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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龍旗下的普羅米休斯與 ARHT Media 通力合作 

美國教育家 Ron Clark 以全息影像發表演說 

-兩家公司聯手打造擴增實境技術 HumaGramTM於教育方面的首次應用- 

 

 香港，2016 年 6 月 7 日 — 全球領先的互聯網社區創建者網龍網絡公司（香港交易所

股份代號：777）今天欣然宣佈旗下的普羅米休斯與ARHT Media Inc.將聯手合作，為

出席於 6 月 7 至 10 日舉行的 Cypress-Fairbanks 綜合獨立學區 Rigor, Relevance 

and Relationships (RRR) 會議的德克薩斯州教師及管理行政人員帶來只在科幻電影中

才看過的情節 – 以全息影像發表的主要演說。身兼教師、作家及創新學校創辦人的

Ron Clark 先生將會利用 3D 人像全息影像 HumaGramTM 向 1,300 多名齊集於

Richard E. Berry Center 的德克薩斯州教師及行政人員發表主要演說。Clark 先生會

利用革命性全新擴增實境技術，向德克薩斯州的教育人員分享以創新方法為學習過程

中的學生、家長及同儕提供鼓勵。 

 

通過全球領先的教育技術公司普羅米休斯與 ARHT Media Inc.的合作，RRR 會議中的

Ron Clark HumaGram 標誌著有關擴增實境技術於教育方面的首次應用，為教師及

行政人員提供培訓。 

  

HumaGramsTM 為超優化全息影像，實時利用清晰的 3D 影像將講者或主持人「傳送」

至世界任何一個角落，並能同時傳達至多個地方。ARHT Media 的擴增實境全息影像

技術早已應用於娛樂、醫療及零售業，並能為教育方面帶來深遠的影響。高盛集團估

算，於 2025 年用於教育行業的虛擬實境/擴增實境市場將達到 7 億美元規模。 

  

ARHT Media, Inc.首席執行官 Paul Duffy 先生表示：「透過 HumaGrams，我們將能

把全球最好的體驗送到每一個地方。公司的 smARHT 教育方案可把教育家及專項範疇

的專家傳送至世界任何一個角落。現在，於地球某一處的科學家可傳送至德克薩斯州

的學校，向學生講解其研究內容。與此同時，學生亦可接觸到真實的案例，從中運用

他們在學校所學到的知識，並能瞭解不同的職業機遇。 」 

  

普羅米休斯的首席市場營銷官 Vincent Young 表示，「展望未來，普羅米休斯期待與 

ARHT Media 合作，將擴增實境的技術應用於教育行業，呈獻給廣大的教育界。透過

全息傳送解決方案，我們每月、每週、甚至每天都能把全球最好的專家和教育工作者

帶進學校。在今天現代化的學習環境下，擴增實境技術打破了學術邊界，把學生連繫

至頂級學術專家。我們非常榮幸能夠在 Cypress-Fairbanks 綜合獨立學區的鼎力支持

下，將這一令人振奮的技術引入教育當中，為教育培訓及學習帶來全新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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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R 會議為 Cypress-Fairbanks 綜合獨立學區每年舉辦的學術會議，旨在為教育領導

者提供靈活的工具和資源，讓他們能應用於教室與課堂之中。德克薩斯州平均有超過

1,300 名教育工作者出席相關會議，他們亦將成為美國首批參與透過 HumaGram 所

進行的教育培訓。 

 

Ron Clark 先生於 2000 年獲頒發迪士尼年度教師大獎(Disney’s American Teacher 

of the Year)，他將於其環節中分享有關教導富挑戰性和不受教學生的最佳實踐案例。

通過其個人親身經歷，他將討論其獲獎項目，解釋如何激發和鼓勵對學習缺乏興趣的

學生。Ron Clark 先生更會重點討論如何打造理想的教室和學校環境，使每位成員能

夠互相尊重、彼此互勉，積極表現自身的最佳能力。 

 

Cypress-Fairbanks 綜合獨立學區課程與教學和問責副督導 Linda Macias 女士表示：

「我們非常榮幸得到普羅米休斯成為第 8 屆 RRR 會議的最佳典範合作夥伴之一。我們

今年有來自逾 90 個區的人士參與是次的會議，而會議亮點之一將會是 Ron Clark 先生

透過人像全息影像的演講。這是我們第一次為參加者展示擴增實境技術，而有關技術

突顯了令人振奮的各種機會。屆時，參加者將獲得這位創新型教育家與眾不同的培訓

和諮詢，同時見證尖端技術於業界的實踐。我們希望這能激發參加者對於新技術在學

校和課堂教學應用的意見。」 

 

Clark先生將以預先錄製的HumaGram形式，在德克薩斯州Cypress的E. Berry 中心，

於2016年6月7日的RRR教師會議及2016年6月8-10日的RRR領袖會議上登場。 

 

-###- 

 

關於網龍網絡公司 

網龍網絡公司（香港交易所股份代號：777）是全球領先的互聯網社區創建者。網龍

成立於 1999 年，是移動互聯網領先的研發力量，多年來成績斐然，包括自主研發著

名的旗艦遊戲《魔域》及《征服》，建立中國第一網絡遊戲門戶 --17173.com，打造

最具影響力的智能手機服務平臺 -- 91 無線，91 無線於 2013 年出售給百度，此項重大

交易是當時中國最大的互聯網收購合併項目。作為中國海外拓展的先驅，自 2003 年

開始，網龍亦在多個國家自主運營旗下多款網絡遊戲，並在全球推出超過 10 種語言版

本。近年，網龍發展成為全球在線及移動互聯網教育行業的主要參與者，憑藉其在移

動互聯網的技術及運營知識打造顛覆性的教育生態系統。更多資訊請訪問

www.netdragon.com。 

 

網龍網絡公司投資者查詢 

周鷹 

maggie@nd.com.cn; ndir@nd.com.cn 

http://www.netdragon.com/
mailto:maggie@nd.com.cn
mailto:ndir@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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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2850 7266 ;  +86 591 8754 3120 

 

網龍網絡公司媒體查詢 

陳鴻傑 

alvinchan@nd.com.hk  

+852 9484 0333 

 

關於普羅米休斯  

普羅米休斯是一家全球性的教育公司，通過建立、結合和實踐創新的 21 世紀學習環境

和技術，提升學習效率，培育學生成為更積極、自信和成功的人。普羅米修斯的主要

工作辦事處設於英國的布萊克本以及美國的亞特蘭大。普羅米休斯是網龍網絡公司

（ 香 港 交 易 所 股 份 代 號 ： 777 ） 的 成 員 企 業 之 一 。 更 多 資 訊 請 訪 問

www.prometheanworld.com。 

 

普羅米休斯媒體查詢 

Suzy Swindle 

suzy.swindle@prometheanworld.com 

(206) 661-0757 

 

關於 ARHT Media 

ARHT 創造的 HumaGrams™是最可信的、互動程度最高的的人體全息影像。

HumaGrams™由正在申請專利的增強現實全息技術（ARHT™）生成，該技術是一種可

擴展、可重複使用和可傳送的 3D 技術，且用戶無需使用特殊的眼鏡。通過這個獨特

的平臺，用戶可以將 HumaGrams™技術應用於演示和現場表演等活動。該技術亦可

以與近場行銷及移動行銷策略整合，從而連接觀眾，加強銷售力度，並創造難忘的用

戶體驗。ARHT Media 公司由 Rene Bharti（主席）和藝人 Paul Anka（顧問委員會

主席）于 2012 年共同創建。公司首席執行官 Paul Duffy 是一名國際化的創業者，並

於互聯網、移動和全息通信領域創建了數位人類體驗，他領導著公司多元化及經驗豐

富的管理團隊。ARHT 管理團隊在娛樂、技術、行銷和財務領域具有幾十年的從業經

驗。公司顧問委員會包括 Larry King, Jason Bateman, Richard “Skip”Bronson, 

Michael Bublé, Carlos Slim, Irving Azoff 及 Kevin O’Leary 等。ARHT Media 在多

倫多交易所創業板以 ART 代碼交易。 

 

ARHT Media 媒體查詢 

Will Frank  

will@grubmanpr.com 

(212)-966-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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