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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iPhone 手機搭配 Apple Watch 手環必備項目 

一、 確認 Apple Watch 已連結 iPhone 

1. 在 iPhone 上，前往「設定」>「藍牙」，確定藍牙已開啟。 

2. 確認 Apple Watch 已連線。 

 

3. 仍無法連線請至 Apple 官網（https://support.apple.com/zh-tw/HT204505）參閱詳細設

定流程。 

  

https://support.apple.com/zh-tw/HT204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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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啟 iPhone「健康」App 

1. 「健康」App 需在 iOS 9 或更新版本才會有。請至「設定」>「一般」>「關於本機」確

認 iOS 版本。 

 

2. 如您的手機已經是 iOS 9 以上卻找不到「健康」App，由於該 App 不能被刪除，有可能

被放在某個資料夾中，請按住螢幕向下滑，在畫面最上端的搜尋欄中鍵入「健康」，應

可在下方應用程式列表中看見「健康」App。 

 

3. 請至「設定」>「隱私權」>「運動與健身」確認開啟資料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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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下載「新光人壽」App 

1. 於 App Store 搜尋並下載「新光人壽」App。 

 

 

2. 開啟所有類別，並允許健康資料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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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iPhone 手機搭配 Garmin 手環必備項目 

一、 確認已下載「Garmin Connect MobileTM」App 

1. 確認 Garmin 手環電源開啟。 

2. 下載並安裝最新版的「Garmin Connect MobileTM」 App。 

 

二、 同步資料至「健康」App 

1. 打開「Garmin Connect」點選「更多」>「設定」>「協力廠商應用程式」。 

2. 點選「協力廠商應用程式」確認與「Apple Health」連結。 

 

3. 開啟「健康」App，點選「來源」確認連結成功。如果找不到「健康」App 請參閱 p.4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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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下載「新光人壽」App 

1. 於 App Store 搜尋並下載「新光人壽」App。 

 

 

2. 開啟所有類別，並允許健康資料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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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iPhone 手機搭配小米手環必備項目 

一、 確認已下載「小米運動」App 

1. 安裝並打開「小米運動」App。 

 

2. 點選「我的」>「連接到其他裝置」，再點選「蘋果健康」，確認接入蘋果健康。 

 

二、 同步資料至「健康」App 

1. 開啟「健康」App，點選「來源」確認來源包含「小米運動」及「新光人壽」。如果找不

到「健康」App 請參閱 p.4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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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下載「新光人壽」App 

1. 於 App Store 搜尋並下載「新光人壽」App。 

 

 

2. 開啟所有類別，並允許健康資料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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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Android 系統手機搭配 Garmin 手環必備項目 

一、 確認已下載「Google Fit」App 

   

二、 確認已下載「Garmin Connect MobileTM」App 

1. 確認 Garmin 手環電源開啟。 

2. 下載並安裝最新版的「Garmin Connect MobileTM 」App。 

 

三、 同步資料至「Google Fit」App 

1. 打開「Garmin Connect」點選「更多」>「設定」>「協力廠商應用程式」。 

2. 點選「協力廠商應用程式」確認與「Strava」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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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開「Strava」點選「設定」>「連接其他服務」。 

4. 確認連線至 Google Fit。 

   

5. 開啟「Google Fit」App，點選「個人資料」>「設定」>「管理已連結的應用程式」確

認連結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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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下載「新光人壽」App 

1. 於 Google Play 商店搜尋並安裝「新光人壽」App，且允許「新光人壽」取得「Google 

Fit」資訊。 

2. 回到「Google Fit」，點選「個人資料」>「設定」>「管理已連結的應用程式」，確認連

結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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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Android 系統手機搭配小米手環 

一、 確認已下載「Google Fit」App 

   

二、 確認已下載「小米運動」App 

1. 確認小米手環電源開啟。 

2. 下載並安裝最新版的「小米運動」App。 

 

3. 點選「我的」>「連接到其他裝置」，再點選「Google Fit」，允許授權「小米運動」讀取

健康資料，確認接入 Google 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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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同步資料至「Google Fit」App 

1. 開啟「Google Fit」App，點選「個人資料」>「設定」>「管理已連結的應用程式」確

認連結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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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下載「新光人壽」App 

1. 於 Google Play 商店安裝「新光人壽」，並允許「新光人壽」取得「Google Fit」資訊。 

2. 回到「Google Fit」，點選「個人資料」>「設定」>「管理已連結的應用程式」，確認連

結成功。 

 

  

 

  



 

SKF-D1409002 17 2020/09/02  製作：新光人壽  

機密等級：□極機密 □機密 □密 ■普通 

文件持有人請嚴加管控本項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