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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使用手冊針對全新 TomTom Touch Fitness Tracker 為您提供一切相關資訊。 

健身手環究竟是什麼樣的產品？ 

TomTom Touch 可追蹤您的活動與您的身體組成。身體組成是健身的良好指標。人們運動時，通常是想

要降低體脂肪率並增加肌肉比率。而 TomTom Touch 不僅能追蹤步數，還能追蹤您的身體組成。 

主要功能有哪些？ 

TomTom Touch 有一個觸控式螢幕，可用於追蹤步數、卡路里、活動時間、距離、睡眠、心率及身體組

成。 

提示：本產品雖為 TomTom 旗下的產品，但並不具備 GPS 功能，因此無法導航。若您要尋找的是

能夠在地圖上記錄跑步與騎單車路線，以及能夠精確計算速度、配速與距離的產品，請考慮購買 

TomTom GPS 運動手錶。 

以下為本使用手冊的入門章節： 

 快速啟動 

 關於健身手環 

 配戴健身手環 

 為健身手環充電 

 健身手環與水 

提示：tomtom.com/support 也有提供常見問題集 (FAQ)。從清單中選取 TomTom Touch Fitness 

Tracker 或輸入搜尋詞彙。  

祝您閱讀愉快，更希望我們全新推出的 TomTom Touch 能帶給您歡樂與更健康的體魄！  

歡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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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健身手環 

 

1. 錶帶固定 - 將兩個扣腳插入錶帶上的洞，使健身手環牢牢扣住。 

2. 觸控式螢幕 - 在觸控式螢幕上滑動，即可取得活動追蹤指標與各種不同模式的總覽。 

向下滑動可移動至時鐘螢幕上方的螢幕。這些螢幕包括： 

 運動模式 

 身體組成 

 心率 

向上滑動可移動至時鐘螢幕下方的螢幕。這些螢幕包括： 

 步數 

 消耗的熱量或卡路里 

 距離 

 活動時間 

 睡眠持續時間 

提示：所有這些螢幕還可顯示已設定目標的進度。 

3. 圓形目標圖示 - 如設有每日活動目標，選定指標或時鐘上方會有一個圓形目標圖示，顯示如步數等

資訊。此目標圖示會隨著您每日的目標達成進度逐漸填滿。 

提示：預設的目標為 10,000 步。 

4. 時鐘螢幕 - 當您觸碰螢幕以喚醒裝置時，即可看到顯示時間的時鐘螢幕。從時鐘螢幕向上或向下滑

動，即可查看指標和模式。 

5. 按鈕 - 按鈕可用於喚醒裝置、進行身體組成測量，以及在運動模式中開始和停止錄製。 

注意：滑動觸控螢幕時，請將您的手指沿著觸控式螢幕的長邊，由上往下或由下往上滑動。  
 

健身手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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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戴健身手環 

配戴 TomTom Touch 的方式很重要，因為那會影響心率感應器的效能與身體組成的結果。如需更多有

關感應器運作的資訊，請參閱心率感應器。 

如您無法讀取準確的心率數值或測量身體組成，請按照下列敘述檢查 TomTom Touch 的配戴方式： 

 手環應舒適地貼合配戴，無需扣得太緊。 

 配戴位置應位於腕骨上方。 

 

 暖身後，心率感應器提供的結果是最準確的。  

重要事項：為提升準確度，請在偵測到您的心率前「保持不動」。 
 

清潔健身手環 

如經常使用，建議您每週清潔 TomTom Touch 一次。 

 視需要以濕布擦拭 TomTom Touch。使用中性肥皂去除油污或灰塵。 

 請勿讓 TomTom Touch 接觸汽油、清潔劑、丙酮、酒精或驅蟲劑等強力化學藥品。化學藥品會損

壞封口、外殼及拋光。 

 視需要用中性肥皂和清水清潔心率感應器區域和連接板。  

 請勿刮到心率感應器區域。保護該區域以免受損。 
 

心率感應器 

TomTom Touch 內建心率感應器，可幫助您提升訓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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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應器如何運作 

使用光線來測量血流的變化，藉此測量您的心跳。此測量是在手腕上方進行，方法是讓光線透過皮膚照

射皮下的微血管，並偵測不斷變化的光線反射。 

心率感應器的效能不會受體脂肪率或身體毛髮影響。不過，卻會受到 TomTom Touch 在手腕上的位置

、膚色、膚質及是否暖身等因素影響。 

使用心率感應器 

若要讓心率感應器發揮最佳效能，請參閱配戴健身手環。持續心率追蹤功能預設為「開啟」。 
 

從錶帶取下模組 

您必須先從錶帶上取下 TomTom Touch，才能充電或使用電腦將其連線到 MySports。 

若要從錶帶上取下 TomTom Touch，請執行以下動作： 

1. 穩固地按下模組頂端部分，直到彈出錶帶為止。  

 

2. 若要將 TomTom Touch 模組放回錶帶，應將按鈕端先放入錶帶，以插入模組 (反向執行步驟 1)。 
 

為健身手環充電 

重要事項：您可以使用電腦或任何 USB 牆式充電器為 TomTom Touch 充電。  

若要為 TomTom Touch 充電，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錶帶取下 TomTom Touch。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將健身手環從錶帶上取下。 

2. 將模組連接至包裝盒隨附之 Micro USB 線的小連接器。 

3. 將較大的 USB 連接器連接到電腦或牆式充電器。 

4. TomTom Touch 隨即開始充電並顯示下列動態圖示： 

 

注意：有些市售的 Micro USB 線不允許同時充電及資料傳輸。包裝盒隨附的線允許同時進行這兩個

動作，因此您可以使用 MySports Connect 傳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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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儲存 

TomTom Touch 可連續儲存數天的運動活動。 

當 TomTom Touch 連線到 MySports Connect 或 MySports 行動應用程式時，所有活動資料都會自動移

除並上傳到您的 MySports 帳戶。 
 

電池資訊 

電池使用時間 

長達 5 天。 

充電時間 

 充電到 90%：40 分鐘 

 完全充到 100%：1 小時 

延長電池使用時間的提示 

 關閉來電通知。 

 關閉整天心率監測。 

 使 TomTom Touch 保持在已配對行動裝置的藍牙範圍內。 
 

進行重設 

軟重設 

TomTom Touch Fitness Tracker 每次從牆式充電器或電腦拔下時，都會執行軟重設。 

若要執行軟重設，請依照這些步驟操作： 

1. 將 TomTom Touch 連接到牆式充電器或電腦。 

等候 TomTom Touch 顯示電池符號。 

如果是使用電腦，請等候 MySports Connect 完成 TomTom Touch 的更新作業。 

2. 從牆式充電器或電腦拔下 TomTom Touch。 

TomTom Touch 上的軟體會重新啟動。現在即已完成 TomTom Touch 的軟重設。 

還原設定值 

重要事項：在 MySports Connect 中執行還原設定值時，所有個人資料和設定都會從 TomTom Touch 

中刪除。此動作無法復原。 

還原設定值的作法僅應為還原 TomTom Touch 的最後手段，或在您確定要移除所有資料和設定時使用

。 

還原設定值時，會在 TomTom Touch 上重新安裝軟體並移除下列項目： 

 您的活動。 

 您在 TomTom Touch 和 MySports Connect 中的設定。 

注意：如果您有使用 MySports 行動應用程式，您必須先讓智慧型手機清除 TomTom Touch，然後依下

列方式再次配對： 

 Android - 在 Android 裝置的「藍牙設定」功能表中，取消配對或清除您的 TomTom Touch， 

 iOS - 移至 iOS「藍牙設定」畫面，按一下 TomTom Touch 名稱後面的 (i) 圖示，然後選取忘記此

裝置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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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項：執行還原設定值時，請勿在 MySports Connect 完成還原作業前中斷 TomTom Touch 的連

接。此動作可能需要幾分鐘的時間。中斷連接前，請先查看 MySports Connect 中是否有顯示任何訊息

。 

若要執行還原設定值，請依照這些步驟操作： 

1. 將 TomTom Touch 連接到電腦，並等候 MySports Connect 完成更新作業。 

2. 按一下 MySports Connect 中的齒輪圖示，開啟設定功能表。 

3. 按一下重設按鈕。 

4. 在 MySports Connect 視窗關閉時，保持 TomTom Touch 的連線狀態。 

MySports Connect 會在 TomTom Touch 上安裝軟體。 

5. 在 MySports Connect 視窗開啟時，保持 TomTom Touch 的連線狀態。 

6. 依照 MySports Connect 中的指示設定 TomTom Touch。 
 

健身手環與水 

TomTom Touch Fitness Tracker 符合 IPx7 防水標準，這表示您可以在戶外的雨中使用，以及在淋浴時

配戴，但「不應」在游泳時使用。本健身手環不含測量游泳指標的感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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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 MySports Connect 

1. 若要將 TomTom Touch 連接到電腦，請穩固地按下模組頂端部分，直到彈出錶帶為止。  

 

2. 使用 USB 線連接 TomTom Touch 與電腦。 

 

3. 等候 TomTom Touch 完成充電。點選按鈕查看電池的電量。  

提示：充到 90% 需要 40 分鐘，充到 100% 需要 1 小時。 

4. 從 tomtom.com/123/ 下載 TomTom MySports Connect，並將其安裝至您的電腦。 

完成安裝後，MySports Connect 即會開啟。依螢幕指示開始使用。 

接下来：註冊 
 

快速啟動 

http://www.tomtom.com/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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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 

在 MySports Connect 設定期間，MySports 網站會開啟。 

 

建立一個帳戶或使用現有帳戶登入。 

在 MySports 網站上，您將能檢視您的活動、統計資料和進度。 

重要事項：您應時常將 TomTom Touch 連接至電腦，以進行充電並取得最新軟體更新。 

接下来：非必要：取得 MySports 行動應用程式 
 

非必要：取得 MySports 行動應用程式 

重要事項：雖然不安裝 MySports 行動應用程式也能使用 TomTom Touch Fitness Tracker，但如果您有

行動裝置，我們建議您安裝此行動應用程式，以充分善用所有可用的功能。 

MySports 行動應用程式可讓您上傳及分析您的活動，以及隨時查看您的統計資料。 

下載應用程式並依螢幕指示操作。 

   Google Play 商店 

 Apple App Store 

 

提示：TomTom Touch 是使用「藍牙低功耗」(BLE) 與 TomTom MySports 行動應用程式通訊。 

接下來：使用健身手環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tomtom.mysports
https://itunes.apple.com/gb/app/tomtom-mysports/id783593018?m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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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健身手環 

點選按鈕可喚醒顯示畫面並查看時間。 

在時鐘面下方滑動螢幕，即可查看步數、消耗的卡路里、步行距離、活動和睡眠時間等統計資料。 

在時鐘面上方滑動螢幕，即可開始活動、測量身體組成或檢視目前心率。 

 

您亦可在 MySports 行動應用程式或 MySports 網站中設定目標。您可在行動應用程式和 MySports 網

站中檢視您的目標進度、整天心率、身體組成趨勢和整體進度。 

 

接下來：使用運動模式 
 

使用運動模式 

運動模式可用於您的所有運動活動。這種開始/停止的模式可記錄時間、心率，以及依據心率計算的消

耗卡路里。除了游泳及水上運動外，此模式可用於任何運動。  

您亦可在 MySports 應用程式或 MySports 網站中追蹤您的所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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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您的 TomTom Touch 沒有 GPS，因此無法追蹤距離。計算方式是以步數為基礎來計算。 

重要事項：游泳時請勿配戴 TomTom Touch。 

1. 若要以運動模式開始活動，請在時鐘面上方滑動螢幕一次，然後您會看到一個運動圖示。 

 

2. 短按一下按鈕即可開始記錄活動。 

感覺到震動即表示開始記錄活動。 

3. 記錄活動時，按一下按鈕可喚醒螢幕，然後滑動螢幕可查看活動時間、消耗的卡路里和心率。  

4. 若要停止記錄活動，按一下按鈕以喚醒螢幕，然後再按住按鈕直到感覺到震動。 

提示：在運動之後，您可以在社群媒體上分享您的活動。 
 

測量身體組成 

TomTom Touch 可測量您的身體組成。身體組成是體內的體脂肪率和肌肉率，而且是健身的關鍵指標。 

每次要取得身體組成讀數時，請先佩戴健身手環至少 15 分鐘，讓手環暖身一下。 

重要事項：為獲得精確的結果，請在一天中的同個時間取得身體組成測量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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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健身手環的時鐘螢幕上方滑動兩次，即可看到一個百分比符號。按住按鈕直到螢幕上顯示打勾標記為

止。現在，您可以在行動應用程式中檢視您的身體組成讀數，請移至進度功能表，點選灰色圖形按鈕 (

右上角)，然後選取身體。 

 

測量身體組成的提示 

 請勿讓手臂碰觸身體兩側，也不要讓手腕或手部相互碰觸，否則會導致測量結果不準確。 

 

 將食指放在按鈕上，使食指與與健身手環的螢幕呈直線。確認手指覆蓋整個按鈕。 

 

 如螢幕顯示叉叉，而非打勾標記，請嘗試弄溼手指，以弄溼電極下方的手腕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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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iOS 裝置配對 

TomTom MySports 行動應用程式可讓您利用智慧型手機，將您的活動資料從 TomTom Touch 健身手環

上傳到 TomTom MySports。也能自動上傳到其他許多網站。  

如果有較新版本的 MySports 應用程式可用，您可以從 App Store 下載。如健身手環有較新版本的軟體

可用，您可使用 MySports Connect 桌面應用程式下載。  

若要將 iOS 裝置與健身手環配對，請依照這些步驟操作： 

1. 健身手環需連接電源。若與電腦連接，請等待 MySports Connect 桌面應用程式完成裝置更新作業

，再繼續操作。  

2. 確保您的 iOS 裝置上有正常運作的網際網路連線。  

3. 確定健身手環與 iOS 裝置互相靠近。 

4. 在 iOS 裝置的「設定」功能表中，確認已開啟藍牙。 

5. 在健身手環上，按一下按鈕以喚醒螢幕，滑動螢幕直到看見藍牙和智慧型手機圖示為止，然後再按

一下按鈕。  

6. 啟動 MySports 行動應用程式，並在裝置螢幕上的啟動功能表中點選手環。 

7. 當健身手環的名稱出現時，請點選該名稱。 

8. 在 iOS 裝置上輸入健身手環上顯示的 PIN 碼，然後點選配對。 

裝置現在應已完成配對。如在配對健身手環時遇到問題，請參閱下方的疑難排解指示。 

如在手機上開啟行動應用程式時，行動應用程式嘗試與健身手環連線，則您可能需要按一下按鈕來喚醒

健身手環。  

疑難排解 

如在配對健身手環時遇到問題，請依下列步驟操作： 

 確定您使用的是最新版本的 TomTom Touch 軟體。如有較新版本可用，您可使用 MySports 

Connect 桌面應用程式下載。 

 確定您使用的是最新版本的行動應用程式。如有較新版本可用，會列在 App Store 中。 

 在 iOS 裝置上清除已配對的健身手環，然後再試嘗試配對： 

1. 移至 iOS 裝置上的 iOS「藍牙設定」畫面，按一下健身手環名稱後面的 (i) 圖示，然後選取忘記

此裝置設定。依上述配對指示，再試配對健身手環。如果仍然無效，請繼續依照下方的疑難排

解步驟操作。 

2. 重新啟動 iOS 裝置。 

3. 解除安裝 MySports 行動應用程式，然後從 App Store 重新安裝。 

4. 關閉並再次開啟藍牙。 

5. 連接健身手環的電源，以重新啟動。 

您的 iOS 裝置與健身手環現在已經完全中斷連線並重設。 

6. 在您的 iOS 裝置上啟動 MySports 行動應用程式。 

7. 依上述配對指示繼續配對 (從步驟 5 開始)。 

 
 

與行動裝置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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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Android 裝置配對 

TomTom MySports 行動應用程式可讓您利用智慧型手機，將您的活動資料從 TomTom Touch 健身手環

上傳到 TomTom MySports。也能自動上傳到其他許多網站。  

將健身手環與您的 Android 裝置配對前，請先確定您使用的是最新版本的 TomTom MySports 應用程式

，而且您已為健身手環安裝最新版本的軟體。如果有較新版本的 MySports 應用程式可用，您可以從 

Play 商店下載。如健身手環有較新版本的軟體可用，您可使用 MySports Connect 桌面應用程式下載。  

若要將您的 Android 裝置與健身手環配對，請依照這些步驟操作： 

1. 確保您的 Android 裝置相容於 TomTom MySports 應用程式。您可以在 Google Play 中找到相容裝

置的相關資訊。 

2. 確保您的智慧型手機上有正常運作的網際網路連線。 

3. 健身手環需連接電源。若與電腦連接，請等待 MySports Connect 桌面應用程式完成裝置更新作業

，再繼續操作。  

4. 確定健身手環與 Android 裝置互相靠近。 

5. 在您 Android 裝置上的「設定」中開啟「藍牙」。 

6. 在您的 Android 裝置上啟動 TomTom MySports 行動應用程式。 

7. 在健身手環上，按一下按鈕以喚醒螢幕，滑動螢幕直到看見藍牙和智慧型手機圖示為止，然後再按

一下按鈕。  

8. 在行動應用程式的「啟動您的裝置」畫面上，點選手環。 

您的 Android 裝置會顯示搜尋中。 

9. 當手環名稱出現時，請點選該名稱。 

10. 當健身手環名稱出現在「搜尋中」畫面上的清單中時，請點選該名稱並接受配對要求。 

重要事項：檢查 Android 通知列是否有健身手環配對要求。在部分 Android 裝置上，在您選取要

連線的健身手環後，配對通知會顯示在 Android 通知列上。部分 Android 裝置則會顯示快顯通知

，而部分裝置不會顯示任何通知。有顯示配對要求的裝置會要求您在幾秒鐘內接受配對要求。 

11. 在 MySports 行動應用程式中，輸入健身手環上顯示的 PIN 碼。 

12. 在 MySports 應用程式與健身手環連線後，點選「完成」。 

健身手環與 MySports 應用程式現在已配對完成。如果無法配對健身手環，請參閱下方的疑難排解指示

。 

如在手機上開啟行動應用程式時，行動應用程式嘗試與健身手環連線，則您可能需要按一下按鈕來喚醒

健身手環。若要同步處理，請在應用程式中下拉「活動」畫面。如果在與應用程式同步時發生問題，您

一律可以使用 MySports 桌面應用程式來同步活動。  

如果您正在升級 Android 裝置版本，通常必須依照以下步驟來解除配對並重新配對健身手環。 

疑難排解 

如果您無法將健身手環連線到 MySports 應用程式，建議從您的 Android 裝置將健身手環完全解除配對

，然後依照這些步驟再次配對： 

1. 在 Android 裝置的「藍牙設定」功能表中，解除配對或清除健身手環。依上述配對指示，再試配對

健身手環。如果仍然無效，請繼續依照下方的疑難排解步驟操作。  

2. 解除安裝 MySports 行動應用程式，然後從 Play 商店重新安裝。 

3. 重新啟動 Android 裝置。 

4. 關閉並再次開啟藍牙。 

5. 連接健身手環的電源，以重新啟動。 

您的 Android 裝置與健身手環現在已經完全中斷連線並重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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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您的 Android 裝置上啟動 MySports 行動應用程式。 

7. 依上述配對指示繼續配對 (從步驟 7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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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活動追蹤 

您可以使用 TomTom Touch 追蹤自己的活躍度。以下是您可以做的幾件事： 

 建立脂肪、肌肉或體重的身體目標。 

 建立每日或每週步數的步數目標。 

 建立運動目標，例如自行車、跑步或健身房運動。 

 追蹤運動時間、步數、燃燒的卡路里、以及移動的距離。 

 依您設定的目標，查看每日和每週進度。 

 將您的活動追蹤資料上傳到 TomTom MySports 網站和 TomTom MySports 行動應用程式。 

在 MySports 中檢閱活動 

您可以在 MySports 行動應用程式和 MySports 網站中，於我的運動日誌頁面上查看每日活動追蹤目標

的進度。我的運動日誌會隨時更新，並反映從 TomTom Touch 同步而來的最近一次資料。 

當類型選取「活動追蹤」時，或如果您按一下活動追蹤目標時，可以在「進度」區段中找到更多詳細資

料。您可以按一下圖表下方的標籤來變更指標。您也可以將期間變更為每日、每週、每月或每年。 

 

追蹤您的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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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Tom Touch 記錄的資訊 

TomTom Touch Fitness Tracker 會自動追蹤睡眠和活動時間、燃燒的卡路里、步數和距離。計算的依

據是內建的心率和運動傳感器，以及您的使用者個人資訊，包括年齡、性別、身高和體重。  

注意事項：TomTom Touch 不包含 GPS 晶片，因此距離統計資料是根據您的步數估算而得。 

您可以在 TomTom Touch 時鐘面下方滑動瀏覽畫面，來查看您的每日統計資料。當您同步 TomTom 

Touch 時，也可以在 MySports 網站和 MySports 應用程式中查看您的統計資料。  

在應用程式和網站中，您可以查看特定運動的統計資料、整體進度，以及任何已設定目標的進度。   

提示：如果您已經在 MySports 應用程式中的「裝置」功能表中啟用整天心率，也可以查看您全天候 

24 小時的心率測量值。 

活動追蹤正確性 

活動追蹤的目標在於提供資訊，以便鼓勵活躍與健康的 生活型態。TomTom Touch Fitness Tracker 會

同時使用傳感器和計算來追蹤您的活動。提供的資料和資訊目的在密切估算您的活動，但不見得完全準

確，包括 步數、睡眠、距離和卡路里資料。  
 

全天候 24 小時追蹤您的活動 

1. 滑動顯示畫面來檢視您的活動指標。 

這些指標包括： 

 步數 

 行走的距離 

 活動時間 

 睡眠時間 

 消耗的卡路里 

2. 如果您有每日活動目標，會在選定指標的上方和時鐘上方看到圓形目標圖示。此目標圖示會隨著您

每日的目標達成進度逐漸填滿。 

 

提示：您可以在 MySports 應用程式或 MySports 網站中設定目標及檢視過去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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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心率 

TomTom Touch 有選用的全天候 24 小時心率監測功能。當整天心率監測功能開啟時，健身手環可以在

日間和夜間定期檢查您的心率。心率資訊可用於改善卡路里和活動時間的估計結果，並可讓您瞭解整天

的整體活動。 

注意：若要延長電池使用時間，請在不使用時關閉「整天心率」監測功能。此功能預設為「開」。 

若要查看即時心率讀數，請執行以下動作： 

1. 按下按鈕以喚醒 TomTom Touch。 

2. 從時鐘畫面向下滑動三次，直到看見心跳圖示為止。 

3. 等待幾秒，直到看見您的目前心率以每分鐘心跳數 (bpm) 的方式顯示為止。 

 

4. 如果心率沒有出現，請點選按鈕再試一次。此外，您可以嘗試在手腕上將 TomTom Touch 戴得更

緊，或者從手腕將其向上移動。 

在 MySports 行動應用程式中檢視您的心率 

注意：整天心率監測資訊僅能逐日檢視。 

1. 在活動螢幕上，點選今天。 

2. 在日期下方，向左滑動。 

3. 點選平均靜止心率。 

當您檢視某天的心率時，會看見靜止心率值，以及從那些測量值計算而得的平均靜止心率。您也可

以查看一週、一個月或一年期間的靜止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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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ySports 網站上檢視您的心率 

1. 請前往 mysports.tomtom.com/app/progress。 

2. 按一下所有運動並選取活動追蹤。 

3. 按一下全部並選取日。 

4. 在網頁底部，選取平均靜止心率。 

當您檢視某天的心率時，會看見靜止心率值，以及從那些測量值計算而得的平均靜止心率。您也可

以查看一週、一個月或一年期間的靜止心率。 
 

追蹤步數 

步數是使用手腕動作估計而得，系統會將每日的預設目標自動設定為 10,000 步。 

提示：運動期間完成的步數會包括在整體活動追蹤指標內。 

1. 按下按鈕以喚醒 TomTom Touch。 

2. 從時鐘畫面向上滑動三次，直到看見步數圖示為止。 

http://www.mysports.tomtom.com/app/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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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時鐘下方畫面的順序會根據您設定的目標而異。 

 

您會看到當天到目前為止的步數。 

注意：每日目標的進度會在每天的午夜重設為零。 

在 MySports 行動應用程式中檢視您的步數 

1. 在活動螢幕上，點選今天。 

2. 在日期下方，向左滑動。 

3. 點選步數。 

您也可以查看一週、一個月或一年期間的步數。 

在 MySports 網站上檢視您的步數 

1. 請前往 mysports.tomtom.com/app/progress。 

2. 按一下所有運動並選取活動追蹤。 

3. 按一下全部並選取日。 

4. 在網頁底部，選取步數。 

您也可以查看一週、一個月或一年期間的步數。 
 

追蹤卡路里 

提示：卡路里測量包括身體單單為了存活而燃燒的卡路里，也就是所謂的基礎代謝率 (BMR)。因此，

在您起床且還沒有任何活動時，TomTom Touch 就會顯示卡路里值。 

1. 按下按鈕以喚醒 TomTom Touch。 

2. 從時鐘畫面向上滑動，直到看見火焰圖示為止。 

http://www.mysports.tomtom.com/app/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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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時鐘下方畫面的順序會根據您設定的目標而異。 

 

您會看到當天到目前為止已燃燒的卡路里。 

注意：每日目標的進度會在每天的午夜重設為零。 

在 MySports 行動應用程式中檢視您已燃燒的卡路里 

1. 在活動螢幕上，點選今天。 

2. 在日期下方，向左滑動。 

3. 點選熱量。 

您也可以查看一週、一個月或一年期間已燃燒的卡路里。 

在 MySports 網站上檢視您已燃燒的卡路里 

1. 請前往 mysports.tomtom.com/app/progress。 

2. 按一下所有運動並選取活動追蹤。 

3. 按一下全部並選取日。 

4. 在網頁底部，選取熱量。 

您也可以查看一週、一個月或一年期間已燃燒的卡路里。 
 

追蹤活動時間 

提示：當您的步行速率或動作高於特定臨界值超過 10 秒鐘時，即會將這段時間歸類為「活動中」。 

1. 按下按鈕以喚醒 TomTom Touch。 

2. 從時鐘畫面向上滑動三次，直到看見時間圖示為止。 

http://www.mysports.tomtom.com/app/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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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時鐘下方畫面的順序會根據您設定的目標而異。 

 

您會看到當天到目前為止的活動時間。 

注意：每日目標的進度會在每天的午夜重設為零。 

在 MySports 行動應用程式中檢視您的活動時間 

1. 在活動螢幕上，點選今天。 

2. 在日期下方，向左滑動。 

3. 點選活動時間。 

您也可以查看一週、一個月或一年期間的活動時間。 

在 MySports 網站上檢視您的活動時間 

1. 請前往 mysports.tomtom.com/app/progress。 

2. 按一下所有運動並選取活動追蹤。 

3. 按一下全部並選取日。 

4. 在網頁底部，選取活動時間。 

您也可以查看一週、一個月或一年期間的活動時間。 
 

追蹤距離 

提示：步數是使用手腕動作估計而得，並且會用來估計行走距離。 

1. 按下按鈕以喚醒 TomTom Touch。 

2. 從時鐘畫面向上滑動四次，直到看見距離圖示為止。 

http://www.mysports.tomtom.com/app/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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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時鐘下方畫面的順序會根據您設定的目標而異。 

 

您會看到當天到目前為止的距離。 

注意：每日目標的進度會在每天的午夜重設為零。 

在 MySports 行動應用程式中檢視您的距離 

1. 在活動螢幕上，點選今天。 

2. 在日期下方，向左滑動。 

3. 點選距離。 

您也可以查看一週、一個月或一年期間的距離。 

在 MySports 網站上檢視您的距離 

1. 請前往 mysports.tomtom.com/app/progress。 

2. 按一下所有運動並選取活動追蹤。 

3. 按一下全部並選取日。 

4. 在網頁底部，選取距離。 

您也可以查看一週、一個月或一年期間的活動時間。 

 

追蹤您的睡眠 

關於睡眠追蹤 

您可以使用 TomTom Touch 追蹤您的睡眠時間。以下是您可以做的幾件事： 

 追蹤每天、每週、每個月或者每年您的睡眠時間。 

 您可以將您的睡眠追蹤指標上傳到 TomTom MySports 網站和 TomTom MySports 行動應用程式。 

您的健身手環依據動作來測量睡眠，如果您在午後的某段時間內保持靜止，系統即假設您在睡覺。  

健身手環每天的重設時間是下午 4 點 (16:00)，此時間點後即開始計算新的一夜。 

http://www.mysports.tomtom.com/app/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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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您的睡眠 

若要追蹤睡眠，您需要在睡覺時配帶 TomTom Touch。若要查看前一晚的睡眠時間，請執行以下動作： 

1. 按下按鈕以喚醒 TomTom Touch。 

2. 從時鐘畫面向上滑動五次，直到看見睡眠圖示為止。 

提示：時鐘下方畫面的順序會根據您設定的目標而異。 

 

您會看到前一晚的睡眠量。 

注意：每日目標的進度會在每天的午夜重設為零。 

若要開啟或關閉睡眠追蹤功能，請參閱：睡眠追蹤。 

在行動應用程式中檢視睡眠活動 

1. 在手機或平板電腦上，點選進度。 

2. 點選睡眠面板。 

3. 在顯示今天睡眠時間與昨天睡眠時間的圖表之間滑動。 

4. 點選日或週或月 或年，以顯示該期間的睡眠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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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運動模式 

運動模式可用於您的所有運動活動。這種開始/停止的模式可記錄時間、心率，以及依據心率計算的消

耗卡路里。除了游泳及水上運動外，此模式可用於任何運動。  

您亦可在 MySports 應用程式或 MySports 網站中追蹤您的所有活動。 

注意：您的 TomTom Touch 沒有 GPS，因此無法追蹤距離。計算方式是以步數為基礎來計算。 

重要事項：游泳時請勿配戴 TomTom Touch。 

1. 若要以運動模式開始活動，請在時鐘面上方滑動螢幕一次，然後您會看到一個運動圖示。 

 

2. 短按一下按鈕即可開始記錄活動。 

感覺到震動即表示開始記錄活動。 

3. 記錄活動時，按一下按鈕可喚醒螢幕，然後滑動螢幕可查看活動時間、消耗的卡路里和心率。  

4. 若要停止記錄活動，按一下按鈕以喚醒螢幕，然後再按住按鈕直到感覺到震動。 

提示：在運動之後，您可以在社群媒體上分享您的活動。 
 

關於卡路里估算 

卡路里是根據性別、體重及運動的強度和持續時間估算而得。 

針對「運動模式」，心率會用來估算卡路里。  

TomTom Touch Fitness Tracker 的卡路里計算是以 Ainsworth BE、Haskell WL、Herrmann SD、

Meckes N、Bassett Jr DR、Tudor-Locke C、Greer JL、Vezina J、Whitt-Glover MC、Leon AS 的代謝當

量表為依據。2011 Compendium of Physical Activities: a second update of codes and MET values. 

(2011 年體能活動概要：代碼與 MET 值的第二次更新。)Medicine and Science in Sports and Exercise, 

2011;43(8):1575-1581. (運動與健身中的醫藥與科學，2011;43(8):1575-1581。) 

運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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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目標 

您可以使用 MySports 行動應用程式或 MySports 網站，來設定每日目標、運動目標和身體目標。

MySports 應用程式的部分會在下方說明，與 MySports 網站會有很多相似處。 

重要事項：新目標或現有目標的變更會在 TomTom Touch 下次連線到 MySports 應用程式或 MySports 

Connect 時同步處理。 

 

1. 行動裝置狀態 - 在與 TomTom Touch 同步時，此圖示會變成藍色。 

2. 每週目標圖示 - 在每週目標圖示上或內點選一下，即可查看每週進度表。 

3. 每週目標指標 - 顯示下方列出的目標指標。 

4. 體脂肪目標 - 對照您的目標顯示目前體脂肪 (來自最後一次的身體組成讀數)。 

5. 先前的活動 - 您先前的活動及距離和持續期間。 

6. 每日目標指標圖示 - 在每日目標圖示上或內點選一下，即可查看每日進度表。您的目標指標也會列

在下方。 

7. 紫線  - 顯示您已超過目標。當您超過目標時，紫線會與綠線重疊。 

8. 綠線 - 顯示您已經完成部分目標。 

9. 功能表 - 點選即可查看下拉式主功能表。 
 

設定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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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活動追蹤目標 

注意：您無法直接在 TomTom Touch 上設定目標，而是需要使用 MySports 應用程式或 MySports 

網站。 

系統已為您自動預設 10,000 步的活動追蹤目標。當您設定 TomTom Touch 時，也會看到邀請您設定

活動追蹤目標的訊息。 

若要變更或設定當日的活動追蹤目標，請在 MySports 應用程式中執行以下動作： 

1. 在功能表中，點選目標。 

您會看見一個畫面，畫面頂端是您步數目標，還有加號可用來新增運動目標或身體目標。 

2. 點選「步數」目標下方的鉛筆圖示。 

3. 從以下項目中選取要變更的指標：步數、距離、持續時間或熱量。在此範例中，我們選取的是步數

，且該項目已強調顯示。 

4. 向下捲動並變更步數。 

5. 點選完成。 

6. 或者，點選停用目標來關閉目標。 

提示：您也可以在 MySports 網站上設定目標。 

注意：活動追蹤目標的進度會在每天的午夜重設為零。 

重要事項：新目標或現有目標的變更會在 TomTom Touch 下次連線時同步處理。 
 

設定運動目標 

注意：您無法直接在 TomTom Touch 上設定目標，而是需要使用 MySports 應用程式或 MySports 

網站。 

運動模式可用於您的所有運動活動。這種開始/停止的模式可記錄時間、心率，以及依據心率計算的消

耗卡路里。除了游泳及水上運動外，此模式可用於任何運動。  

若要設定運動目標，請在 MySports 應用程式中執行下列動作： 

1. 在功能表中，點選目標。 

您會看見一個畫面，畫面頂端是您步數目標，還有加號可用來新增運動目標或身體目標。 

2. 向下捲動並點選加號，以新增運動目標。 

3. 從一系列活動中選取您的活動，其中包括：跑步、自行車、跑步機等。在此範例中，我們選取的是

跑步，且該選項已強調顯示。 

4. 向下捲動，為每項活動點選「指標」、「期間」和「目標」的組合： 

 活動 - 設定本週或本月您打算進行該活動的次數。 

 距離 - 設定本週或本月您打算達到的距離。 

 持續時間 - 設定本週或本月您打算花在該活動上的時間。 

5. 完成時，向下捲動並點選完成。 

提示：您也可以在 MySports 網站上設定目標。 

重要事項：新目標或現有目標的變更會在 TomTom Touch 下次連線時同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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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模式總覽和靜止心率圖的範例 

      

 
 

設定身體目標 

注意：您無法直接在 TomTom Touch 上設定目標，而是需要使用 MySports 應用程式或 MySports 

網站。 

若要追蹤您的進度，可以使用 MySports 設定身體目標。您也可以設定體脂肪/肌肉百分比目標，或是體

重目標。 

若要設定身體目標，請在 MySports 應用程式中執行下列動作： 

1. 在功能表中，點選目標。 

您會看見一個畫面，畫面頂端是您步數目標，還有加號可用來新增運動目標或身體目標。 

2. 向下捲動並點選加號，以新增身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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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以下選項選擇您的指標：體重、體脂肪或肌肉。在此範例中，我們選的是體重。 

 

4. 向下捲動並設定您的目標體重。 

提示：您可以在 MySports 應用程式或網站中，於「您的個人資訊」中變更體重單位。 

5. 完成時，向下捲動並點選完成。 

提示：您也可以在 MySports 網站上設定目標。 

重要事項：新目標或現有目標的變更會在 TomTom Touch 下次連線時同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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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身體組成 

身體組成測量的運作方式為何？ 

身體組成功能的運作方式是傳送微小且無害的電流通過您的身體。比起脂肪，電流更容易流過肌肉，所

以透過測量在各種不同頻率下有多少電流流動，即可估算出體脂肪和肌肉的百分比。身體的任何其他組

成成份都歸類成「其他」，例如水或骨頭。體脂肪、肌肉和「其他」的身體組成計算結果加總起來會是 

100%。 

TomTom Touch 會儲存您的身體組成測量值，然後傳送到 MySports 應用程式和 MySports 網站，您可

在其中查看這些測量值，以及您的步數、卡路里、距離和活動時間等指標。這表示您可以在同一個位置

追蹤您的努力和成果。 

為什麼要測量身體組成？ 

測量身體組成可以讓您獲得更具關聯性的結果，而不只是測量體重或計算 BMI (身體質量指數)。因為肌

肉比脂肪重，您可能會因為肌力訓練而增加體重，但看起來卻更瘦。透過長時間測量您的身體組成，您

將能夠觀察肌肉和脂肪的百分比增加或減少，而且對於身體的變化將有更精確的概念。  

測量準確度 

在查看身體組成測量值時，需注意的重要事項為一段時間內的趨勢變化。有許多因素都會影響每一次的

測量，例如運動、飲食和水分，因此會造成每日的些微波動。您將可以在 MySport 應用程式及 

MySports 網站中，看見體脂肪與肌肉的百分比隨著時間的變化。  

我們建議您在一天當中的同一時間測量身體組成，並遵循測量身體組成中的步驟進行。 
 

測量身體組成 

重要事項：當您測量身體組成時，可在 TomTom Touch 進行測量，但結果「僅會」顯示於您手機中的 

MySports 行動應用程式或 MySports 網站上。 

若要獲得準確的測量值，請遵循下列步驟。  

1. 執行測量前，請先穿戴健身手環至少 15 分鐘。  

提示：15 分鐘後，您手腕上的電極會取得皮膚溫度，以獲得準確的結果。 

重要事項：為獲得準確的結果，請在一天中的同個時間測量身體組成。 

2. 按下按鈕以喚醒 TomTom Touch。 

3. 在健身手環的時鐘螢幕上方滑動兩次，即可看到一個百分比符號。 

身體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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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的手臂不應觸碰到身體兩側，且您的雙手與手腕也不應相互碰觸。這可能會導致電流流向較短的

路徑，進而導致不準確的結果。 

 

5. 使用您的食指指尖按下按鈕約 10 秒，直到螢幕顯示打勾標記為止。  

6. 確保您的指尖蓋住整個按鈕，且手指與健身手環的顯示螢幕成直線。 

 

提示：若您看見螢幕顯示叉叉，而非打勾標記，請嘗試在電極正下方的手腕處及食指指尖上沾點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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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前往 MySports 行動應用程式，查看身體組成測量值及您目標的進度： 

 

點選功能表圖示，然後在「活動」中點選進度 >「篩選」按鈕 > 身體，或按一下體脂肪目標來選取

選項。您可以檢視您的體脂肪與肌肉百分比，以及在一段時間內的趨勢。 

測量身體組成的提示 

 若您每次都在一天中的同個時間測量，則測量值的整體趨勢會更加準確。 

 測量的理想時間為早晨上完廁所後，且尚未飲食、沐浴或運動前。  

 對於女性來說，若在經期期間測量，會較不準確，因為經期一般來說會影響您身體的液體平衡。  

 在您懷孕或體內有金屬植入物 (例如因為手術) 時，無法準確測量身體組成。 
 

理想的身體組成 

由於每個人理想的身體組成可能不同，我們無法針對這點提供準確的估計。  

TomTom Touch Fitness Tracker 的設計可協助您更佳地瞭解身體健康，以及在一段時間內的身體變化

。為達到此目的，我們會提供一個圖形，以顯示特定時間範圍內的身體組成數值變化。您可以在 

MySports 網站及 MySports 行動應用程式中，於「進度」索引標籤中檢視此圖形。 

您也可以在網站或應用程式中選取「目標」，來設定身體目標，例如特定體重或體脂肪百分比。目標設

定好後，您就可以同時檢視此目標的進度與其他活動資料。  

若您想要身體組成的個人化建議，建議您諮詢有執照的私人教練或專業醫療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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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從美國運動醫學會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的這篇文章 - 測量與評估身體組成，

或是其他線上資源，來取得身體組成的詳細資訊。 
 

安全性與身體組成 

執行身體組成測量時傳送至您身體的電流 TomTom Touch Fitness Tracker是完全無害的。然而，若您懷

有身孕、裝有心律調整器或其他體內醫療裝置，請永遠在使用前先向您的醫師諮詢。  

重要事項：在您懷孕或體內有金屬植入物 (例如因為手術) 時，無法準確測量身體組成。 
 

文章 - 測量與評估身體組成 

本文章是從美國運動醫學會網站完整複製而來，網址為：  

http://www.acsm.org/public-information/articles/2012/01/12/measuring-and-evaluating-body-com
position 

測量與評估身體組成 

2012 年 1 月 11 日 

撰寫者：Tiffany Esmat 博士 

體重計上的數字到底實際上代表什麼意思？就整體健康來說，體重可能不如體重的組成成分來的重要。
更重要的是，與其追蹤體重，我們應該注意身體組成。踩上體重計測得的結果只是我們身體組織的總體

重。這樣的體重在一整天內，可能會依時間、水份是否足夠或穿著而起伏。相反地，身體組成則可顯露
出身體中脂肪量與淨體重的相對比例。脂肪量由兩種脂肪組成：必需脂肪與非必需脂肪。身體組成的第
二個成份為淨體重，指的是骨頭、組織、器官與肌肉。 

必需脂肪是指維持生理機能運作所需的最低脂肪量。一般而言，男性與女性的必需脂肪值分別認定為 

3% 與 12%。超過最低必需脂肪量的部分，即為非必需脂肪。通常來說，男性的可接受範圍是 10% 至 

22%，女性則為 20% 至 32%，在這樣的範圍內認定為健康。 

落在建議範圍中的身體組成表示您患有肥胖相關疾病的風險較低，例如糖尿病、高血壓或甚至某些癌症
。此外，雖然當我們的身體組成較高時會面臨風險，但身體組成過低時也會面臨其他風險。當我們低於
建議的最低必需脂肪量時，會對維他命輸送至器官、生殖系統的運作能力，以及整體的身心靈健康等，
造成負面影響。 

如何判定您的身體組成？身體組成可透過各種技巧估算，從簡單僅需要計算機或捲尺的現場實測，到由
受過訓練的技術人員在醫療機構或實驗室操作先進設備的測試都有。一般探測肥胖程度的方法包含身體
質量指數 (BMI)、腰圍測量、皮摺量度、生物電阻分析法及 BOD POD。 

無法評估體脂肪百分比但實用的兩種方法為 BMI 與腰圍測量。BMI 能用來評估體重與身高的比例，計
算方法是體重 (公斤，kg) 除以身高平方 (以公尺為單位，kg m-2)。BMI 25 以上屬於過重，BMI 30 以
上屬於肥胖。BMI 能夠讓個人大略瞭解罹患肥胖相關疾病之風險的多寡，但卻無法識別體重的組成。腰
圍測量透過檢測過量脂肪囤積的位置，讓個人瞭解罹患肥胖相關疾病之風險的多寡。腰圍測量是透過捲

尺測量個人放鬆站立時最小的腰圍區域。男性的腰圍應在 40 吋以下，女性應在 35 吋以下。男性肥胖

指的是軀幹區域過重，導致個人罹患高血壓、代謝症候群、第二型糖尿病、高膽固醇、冠狀動脈疾病與
英年早逝的風險極高。 

http://www.acsm.org/public-information/articles/2012/01/12/measuring-and-evaluating-body-composition
http://www.acsm.org/public-information/articles/2012/01/12/measuring-and-evaluating-body-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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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脂肪百分比可透過許多方法進行估算，有些方法簡單，而有些方法複雜。本文將說明較常見的三個方
法：皮摺測量、BOD POD 測量，以及生物電阻分析法 (BIA)。體脂肪百分比可透過捲尺測量身體多個部
位的皮摺厚度來估算。將在各處測得的皮摺量度加總後，即可轉換來計算體脂肪百分比。此法相當快速
準確。然而，重點是找到受過訓練的技術人員來進行測量。若未正確測量或套用錯誤的公式，可能會導
致不正確的數值。BOD POD 是相當新穎且「高科技」的身體組成評估方法。這些玻璃纖維裝置的設計是

用來測量身體重量與體積 (即身體的總大小)。因為脂肪的密度較瘦肉組織低，所以重量與體積的比率可
用來估算體脂肪百分比。另一個方法是健身機構常用的 BIA。此方法的原理是脂肪含水量較少，而人體
大部分的水份皆位於瘦肉的部分。因此，當電流流遇到脂肪時，阻力會比較大。透過測量電流流經人體
的難易度，我們得以估算出體脂肪百分比。 

若要透過上述任一方法計算體脂肪百分比，最好由受過訓練的健康與健身專業人士執行。這些人員不僅
能準確地評估，還可以為您說明結果。請洽詢您當地的健身機構，瞭解可用的評估方法。 

結果的運用方式？身體組成評估的結果可用來判斷罹病風險、個人化您的運動計畫，或評估您目前的運
動與營養計畫是否適合您。若您發現結果落在健康的範圍內，請繼續維持您的運動與飲食習慣。若您的
身體組成有改善的空間，請進一步瞭解您可以如何改善，讓目前的活動與飲食有正面的改變。請不要僅
使用體重計來評估身體組成。請記住，體重計上的數字可能會維持不變，但脂肪量與淨體重仍可能有變
化。身體組成的變化需要時間及專注的毅力，但對健康與生活品質所帶來的正面影響將值得您付出努力

。定期運動與參與體能活動，再搭配健康飲食，是達到並維持健康身體組成的關鍵。 
 

ACE 身體組成百分比圖表 

這個體脂肪百分比圖表是來自於美國運動協會 (American Council on Exercise)。  

注意：此表格提供一般性估算與指導方針。請諮詢您的醫師，以取得適合您的指導方針。 

理想體脂肪百分比圖表 (美國運動協會) 

說明 男性 女性 

必需脂肪 
 

2-5% 10-13% 

運動員 
 

6-13% 14-20% 

健身 
 

14-17% 21-24% 

平均 
 

18-24% 25-31% 

肥胖 
 

2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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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來電通知 

來電通知 

接到來電時，您的 TomTom Touch 會震動並顯示來電圖示，告知您有來電。您可以向下滑動以關閉圖

示或忽略來電。 

 

簡訊 (SMS) 通知 

當您收到簡訊時，您的 TomTom Touch 會震動並顯示訊息圖示，告知您有訊息。您可以向下滑動以關

閉圖示或忽略來電。 

 

來電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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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設定 

TomTom Touch 的所有設定皆可使用 MySports 行動應用程式或在 MySports 網站上設定。 

以下是 TomTom Touch 可用的設定： 

 整天心率 

 來電通知 

 個人資訊 

 偏好設定 

 心率區間 
 

整天心率 

若要開啟或關閉整天心率監測，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在手機上開啟 MySports 應用程式。 

2. 點選裝置。 

3. 移動整天心率的滑桿。 

提示：請在不使用整天心率監測功能時將其關閉，以延長電池使用時間。  

請參閱：追蹤心率 
 

來電通知 

若要開啟或關閉來電通知，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在手機上開啟 MySports 應用程式。 

2. 點選裝置。 

3. 移動來電通知的滑桿。 

請參閱：接收來電通知 
 

個人資訊 

您需要使用 MySports 應用程式或在 MySports 網站上設定個人資訊。您每次連線到 MySports 時，個

人資訊都會傳送至 TomTom Touch。 

選取下列選項，以便在各種情況下設定您的詳細資料： 

 名稱 

 性別 

 出生日期 

 身高 

 體重 

個人資訊的資訊會用於下列事項：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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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日期可讓 TomTom Touch 計算您的年齡，而這可用來估算最大心率。 

 若要更準確地計算卡路里，需要體重與性別的資訊。 

 若要計算身體組成，則需要考量性別、身高、體重與年齡。 

重要事項：您的 TomTom Touch 會與個人資訊連結。若您讓他人使用您的裝置測量身體組成，他們可

能會獲得錯誤或不準確的結果，因為結果是根據您的個人資訊詳細資料計算而得 (性別、身高、體重與

年齡)。 
 

偏好設定 

下列是您可變更和存取的一組偏好設定： 

MySports 網站  

按一下您的名稱 (右上角) >「設定」>「偏好設定」索引標籤。 

MySports 應用程式 

點選功能表圖示 >「帳戶」>「個人資訊」>「偏好設定」。 

您可以設定下列偏好設定： 

 日期顯示 

 時間顯示 

 重量單位 

 距離單位 

 熱量單位 
 

心率區間 

您可以在 MySports 網站上變更心率區間的範圍。 

按一下您的名稱 (右上角) >「設定」>「心率區間」索引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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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MySports 帳戶與 TomTom 或 MyDrive 帳戶不同。這三個帳戶之間沒有連結。一個 MySports 

帳戶可以與多個裝置相關聯。 

TomTom MySports 帳戶為您的所有訓練和健身資訊提供一個中央儲存位置。  

若要建立帳戶，請按一下 TomTom MySports Connect 中的按鈕，或直接前往網站：
mysports.tomtom.com 

從下方的圖表即可發現，您可以使用 TomTom MySports Connect 或 TomTom MySports 應用程式將活

動傳輸至 MySports 帳戶。 

若將活動傳輸至 TomTom MySports 帳戶，即可儲存、分析及檢視先前的活動。您可以檢視與您活動相

關的所有指標。 
 

TomTom MySports 帳戶 

http://mysports.tom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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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Tom MySports Connect 會執行下列動作： 

 使用 MySports 帳戶註冊您的 TomTom Touch。 

 有新版本可用時，在 TomTom Touch 上更新軟體。 

 上傳活動資訊到您的 MySports 帳戶。 

注意：TomTom MySports Connect 應用程式與 MyDrive 應用程式完全不同。  

安裝 TomTom MySports Connect 

如需指示，請參閱：下載 MySports Connect。 

電腦相容性 

TomTom MySports Connect 與下列作業系統相容： 

Windows 

 Windows 10 

 Windows 8 - 個人電腦版 

 Windows 7 

 Windows Vista 

Mac OS X 

 10.11 (El Capitan) 

 10.10 (Yosemite) 

 10.9 (Mavericks) 

 10.8 (Mountain Lion) 

 10.7 (Lion) 

 
 

TomTom MySports 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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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ports 行動應用程式可讓您上傳及分析您的活動，以及隨時查看您的統計資料。 

TomTom MySports 行動應用程式會執行下列動作： 

 與您的 TomTom Touch 同步時，自動將您的活動資訊傳輸至 TomTom MySports 帳戶。 

 可代替 TomTom MySports Connect 將活動資訊傳輸至 MySports 帳戶。 

支援的手機和行動裝置 

iOS 

下列手機和行動裝置支援 TomTom MySports 應用程式： 

 iPhone 4S 或更新機型 

 第 5 代 iPod touch 

 iPad3 或更新機型 

 所有 iPad mini。 

Android 

TomTom MySports 應用程式需要 Bluetooth Smart (或 Bluetooth LE) 和 Android 4.4 或以上版本，才

能與您的健身手環通訊。一系列支援 Bluetooth Smart 的 Android 裝置已經過測試，確認與 MySports 

應用程式相容。請造訪Google Play 商店，檢查您的手機與 MySports 應用程式的相容性。 

重要事項：中國地區的使用者可能無法存取 Google Play 商店，我們的應用程式會發佈於豌豆莢商店。  

安裝 TomTom MySports 應用程式 

請參閱：取得 MySports 應用程式 
 

TomTom MySports 行動應用程式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tomtom.mysports
http://www.wandoujia.com/apps/com.tomtom.my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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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 MySports 帳戶的「社群分享」功能來分享 MySports 活動。 

若要開始分享，請執行以下步驟： 

1. 登入 MySports。  

2. 從您的 MySports 儀表板選取活動。 

3. 按一下右上角的分享按鈕。  

4. 選擇社群，如 Facebook 或 Twitter，然後新增註解以個人化您的張貼內容。 

分享您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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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與用途說明 

用途說明 

TomTom Touch Fitness Tracker可追蹤身體組成成分 (體脂肪與肌肉)；監控心率；計算步數、燃燒的卡

路里、行走的距離、活動時間與睡眠時間。這些數據會協助您維持活躍的生活方式。 

警告 

TomTom Touch Fitness Tracker 不是醫療裝置，不應用於診斷或治療。若您懷有身孕或裝有心律調整器

或其他體內醫療裝置，請勿使用 TomTom Touch Fitness Tracker。   

在下列情況中，無法正確測量生物電阻：懷孕時、體內有金屬物件時、運動後立即測量，或是淋浴、泡

澡或游泳後測量。讓手環上的電極遠離電流。 

它所提供的數據只是您身體組成的近似估計值，可能會有變動。請在一天中相同時間、相同條件下，按

照包裝盒內容物及常見問題集所提供的指示進行測量。 

在開始實施運動計畫前，請務必先諮詢醫生。本心率監測不是醫療裝置，不應用於診斷或治療。  

外部來源的訊號干擾、跟手腕接觸不良和其他因素，可能會造成心率資料讀數或傳輸不精確。對於這類

不精確情況所造成的結果，TomTom 概不負責。 

TomTom Touch Fitness Tracker 是在中國製造。 

這不是玩具。本產品及其配件所包含的小零件，恐有導致窒息的危險。請遠離兒童。萬一發生吞服電池

等狀況，請立即尋求醫療協助。 
 

TomTom 使用您資訊的方式 

如需使用個人資訊的相關資訊，請至: 

tomtom.com/privacy。 
 

電池與環保資訊 

此產品採用使用者不可接觸或自行更換的鋰聚合物電池。請勿開啟電池盒或 (嘗試) 取出電池。若未正

確處理，產品和/或電池中的物質可能會傷害環境或您的健康。本產品隨附之電池的回收及處理方式須

符合當地法律規範，且務必與家庭廢棄物分開放置。 

 

 

附錄 

http://www.tomtom.com/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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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E 指令 

位於產品或其包裝上的有輪垃圾桶符號，表示不得將此產品視為家庭廢棄物處理。根據歐盟廢棄電子電

氣設備 (WEEE) 指令 2012/19/EU，不得將此電子產品視為未分類的城市廢棄物來處理。請按以下方式

處置該產品：送回銷售門市或送至當地市政回收點。這麼做將有助於保護環境。 

 

 

電池作業溫度 

作業溫度：-20°C (-4°F) 至 45°C (113°F)。  

 
 

無線設備與通信終端設備 (R&TTE) 指令 

TomTom 在此聲明 TomTom 產品及配件均符合歐盟指令 1999/5/EC 基本需求及其他相關條款之規範

。您可至下列網址參閱符合性聲明：tomtom.com/legal。 

 
 

適用於使用者的 FCC 資訊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干擾聲明 

本裝置符合 FCC 規範第 15 篇的規定。操作須遵守下列兩項條件：(1) 本裝置不得造成有害干擾，以及 

(2) 本裝置必須可承受任何接收到的干擾，其中包括可能會造成意外操作的干擾。 

本設備已經過測試，證實依據 FCC 規範第 15 篇規定，符合 Class B 數位裝置的限制。這些限制專用

於在居住環境中進行安裝時，提供合理的保護以防範有害的干擾。本設備會產生、使用並發出無線射頻

能量，如未依指示進行安裝與使用，可能會對無線電通訊造成有害的干擾。然而，無法保證在任一特定

安裝情況下不會產生任何干擾。如果本設備確實對無線電或電視收訊造成有害的干擾 (可透過開啟和關

閉設備電源的方式確定)，則我們鼓勵使用者嘗試下列其中一個方式來更正干擾： 

- 重新調整接收天線的方向或位置。 

- 增加設備與接收器之間的間隔距離。 

- 將設備連接至與接收器所接電路 

不同的電源插座。 

- 向經銷商或資深的無線電/電視技師諮詢，以取得協助。 

FCC ID：S4L1AT00 

IC：5767A-1AT00 

FCC 警告 

未經法規權責單位明確核可之任何變更或改裝，可能導致使用者無權操作本設備。 

http://www.tomtom.com/legal


46 
 
 

 

本發射器不可與任何其他天線或發射器置於同處或一同操作。 

輻射暴露聲明 

本產品符合 FCC 針對非控制環境規定之可攜式 RF 暴露限制，並且可安全執行本手冊所述之預定作業

。若要進一步降低 RF 暴露，請使用者盡量將身體遠離產品，或將裝置設定為較低的輸出功率 (若有此

功能)。 

 
 

北美權責單位 

TomTom, Inc., 2400 District Avenue, Burlington, MA 01803 

電話：866 486-6866 轉 1 (1-866-4-TomTom) 
 

適用於加拿大的放射資訊 

操作受下列兩項條件規範： 

 本裝置不得造成干擾。 

 本裝置必須可承受任何干擾，其中包括可能會造成裝置意外操作的干擾。 

操作須遵守裝置不會造成有害干擾的條件。 

此 Class B 數位裝置符合加拿大 ICES-003 的規定。CAN ICES-3(B)/NMB-3(B) 

在美國或加拿大行銷的產品已停用國碼選取功能。 

設備經認證符合 RSS-247 對 2.4-GHz 的要求。 

 

加拿大工業部聲明：(中文及法文版本) 

本裝置符合 ISED 的免授權 RSS。操作須遵守下列兩項條件：(1) 本裝置不得造成有害干擾，以及 (2) 

本裝置必須可承受任何接收到的干擾，其中包括可能會造成意外操作的干擾。 

Le présent appareil est conforme aux CNR d’ ISED applicables aux appareils radio exempts de 
licence.L’exploitation est autorisée aux deux conditions suivantes : (1) le dispositif ne doit pas 
produire de brouillage préjudiciable, et (2) ce dispositif doit accepter tout brouillage reçu, y 
compris un brouillage susceptible de provoquer un fonctionnement indésirable.  

輻射暴露聲明： 

本產品符合加拿大針對非控制環境規定之可攜式 RF 暴露限制，並且可安全執行本手冊所述之預定作業

。若要進一步降低 RF 暴露，請使用者盡量將身體遠離產品，或將裝置設定為較低的輸出功率 (若有此

功能)。 

Déclaration d'exposition aux radiations: 

Le produit est conforme aux limites d'exposition pour les appareils portables RF pour les Etats-Unis 
et le Canada établies pour un environnement non contrôlé. 

Le produit est sûr pour un fonctionnement tel que décrit dans ce manuel.La réduction aux 
expositions RF peut être augmentée si l'appareil peut être conservé aussi loin que possible du corps 
de l'utilisateur ou que le dispositif est réglé sur la puissance de sortie la plus faible si une telle 
fonction est dispon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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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遵循標誌 

  

本產品會顯示法規遵循標誌 (RCM)，表明符合相關的澳洲法規。 
 

適用於紐西蘭的聲明 

本產品會顯示 R-NZ，表明符合相關的紐西蘭法規。 
 

客戶支援聯絡人 (澳洲和紐西蘭) 

澳大利亞：1300 135 604 

紐西蘭：0800 450 973 
 

型號名稱 

TomTom Touch Fitness Tracker：TomTom Touch Fitness Tracker: 1AT00 
 

中國認證 

CMIIT ID / 2016DJ4417 
 

IDA 標準 (新加坡) 

 

 

Triman 標誌 

 

 

BF 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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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認證 

   

R-201-160508 

 
 

日本回收資訊 

 

 
 

韓國認證 

MSIP-CMM-NSW-1AT00 

 

해당 무선설비는 운용 중 전파혼신 가능성이 있음  

해당 무선설비는 전파혼신 가능성이 있으므로 인명안전과 관련된 서비스는 할 수 없음 

B급 기기 

(가정용 방송통신기자재) 

이 기기는 가정용(B급) 전자파적합기기로서 주로 가정에서 사용하는 것을 목적으로 하며, 모든 

지역에서 사용할 수 있습니다. 
 

注意事項 (土耳其) 

製造商的詳細聯絡資料 (土耳其) 

TomTom International B.V., De Ruyterkade 154, 1011 AC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Tel: +31 
(0)20 757 5000 

用法、保養與維修 (土耳其) 

如需裝置用法的進一步資訊，請參閱線上使用手冊 (網址為 tomtom.com/support)。 

如果您會頻繁使用手環，建議您每週清潔手環一次。  

 視需要以濕布擦拭手環。使用中性肥皂去除油污及灰塵。 

 請勿讓手環接觸汽油、清潔劑、丙酮、酒精，或驅蟲劑等強力化學藥品。化學藥品會損壞封口

、外殼及拋光。 

 視需要用中性肥皂和清水清潔心率感應器和連接板。 

http://www.tomtom.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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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勿刮到心率感應器區域。保護該區域以免受損。 

投訴 (土耳其) 

如果您對裝置有任何抱怨，請撥打客戶支援專線 212 356 9707。或造訪 

http://tr.support.tomtom.com/app/contact 

您也有權向消費者法庭 (Tüketici Mahkemesi) 及消費問題仲裁委員會 (Tüketici Sorunları Hakem 

Heyeti) 投訴並提出要求 

產品壽命 (土耳其) 

根據 2014 年 6 月 13 日發表的售後服務法規以及 29029 號之指定與聲明，產品壽命最少 5 年。 

您的選擇權 (土耳其) 

您的消費者選擇權受到「消費者保護法」(Tüketicinin Korunması Hakkında Kanun) 第 11 條的保護。 

安全注意事項 (土耳其) 

請參閱本附錄的「警告」一節。 

節約能源 (土耳其) 

手環中的電池在連接到牆式充電器或使用隨附的 Micro USB 線連接到電腦時，即開始充電。電池電力不

足或沒電時，您會接獲警告。電池使用時間會根據您使用手環功能 (例如，心率測量、身體組成測量，

以及您所接到的來電通知數目) 的頻率而縮短。  

運送與處理資訊 (土耳其) 

TomTom 健身手環必須小心運送。這表示要特別注意所有貼在運送木箱或貨板上的出貨標籤及警告。手

環必須按原包裝運送，不得重新包裝。您必須使用適當的吊升設備來搬動裝置，並遵循所有人工處理之

訓練。小心勿讓手環摔落。不要讓手環置於極端的溫度下，或存放在潮濕的環境中。 

 
 

TomTom 健身手環的技術規格 (土耳其) 

 

 

電池使用時間 
 

活動追蹤：長達 5 天  

顯示解析度 
 

128 x 32 像素  

顯示大小 
 

5.58x22.38 公釐  

厚度 
 

11.5 公釐  

重量 
 

10 公克  

手腕尺寸 
 

121 - 169 公釐 (小) 140 - 206 公釐 (大) 

 
 

授權服務站 (土耳其) 

重要事項：您必須先連絡「客戶支援」，並取得 RMA 編號與指示後，再將裝置運送到服務站。 

Regenersis 

Tatlısu Mahallesi. 

http://tr.support.tomtom.com/app/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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Şenol Güneş Bulvarı. 

Mira Tower.No:2 Zemin Kat D:2 

P.K 34774 

Ümraniye / İstanbul 
 

符合性聲明 (1) 

                                                                                                       

符合性聲明 

本公司 TomTom International BV 

De Ruijterkade 154 

1011 DK Amsterdam  

荷蘭 

依據我們的唯一責任特此聲明，與此聲明相關的產品： 

產品名稱: 
 

TomTom Touch 健身手環 

商標： 
 

TomTom 

型號： 
 

1TA00 

配件 (USB 線)： 
 

4AT00 

符合適當的標準： 

EN 60950-1:2006+A11:2009+A1:2010+A12+2011+A2:2013  

EN 301  489-1  V1.9.2:2011  

EN 301  489-17  V2.2.1:2012 

EN 300  328 V1.9.1:2015  

EN 62479: 2010 

並遵循 R&TTE 指令 1999/5/EC 的條款，以及涵蓋 EMC 指令 2004/108/EC 和 LV 指令 2006/95/EC 

的要求。  

產品標有下列標記：   

製造商簽名：  

簽名：Clement Magniez 

職稱：程式管理員 

發行地點與日期：阿姆斯特丹，2016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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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聲明 (2) 

                                                                                                       

符合性聲明 

 

本公司 TomTom International BV 

De Ruijterkade 154, 1011 AC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美國地址：TomTom Inc., 2400 District Avenue,                                             Burlington, MA-1803 (1-866-4-TomTom))  

依據我們的唯一責任特此聲明，與此聲明相關的產品： 

產品名稱: 
 

TomTom Touch 健身手環 

商標： 
 

TomTom 

型號： 
 

1TA00 

配件: 
 

USB 線 (型號：4AT00) 

符合適當的標準： 

ANSI C63.4 

FCC 47 CFR 第 50 節第 B 小節 

補充資訊: 

本裝置符合 FCC 規範第 15 篇的規定。操作受下列兩項條件規範： 

1) 本裝置不得造成有害干擾，且 

2) 本裝置必須接受任何接收到的干擾，包括可能引起意外操作的干擾。 

  

製造商簽名：  

簽名：Clement Magniez 

職稱：程式管理員 

發行地點與日期：阿姆斯特丹，2016 年 8 月 23 日 
 

符合性聲明 (3) 

                                                                                                       

符合性聲明 

本公司 TomTom International 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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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Ruijterkade 154 

1011 AC 阿姆斯特丹  

荷蘭 

根據我們的唯一責任特此聲明，與此聲明相關的產品及配件： 

產品名稱: 
 

TomTom Touch 健身手環 

商標： 
 

TomTom 

型號： 
 

1TA00 

配件: 
 

USB 線 (型號：4AT00) 

符合下列規格： 

ICES-003 

補充資訊: 

本裝置符合 ICES-003 加拿大標準。操作受下列兩項條件規範： 

1) 本裝置不得造成有害干擾，且 

2) 本裝置必須接受任何接收到的干擾，包括可能引起意外操作的干擾。 

  

製造商簽名：  

簽名：Clement Magniez 

職稱：程式管理員 

發行地點與日期：阿姆斯特丹，2016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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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TomTom。保留一切權利。TomTom 及「雙手」標誌皆為 TomTom N.V. 或其子公司的商標或註

冊商標。請參閱 tomtom.com/legal 以取得本產品適用之有限保固與最終使用者授權協議。 

Linotype、Frutiger 和 Univers 是 Linotype GmbH 在美國專利商標局註冊的商標，且可能也已在某些

其他司法管轄區域內註冊。 

MHei 是 The Monotype Corporation 的商標，且可能也已在某些司法管轄區域內註冊。 

AES 程式碼 

此產品內含的軟體包含版權歸 Brian Gladman 所有的 AES 程式碼，其版權聲明為：版權所有 (c) 

1998-2008, Brian Gladman, Worcester, UK。保留一切權利。 

授權條款： 

若遵守下列條件，則可在不支付費用或版稅的情況下，重新發佈與使用本軟體 (無論是否經過變更) ： 

原始碼散佈包含上述版權聲明、此條件清單及下列免責聲明。 

以二進位形式散佈時在其文件中包含上述版權聲明、此條件清單及下列免責聲明。 

除非取得具體的書面聲明，否則不得使用版權所有人的姓名為產品背書。 

計算卡路里 

本產品計算卡路里的方式是根據下列來源的 MET 值： 

Ainsworth BE, Haskell WL, Herrmann SD, Meckes N, Bassett Jr DR, Tudor-Locke C, Greer JL, Vezina 
J, Whitt-Glover MC, Leon AS.2011 Compendium of Physical Activities: a second update of codes and 

MET values. (2011 年體能活動概要：代碼與 MET 值的第二次更新。)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Sports 

and Exercise, 2011;43(8):1575-1581. (運動與健身中的醫藥與科學，2011;43(8):1575-1581。) 

 

版權注意事項 

http://www.tomtom.com/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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