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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真的要管理健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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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健康動態變化及歸因 

• 健康生活是多元組合 

• 健康對策需要做彈性調整 

• 健康執行需要溝通平台 

• 身體裡住了一位醫生 

• 串連環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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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力管理 
健康 

健康管理 
有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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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2015 
健康促進先驅者 
 
台灣   40人 
 
大陸           101人 

健康管理先驅者 
 
台灣   27人 
 
大陸             69人 
 

 
關注健康 

 
落實 

健康行為 

 
散播觀念 
意見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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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隊 
運動員 

運動教
學人員 

民間路
跑團體
管理員 

運動 
新手 

運動 
老鳥 

過敏兒 
父母 

科技 
狂熱者 

減肥 

居家 
看護 

運動用品
店 
老闆 

軟體 
開發者 

感受到 
生理退
化 

醫護 
人員 

生過 
大病 

從小 
健康 
沒病痛 

自覺亞
健康者 

照顧 
家人 

重環境 
勇於糾
舉 

海外運
動賽事
參加者 

家中採
買食物
主力 

外食族 

極限運動
者 

• 為了健康，近三年做過3項以上的生活調整 

• 主動瞭解自己或家人健康變化 

• 透過２種以上的工具了解生理資訊 

• 部分受訪者持續使用穿戴裝置6個月以上 

2015健康管理先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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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HOW WHAT 

價值 方法 標的 
回歸價值 
思考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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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hor 
狀態定錨 

Action 
採取行動 

回饋 

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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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感知指標 

肥胖/肚子 痠痛*2 

累/懶/沒精神 力不足*3 

嗜睡/睡不飽 暴躁 

黑眼圈 壓力大 

體力體能 皮膚乾燥 

喘/呼吸不順 肌肉鬆垮 

虛汗 脹氣 

暈昏 

生理體檢指標 

脂肪肝 心跳 

血脂 肺活量 

三酸甘油脂 病*1 

血壓 過敏 

血糖 聽力 

體重 骨質密度 

病*1 ：發燒/鼻炎/便祕/咳

嗽/肝炎/頸椎病/胃痛/氣色

差/胸悶/甲狀腺亢進/過敏/

早搏/心率不齊 

主客觀生理、心理、環境狀態定錨 

環境品質指標 

霧霾/PM2.5 悶 

甲醛 菸味 

濕度 噪音 

二氧化碳 漂白水味 

懸浮粒子 重金屬 

灰塵 紫外線 

痠痛*2：頭肩頸痛/腿腫脹/滑

鼠手/關節痛/腰骨痛      

力不足*3 ：走路腳要有力/工

作要手勁/抱小孩 



10 著作權屬於智榮基金會龍吟研論享有，引用請註明「智榮基金會2016龍吟趨勢研究」 

生理體檢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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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體檢指標類 
大陸 

(N=69) 
台灣 

(N=27) 

體重／體脂肪 40% 41% 

血壓 11% 19% 

心跳脈搏 10% 7% 

血糖 5% 7% 

血氧 5% 0% 

體溫 3% 4% 

視力 2% 4% 

聽力 2% 0% 

擔心罹患疾病或疾病惡化是管理契機 

罹患慢性病、 

有家庭遺傳疾病者為眾 

先驅消費者最在意的前三項指標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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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型 隨身型 居家型 

與醫院及個人歷史校準 

醫院量測數據 個人生理數據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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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期 控制期 

危險期 

健康 

生理數據管理關鍵時刻 

當危機感消失，量測值變異不大時， 
驅動力變小，行動易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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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壓計放在床旁邊。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把它套上
來就按。早上起床前一次，然後睡覺前一次。 

台北，63歲，男性 

創造量測下一個指標的心理驅力 

每次量完會用腦記住自己及婆婆的數值，
而不是用紙筆記下來，對她而言，是一
個順便考驗記憶力，避免老人痴呆的遊
戲。 

高雄，64歲，女性 
每天都會為家人量測耳溫，確認沒有發燒。 

台北，26歲，男性 

為家人而做 

創造量測的附加價值 

易用易取為基本 每天可能花几分钟量血压。如果你真的有
状况的话，你赶紧去找医生，赶紧治好，
就会好一点。 

廣州 ，31歳，女性 

讓自己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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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重點-異常時，有人即時諮詢 
提供自行處理對策或就醫對策 

專業醫師協助判讀生理狀況 連結專業醫療，危機狀況時， 
有緊急通報路徑 



16 著作權屬於智榮基金會龍吟研論享有，引用請註明「智榮基金會2016龍吟趨勢研究」 

個人感知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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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象/

社交 

疾病 
相關 

生理 
綜合 
表現 

虽然我不知道睡眠 
到底牵扯到哪个神经， 
但是我觉得睡眠好的人 
精气神肯定比较好。身体
内部消化比较好。所以我
觉得睡眠是体现人的精神
状态與体现内部机构。 

 北京，34歲，女性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跟睡眠有直接的联系。看到 

氣色差的人會觉得他心情很疲惫，
觉得他应该有一些烦心事，可能需

要帮助。北京，32歲，女性 

EQ影響很大， 
會影響到我的身體狀況。 

整天一直繃著或心情不好，身
體的免疫系統就變差，就容易
生病。心情不好肝腎都會不好，
因為腎上腺素都一直在分泌，
我們交感神經太強，整個器官
都一直很亢奮沒有休息狀態，
就容易生病。會便秘不然就是
拉肚子、耳鳴、睡不著。 

 台北，52歲，男性 

体力体能不好就代表 
你老了。年纪大的人体力
稍微差一些。体力体能表
现你的精力，精力旺盛，
另外体力体能好，其它其
实也就都不在话下了。 
北京，43歲，女性 

有的人性格特别暴躁，
特别喜欢发脾气什么的，

肝脏肯定不好。 
上海，34歲，男性 

肤质状况是综合 
体现。包括运动、 

健身，对身体素质的监测， 
全部体现在肤质状况上。 
女人肤色红润，就说明 
这个女人很健康。 
北京，43歲，女性 

觉得这次态度太恶劣 
会影响大家的感情，其实家
人也经常提醒我。他们知道
我的脾气，就说有些事情可
以先冷静15分钟之后，再看
有没有必要这样骂，有些话
你说出口很难收回去的。 

 廣州，30歲，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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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感知指標，與生活品質及疾病相關 

個人感知指標類 
大陸 

(N=69) 
台灣 

(N=27) 

攝取營養／熱量 57% 30% 
睡眠品質 32% 41% 
體力體能 29% 11% 
心情起伏 22% 26% 
運動健身狀態 18% 30% 
喝水頻率／量 16% 15% 
膚質/皮膚狀況 16% 11% 
排便尿液 13% 4% 
氣色口氣 8% 4% 
體態 2% 7% 
排汗 2% 4% 

不分有無罹患疾病， 

人們皆會透過自我感知指標 

動態了解自身的健康變化 

先驅消費者最在意的前三項指標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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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力體能的重要性 

體力是一
切的根本 

體力是老化 
的預測指標 

體力體能是
健康的前哨

站 

體力與生理 
狀況環環相扣 

因为体力体能不好了就
代表你老了，肯定的。
你想年纪大的人体力稍
微差一些，体能也会差
一些，体力体能表现一
个就是你的精力方面，
精力旺盛，另外体力体
能好，其它这些其实也
就都不在话下了。 

北京，43歲，女性 

過了一定年齡的時候，體
力就是會慢慢掉…以前你
上去打球可以一次撐個三
十分鐘或一個小時都不會
覺得很累，但現在可能大
概三十五、四十分鐘就覺
得不行了…其實自己都會
感覺到。 

台北，40歲，男性 

体力就是代表一个人的
精神面貌。体力好了才
能够显示一个人的精神
面貌。體力好你要出去
旅游，那你没有好的体
力你根本就完成不了这
个。工作要做一天，也
是需要体力，你没有体
力就没有办法把这个工
作完成。 

廣州，48歲，女性 

我觉得这个直接跟身体
素质有直接关系体力好
体能耐力都好，身体各
个方面可能还比较好，
稍微一动就体力就跟不
上可能跟你这个各个器
官的活动量不够有关系 
 

北京，33歲，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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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數據與感知的連結 

注意力不集中 

容易累 

走路爬樓梯會喘 

精神疲勞 

主觀 
判定 

壓力／心理狀態 

運動數據 

生理數據 

數據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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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需在挑選當下，調整營養攝取量 

• 個人營養缺乏狀況 

• 家人營養缺乏狀況 

• 體重 

• 口氣 

• 氣色/膚況 

• 排便尿液/ 排汗 

 

 

• 針對個人生理狀態或

近期飲食紀錄，以營

養為核心的餐點變化

建議 

• 需外力輔助或提醒攝

取量，維持平衡 

• 需要外力協助提供身

體缺少何種營養素的

建議 

機器可以得到你所有資料，健康
資料卡路里這些，然後幫你泡一
杯最適合你的卡路里咖啡還什麼。
我覺得看起來很實用。他會針對
你的健康狀況去調配適合你的飲
料。如果它調配出來的就是健康
的，就是不會增加你負擔一樣可
以喝。現在不能喝飲料，都喝水，
因為不知道裡面原成份是什麼。 

台北，26歲，女性 

    狀態定錨   連結數據與感知  調整行動 

• 餐食卡路里分析 

• 餐食營養成份分析 

• 人體營養量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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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需環境輔助及自動支援 

• 深度淺度睡眠比例 

• 睡眠總時數 

• 醒來次數 

• 快速動眼期時間比 

 
看小米睡眠APP，自己感覺，
我那一天走路走比較多或者
比較累深眠時數會較長，會
比較連續。…。深層睡眠其
實不一定會隨著睡覺時數做
一定比例的增加。我禮拜六
走路走比較多，然後深層睡
眠就會比較長可是整體睡眠
時數並不會很長。 

台中，29歲，男性 
 

今年开始会做梦，做梦感觉
很累，感觉大脑没休息，大
脑皮层在兴奋状态。我想知
道是睡了还是没睡。…。做梦
的时候会特别查一下小米，
看睡眠程度。到底睡着了没，
做梦不知道做了多久。…。我
想知道我实际睡眠是多少。
實際睡眠是深层睡眠，要大
部分。 

廣州，35歲，男性 

用Sleeptime APP，它會告訴你
說，你什麼時候是清醒的，什
麼時候是淺眠。用這個APP，
可以讓自己了解睡眠有什麼要
改善的地方，如果你淺眠太多
的話，就會影響自己的身體，
所以可能會督促自己，以後盡
量咖啡喝少點，或是早上喝，
中午以後就不要喝了。 

台北，46歲，男性 

• 環境調整，透過五覺舒緩

與安定心神 

• 運動量調整 

• 飲食組合調整 

• 疲累 

• 黑眼圈 

• 做夢 

    狀態定錨   連結數據與感知  調整行動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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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想像) 根据你的脚步重量、热量，传感装置判
断你今天进来，跟昨天进来是不是不一样，有没
有差别。今天进来脚步重，判断你的心情，给一
些建议，如果心情好的话，再调一些氛围，放音
乐，如果心情不好的话能调一些暗一点的色调，
换点心情。 

北京，20歲，男性 

“ ” 

心情不好的外顯指標 物理治療 

外物舒壓 

轉念／宗教 

運動 

環境優化 

• 肝火旺 

• 食慾 

• 失眠 

• 心情 

 

心理狀況及壓力 

    狀態定錨   連結數據與感知  調整行動 

沉香…聞它真的心裡自然平靜，你沒有什麼心情起
伏，你即使心情再不好都自然平靜。起碼可以維
持四個小時，不去多想事情…自己會覺得清了…感
覺腦袋清了，心裡就平了。 

台北，61歲，女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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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力、體能狀態 

• 痠痛／身體損傷 

• 累 

• 喘 

• 力不足 

• 胖 

• 運動效能 

• 運動能量消耗  

• 運動風險預警 

• 發力位置、姿勢矯正 

• 肌肉量 

• 透過運動中或運動後的 

生理數據了解身體狀況 

• 掌握運動歷程變化， 

有助找出異常值的原因 

• 透過鍛鍊身體， 

預防身體損傷  

運動從回顧後下次調整，到即知即調 

    狀態定錨   連結數據與感知  調整行動 

我今天跑步，建议我跑步，
用7分力可以，不用10分力，
可以给我一个具体的参数…
我觉得一个装置和一个软体
结合起来才最重要。 

上海，32歲，男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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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需透過陪跑等方式，協助控制輸出 

即時提醒協助控制輸出，保持最佳體能／狀況完成目標 

我會根据数据打球，数据不好可以不打球，

我今天想打就打了，这个阶段容易受伤的，

我可能会强度小一点...我是根据数据来，我

今天的状态不适合再打球，我的脚踝有点错

位，数据告诉我可以休息了。 

上海，32歲，男性 

“           ” 

運動當下需提醒，避免運動風險 

我今天感覺到手很痛，可是我可能不會去特別在意，

但是如果有這個，你裝上去就說你今天哪裡是肌腱發

炎了，應該要注意什麼的，或者要去看醫生…之前打

球受傷去推拿，或許不能這樣隨便處理，就是可能有

非開放性骨折之類的。 

台北，24歲，男性 

“            ” 

現在容易忽視運動過度，造成運動傷害 

透過數據即時提醒，避免運動傷害發生 

現在需要透過教練或同儕觀看姿勢正確與否才能即時調整 

透過感測器了解運動時牽引到的肌肉與姿勢，自主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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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歷史全時回顧 

我们家电视柜上面好多隔段，
我打武术比赛的奖杯奖牌挂在
那儿，每天都能看到。当时，
是自己设计，那个奖杯多高，
这把刀多长，隔段打多长。 
这些东西放那儿，我觉得一个
是装饰，另一个精神食粮。每
天可能会安慰一下自己，精神
上觉得挺充足的。 

北京，34歲，男性 

可能有点强迫症，会觉得买了
智慧手錶，必须把鍛鍊做得更
好，所以不想把自己两个月之
前的记录没了，所以把所有东
西写下来。可能记录下来不一
定回頭看，但是我觉得它有了
这个东西，给我一个锻炼好的
记录吧。 

上海，29歲，男性 

訓練困擾是沒有人幫我攝影。
我自己有買GoPro可以先定點
拍，因為跑步是繞圈，繞一圈
回來可以再照到你！希望攝影
設備可以跟著走，跟著跑。因
為看影片可以知道是不是我要
的動作，看了影片會更了解問
題在那裡，知道怎樣改善。連
續動作的照片也可以！教練是
馬上看就可以跟你講，沒有教
練的話要自己做回饋。 

台北，24歲，男性 

“ ” “ ” “ ” 

留下練習點滴 為了調整得更好 回顧驕傲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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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落實健康的四大助力 

Anchor 
狀態 
定錨 

Action 
採取 
行動 

回饋 

驅動 

個人
成長 

形象
加分 

人際
促進 

有趣
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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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匱乏的生活探險配套 

受訪者自製運動路線圖 

我很不喜歡運動，我的運動是壓馬路。我就是以逛街來代替那

種在操場上那種小白鼠的跑步。…。每天排不同路線，可能從

我家走到家樂福，然後我的目標可能是要去買一瓶水，心裡想

我是為了買水而走，而不是為了運動而走。這樣子會比較容易

驅動。我很不喜歡為了運動而運動。如果為了走路而走路，約

我到那田徑場去跑圈，不好意思我不去。 

台中，40歲，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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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说减压打拳，就是家庭的因素。因为两个人老

吵架，有一句话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你的一番

好意跟他解释，她还不懂，还扭曲你的意思。她有自己

的想法和自己的理由，就会让我自己心里面比较郁闷。

经常跑步也是减压。跑步需要发力，需要呼吸，之后可

能跑完之后，等你出力呼吸出完力之后，同时可能心中

好多怒气也就呼出去了。 

北京，34歲，男性 

創造發洩的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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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自我突破，運動素人成達人 

因為2013年(跑齡1年)的時候已經小有成績了，就

是我已經可以跑到半程馬拉松，然後那時候也接

觸到跑步社團，就有學長領跑。有人帶之後，我

的成績算是突飛猛進，每次突破的時間都是10分

鐘以上。突破我們的PB成績的話，成就感很快速

一直累積。你會覺得哇！我是不是自己也很能

跑。 

高雄，29歲，男性 

領跑 

广州跑族 
东莞银瓶嘴越野跑 2015.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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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造表演舞台，運動素人成明星 

我不太喜欢强迫自己跑太远，搞得自己最后走

路都走不动的姿态跑过终点，我宁愿距离虽然

短一点，最后一段力气可以冲刺一下，能够有

一个比较好的过程...跑太远感觉有点像跑步比

较差的女生考试800米，最后感觉精疲力尽，

要翻白眼，很不好的形象跑过去，我希望我能

有个比较好的精神状态，比较快的冲过终点。 

上海，25歲，女性 

大陸 

金史密斯健身中心的肌肉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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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及虛擬的情感陪伴 

有一个跑步日记本就是(介紹我)跑步的那个人送我的，因

为我想她都送我这个本了，不写上有点对不起了每天就写

一行，就是7月5号今天走了多少哪都到哪，这个跑步日记

本专门用于跑步日记的。我想我写满了一本再送给她，那

一本好厚。等我终于有一天把这个写满的时候，一本一个

星期一页或者十天一页，希望写滿的时候，当一个礼物送

给她。 

北京，43歲，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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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三個跑步相關APP， 
要測試哪一個能確實記錄跑步的長度，上傳微信才不漏氣 

廣州，34歲，男性 

健康資訊成為聊天話題／讓自己開心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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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社交情感，則倚賴手機app 

“                        ” 跑步的时候才戴(佳明運動手環)，它主要是个
计步器。…其实手机完全很多功能可以代替的，
你下载一个APP，(功能)一样的。手机屏幕可能
比它屏幕更大，测的东西还更多，只是手环有
点炫而已。只是手机的屏幕更大一点，携带不
方便而已。 

廣州，38歲，男性 

码表是看速度，跟骑行了多少公里…手機app， 
GPS的话是后台(運行)...我只是在出发的时候按开始， 
我在结束的时候停止，我中间什么东西也不用操作， 
只要手机有电，就可以记录我的数据。 
我回家的时候看路线，看平均时速，哪里快哪里慢， 
或者以后再去的时候，这些数据会对我有帮助。 

廣州，27歲，男性 

(動動APP)蛮好，方便，想看走
几步就可以看了，默默的记录
你走的步数，我有同事戴小米
手环，感觉也没差很多。 
上海，23歲，女性 

智能手表2013年買，就是跑步、
锻练的时候用，更好了解运动时
的身体状况，包含心跳、血压、
消耗卡路里、跑步距离。就是健
康状况的监控。我觉得经常运动
的人需要更好了解你的身体状况。 

北京，45歲，男性 

那個時候GPS錶其實是剛出來而已，大家在
戴的款式都差不多，就那一、兩款而已。
你就會看到它可以幫你什麼記錄配速、記
錄距離。跑的時候學長都會一直幫你提示，
現在幾分速、幾分速，現在速度多少，不
要太快，然後什麼等一下我們再衝一下什
麼之類。你就會覺得好像很專業。 

高雄，29歲，男性 

手機APP派 內容為王 

以軟帶硬 

“                        ” 

“                ” 

穿戴裝置派 

“                 ” 

“                        ”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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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比手機的數據更精準 
 

組織活動、管理運動團隊 
需要專業感載具 

將運動融入日常生活 
需要能判斷跨類別運動的載具 

從app升級到穿戴式裝置的驅動力 大陸 



36 著作權屬於智榮基金會龍吟研論享有，引用請註明「智榮基金會2016龍吟趨勢研究」 

環境風險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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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指標 
大陸 

(N=69) 
台灣 

(N=27) 

室內空氣品質 14% 22% 

戶外空氣品質 27% 15% 

水質 13% 0% 

大陸控室外空氣品質 
台灣控室內空氣品質 

裝置 
用裝置或DATA監

測環境 

他人 
受他人影響(親友、
專業人士、媒體)  

身體狀況 
容易因環境因子引發
生理狀況(疾病)(例：
咽炎、過敏) 

比較 
不同生活環境經驗
/體驗比較下的感
受(以前vs現在) 

感知 
以五感偵測
環境惡劣 

2015年7月9日北京的天空 

環境的知
相對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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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要的这些数据还是比较多，空气质量
要的，我有轻微鼻炎，空气质量不好的状态
下我就不出去跑步了，最好还有湿度，上海
天气湿度挺大，湿度大的情况下我心脏负担
挺重的，气压很低的状态下，心脏有点闷，
负担挺重的，我就要适当的锻炼。 

上海，45歲，女性 

環境資訊作為支援資料 

我們出發前先稍微看一下中央氣象局，然後

沒有下雨就出發。但是山裡面天氣跟平地不

一樣，但是我們沒有辦法事先做好功課。如

果有一個產品可以顯示現在溫度、溼度，有

一頁專門有天氣資訊的話，我覺得這還蠻重

要。今天在登山口，我可以先看一下降雨機

率，萬一降雨機率很高，我可以選擇不要入

山。  

高雄，29歲，男性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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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資訊，需要有可信及小範圍的知 

水質是就是其實近年比較好，幾年前我
不知道，台北新北市那一區，有時候水
質是混濁的。很簡單，就只是弄一個玻
璃的那個罐子。燒開水的時候，倒開水
之前會去做這個，就是看一下玻璃罐的
水，看看現在水是不是OK正常的。 

台北，26歲，男性 
 
我是2013年6月份买新房，装修到2014
年的4月份，我们是2014年的8月份搬进
去，到现在住了不到一年。空气质量，
甲醛这些东西，我也都买了一些测试
盒，还花了钱请人去测甲醛。因为就 
我们两个人住，然后我觉得我太太比较
年轻，她比较瘦，我觉得她抵抗力不如
我好，然后现在化学污染这么严重，所
以我还是比较注重的。 

廣州，38歲，男性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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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外部環境不可控到局部環境自控 
一旦採取行動，進入天天管理門檻低 

政府 自己 

我APP也有裝台灣那個所有的空氣品
質，每天都有即時更新，所以有時會
看今天空氣不好，盡量少開門窗，我
出去的話也會注意小心一點，盡量少
接觸、暴露在戶外，或者戴口罩，我
身上都有帶口罩。...他如果到這種紅
色的時候就會小心一點。他會危險，
就是他的PM2.5很嚴重。 

台中，52歲，男性 

我有三台空氣清淨機，擺在客廳，還
有小孩子房間，還有我的這個樓上工
作室。工作室那一台睡覺的時候擺到
房間。窗子幾乎不開，因為開，灰塵
一樣進來，你看多厲害，陽光照進來
地上都灰，表示你一天到晚呼吸灰塵
。 

台北，63歲，男性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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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好環境，陸期待小區淨化，台從辦公環境著手 

郊区很多是灰色地带三不管，而且外来人
口比较多的，他随便倒垃圾，工厂垃圾，
生活垃圾全部倒在这里。现在的天气这些
垃圾不到24小时都发臭发霉了，苍蝇，发
霉发臭，通过发酵沉淀会造成土壤，水分
渗到那边，间接影响到土壤和水质的问题。
最好自己和几个朋友去清理或是打电话给
城管叫他过来搞一下。因为文明广州人人
有责。 

北京，32歲，女性 

“                    ” 
我們學校有中央空調。...可是就是
空氣不是新鮮的嘛！還是不是流通
的。那小朋友咳嗽，不是病毒在妳
身上嘛。 用小台空氣清淨機，至
少周圍的人都可以吸收到好的，而
且辦公室的老師也覺得還不錯，我
才願意放！ 

台北，23歲，女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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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點、彈性的緊急救援、諮詢體系 

健康可預先儲備，然而意外難防。對消費者而言，如何在遇到急難時刻能找到專業諮

詢對象協助判讀生理狀況，及連結專業醫療，危機狀況時，有緊急通報路徑。 

 

健康管理商機 

科學化量測及評估的個人感知指標 

個人感知指標待定義。需轉化為類似於健檢指標般可量化、可長期比較及追蹤的標的。

這塊市場已開始有人跨足，但尚未有一套為市場所共同買單的標準。 

 串連生心理資訊與行動的資訊中介平台及解套系統 

打造小區域的有感健康生活環境 

了解感知指標後，人們期待即知即調整。或是機器、設備能在偵測到身體狀況後，自動

提供相對應的解決方案。 

面對大環境，消費者不一定有力可管。從自身周遭的小環境，例如辦公空間、鄰里公共

空間等，是著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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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hor 
狀態定錨 

Action 
採取行動 

回饋 
(Adjust) 

驅動 
(Ad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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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體檢 
精準資料 

個人感知 
日常資料 

環境資訊 
支援資料 

健康支援 
系統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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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 

形象 

加分 

社交 

促進 

個人 

成長 

健康管理核心價值 1+3 

活力與體能 

競爭力與美力 

同儕／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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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健管核心價值創新 以穿戴裝置為例 

Warning 

Me & 

Family 
日常保健 社交促進 

• 個人化的關鍵追蹤指標 (

依家族病史、個人病史、生理與

生活風險、隱性指標-體能等) 

• 整合生理與環境狀態，

給予適性化的運動建議 

• 陪伴感的提醒與激勵 

機制 

• 群體活動規劃與管理的

助手 

• 活動歷程精彩片段的紀

錄，且容易轉發分享與

進行歷史回顧 

• 運動效能管理，持續優

化運動表現 

• 掌握個人體能極限，有

效控制運動風險 

• 專業的鍛鍊教程設計 

• 姿勢及發力位置辨試 

生理 社交+形象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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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
創新 

搭建
平台 

碎片化的 

健康資訊記錄 

健康資訊串接 

連結大系統 



掌握需求 。有感創新 

著作權屬於智榮基金會龍吟研論享有，引用請註明「智榮基金會2016龍吟趨勢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