告
燈立即亮起，作變⾊提⽰

• ⼾外智能攝像機—⾃動儲存訪客及
⾞輛出入的視頻紀錄

*以潔⼼林炳炎中學為例

連⼯包料價* 安裝時間*

約$7,000 約4⼩時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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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護(⼆)
咖啡室: 

• 只有當值校⼯配備⾨匙，檢查開關

智能咖啡室:

• 智能⾨鎖⽅便遙距開鎖，⽀援密碼/
指紋/匙卡，⼿機操控⾨鎖狀態

• ⾃動儲存⾨鎖開關紀錄，⽅便查閱

*以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為例

連⼯包料價* 安裝時間*

約$6,000 約3⼩時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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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智能攝像機

安全防護(三)⼤⾨入⼝: 
• 沒有保安監察
• 現場需要⼈⼿登記訪客及⾞輛出入紀錄

• 非執勤時段沒有訪客資料記錄

智能⼤⾨入⼝:
• ⼾外智能攝像機 —攝像機現場監控，提供⼿機視
頻及對話

• ⼿機遙距實時監察⼤⾨
• ⾃動儲存訪客及⾞輛出入的視頻紀錄

*以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為例

連⼯包料價* 安裝時間*

約$8,000 約4⼩時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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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序(⼀)普通禮堂: 

• 14個燈制 13部冷氣遙控

• 12個風扇制 2部投影機與屏幕

智能禮堂 :

只要⼀按制

全場燈光、冷氣、風扇

按需要開關

*以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為例

或

連⼯包料價* 安裝時間*

約$29,000 約8⼩時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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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序(⼆)普通禮堂: 
• 校⼯定時清潔禮堂，掃塵拖地

智能禮堂 :
只要⼀按制

智能吸塵拖地機⾃動為禮堂清潔消毒，

完成⼯作⾃動回充

*以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為例

或

連⼯包料價* 安裝時間*

約$7,800 約1⼩時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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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序(三)課室及⾛廊開關: 

普通課室

• 7個燈制 2個冷氣制

• 6個抽氣/風扇制 1個投影機制

智能課室 :

只要⼀按制

統⼀靈活操控，

⼀按制，操控全層9間課室及⾛廊

*以聖傑靈女⼦中學為例

或

連⼯包料價* 安裝時間*

全層課室約$29,000 約8⼩時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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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省能源(⼀)有蓋操場: 
• 需要⼈⼿開關所有電器如燈，風扇等
• 電制數量眾多，操控費時

智能有蓋操場 :
• 感應到⼈體存在會⾃動開燈、開風扇等

• 設定時間內偵測不到⼈體存在會⾃動關上
電器

• 電燈開關時間靈活排程，按時⾃動啟動
• 遠程監察智能設備狀態

*以余振強紀念中學為例

Yu Chun Keung Memorial College
余振強紀念中學

連⼯包料價* 安裝時間*

約$29,000 約8⼩時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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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省能源(⼆)健⾝室: 

• 8個燈制 10個風扇及冷氣制

• 校⼯每天關⾨時才檢查電器是否關上

智能健⾝室 :

• PIR紅外感應器⾃動偵測⼈流動態，室內無⼈時，
關上冷氣電燈，節省能源

*以⾦巴崙⻑老會耀道中學為例

連⼯包料價* 安裝時間*

約$9,000 約3⼩時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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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省能源(三)普通電腦室: 
• 每天晚上老師要為電腦筆記簿充電，檢查充電器電
⼒開關

智能電腦室 :
智能單插

• 遙距控制充電器電源開關，⾃動檢查電⼒流量，設
定當電流低於⽔平，表⽰充電完畢，⾃動關上充電
電源，節省能源，保護電腦筆記簿電池壽命

*以香港仔⼯業學校為例

連⼯包料價* 安裝時間*

約$1,000 約1⼩時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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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活動的應⽤智能溫室櫃 :

• 智能攝像機遠程監視狀況，觀察照料動植
物

• 溫濕度感應器知悉環境狀況，連接灑⽔設
備，⽅便打理

*以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為例

連⼯包料價* 安裝時間*

約$5,000 約2⼩時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



智能硬件⽅案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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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訂造智能報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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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使用報表

⺫標：

顯⽰及⽐較智能燈、⾵

扇及冷氣開啓期間(以⼩
時計)

好處：

客⼾可清楚知道在何地

點、何⽇及何時多⽤能

源

*以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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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及控制報表
⺫標：
1. 顯⽰每個已安裝智能產品
狀態(開/關/離線)

2. 在報表內開關智能開關制

好處：
1. 顯⽰所有已安裝智能產品
的安裝地點及實時狀態，
從⽽慳電費

2. 在任何地⽅都可遙距開關
智能產品

3. 可實時發現電器損壞
4. ⼀鍵開關全層智能產品

*以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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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院舍 零售
酒店及服務式
住宅物業及辦公室 工業

（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參考客⼾

公共事業
電訊及金融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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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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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客⼾

（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PO KOK PRIMARY SCHOOL
! " # $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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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客⼾

（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余振強紀念中學
Yu Chun Keung Memorial College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

THE METHODIST LEE WAI LEE COLLEGE

The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of Hong Kong 
Yuen Long Lutheran Secondary School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基督書院 CHRIST COLLEGE

元朗商會中學
Yuen Long Merchants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Baptist Lui Ming Choi Secondary School
浸 信 會 呂 明 才 中 學



（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大專院校 智能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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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牟利機構

參考客⼾

御峯

THE ALBANY
雅賓利大廈

Tregunter
地利根德閣

Village House 
獨立村屋

御駿居

Riverain Valley

Convention Plaza
Apartments

會景閣

KennedyHeights
堅麗閣

ISLAND RESORT
藍灣半島

Garden Terrace
花園台 Cragside Mansion

健身及娛樂

HKSKH St. James' Church
香港聖公會聖雅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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