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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

1.1關於本說明書 

賽馬會「運動無界限」青少年展翅高飛計劃向參與學校派發心率傳感器（OH1 Sensor），該傳感

器需要透過博浩通心率系統（ BHT GOFIT ）監測學生上課時的運動心率。本說明書可幫助使用者

有效瞭解 BHT GOFIT的各項功能及操作方法。 

 本書原為北京博浩通科技發展有限責任公司編寫的「BHT GOFIT 3.0.3說明書」，現由本計

劃之香港中文大學團隊（簡稱「中大團隊」）為本計劃內容而加以修改

 本說明書是採用 BHT GOFIT 3.0.3版本，如在本書中所使用的畫面顯示圖與螢幕畫面顯示

圖不一致，可能是系統版本不同所造成，請參照螢幕畫面顯示圖為準

1.2 使用前的注意事項 

 請使用由中大團隊提供的帳號及密碼登入 BHT GOFIT系統。如學校未獲知專屬帳號及密

碼，請聯絡中大團隊
（註：帳戶是學校與中大團隊共用，以方便數據收集及評估，請勿自行更改密碼，所有個人資料絕對保密）

 首次使用心率傳感器（OH1 Sensor），需要登入 BHT GOFIT 系統的網上版本

（ www.bhtgofit.com ）添加設備 ID、添加人員、創建課程、創建課表等操作

 首次使用 BHT GOFIT 系統的 iPad版本前，需從 App Store下載「BHT GOFIT」應用程式

 首次登錄 iPad版本必須連接互聯網，登入成功之後，系統會自動同步雲端數據

 為了資料安全性，請在測試完畢後即時在安全網路下同步雲端數據及載入資料

 BHT GOFIT可用於游泳訓練監察，但平板 iPad不防水，請注意保護。OH1 Sensor 可於水

中使用，但充電及使用 USB進行資料同步時切勿接觸水

http://www.bhtgof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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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統網址及下載應用程式

 系統網址：www.bhtgofit.com

 應用程式可以在 App Store下載，名稱「BHT GOFIT」

http://www.bhtgof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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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網上版本

3.1添加傳感器 

中大團隊派發的 OH1 Sensor資料已加入學校的 BHT GOFIT系統。若學校購買額外 Polar OH1 

Sensor，請聯絡博能（香港）有限公司：電話 2119 5502，並自行添加該傳感器資料到 BHT GOFIT

系統。 

步驟 1：登入後，進入主介面 

步驟 2：點擊左側目錄欄的傳感器  進入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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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 

 點擊右上角  圖案可以大量載入傳感器資料 

（註：該 Excel表格已是由繁體系統版本下載之截圖） 

 點擊右上角  圖案單獨輸入個別資料 

（註：點擊右上角  圖案可以刪除傳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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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添加學生資訊 

步驟 1：點擊左側目錄欄的學生  進入介面 

步驟 2：點擊右上角  圖案， 可獲得 Excel表，填妥後上傳檔案到 

   可以大量載入傳感器資料 

（註：紅色標題列為必填指標，其他指標請盡量補充完整；請勿改變單元格格式及檔案格式，否則系統難以檢測導致

錄入失敗） 

步驟 3：點擊右上角  圖案單獨輸入個別資料 

（註：避免重複輸入學生資料，點擊右上角  圖案可以刪除傳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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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創建課程 

步驟 1：點擊左側目錄欄的課程  進入介面，可以創建課程，亦可以給課程分類 

步驟 2：點擊右上角  圖案，填寫課程名、課程日期、課程類別、類型評估、持續時長、目標區 

  間、目標時長、課前提醒，並且添加授課對象 

步驟 3：點擊確定，課程創建成功後，會轉至課程清單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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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創建日誌 

步驟 1：點擊左側目錄欄的日誌  進入介面，可以創建課程，亦可以給課程分類 

步驟 2：點擊右上角  圖案，揀選所屬課程，填寫課堂名稱、上課日期時間、目標區間、 

   目標時長、課前提醒，並且添加授課對象 

  （註：新增教學安排（課堂）前，必先添加課程、人員及傳感器） 

步驟 3：教師可以設置重複課堂週期  ，否則只會在選擇日期當天顯示課堂，亦可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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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添加授課對象後，點擊  ，進入分配傳感器介面 

（註：教師可按照每班學生的學號分配感傳器編號 1-20，為每位學生設定特定編號，計劃進行期間不用更改） 

步驟 5：點擊保存後，這個時候可以到 iPad登陸 BHT GOFIT App，日誌介面向下拉刷新資料，便 

  可看到新建立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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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 iPad版本

a. 打開 iPad圖示  進入主介面 

b. 中大團隊已向每間學校派發一組帳號及密碼，可以點擊「記住密碼」，將來登入點擊

 將會自動輸入帳戶密碼 

c. 登陸後的主介面是日誌介面，登錄時會預設刷新，如果沒載入在網站上創建的課程，請

向下滑動螢幕刷新日誌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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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iPad日誌畫面 

步驟 1：點擊左側目錄欄的日誌  進入介面 

在日誌介面，可以創建（點擊右上角  ）、修改或刪除課堂（點擊該課堂，例： 

），但建議電腦操作會較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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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iPad運動課 

步驟 1：點擊左側目錄欄的運動課  進入介面，可以即時監察課堂資訊 

步驟 2：點擊已經創建的課堂 ，會提示課堂資訊，可以修改資訊，完成後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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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教學安排設定後，會轉至設備匹配介面 

步驟 4： 

 如果有提前在網頁上分配好傳感器，可以直接待學生帶上傳感器並有顯示心跳後，點擊

 如果沒有提前在網頁上分配好傳感器，需要人手配對備用設備及學生。先點選設備（例

），再點選該設備應配對給的學生（例 ），他們的右上角會顯示相同數

字，代表已經被綁定，再按確定，完成後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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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開始上課後，會顯示概覽的介面 

 
 

如課堂上有學生缺席，可點擊左上角  的管理參與者，點選  便可以把學生移至缺席學

生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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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iPad運動課即時監控 

概覽介面 

 監察所有學生的資訊

 顏色代表學生目前達到的強度

（註：該截圖是參考 BHT GOFIT系統所提供的畫面截圖） 

 點擊其中一位學生的方格可選擇 ， ， （學生的資料將會在關注

介面中顯示）

目標介面 

 顯示每位學生的心率目標區內時間

（註：該截圖是參考 BHT GOFIT系統所提供的畫面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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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介面 

 顯示班級平均心率及平均目標區內時間 

 
 
關注介面 

 顯示特定學生的數據，方便作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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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介面 

 顯示一位學生的詳細數據

 點擊左上角 可以隨時切換學生 

（註：完成課堂後點擊左上角 圖示，按 ，資料將會自動保存，並且自動同步到網上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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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報告查看及下載

5.1 網上報告 

步驟 1：點擊左側目錄欄的課堂紀錄  進入介面

步驟 2：點選其中一個已進行的課堂，便可看到課堂中每位學生的詳細資料。可以選擇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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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iPad報告 

課堂信息 

 概括課堂資料

課堂總結 

 顯示班級的平均卡路里，平均心率，課堂評估，徽章獎勵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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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率區間 

 顯示每位學生的心率區分佈及目標心率區時間

運動心率 

 顯示學生運動心率折線圖，方便作比較

 顯示學生心率區內的時間，個人的最低，平均，最高心率、消耗的卡路里

卡路里消耗 

 顯示班級卡路里消耗及班級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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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故障排查及解決

序號 故障 解決方案 

1 提示無訪問權 請確定帳號是否在有效期內，完全退出

app，連接網路從新登錄 

2 即時監控無心率資料 1. 請確認 iPad是否打開藍牙

2. 核對感測器 ID是否一致

3 切換語言無反應 IOS切換後請關閉 app，重新登錄 

4 感測器及學生導入失敗 字體要求：宋體，12號 

如有問題，歡迎電郵 info@sportswithoutlimits.hk 或聯絡工作人員（3943 0695）

mailto:info@sportswithoutlimits.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