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校長/活動主任/體育科主任/資訊科技主任:

邀請參加聯校智能運動 STEM 大賽 2021-2022
最近有關部門調查報告指出中小學生疫情期間體能活動大減，中小學生肥胖超重激增，學
生體能活動時數*1 遠低於世界衛生組織對兒童和青少年每天應累計至少 60 分鐘中等到高強
度活動的建議。兒童及青少年有需要增加體能活動的時間。
運動科學+STEM 在美國，英國和其他歐洲等國家近年獲得廣泛支持。學生可透過參與體育
活動，同時有趣地學習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STEM）的原理，培養學生發展創造
性，協作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是次比賽引入智能穿戴科技，結合雲服務及 AI 功能，即時上傳數據報告比賽成績，並加入
運動科學+STEM 學習元素，讓學界於疫情期間可進行線上比賽，值以鼓勵學生課餘多做運
動，以改善學生體能及健康狀况。
ARCHON 多年來專注創新智能運動產品及系統，推廣積極運動的生活模式。ARCHON 智能
運動平台於 2017 年至 2020 年間被多所學校及政府機構採用收集及分析超過 50 所學校的
活動數據。香港科創協會為中港澳三地科創聯會，推動科創目標不唯餘力。尼詩培訓中心
為 STEM 教學同業表表者，多年來用心培育青年學子。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成立於 1986
年，是香港政府及港協暨奧委會唯一認可的非牟利體適能專業組織，積極推廣學生增加體
能活動。
是次比賽由 ARCHON 主辦，香港科創協會和尼詩培訓中心協辦。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為是
次比賽提供義務專業意見。比賽有關詳情如下:
大賽日程:
比賽日期: 由 2021 年 11 月 26 日零晨 00:00 開始，直至 12 月 9 日晚上 23:59 結束，
共 14 天。
比賽地點: 参賽學校的校舍
比賽組別: 小學組、中學組
比賽章程及參加表格: 見附頁

嗚謝:
V3 11/10/2021

現附上比賽章程和參加表格，供貴校閱覽。誠邀貴校支持此活動及鼓勵同學積極參與。請
於 2021 年 11 月 8 日前填妥参加表格郵寄到大會聯絡中心。活動名額有限，請從速報名。
如有疑問請致電大會聯絡中心 35251582 或 Whatsapp 62791672/69302725 查詢。
或按以下連結留下聯絡電話。
https://forms.gle/DkBAJeCLjda9u4qx6
為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最佳成績的 10 所中學及 10 所小學，將獲頒發傑出獎狀及獎盃、
$1200 現金禮券及禮品包。所有完成運動家庭遊戲第二階段的 10 所中學及小學，將獲頒發
優良獎狀。成功完成運動家庭遊戲或平均步數達目標步數的學生將獲頒勳章乙個。

祝教安!
大會聯絡中心
Archon Wellness Limited
香港科創協會
尼詩培訓中心
2021 年 9 月 23 日
*備註 1 : 根據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所掌握的問卷調查數據，香港只有不足百分之十的中小
學生能夠成功達到世界衞生組織就兒童和青少年所制定的體能活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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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章程
聯校智能運動 STEM 大賽 2021-2022
1. 目標：最近有關部門調查報告指出疫情期間運動大減, 肥胖指數飄升，學生體能活動時數遠低
於世界衛生組織對兒童和青少年每天應累計至少 60 分鐘中等到高強度活動的建議。透過此比賽
活動，鼓勵學生課餘多做運動，以改善學生體能及健康狀况。當學生完成指定訓練目標及挑戰
時，學生在手機應用程式內的等級將會上升及獲得獎牌。比賽中加入了 STEM/AI 學習元素，讓
學生更了解跟運動科學有關的原理。為了讓更多學生參加，所有比賽內容將提供中英文雙語版
本。

2 . 大賽主要由三部份組成：
a. 運動訓練比賽
比賽包含十級不同程度的運動訓練。當指定條件達到後，將會自動升級至下一級別。
例如:

b.

體適能挑戰項目

應用程式內包含十個體適能挑戰，訓練身體不同部位及增加比賽樂趣。遊戲頁面內，每級
體適能挑戰都內附一段視頻，由專業的體適能教練示範正確的動作。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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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STEM 運動科學問答比賽
STEM 運動科學教程，將涵蓋運動科學、健康、物理和數學，從而引發學生對科學的學習興
趣及好奇心。學生可登錄提供網站連結，回答 STEM 填充題。

4. 比賽規則:
a. 參與學生成績可為學生個人及團體賽事成績。
b. 每位參家者需配備智能運動手錶乙隻及運動壓力帶乙條，學生須下載 Archon App 登入
指定賬户，方可紀錄運動數據。
c. 比賽將維持兩星期，由 2021 年 11 月 26 日零晨 00:00 開始，直至 12 月 9 日晚上 23:59
結束，共 14 天。這段期間學生的活動數據會上載雲端，並由分析系統評選。總覽頁面
報告各校排名，每天學生平均步數，參與率及參與每級遊戲的人數。
d. 比賽期間學生的運動目標 : 1)每天目標步數 2) 每天進行 10 - 15 分鐘體適能挑戰項目。
3) 在遊戲每一級，下載應用程式的 STEM FUN 閱讀並理解，登錄提供網站連結，回答
STEM FUN 問答遊戲。
e. AI 運動家庭遊戲將於 2021 年 11 月 26 日零晨 00:00 開始，參與學生需登入 AI 運動家
庭遊戲完成每一級的運動訓練。每級訓練完成會自動升級，最高第 10 級。
f. Archon 網站會賽後一星期內刊登學校與學生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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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賽日程:
簡介日:
報名日期:
比賽日期:
結束，共 14 天。
颁獎禮:

2021 年 10 月 30 日
2021 年 9 月 23 日 - 11 月 8 日
由 2021 年 11 月 26 日零晨 00:00 開始，直至 12 月 9 日晚上 23:59
2022 年 1 月 22 日(待定)

6. 是次比賽獎項:
團體/個人最高平均步數獎
團體/個人最高總步數獎
團體/個人單日最高步數獎
團體/個人最快完成運動家庭遊戲大獎
STEM FUN 問答獎
最佳成績的 10 所小學及 10 所中學

(冠/亞/季軍)
(冠/亞/季軍)
(冠/亞/季軍)
(冠/亞/季軍)
(冠/亞/季軍)

ARCHON 新設計智能運動手錶 (黑色和灰色)及運動壓力帶

⚫
⚫
⚫
⚫
⚫
⚫
⚫
⚫

日期及時間
步數、活動時間、距離、卡路里
步行/跑步- 步數、心率、配速、距離、卡路里、運動時間及路線 (配合手機 GPS 功能)
其他運動模式(14 種): 單車、球類運動、跳舞、瑜伽、遠足及健身
運動心率區提示 （輕度運動/脂肪燃燒區/有氧運動/頂端強度區）
血氧飽和度、心情指示及壓力指數
久坐提示、飲水提示、服藥提示及用餐提示
訊息通知

⚫
⚫
⚫

自拍功能 - 簡單地扭動手腕即可輕鬆自拍
AI 運動家庭遊戲
好友運動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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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格

聯校智能運動 STEM 大賽 2021-2022
報名表格
(截止日期: 2021 年 11 月 8 日)
學校或機構名稱 :

聯絡教師或導師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銜 :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WhatsApp :_______________
學校地址：
送貨地址 :

__

(若與學校址不同, 請填寫)
参賽組别

每校参賽人數

小學/中學 (請圈出其一)

_________人 (最小30 -最多300人)

聯校智能運動

参加學生報名費用

STEM 大賽

$318 x 參賽人數

(選項)

總數 ($)

Archon 數據管理平

(A+B)

台 8 個月
(A)
報名費用
$318/人（附送原價

(B)
$6500 X 1
原價($18000) (選項)

$599 智能運動手錶
乙隻及壓力帶乙條)
報名方法 ：
1. 填妥報名表連同支票抬頭(Archon Wellness Limited)寄送或親臨大會聯絡中心，
香港數碼港道 100 号數碼港第三期５摟 F 企業發展中心 2 室 Archon Wellness Limited 遞交。
2. 若參加人數達 50 名, 學校老師可免費借用 2 條手環以協助比賽進行。
3. 參賽學生信息名單，請於 11 月 10 日前以填寫大會提供之 Google Form。
備註：參加學校於比賽期間可免費使用數據管理平台三星期。比賽後可考慮以學校價$6500 使用平
台 8 個月，繼續推廣多做運動。數據管理平台費用是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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