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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款精實的智能手錶配備一系列高效的尖端感測器，能夠推估多種參數，
包括體溫和血氧飽和度。VYVO WATCH LITE (SE)讓使用者可在智能手錶
上查看即時數據，不但容易理解，還能搭配VYVO Smart應用程式在手機
上查詢更完整的結果。

VYVO無與倫比的創意與對創新的熱情，
結合對穿戴科技的深刻了解，創造出VYVO
最新一款智能手錶—優雅且超薄的
VYVO WATCH LITE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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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YVO WATCH LITE (SE)的超薄設計、金屬機身和俐落的弧形表面，以及
簡單卻多功能的按鈕，低調呈現這款智能手錶背後的卓越力量。

這款智能手錶內建生命感知科技™並配備多種先進的感測器，成為同
類產品中最出色的一款智能手錶。一戴上VYVO WATCH LITE (SE)
，您會立即感覺到它在您手腕上的舒適度，同時它會持續收集所有數
據，讓您更能好好照顧自己。

VYVO WATCH LITE (SE)內斂而優雅的設計將增添您的風格。可完
美搭配休閒或正式服裝，為您的裝扮增加亮眼巧思，甚至讓您成為社
交聚會中的時尚焦點。

VYVO WATCH LITE (SE)讓您更妥善地照顧自己。您唯一要做的就是戴上它
，您就能擁有更好的生活。這款時尚的智能手錶可以輕鬆跟上您忙碌的生活
方式，透過連續且即時的監測功能追蹤您的生命參數和其他數據。此外，它
擁有多種提示功能，例如空氣品質監測功能可在戶外空氣惡劣時提醒您。

VYVO WATCH LITE (SE)
讓您更能好好照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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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YVO WATCH LITE (SE)智能手錶可以24小時全天候持續無縫地監控您
的生物參數。與VYVO Smart應用程式配對後，可即時安全地傳輸您的
數據，讓進階演算法進行分析，您可以完全放心，您所有的生命參數和
其他數據都已安全地儲存，而且您可以隨時查看推估報告。

24小時生物識別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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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學的方式
評估睡眠品質
VYVO WATCH LITE (SE)智能手錶戴起來非常舒適
，可輕鬆用來追蹤您的睡眠。智能手錶收集的數據
可提供不同階段的睡眠資訊，例如淺睡、深睡和清
醒的時間，讓您進一步了解您的睡眠品質並提供改
善睡眠的建議。

由於您的睡眠品質與您整體的健康狀況密切相關，
採取行動改善睡眠品質就是改善自我照護的一大步。



智能手錶可偵測您的心率及其他數據，用來推估
您的心率、疲勞狀態，並偵測是否有重大異常：
•即時的動態和連續心率
•VYVO Smart應用程式會顯示您的平均心率、最低和最高心率

動態心率監測和
心率分析

VYVO WATCH LITE (SE)智能手錶收集並分析數據，以推估您的能量、壓力與心情等級。

心情與能量監控

這項持續更新的資訊幫助您更全面和深入
地了解哪些活動會影響您的日常身體狀態
和心情。掌握這些資訊後，您就可以輕鬆
採取適當的行動(例如進行體能活動、食用
營養補充品、進行有樂趣的活動、休息或
冥想)，以提升心情和能量，實現健康的生
活方式，並發揮您最大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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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動提示會提醒您跑步、提示活動追蹤紀錄
以及多種智能通知，例如提醒您食用營養補
充品或服藥。

VYVO WATCH LITE (SE)智能手錶可偵測您
是否可能跌倒，並透過監護功能通知您的緊
急聯絡人，告知他們您的情況並分享您最後
的確切GPS位置。

您的智能手錶必須連結到具有行動訊號和連線
網路的智慧型手機，監護提示功能才能運作。

跌倒監測

智能提示

您可以在監護功能中設定警示，在您的推估
數據超出正常範圍(太高或太低)時傳送提示。
提示會透過應用程式訊息、電子郵件和簡訊
直接傳送給您所選的聯絡人和親友。您可以
自訂聯絡人清單，並設定要傳送提示的生物
參數範圍。這個功能可讓您的親友輕鬆掌握
您的動態，讓他們知道是否應與您聯繫或採
取行動(*需有訂閱方案)。

SOS

監護

SOS功能可讓您在發生緊急事件或突發狀況
時傳送警示訊息。SOS訊息會直接傳送給您
指定的聯絡人，通知他們您的緊急狀況和確
切的GPS地點(*需有訂閱方案)。

提醒您：此服務需要具網路連線的智慧型手機，手機距離裝置不超過20公尺
或65英尺。若您是Android使用者，請向您的電信服務商查詢簡訊費用，並
確認手機SIM卡能發送簡訊；若您是iOS使用者，簡訊會從我們的管道發送，
每日最多6則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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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生活方式容易導致您缺乏活動。VYVO WATCH LITE (SE)智能手錶可準確追蹤
全天的活動，例如步數、燃燒的卡路里、站立時間等，震動提示會提醒並鼓勵您，坐
太久時起來活動。

VYVO WATCH LITE (SE)智能手錶配備多項功能，
幫助您達成健康與健身的目標並提升生活品質。

智慧功能幫助您
達成目標！

震動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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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珈游泳溜冰

健身操舞蹈仰臥起坐跳繩網球

排球 足球騎行 籃球跑步 快走 爬山

羽毛球 乒乓球

螢幕會隨您的步速節奏亮起，螢幕顏色將根據您的心率值變化，讓跑步更安全、更具
互動性，也更有趣。例如，如果您的跑步目標是達到「燃燒脂肪」，智能手錶將會鼓
勵您加快步伐，在您達到目標心率區後，螢幕顏色會引導您調整步速，保持在目標區
域中。

VYVO WATCH LITE (SE)智能手錶擁有17種運動模式，您可以為每個模式設定目標。
手動選擇運動模式(例如游泳、騎行、羽毛球或籃球)，即可在運動時取得即時數據。
在您進行同項運動數次後，智能追蹤會記錄該運動，之後將會識別您正在進行的運動
並自動為您執行追蹤。

彩色路跑模式

17種運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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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YVO WATCH LITE (SE) IP68
(50m)I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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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YVO WATCH LITE (SE)智能手錶利用尖端的公共空氣品質感測器網絡，以及人工智慧
分析，為您提供周圍環境的空氣品質指數(AQI)，因此如果戶外空氣品質不佳，您可選擇
在室內運動。透過監測並通知您空氣品質的狀況，您可以採取行動減少暴露於惡劣空氣
中，因此VYVO WATCH LITE (SE)智能手錶能夠保護您，改善您的長期健康，降低心肺
疾病風險。

空氣品質監測

VYVO Watch Lite (SE)智能手錶 



VYVO的人工智慧引擎Oracle從多個來源接收
數據，分析您的健康狀況並產生您個人專屬的
建議方案來改善生活方式。Oracle的推估是根
據三項主要元素：
•內建於每支VYVO智能手錶的生命感知科技™
•智能手錶所收集的生物參數
•您的個人評估問卷

Oracle使用這些資料來產生專屬且定期更新
的Oracle推估報告，以及您專屬的唯而沛營
養補充品，這是專門為您推薦的方案。

您的身體會隨時間變化，反映出您的健康與
健身狀況、您的活動、運動、環境和其他因
素，Oracle推估報告也是如此。您每日的
Oracle指數是個容易理解的資訊來源，可追
蹤您的進度並反映出您的健康狀態。

VYVO WATCH LITE (SE)智能手錶會收集您的數據用來產生Oracle指數，以作為Oracle
推估報告的一部分，為您提供專屬的行動方案來改善和維持您的生活品質。

Oracle指數

Oracle Index

98%
2019/05/22 - 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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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生活素質指數是從智能手錶收集的數據所產生，且可在VYVO WATCH LITE (SE)
智能手錶上查看。生活素質指數是個人化的指標，內含VYVO裝置監測的所有生物參數
：健康、活動和心情。透過獨特的評估，您可以每天輕鬆追蹤並提升您的生活素質。
透過生活素質指數，您可以了解日常習慣對您的影響。

您還可以：
•和朋友比賽，一起向更高的分數邁進
•查看朋友的整體圖表，同時互相挑戰
•將結果分享在您的社群網路上
•查看您的生活素質指數歷史紀錄，並對照生活中的事件

生活素質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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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YVO WATCH LITE (SE)智能手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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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YVO WATCH LITE (SE)智能手錶可支援非接
觸式支付(NFC)功能的錶帶，您可以輕鬆地在
任何一個NFC支付點使用VYVOPay付款。簡單
、快速、安全、方便，讓您購物的時候不需要
帶皮包或信用卡上街！

• 透過區塊鏈科技保存數據，用來建立第一個全球區塊鏈
  健康平台，進行醫療保健與醫學研究
• 只要配戴智能手錶就能從產生的數據獲得獎勵。VYVO
  智能手錶使用者可從產生的每個數據塊獲得TOKEN，這
  些TOKEN可用於VYVO商品的折扣



專屬的VYVO SMART應用程式提供簡單的方式
來達成您的健康目標與幸福感。此應用程式支援
精密的AI人工智慧平台，只要點選應用程式內的
對應選項，就能即時接收您的生物參數，並了解
這些數據的影響。

您可以隨時在應用程式內取得您所有的推估數據
，也可以查看歷史紀錄和最新進度。簡單好用的
介面可讓您快速取得所有資訊，如果您希望分享
給您的親友或醫師，也能透過WhatsApp、電子
郵件、藍芽和其他平台輕鬆分享資訊。

透過訂閱方案，VYVO SMART應用程式還提供
以下兩個重要功能。

監護(Guardian)：監護功能可讓您的親友或緊急
聯絡人掌握您的動態，當推估數據不在正常範圍
內就會通知他們。使用者可在監護功能中設定提
示，在您的推估數據超出正常範圍(太高或太低)
時傳送提示。提示會透過應用程式訊息、電子郵
件和簡訊直接傳送給您的緊急聯絡人，通知他們
發生的事件以及您最後的GPS位置。您的智能手
錶必須連結到具有行動訊號和連線網路的智慧型
手機，監護提示功能才能運作。

關懷(WeCare)：這個超棒的功能讓您能從遠端
查看您的父母和親友的健康狀況，從遠端關懷
他們的生物參數。

17:15

Data Device Profile

CLOSE

Erik
has activated the Panic alarm
on their device. Their last
known location was:

SOS Request

VYVO SMART
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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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優質的VYVO科技TM就在
WATCH LITE (SE)

17種運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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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YVO RTOS 2.0

3.0

IPS 1.3”

全觸控

240x240

10 天

有線磁性座充

超薄 7 毫米厚度

黑色

IP68

5.0

連線 GPS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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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系統

OpenAPI 

彩色螢幕尺寸

電容全觸控

解析度

電池待機時間

充電器

金屬外殼

顏色

防水防塵等級

藍芽裝置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PS Glonass)

重力感測器

加速度傳感器

SOS 

BP感測器

動態心率24小時監測

心率區監測1

心情能量監測

跌倒監測

溫馨提醒：
1 上述功能將依各國規定開放
2 上述功能之啟用日期尚未公告
3 台灣授權功能為非醫療器材提供之功能

多種運動模式

智能追蹤

即時偵測

睡眠監測和分析

推估提示(監護)

持續推估與記錄

智能提示震動

久坐提醒

天氣預報

空氣品質監測 (PM2.5, PM10, SO2, NO2, CO, O3)

支援 NFC VYVO PAY2  錶帶(另行販售)

游泳總划手數與游行距離

彩色路跑模式

生活素質指數

Oracle 指數2

區塊鏈科技

訊息和社群動態推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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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vyvo.com

威夢．讓夢想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