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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缺乏有效、簡易、隨時隨地的運動數據蒐

集、儲存，乃至後續的加值應用，都是導致個人

運動履歷無法落實記錄的原因。試想如果每個人

能完整保存個人運動履歷，不論是對於個人健康

的追蹤與提升有助益外，對於預防醫學、健康保

險與食品等相關產業發展也將因運動數據的支持

而更加精準及有效。過往因受限於設備與環境而

不易做到的健康履歷，因著智慧手環、智慧運動

鞋等隨身裝置，智慧聯網型健身器材，5G高速

行動化雲端服務而得以實現。

Metaverse

體感科技結合大數據平台

　　目前全世界有百分之七十的死亡因素跟慢性病的

發生息息相關，常見的慢性病包括糖尿病、高膽固

醇、高血脂、高血壓、體重過重等。許多慢性病的發

生大多跟飲食及缺乏運動有關，但大多數的慢性病都

可透過有計劃性的運動來改善。根據美國運動醫學會

（ACSM）的建議[1]，成年人每星期至少要達到中等強

度的有氧運動150分鐘、或者是高強度有氧運動大約75

分鐘。一般初學者可以依體能情況慢慢增加有氧運動

的時間及強度，每天至少10分鐘，並且持之以恆有規

律的運動，就可以改善或預防慢性病的發生。

　　因國人多數沒有運動習慣，根據體育署統

計109年運動現況調查成果，國內運動人口達

82.8%，但持續規律運動比例僅約33% [2]，相

較於先進歐美國家，國人有規律運動人口比例

相對較少，加上國人飲食習慣，容易高油高鹽

高糖高蛋白，比較不忌口，因此國人慢性病發

生率也較開發中國家高。

　　另外因受疫情影響，為維持防疫社交距

離，導致國人的運動習慣改變，連同健身房或

照護中心相關業者也深受疫情困苦，經營方面

也出現瓶頸，許多業者也在尋找創新模式突破

現況的契機。近來元宇宙（Metaverse）的熱

門議題興起，如何建造一虛擬環境，可不受現

實環境侷限，將各種活動透過虛擬實境的方式

呈現。在健康促進方面，如何透過科技導入，

讓各項運動健身得以延伸或即時互動，以增加趣

味性並提高運動意願，並藉此規律性蒐集與儲存

個人運動數據，此為打破現況之重要議題。

　　因為資訊科技進步，加上物聯網與高速行

動應用普及，各類數據不斷地產生、蒐集、儲

存、分析、應用，數據量的成長速度已非昔日

可比擬。此外，一般人終其一生會有學歷、經

歷、病歷，甚至連飲食都關心生產履歷，但卻鮮

少聽說個人運動履歷，除去個人缺乏運動習慣

　　為吸引國人運動健身意願，資策會在經濟

部技術處科專計畫的支持之下，成立體感技術

研發團隊--「雄感動」[3]，(目前隸屬於資策會

創生處南區中心)，致力於擴增實境（英語：

Augmented Reality，簡稱：AR）及虛擬實境

（英語：Virtual Reality，簡稱：VR）沉浸式

的視覺享受、健身設備AIoT資料蒐集、雲端平

台的數據分析與圖表化視覺呈現，希望能帶給

大家「歡樂」、「健康」及「多元」的運動體

驗，讓運動不再是單調、乏味及受場域侷限的

活動，並藉此提供個人的運動數據管理服務。

因應各類運動情境需求，規劃智慧健身應用情

境並研發「雄感動」系統平台如圖1：

圖1.

雄感動-智慧健身

應用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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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缺乏有效、簡易、隨時隨地的運動數據蒐

集、儲存，乃至後續的加值應用，都是導致個人

運動履歷無法落實記錄的原因。試想如果每個人

能完整保存個人運動履歷，不論是對於個人健康

的追蹤與提升有助益外，對於預防醫學、健康保

險與食品等相關產業發展也將因運動數據的支持

而更加精準及有效。過往因受限於設備與環境而

不易做到的健康履歷，因著智慧手環、智慧運動

鞋等隨身裝置，智慧聯網型健身器材，5G高速

行動化雲端服務而得以實現。

Metaverse

體感科技結合大數據平台

　　目前全世界有百分之七十的死亡因素跟慢性病的

發生息息相關，常見的慢性病包括糖尿病、高膽固

醇、高血脂、高血壓、體重過重等。許多慢性病的發

生大多跟飲食及缺乏運動有關，但大多數的慢性病都

可透過有計劃性的運動來改善。根據美國運動醫學會

（ACSM）的建議[1]，成年人每星期至少要達到中等強

度的有氧運動150分鐘、或者是高強度有氧運動大約75

分鐘。一般初學者可以依體能情況慢慢增加有氧運動

的時間及強度，每天至少10分鐘，並且持之以恆有規

律的運動，就可以改善或預防慢性病的發生。

　　因國人多數沒有運動習慣，根據體育署統

計109年運動現況調查成果，國內運動人口達

82.8%，但持續規律運動比例僅約33% [2]，相

較於先進歐美國家，國人有規律運動人口比例

相對較少，加上國人飲食習慣，容易高油高鹽

高糖高蛋白，比較不忌口，因此國人慢性病發

生率也較開發中國家高。

　　另外因受疫情影響，為維持防疫社交距

離，導致國人的運動習慣改變，連同健身房或

照護中心相關業者也深受疫情困苦，經營方面

也出現瓶頸，許多業者也在尋找創新模式突破

現況的契機。近來元宇宙（Metaverse）的熱

門議題興起，如何建造一虛擬環境，可不受現

實環境侷限，將各種活動透過虛擬實境的方式

呈現。在健康促進方面，如何透過科技導入，

讓各項運動健身得以延伸或即時互動，以增加趣

味性並提高運動意願，並藉此規律性蒐集與儲存

個人運動數據，此為打破現況之重要議題。

　　因為資訊科技進步，加上物聯網與高速行

動應用普及，各類數據不斷地產生、蒐集、儲

存、分析、應用，數據量的成長速度已非昔日

可比擬。此外，一般人終其一生會有學歷、經

歷、病歷，甚至連飲食都關心生產履歷，但卻鮮

少聽說個人運動履歷，除去個人缺乏運動習慣

　　為吸引國人運動健身意願，資策會在經濟

部技術處科專計畫的支持之下，成立體感技術

研發團隊--「雄感動」[3]，(目前隸屬於資策會

創生處南區中心)，致力於擴增實境（英語：

Augmented Reality，簡稱：AR）及虛擬實境

（英語：Virtual Reality，簡稱：VR）沉浸式

的視覺享受、健身設備AIoT資料蒐集、雲端平

台的數據分析與圖表化視覺呈現，希望能帶給

大家「歡樂」、「健康」及「多元」的運動體

驗，讓運動不再是單調、乏味及受場域侷限的

活動，並藉此提供個人的運動數據管理服務。

因應各類運動情境需求，規劃智慧健身應用情

境並研發「雄感動」系統平台如圖1：

圖1.

雄感動-智慧健身

應用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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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IoT體感控制盒（雄感動BOX），可

連結至各類運動器材或醫療復健設備，如：飛

輪、划船機、橢圓機、手腳復健主被動設備、

交互推舉器、In body身體組成量測儀等，並透

過RFID感應辨識使用者身份，達到即時蒐集

設備資訊如飛輪速度等，以及整合8種不同穿

戴式心律手環，並同步將運動數據即時上傳至

雲端平台，使用者也可將運動履歷之成果表現

分享至Facebook，以增進人與人之間的運動

交流互動。

越快，設備前置風扇轉速也會越快，就像在戶

外感受到涼風陣陣，並配合數位內容呈現，當

騎乘至花欉旁，會自動啟動香氛噴霧，淡淡清

香撲鼻而來，讓人身心舒暢，猶如倘佯在大自

然中，免外出也可沉浸山林河海中，進而提高

使用者運動意願，如圖4所示。

　　在醫療復健方面，透過復健設備交互推舉

器，並結合VR遊戲來改變以往傳統的復健方

式，增進復健意願及成效，故雄感動團隊開發

　　為驗證研發成果確實有效，目前已將體感

運動設備VR飛輪及VR划船機導入至鳳山運動

園區進行場域實證，吸引學員來體驗，並為業者

增加新客戶，實證場域如圖6所示。在訓練過程

中，學員的訓練數據如心率、速度、距離等，即

時感測並透過體感控制盒上傳至雄感動雲端平

台，在運動健身同時也記錄學員實際運動數據，

並即時回傳騎行姿勢矯正提醒（3組檢測，6組

提示），避免訓練傷害，提升整體訓練效果。

　　因應人口高齡需求，各縣市皆有設日照中

心或老人活動中心，日間照顧中心就像老人的

「幼兒園」，每天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開放，

由專車或家屬自行將長輩送到日照中心，晚上

再將長輩接回家。照服員每天會為長者提供不

同的課程，帶長者做一些活動，以促進健康或

延緩失能，業者也希望導入相關復健設備，並

隨時記錄長者在日照中心的活動狀況，雄感動

團隊將體感互動交互推舉器導入至高雄幸福日

照中心及旭安日照中心，提供給日照中心的長

者使用，如圖7、圖8所示。

　　日照中心會定期為長者量測肌力並搭配復

健設備，提供長者適當的課程，透過此套體感

互動交互推舉器，搭配體感釣魚遊戲，長者於

手部運動時，每推行一次，遊戲主角就會釣起

一隻魚，並藉由釣起的魚種不同，也可同時訓

練長者認知學習能力。照服員因導入此套健促

系統，更能掌握長者身體狀況，未來也會陸續

在日照中心導入更完整的體感復健設備，如上

推舉機、勾腳機、平推舉機等，可讓長者在日

照中心有更完整的訓練紀錄，在訓練過程中長

者也不枯燥乏味，透過體感遊戲互動過程中，

讓長者更有意願自我提升身體狀況。

出如圖5所示「體感互動交互推舉器」，透過超

音波感測器，可感測使用者推行距離，紀錄使

用者使用砝碼重量，並將相關數據傳至雲端平

台，可讓患者與醫師討論每次復健歷程，都可

透過平台紀錄，更進一步瞭解使用者復健是否

確實執行，並有量化數據可供醫師評估成效。

　　另外也為了改善醫護人員需要同一時間照

顧多位患者的狀況下，此系統能夠設定每次使

用者需要復健的高度及動作停留時間，以確保

每次使用者的復健參數都可以符合醫生建議，

醫護人員也能於當次復健結束後透過雲端平台

來瞭解當次使用者復健之情形，並能夠輔助醫

護人員記錄患者當次復健資訊，提升醫護人員

的工作效率。

圖4. 

運動器材結合體感科技

情境呈現

圖3. 

個人運動履歷表報告

圖2. 

雄感動服務平台服務內容

圖5. 體感互動交互推舉器

圖7. 

體感互動交互

推舉器於高雄

幸福日照中心

實證

圖8. 

體感互動交互

推舉器於高雄

旭安日照中心

實證

圖6.

產品（VR划船（左）和VR飛輪

（右））部署在高雄鳳山運動園

區，協助教練員訓練，吸引許多

學員體驗

場域實證

　　個人運動履歷平台服務

內容如圖2所示，透過體感控

制盒蒐集健身時相關心率、

速度，時間、距離的變化，

來推算運動時燃燒卡路里、

運動強度、疲勞指數、最大

含氧量等數據，並提供完整

的個人健康履歷報告如圖3所

示，包括提供動態歷史資料

查詢，並結合專業教練指導，

提供給運動者精準的數據分

析及運動處方箋建議。 

　　為增加國人運動意願並

為運動及實境遊戲業者尋找

創新應用模式，雄感動團隊

成功運用體感科技，透過VR 

360虛擬或實景畫面呈現，

讓室內運動延伸至戶外乃至

全世界，彷彿身歷其境般戶

外感受，並伴隨著騎乘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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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IoT體感控制盒（雄感動BOX），可

連結至各類運動器材或醫療復健設備，如：飛

輪、划船機、橢圓機、手腳復健主被動設備、

交互推舉器、In body身體組成量測儀等，並透

過RFID感應辨識使用者身份，達到即時蒐集

設備資訊如飛輪速度等，以及整合8種不同穿

戴式心律手環，並同步將運動數據即時上傳至

雲端平台，使用者也可將運動履歷之成果表現

分享至Facebook，以增進人與人之間的運動

交流互動。

越快，設備前置風扇轉速也會越快，就像在戶

外感受到涼風陣陣，並配合數位內容呈現，當

騎乘至花欉旁，會自動啟動香氛噴霧，淡淡清

香撲鼻而來，讓人身心舒暢，猶如倘佯在大自

然中，免外出也可沉浸山林河海中，進而提高

使用者運動意願，如圖4所示。

　　在醫療復健方面，透過復健設備交互推舉

器，並結合VR遊戲來改變以往傳統的復健方

式，增進復健意願及成效，故雄感動團隊開發

　　為驗證研發成果確實有效，目前已將體感

運動設備VR飛輪及VR划船機導入至鳳山運動

園區進行場域實證，吸引學員來體驗，並為業者

增加新客戶，實證場域如圖6所示。在訓練過程

中，學員的訓練數據如心率、速度、距離等，即

時感測並透過體感控制盒上傳至雄感動雲端平

台，在運動健身同時也記錄學員實際運動數據，

並即時回傳騎行姿勢矯正提醒（3組檢測，6組

提示），避免訓練傷害，提升整體訓練效果。

　　因應人口高齡需求，各縣市皆有設日照中

心或老人活動中心，日間照顧中心就像老人的

「幼兒園」，每天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開放，

由專車或家屬自行將長輩送到日照中心，晚上

再將長輩接回家。照服員每天會為長者提供不

同的課程，帶長者做一些活動，以促進健康或

延緩失能，業者也希望導入相關復健設備，並

隨時記錄長者在日照中心的活動狀況，雄感動

團隊將體感互動交互推舉器導入至高雄幸福日

照中心及旭安日照中心，提供給日照中心的長

者使用，如圖7、圖8所示。

　　日照中心會定期為長者量測肌力並搭配復

健設備，提供長者適當的課程，透過此套體感

互動交互推舉器，搭配體感釣魚遊戲，長者於

手部運動時，每推行一次，遊戲主角就會釣起

一隻魚，並藉由釣起的魚種不同，也可同時訓

練長者認知學習能力。照服員因導入此套健促

系統，更能掌握長者身體狀況，未來也會陸續

在日照中心導入更完整的體感復健設備，如上

推舉機、勾腳機、平推舉機等，可讓長者在日

照中心有更完整的訓練紀錄，在訓練過程中長

者也不枯燥乏味，透過體感遊戲互動過程中，

讓長者更有意願自我提升身體狀況。

出如圖5所示「體感互動交互推舉器」，透過超

音波感測器，可感測使用者推行距離，紀錄使

用者使用砝碼重量，並將相關數據傳至雲端平

台，可讓患者與醫師討論每次復健歷程，都可

透過平台紀錄，更進一步瞭解使用者復健是否

確實執行，並有量化數據可供醫師評估成效。

　　另外也為了改善醫護人員需要同一時間照

顧多位患者的狀況下，此系統能夠設定每次使

用者需要復健的高度及動作停留時間，以確保

每次使用者的復健參數都可以符合醫生建議，

醫護人員也能於當次復健結束後透過雲端平台

來瞭解當次使用者復健之情形，並能夠輔助醫

護人員記錄患者當次復健資訊，提升醫護人員

的工作效率。

圖4. 

運動器材結合體感科技

情境呈現

圖3. 

個人運動履歷表報告

圖2. 

雄感動服務平台服務內容

圖5. 體感互動交互推舉器

圖7. 

體感互動交互

推舉器於高雄

幸福日照中心

實證

圖8. 

體感互動交互

推舉器於高雄

旭安日照中心

實證

圖6.

產品（VR划船（左）和VR飛輪

（右））部署在高雄鳳山運動園

區，協助教練員訓練，吸引許多

學員體驗

場域實證

　　個人運動履歷平台服務

內容如圖2所示，透過體感控

制盒蒐集健身時相關心率、

速度，時間、距離的變化，

來推算運動時燃燒卡路里、

運動強度、疲勞指數、最大

含氧量等數據，並提供完整

的個人健康履歷報告如圖3所

示，包括提供動態歷史資料

查詢，並結合專業教練指導，

提供給運動者精準的數據分

析及運動處方箋建議。 

　　為增加國人運動意願並

為運動及實境遊戲業者尋找

創新應用模式，雄感動團隊

成功運用體感科技，透過VR 

360虛擬或實景畫面呈現，

讓室內運動延伸至戶外乃至

全世界，彷彿身歷其境般戶

外感受，並伴隨著騎乘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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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IoT體感控制盒（雄感動BOX），可

連結至各類運動器材或醫療復健設備，如：飛

輪、划船機、橢圓機、手腳復健主被動設備、

交互推舉器、In body身體組成量測儀等，並透

過RFID感應辨識使用者身份，達到即時蒐集

設備資訊如飛輪速度等，以及整合8種不同穿

戴式心律手環，並同步將運動數據即時上傳至

雲端平台，使用者也可將運動履歷之成果表現

分享至Facebook，以增進人與人之間的運動

交流互動。

結論

　　近年來最熱門任天堂推出Switch主機配合

配件健身環（Ring-Con）及腿部固定帶，吸引

不少原本不喜愛運動的族群，透過遊戲互動的

趣味性，在遊戲中不知不覺已達到健身效果，

在日本更有粉絲利用任天堂健身環，以及搭配

健康飲食方式，有效瘦身減肥成功。

　　雄感動團隊導入體感運動解決方案至運動園

區及日照中心，並蒐集200名問卷回饋，如表1滿

意度調查(分數從1至10，分數越高代表對此項體

驗越滿意)，有94%的人在分數7以上，代表體感

資策會數位服務創新研究所副主任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科學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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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快，設備前置風扇轉速也會越快，就像在戶

外感受到涼風陣陣，並配合數位內容呈現，當

騎乘至花欉旁，會自動啟動香氛噴霧，淡淡清

香撲鼻而來，讓人身心舒暢，猶如倘佯在大自

然中，免外出也可沉浸山林河海中，進而提高

使用者運動意願，如圖4所示。

　　在醫療復健方面，透過復健設備交互推舉

器，並結合VR遊戲來改變以往傳統的復健方

式，增進復健意願及成效，故雄感動團隊開發

　　為驗證研發成果確實有效，目前已將體感

運動設備VR飛輪及VR划船機導入至鳳山運動

園區進行場域實證，吸引學員來體驗，並為業者

增加新客戶，實證場域如圖6所示。在訓練過程

中，學員的訓練數據如心率、速度、距離等，即

時感測並透過體感控制盒上傳至雄感動雲端平

台，在運動健身同時也記錄學員實際運動數據，

並即時回傳騎行姿勢矯正提醒（3組檢測，6組

提示），避免訓練傷害，提升整體訓練效果。

　　因應人口高齡需求，各縣市皆有設日照中

心或老人活動中心，日間照顧中心就像老人的

「幼兒園」，每天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開放，

由專車或家屬自行將長輩送到日照中心，晚上

再將長輩接回家。照服員每天會為長者提供不

同的課程，帶長者做一些活動，以促進健康或

延緩失能，業者也希望導入相關復健設備，並

隨時記錄長者在日照中心的活動狀況，雄感動

團隊將體感互動交互推舉器導入至高雄幸福日

照中心及旭安日照中心，提供給日照中心的長

者使用，如圖7、圖8所示。

　　日照中心會定期為長者量測肌力並搭配復

健設備，提供長者適當的課程，透過此套體感

互動交互推舉器，搭配體感釣魚遊戲，長者於

手部運動時，每推行一次，遊戲主角就會釣起

一隻魚，並藉由釣起的魚種不同，也可同時訓

練長者認知學習能力。照服員因導入此套健促

科技結合運動或復健，在體驗上令人覺得滿意並

可接受，對於此項結合也能讓使用者更有意願進

行健康促進的活動，並完成課程內容。

   對於平台數據蒐集及功能調查，如表2所

示，多數人比較在意運動數據心率、肌力、肺

活量的表現，其次是卡路里。心率主要反映的

是攝氧量，進而反映了運動強度，一般耐久性

運動經常使用心率做為運動強度的指標。因此

，心率會反映攝氧量，當運動強度變大時，身

體的攝氧量會隨之提高，所以心率變得更高。

表1.

體驗滿意度調查

表2.

數據蒐集及功能

調查

   對於日照中心的長者，較在意肌力的流失

率，如何透過體感運動，可讓復健運動不要太

單調，能激起長者進行復健運動之興趣、以及

提高長者進行復健運動之自主機制。透過平台

數據管理，更能提供使用者或教練、居服員，

對學員身體狀況的即時掌握，進而可以做到客

製化的訓練管理及計劃。學員在運動方面有清

楚的運動履歷報告，透過數據量化後，更清楚

每天達成的目標，並且有良好成效反應在學員

身上，學員也更容易有意願參與相關課程安

排，業者因此讓營運服務加值，顧客回客率明

顯提升，改善營運績效。

   透過以上的說明與案例，雄感動團隊已初步

驗證體感+數據+運動的確實有效性，未來除了進

一步擴大整合各類設備與數據外，也會嘗試擴大

數據分析與管理的應用，並結合與運動履歷相關

的產業生態系共同發展創新服務，誠摯歡迎醫界

及產學各界共同來合作。

系統，更能掌握長者身體狀況，未來也會陸續

在日照中心導入更完整的體感復健設備，如上

推舉機、勾腳機、平推舉機等，可讓長者在日

照中心有更完整的訓練紀錄，在訓練過程中長

者也不枯燥乏味，透過體感遊戲互動過程中，

讓長者更有意願自我提升身體狀況。

出如圖5所示「體感互動交互推舉器」，透過超

音波感測器，可感測使用者推行距離，紀錄使

用者使用砝碼重量，並將相關數據傳至雲端平

台，可讓患者與醫師討論每次復健歷程，都可

透過平台紀錄，更進一步瞭解使用者復健是否

確實執行，並有量化數據可供醫師評估成效。

　　另外也為了改善醫護人員需要同一時間照

顧多位患者的狀況下，此系統能夠設定每次使

用者需要復健的高度及動作停留時間，以確保

每次使用者的復健參數都可以符合醫生建議，

醫護人員也能於當次復健結束後透過雲端平台

來瞭解當次使用者復健之情形，並能夠輔助醫

護人員記錄患者當次復健資訊，提升醫護人員

的工作效率。

　　個人運動履歷平台服務

內容如圖2所示，透過體感控

制盒蒐集健身時相關心率、

速度，時間、距離的變化，

來推算運動時燃燒卡路里、

運動強度、疲勞指數、最大

含氧量等數據，並提供完整

的個人健康履歷報告如圖3所

示，包括提供動態歷史資料

查詢，並結合專業教練指導，

提供給運動者精準的數據分

析及運動處方箋建議。 

　　為增加國人運動意願並

為運動及實境遊戲業者尋找

創新應用模式，雄感動團隊

成功運用體感科技，透過VR 

360虛擬或實景畫面呈現，

讓室內運動延伸至戶外乃至

全世界，彷彿身歷其境般戶

外感受，並伴隨著騎乘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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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IoT體感控制盒（雄感動BOX），可

連結至各類運動器材或醫療復健設備，如：飛

輪、划船機、橢圓機、手腳復健主被動設備、

交互推舉器、In body身體組成量測儀等，並透

過RFID感應辨識使用者身份，達到即時蒐集

設備資訊如飛輪速度等，以及整合8種不同穿

戴式心律手環，並同步將運動數據即時上傳至

雲端平台，使用者也可將運動履歷之成果表現

分享至Facebook，以增進人與人之間的運動

交流互動。

結論

　　近年來最熱門任天堂推出Switch主機配合

配件健身環（Ring-Con）及腿部固定帶，吸引

不少原本不喜愛運動的族群，透過遊戲互動的

趣味性，在遊戲中不知不覺已達到健身效果，

在日本更有粉絲利用任天堂健身環，以及搭配

健康飲食方式，有效瘦身減肥成功。

　　雄感動團隊導入體感運動解決方案至運動園

區及日照中心，並蒐集200名問卷回饋，如表1滿

意度調查(分數從1至10，分數越高代表對此項體

驗越滿意)，有94%的人在分數7以上，代表體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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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快，設備前置風扇轉速也會越快，就像在戶

外感受到涼風陣陣，並配合數位內容呈現，當

騎乘至花欉旁，會自動啟動香氛噴霧，淡淡清

香撲鼻而來，讓人身心舒暢，猶如倘佯在大自

然中，免外出也可沉浸山林河海中，進而提高

使用者運動意願，如圖4所示。

　　在醫療復健方面，透過復健設備交互推舉

器，並結合VR遊戲來改變以往傳統的復健方

式，增進復健意願及成效，故雄感動團隊開發

　　為驗證研發成果確實有效，目前已將體感

運動設備VR飛輪及VR划船機導入至鳳山運動

園區進行場域實證，吸引學員來體驗，並為業者

增加新客戶，實證場域如圖6所示。在訓練過程

中，學員的訓練數據如心率、速度、距離等，即

時感測並透過體感控制盒上傳至雄感動雲端平

台，在運動健身同時也記錄學員實際運動數據，

並即時回傳騎行姿勢矯正提醒（3組檢測，6組

提示），避免訓練傷害，提升整體訓練效果。

　　因應人口高齡需求，各縣市皆有設日照中

心或老人活動中心，日間照顧中心就像老人的

「幼兒園」，每天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開放，

由專車或家屬自行將長輩送到日照中心，晚上

再將長輩接回家。照服員每天會為長者提供不

同的課程，帶長者做一些活動，以促進健康或

延緩失能，業者也希望導入相關復健設備，並

隨時記錄長者在日照中心的活動狀況，雄感動

團隊將體感互動交互推舉器導入至高雄幸福日

照中心及旭安日照中心，提供給日照中心的長

者使用，如圖7、圖8所示。

　　日照中心會定期為長者量測肌力並搭配復

健設備，提供長者適當的課程，透過此套體感

互動交互推舉器，搭配體感釣魚遊戲，長者於

手部運動時，每推行一次，遊戲主角就會釣起

一隻魚，並藉由釣起的魚種不同，也可同時訓

練長者認知學習能力。照服員因導入此套健促

科技結合運動或復健，在體驗上令人覺得滿意並

可接受，對於此項結合也能讓使用者更有意願進

行健康促進的活動，並完成課程內容。

   對於平台數據蒐集及功能調查，如表2所

示，多數人比較在意運動數據心率、肌力、肺

活量的表現，其次是卡路里。心率主要反映的

是攝氧量，進而反映了運動強度，一般耐久性

運動經常使用心率做為運動強度的指標。因此

，心率會反映攝氧量，當運動強度變大時，身

體的攝氧量會隨之提高，所以心率變得更高。

表1.

體驗滿意度調查

表2.

數據蒐集及功能

調查

   對於日照中心的長者，較在意肌力的流失

率，如何透過體感運動，可讓復健運動不要太

單調，能激起長者進行復健運動之興趣、以及

提高長者進行復健運動之自主機制。透過平台

數據管理，更能提供使用者或教練、居服員，

對學員身體狀況的即時掌握，進而可以做到客

製化的訓練管理及計劃。學員在運動方面有清

楚的運動履歷報告，透過數據量化後，更清楚

每天達成的目標，並且有良好成效反應在學員

身上，學員也更容易有意願參與相關課程安

排，業者因此讓營運服務加值，顧客回客率明

顯提升，改善營運績效。

   透過以上的說明與案例，雄感動團隊已初步

驗證體感+數據+運動的確實有效性，未來除了進

一步擴大整合各類設備與數據外，也會嘗試擴大

數據分析與管理的應用，並結合與運動履歷相關

的產業生態系共同發展創新服務，誠摯歡迎醫界

及產學各界共同來合作。

系統，更能掌握長者身體狀況，未來也會陸續

在日照中心導入更完整的體感復健設備，如上

推舉機、勾腳機、平推舉機等，可讓長者在日

照中心有更完整的訓練紀錄，在訓練過程中長

者也不枯燥乏味，透過體感遊戲互動過程中，

讓長者更有意願自我提升身體狀況。

出如圖5所示「體感互動交互推舉器」，透過超

音波感測器，可感測使用者推行距離，紀錄使

用者使用砝碼重量，並將相關數據傳至雲端平

台，可讓患者與醫師討論每次復健歷程，都可

透過平台紀錄，更進一步瞭解使用者復健是否

確實執行，並有量化數據可供醫師評估成效。

　　另外也為了改善醫護人員需要同一時間照

顧多位患者的狀況下，此系統能夠設定每次使

用者需要復健的高度及動作停留時間，以確保

每次使用者的復健參數都可以符合醫生建議，

醫護人員也能於當次復健結束後透過雲端平台

來瞭解當次使用者復健之情形，並能夠輔助醫

護人員記錄患者當次復健資訊，提升醫護人員

的工作效率。

　　個人運動履歷平台服務

內容如圖2所示，透過體感控

制盒蒐集健身時相關心率、

速度，時間、距離的變化，

來推算運動時燃燒卡路里、

運動強度、疲勞指數、最大

含氧量等數據，並提供完整

的個人健康履歷報告如圖3所

示，包括提供動態歷史資料

查詢，並結合專業教練指導，

提供給運動者精準的數據分

析及運動處方箋建議。 

　　為增加國人運動意願並

為運動及實境遊戲業者尋找

創新應用模式，雄感動團隊

成功運用體感科技，透過VR 

360虛擬或實景畫面呈現，

讓室內運動延伸至戶外乃至

全世界，彷彿身歷其境般戶

外感受，並伴隨著騎乘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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