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本產品之前，請仔細閱讀這些說明書，並妥善保管以備將來使用。

汽車導航系統

型號：CN-VX120T

使用說明書
切換切換

選單選單 自宅自宅

圖景圖景

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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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項及緊急處理方法
■ 使用本系統前請閱讀本商品的設備和全部其他汽車導航系統的部品之使用說明書。說明書中說明如何
以安全又有效率的方法使用本系統。Panasonic對不遵守本說明書之說明所造成的任何問題及損害一概
不負責任。

■ 本說明書利用圖示說明如何安全使用本設備，並且提醒用戶錯誤的連接和操作將可能導致的潛在危
險。圖示的含義說明如下。完全理解圖示的意義以便正確使用本說明書和系統是非常重要的。

使用本設備時遵守以下警告。

使用本設備時請遵守當地法律規定。

■ 在駕駛時勿將目光固定在主機螢幕或操作系統。
 不要在駕駛時作改變目的地位置的設定。駕駛時盡量減少凝視顯示器螢幕並縮短聽指示語
音的時間。操作本系統會分散駕駛者的注意力，可能造成事故。操作本設備前必須將車輛

停在安全的地方並且拉上手煞車。同時不要在行車時操作本系統，在操作前應停下來並查

看所在地是否安全。

■ 務必遵守當地的交通規則。
指示的路線可能包括有不開放的道路。此時請遵守當地的交通規則，另外選擇一條路線。

■ 設備發生故障時不要使用。
 如果設備發生故障（電源不通、無影像、無聲音）或者處於異常狀態（內部有異物、進
水、冒煙，或者有異味），應當立即關掉電源並且向出售本設備的經銷商諮詢。使用發生

故障的設備會導致事故或者電擊。

■ 使用正確的電源。
 本產品設計為使用負極接地的直流12 V電池系統。絕對不要使用其他電池系統(例：直流24 
V電池系統)。

■ 不可拆卸或修改本設備。
不可拆卸或修改本設備，或自行修理。如需修理此產品，請洽詢您購買本設備的經銷商，

或Panasonic服務中心。

■ 將電池放在嬰兒碰不到的地方。
電池可能被吞下，所以要放在嬰兒碰不到的地方。如果嬰兒吞下電池，請立即就醫。

■ 不使用時，請將遙控器放置在安全的地方。
 如果遙控器沒有放置在安全地方，就可能在車輛行駛中掉落，卡在煞車踏板下面，而造成
交通事故。

■ 將SD卡放在孩童拿不到的地方。
 SD卡可能被吞下，所以要放在孩童拿不到的地方，如果孩童吞下SD卡，請立即就醫。

本圖示是警告您操作及安裝說明的重要性。

如果不注意說明的內容，可能會重傷或死亡。警告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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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圖示是警告您操作及安裝說明的重要性。

如果不注意說明的內容，可能會重傷或死亡。

請務必遵守

警告

警告

安裝時遵守以下警告。

■絕對不要將本產品安裝在干擾視線的位置。
將本產品安裝在阻擋車輛前方或者後方視線或者妨礙駕駛(靠近排檔桿，煞車踏板等)將會
導致事故。

■絕對不要使用與車輛安全相關的部品作為安裝、接線和其他類似用途。
不要使用與車輛安全性相關的部品(油箱、煞車、懸吊系統、方向盤等)作為接線或者固定
本產品及其附件。

■找有資格的維修人員更換保險絲。
保險絲燒斷時，排除使其燒斷的原因並且由有資格的維修人員更換為CN-VX120T專用的保
險絲。保險絲更換錯誤會導致冒煙、起火和產品損壞。

■安裝前將電池端子的負極（－）引線斷開。
如果安裝時電池端子的負極（－）引線接通，可能引起短路造成電擊和受傷。

有些型號的汽車裝有電子安全系統，需要特殊的步驟才能斷開電池端子。

不按照該步驟進行會導致電子安全系統意外啟動從而造成車輛損壞和人員受傷甚至死亡。

■確認引線不會妨礙駕駛或者穿入穿出車輛。
將引線捆束或者固定以防止其妨礙方向盤、排檔桿、煞車踏板、駕駛員的腳，或者其他任

何東西。

否則引線可能鉤住煞車踏板或者排檔桿等因而導致事故。

■禁止將本產品安裝在安全氣囊蓋或者阻礙安全氣囊使用的位置。
絕對不要將本產品安裝在安全氣囊蓋或者阻礙安全氣囊使用的位置。否則安全氣囊不能正

常運作，或者本設備會與安全氣囊一起彈出因而造成事故和受傷。

■安裝本產品前檢查管路、油箱、電路和其他項目。
如果需要在車體上打孔以便固定本產品或者接線，先要檢查線路和油箱等的位置。請盡可

能將孔從外面向內打。

■按照安裝和接線說明進行操作。
對本產品進行安裝與接線時，仔細按照安裝說明書中的說明進行。接線錯誤可能造成事故

或起火或造成產品損壞。

■為了安全務必連接手煞車引線。
為了自身安全務必連接手煞車線。否則導航系統的安全功能不能運作從而導致事故。

■牢固安裝本產品。
牢固安裝本產品，務必使用適當的工具。還要使用電纜束帶或者膠帶固定電纜。

■對所有裸露接線做好絕緣以防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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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圖示是警告您操作及安裝說明的重要性。

如果不注意說明的內容，可能會受傷或材料受損。注意

注意

使用本設備時遵守以下注意事項。

■無補償。
 此汽車導航系統及地圖資料，可能有錯誤的資料或者與現狀不符的情形發生。還有，汽車
導航軟體會有不適當的導引情形發生。關於這些錯誤所引起的過失或損害，敝公司對於這

些失誤對使用者造成不利的影響，或者對使用者將來的利益喪失等等一切，一概不負責賠

償責任。

對汽車導航的導引不可過度的信任，最終的判斷仍是由駕駛者自己決定。

■ 本地圖軟體為Panasonic汽車導航系統CN-VX120T專用，禁止擅自複製或仿冒。

■不要暴露在水、潮濕或者灰塵的環境中使用。
暴露在水、潮濕或者灰塵中可能導致冒煙、起火，或其他損傷。

在洗車時和雨天要特別小心不要讓本設備沾濕。

■將語音指示保持在適當的音量。
駕駛時將音量保持在適當的音量，以便能夠察覺道路和車輛的狀況。

■保護機械結構。
不要將任何異物放入本設備的槽中。

■本導航系統僅供在汽車中使用。
本導航系統僅應當安裝在汽車中。不要將其安裝在船隻、飛機或者任何除汽車以外的車輛

上。

■引擎關閉後不要長時間使用本設備。
引擎關閉後長時間使用本設備會耗盡電池。

■使用SD卡。
進入導航系統中，禁止SD卡的插拔動作，要下載或上傳資料，請先關機離開導航系統。
SD卡可使用空間請保留2 MB以上，以防異常情況發生。

■保護SD卡的插槽。
不要將任何異物放入本設備的SD卡插槽。

安裝時遵守以下注意事項。

■由專業的維修人員進行接線和安裝。
安裝導航系統需要專業技能和經驗。為了安全，請讓出售該設備的經銷商進行安

裝。Panasonic對自行安裝所導致的任何問題不負責任。

■小心不要損傷引線。
接線時小心不要損傷引線。不要讓車輛外殼、螺絲、或者座椅滑軌卡住引線。

不要刮傷、拖拉、或者扭曲引線。

不要在熱源附近佈線，也不要在引線上面放重物。如果引線必須越過銳利金屬邊緣，使用

膠帶等物纏繞引線對其進行保護。

安全注意事項及緊急處理方法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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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務必遵守

■電池注意事項

■處理遙控器的電池時遵守以下注意事項。
●只可使用規定的AA (3號) 電池。
●按照電池盒上的(+)和( –)極 標誌安裝電池。
●不要混用新舊電池或者不同類型的電池。

●儘快更換電力耗盡的電池。

●長時間不用遙控器應將電池從遙控器中取出。

● 不要將電池或者有電池的遙控器放在密閉的車輛、車輛行李箱、太陽直射處，或者加熱
器附近等溫度會升到很高的地方。

● 拋棄或者保存電池前將其絕緣(放入塑膠袋或者用膠帶包裹)。拋棄電池要遵守當地的法
規。

● 將電池放在嬰兒拿不到的地方。電池可能被嬰兒吞下。如果發生這種情況，應立即就醫。
●不要隨便拋棄電池。應當將其拿到指定的收集點以便回收處理。

如果電池液外漏

●將電池盒上的電池液徹底擦乾淨，並且更換新電池。

●如果身體的任何部分或者衣物沾染電池液，使用大量清水進行清洗。

●如果電池液進入眼中，使用大量清水進行清洗，並且立即就醫。

注意

※ 緊急處理方法

　 為防止使用者及其他人之危害及生命財產的損失，如有上述異常發生時，請立即關閉電源停止使用並
就近前往服務廠或汽車音響經銷商尋求協助。

注意

■安裝時使用設計規定的部件和工具。
使用隨主機提供的或者規定的部件和適當的工具對本設備進行安裝。使用非隨主機提供的

或者非規定的部件可能造成設備內部損害。

安裝不良可能造成事故，功能失常或者起火。

■不要阻擋設備的通風孔或者冷卻板。
阻擋這些部件會造成設備內部過熱並且可能造成起火或者其他損害。

■不要將本設備安裝在有強烈振動或者不穩定的位置。
避免在傾斜或者非常彎曲的表面上安裝本設備。如果安裝不穩定，設備可能會在駕駛過程

中脫落並且造成事故和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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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如果有缺少以下任何附件，請與出售本產品的經銷商聯繫。

2.  AA（3號）電池
數量：2

電
源

廣
域

詳
細

切
換

圖
景

選
單

現
在
地

自
宅

目
的
地

返回

3.  遙控器架
數量：1

7.  SD卡 (內含地圖圖資及
完整使用說明書PDF)
數量：1

8. 保證書
數量：1

4.  簡易使用說明書
數量：1

5.  安裝說明書
數量：1

6.  使用注意事項
數量：1

CN-VX120T

YESDVX120T

切換切換

選單選單 自宅自宅

圖景圖景

電源

簡易使用說明書

感謝您購買Panasonic的衛星導航機，因道路交通持續擴建，導航電子地圖的圖
資可能未及時更新而有少許的道路資訊遺漏，在您使用本導航機時若有發現道
路圖資問題，歡迎您將此寶貴的訊息傳達給Panasonic顧客商談中心，以便更完
善更新，為您作更完整的服務。
Panasonic顧客商談中心專線：0800-098800

●使用本產品之前，請仔細閱讀本說明書，並妥善保管本說明書以備將來使用。

汽車導航系統

型號：CN-VX120T

GPS天線安裝

在車輛內部進行安裝（儀表板或者擋風玻璃附近）

將GPS天線w安裝到車輛上使得從各個方
向上都能夠接收到GPS衛星信號。

型號:CN-VX120T

將天線水平安裝在儀表板上或者擋風玻璃中間靠近後窗處。
由於GPS衛星的位置不同，可能在接收信號時會有困難（見右上圖）。
註：視車內安裝位置需要，使用雙面膠帶o將GPS天線固定安裝，以防止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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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步驟 - 汽車導航系統

將設備與駕駛方向成90°
安裝。

w GPS天線

w GPS天線
安裝在車輛頂部中間平整的
表面上。

u電纜夾
使用電纜夾固定天線
電纜。

天線電纜

適當安排天線電纜的走向以免雨水侵入後行
李箱。

後行李箱蓋

密封條

車輛外安裝(車頂等)

汽車導航系統

安裝說明書

準備工作

請從電池負極 斷開其電瓶引線。

隨主機提供的安裝附件
● 	請核對箱內包括下列隨主機提供的安裝附件

●  安裝角度
本設備應當安裝在水平位置前端向上仰起一個角

度方便使用，但是不要超過	30°(前後)

編號 項目 圖示 數量

q 螺絲 4

w GPS天線 1

e 電源端子 1

r 遙控受信器
POW

ER 1

t 語音導引用揚聲器 1

y 夾型端子 4

u 電纜夾 3

編號 項目 圖示 數量

i 雙面膠帶魔鬼氈 2

o 雙面膠帶 2

!0 有墊圈螺絲 4

!1 L型架 2

!2 遙控器架(包含雙面膠帶) 1

!3 遙控器
返
回電源

廣域

詳細

切換

圖景
選單

現在
地

自宅

目
的
地

1

30°以內

安裝時請注意以下警告事項。

❑ 絕對不要將本產品安裝在干擾視線的位置。
將本產品安裝在阻擋車輛前方或者後方視線或者妨礙駕
駛（靠近排檔桿，煞車踏板等）將會導致事故。

❑  絕對不要使用與車輛安全相關的部品作為安裝、接線
和其他類似用途。
不要使用與車輛安全性相關的部品（油箱、煞車、懸吊
系統、方向盤等）作為接線或者固定本產品及其附件。

❑ 找有資格的維修人員更換保險絲。
保險絲燒斷時，排除使其燒斷的原因並且由有資格的維
修人員更換為CN-VX120T專用的保險絲。保險絲更換錯
誤會導致冒煙、起火和產品損壞。

❑ 安裝前將電池端子的負極(－)引線斷開。
如果安裝時電池端子的負極(－)引線接通，可能引起短
路造成電擊和受傷。
有些型號的汽車裝有電子安全系統，需要特殊的步驟才
能斷開電池端子。
不按照該步驟進行會導致電子安全系統意外啟動從而造
成車輛損壞和人員受傷。

❑ 確認引線不會妨礙駕駛或者穿入穿出車輛。
將引線捆束或者固定以防止其妨礙方向盤、排檔桿、煞
車踏板、駕駛員的腳，或者其他任何東西。
否則引線可能鉤住煞車踏板或者排檔桿等因而導致事
故。

❑  禁止將本產品安裝在安全氣囊蓋或者阻礙安全氣囊使
用的位置。
絕對不要將本產品安裝在安全氣囊蓋或者阻礙安全氣囊
使用的位置。否則安全氣囊不能正常運作，或者本設備
會與安全氣囊一起彈出因而造成事故和受傷。

❑ 安裝本產品前檢查管路、油箱、電路和其他項目。
如果需要在車體上打孔以便固定本產品或者接線，先要
檢查線路和油箱等的位置。請盡可能將孔從外面向內
打。

❑ 按照安裝和接線說明進行操作。
對本產品進行安裝與接線時，仔細按照安裝說明書中的
說明進行。接線錯誤可能造成事故或起火或造成產品損
壞。

❑ 為了安全務必連接手煞車引線。
為了確保安全務必連接手煞車線。否則導航系統的安全
功能不能運作從而導致事故。

❑ 牢固安裝本產品。
牢固安裝本產品，務必使用適當的工具。還要使用電纜
束線夾或者膠帶固定電纜。

❑ 對所有裸露接線做好絕緣以防短路。

安裝時請注意以下注意事項。

❑ 請委託有資格的維修人員進行接線和安裝。
安裝導航系統需要專業技能和經驗。為了安全，讓出售
該設備的商店進行安裝。Panasonic對自行安裝所導致的
任何問題一概不負責任。

❑ 小心不要損傷引線。
接線時小心不要損傷引線。不要讓車輛外殼，螺絲，或
者座椅滑軌卡住引線。
不要刮傷，拖拉，或者扭曲引線。
不要在熱源附近佈線，也不要在引線上面放置重物。如
果引線必須越過銳利金屬邊緣，使用膠帶等物纏繞引線
對其進行保護。

❑ 安裝時使用設計規定的部件和工具。
使用隨主機提供的或者規定的部件和適當的工具對本設
備進行安裝。使用非隨主機提供的或者非規定的部件可
能造成設備內部損害。
安裝不良可能造成事故，功能失常或者起火。

❑ 不要阻擋設備的通風孔或者冷卻板。
阻擋這些部件會造成設備內部過熱並且可能造成起火或
者其他損害。

❑ 不要將本設備安裝在有強烈振動或者不穩定的位置。
避免在傾斜或者非常彎曲的表面上安裝本設備。如果安
裝不穩定，設備可能在駕駛過程中脫落並且造成事故和
傷害。

注意警告

重要提示

注意

● 	設備安裝的左右角度應當盡量水平。

註：

● 	設備安裝的左右角度應當保持水平。

● 		為確保本汽車導航系統的觸控操作機能可完整操

作，建議搭配選購之Panasonic觸控面板汽車音響

機種進行使用。（推薦機型：CQ-VW221T）經

由RGB端子接續。

■ 接線和安裝應當由有資格的維修人員來進行
安裝本導航系統需要專業的技能和經驗。為了確保安全，請委託經銷店代為安裝。Panasonic對於因自行安

裝本機而導致的任何故障一概不負責任。

● 		如果斷開電池端子引線，保存在電路板上記憶體中的設定將會消失。因此，斷開引線前請先作好記錄或者

對設定進行備份。

註：

● 		本設備是為使用負極接地的12	 V直流電系統的車

輛設計的。

● 		按照說明小心進行電氣連接。否則可能造成設備

損壞。

● 	所有連接都完成後再連接本裝置之電源端子e。

● 	對所有裸露接線做好絕緣以防短路。

● 	設備安裝完成後固定所有引線。

● 	連接本設備前仔細閱讀其使用和安裝說明書。

● 	如果遇到困難，請向附近的服務中心諮詢。

● 		牢固安裝本設備。務必使用適當的工具。還要使

用束線夾或者膠帶固定引線端子。

● 	附件可能因製品改進而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註

● 		如果在車輛外殼上打孔以固定本設備或者接線，務必確認打孔處附近沒有接線，油

箱或者其他物品。

● 		我們強烈建議您在進行安裝時戴上手套以保護自己不要受傷。

● 		將電纜從蓄電池接線柱的負極	 上卸下。
● 		安裝GPS天線時，將其放在距離顯示器或者其他電器設

備20公分以上的位置。即使天線引線長度過長，也不要

將其截短。將任何電纜束放在距離主機至少30公分遠的

地方。

● 		不要牽拉電纜來移動GPS天線。否則可能損壞電纜或者

刮傷車輛表面。

● 	固定GPS天線前將安裝表面擦乾淨。

● 	在寒冷季節使用吹風機等加熱設備加熱安裝表面。

註：

不要將 GPS天線安裝在以下位置：
● 	有高溫的位置。

● 	GPS 天線妨礙駕駛的位置。

● 	GPS 天線妨礙安全氣囊功能的位置。

● 	靠近行動電話，收音機，CD/DVD 音響等電子設備的位置。

● 	靠近空調出風口或者其他設備的位置。

● 	不要將磁卡（信用卡等）放在靠近 GPS 天線的地方。

● 	絕對不要將 GPS 天線安裝在其他天線附近。

● 	有些車窗中可能含有會衰減無線電波的材料或者有類似材料的鍍層（例如防紫外線隔熱紙）。

● 		如果對安裝在車輛內部的天線接收靈敏度不滿意，請向銷售本產品的經銷店諮詢，車輛內部安裝天線之接

收度改善方式或直接將天線安裝於車輛外部以獲得訊號接收靈敏度的改善。

註：

● 		不要將GPS天線安裝

在車頂行李架或者後

背箱蓋子附近。

	 	這樣做會引起GPS信

號接收困難。

註：

● 			不要在GPS天線塗油漆或

者打蠟。否則可能造成

GPS信號接收困難。

● 			洗車時將GPS天線從車輛

外面取下。

註：

● 		不可將主機安裝在下述地方以避免過熱而造成損壞。

　•	靠近加熱器的地方。

　•		放在如儀表板或後檔風玻璃處，那裡會直接曝曬在陽光之下。

●不可將本機安裝在靠近車門邊，那裡也許會被雨淋濕。

警告

安裝在地毯的表面時，用魔鬼氈固定是不夠的，建議使用螺絲來固定

● 		將本機和其它的電子設備保持安全的距離。註：

顯示設備(選購件)

擋風玻璃

wGPS天線

保持距離
至少20 cm

註：禁止倒裝

防水橡膠（包含在GPS天線中）
防水橡膠應當安裝在
接觸密封條的地方。

使用螺絲來安裝本機（推薦安裝法） 使用魔鬼氈將本機安裝在車內地毯位置

i魔鬼氈

q螺絲

q螺絲

!0有墊圈螺絲
!1L型架

e電源端子

e

!0 有墊圈
螺絲

注意

警告

注意

注意

注意

警告

1
使用有墊圈螺絲⑩將L型架⑪安裝至本設備的兩側。

2
使用螺絲①安裝本設備至欲安裝之表面位置。

3
連接設備後部之線材。	

●	參照電氣連接進行連接。

4
安裝完成後，將電池負極 引線接回。

註：禁止傾斜安裝

w

q

q

w

●	當此裝置搭配使用的顯示器是有觸控面板功能的顯示器
時（如：CQ-VW221T），在該顯示器的螢幕上可直接觸控
本機的導航功能。

●	安裝此裝置時請注意本裝置機體側之 RGB/VIDEO 信號開
關是否設定正確以確保本裝置之正確信號輸出。（經由
RGB 訊號，請將開關撥至“RGB ＂位置；經由 VIDEO 訊
號，請將開關撥至“VIDEO ＂位置）
＊請在車輛 ACC	OFF 狀態下進行設置切換。

●	連接 RGB 端子使用時，請勿同時連接 AV 端子，以避免
螢幕畫面顯示異常。

r

● 使用本裝置前請先注意本裝置側邊之RGB/VIDEO信號開關是否正確設置 
(需與搭配之螢幕主機信號方式一致)，以確保本裝置之正確信號輸出。否則
畫面將無法正確進行顯示。

　(經由RGB訊號，請將開關設置至RGB位置)
　(經由VIDEO訊號，請將開關設置至VIDEO位置)
　 (本裝置不可同時顯示RGB及VIDEO信號，並且也不可同時接續RGB電纜及

VIDEO連接線)
註：設置RGB/VIDEO開關請於車輛ACC OFF狀態下進行設置。
● 第一次裝機後的開啟畫面或裝置異動等重新開機時，畫面可能會偏移，請
參考系統設定內的畫面調整（請參閱SD卡內之PDF格式使用說明書說
明），將畫面調整到適當的位置。

● 當導航目的地設定為“澎湖縣”等離島地區時，將無法順利進行導航，請
再次確認起訖點之設定是否正確以確保正常導航。

 畫面調整

顯示位置設定
如果導航顯示被切去一部分，或者導航顯示不在畫面中間，調整導航顯示位
置使之與顯示器顯示相符。

泝觸選“系統設定”選單內之畫面調整圖示(圖1)，開啟畫面調整。
沴�觸選“畫面調整”(圖2)內之上下左右方向鍵對畫面進行顯示位置之調整。
沊�畫面調整完成後，可觸選(圖2)畫面中之“返回”或“返回地圖”離開設定。

使用注意事項

YFM264C236ZA     PTW0411-1101

型號：CN-VX120T

 觸控面板校準調整

搭配具有觸控面板功能之螢幕主機，連接經由RGB端子接續時，觸控面板需
要進行校準設定，步驟如下：

泝  觸選“系統設定”，選擇選單內之“觸控校正”圖示(圖1)，開啟觸控校正
畫面(圖2)。

沴  校正畫面(圖2)中依順序按押觸控面板上顯示的十字光標，順序為﹝左上，
左下，右上，右下，中心﹞，校正完成畫面會出現如(圖4)。
註： 在畫面(圖2)時，如果倒數10秒內，都不觸控面板進行調整，則畫面將顯

示“校正超時！”，且觸控校正並未完成設定。

(圖1)

(圖3)

(圖2)

(圖4)

(圖1)
(圖2)

1.  遙控器
數量：1

● 附件可能因製品改進而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安裝套件（如螺絲和安裝支架 / GPS天線 / 語言導引用揚聲器 / 遙控受信器）請參見安裝說明書。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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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asonic歡迎您參加我們不斷成長的電器產品用戶大家庭。
我們相信本產品會帶給您許多快樂。

我們的良好聲譽是建立在精密的電子和機械工藝上的，我們的產品是經過精心挑選的零件生產並且由以

自己工作為榮的人員所組裝的。一旦您發現了我們傾注在產品中的品質、可靠性和價值，您也會因成為

我們大家庭的一員而驕傲。

感謝您購買Panasonic的衛星導航機，因道路建設持續增進，導航電子地圖的圖資可能未完全放入而有少
許的道路遺漏，如果您在使用本導航機時有發現道路圖資遺漏，歡迎您將此寶貴的訊息連絡給Panasonic
顧客商談中心，以便圖資年度更新時加入，為您作更完善的服務。

Panasonic顧客商談中心專線：0800-098800

■版權聲明

本地圖SD卡為Panasonic汽車導航系統CN-VX120T專用，由台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製作、出版。

重要：在打開本商品包裝之前，請務必閱讀下述【地圖使用注意事項】。

　　　打開本商品的使用包裝後，視為同意以下【地圖使用注意事項】。

■地圖使用注意事項
● 本地圖SD卡為精密產品，請避免變形、刮傷、曝曬、受潮等不當使用方式。
● 本地圖SD卡內容可自行上網更新http://pmst.panasonic.com.tw/service/，版本更新時恕不另行通知。
●本地圖軟體發行後，可能因道路變更，而有與現況不符的情形。

● 本地圖軟體為Panasonic汽車導航系統CN-VX120T專用，禁止擅自複製或仿冒。
● 本地圖軟體僅能儲存於隨本主機配附之SD卡，不保證其他廠牌的SD卡能在本導航系統中正常使用。

註：地圖圖資內容約半年更新一次，本公司保留其修改、變更及終止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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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組合

切換切換

選單選單 自宅自宅

圖景圖景

電源

CN-VX120T

（本主機）

導航系統遙控受信器

本手冊所描述的說明大部份均需使用到觸控螢幕，建議搭配 Panasonic 對應機種
具有觸控面板功能的汽車音響主機螢幕。

推薦對應機種：
CQ-VW221T
（具備觸控面板功能）

●  不保證其他廠牌之螢幕、主機接續後之功能操作皆完全正常。
● 與他廠牌設備連接時，本導航設備僅支援NTSC顯示器，請特別注意。
● 連接RGB端子使用時，請勿同時連接AV端子，以避免螢幕畫面顯示異常。
●  連接沒有RGB端子的Panasonic NTSC顯示器時，需要使用附屬品導航系統遙控受信器和語音導引用揚
聲器。

●  若使用RGB輸出連接時，目前僅對應選購品Panasonic機種型號CQ-VW221T進行使用，若欲連接其它
顯示器主機，請事先與經銷商確認其相容性及螢幕輸出規格，以確保正確顯示。

●  使用遙控器時，如果是CQ-VW221T的RGB對應，則對準顯示器的遙控感應受信窗。而如果是其他廠
牌之顯示器，則應對準附屬品導航系統遙控受信器進行操作。（RGB連接線，Video連接線請另購）

註

遙控器

GPS天線

語音導引用

揚聲器

NTSC視頻顯示器

(經由VIDEO端子連接)

■連接例：連接經由 VIDEO 端子之顯示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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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換切換

選單選單 自宅自宅

圖景圖景

電源

遙控器各部名稱與功能

q打開電池蓋。

w放入新電池。

e關閉電池蓋。

電　　池 : 兩顆AA(3號)電池
 電池壽命 : 正常使用情況下大約5個月(在室溫下)
更換電池 : 如果遙控受信器不能對遙控操作正常
回應或者遙控器不動作，就要盡快更換電池。

輸入鍵 (ENTER)

●短按執行所選擇的項目。

● 在地圖畫面中，短按開啟“功能”

選單。

回自宅鍵
回家鍵 (需已設定自宅地點)。

圖景鍵
切換地圖顯示，每回按下依序切換：

（2D車頭朝上→2D正北朝上→3D車
頭朝上→3D正北朝上）

目的地鍵 (顯示主選單)

選擇目的地。

縮放鍵
●縮放顯示地圖比例尺。

●列表時的上一頁或下一頁選擇。

返回鍵
●回到前一個畫面。

●交叉路口擴大圖之顯示關閉/開啟。

切換鍵
切換顯示模式(Navi或Monitor)。

選單鍵
選單切換（目的地主選單→檢視→系統設定）

方向控制搖桿
●選擇項目(上／下／左／右)。
● 在地圖畫面時移動方向位置(往上、下、左、
右、左上、左下、右上、右下)。

顯示器(MONITOR)/導航(NAVI)切換開關
●可切換遙控器功能為對應顯示器(MONITOR) 

或導航(NAVI)操作使用。

NAVI

MONITOR

切換切換

選單選單 自宅自宅

圖景圖景

電源

導航操作 (NAVI)

顯示器操作 (MONITOR)

可設定為顯示器操作

電源
● 顯示器的電源開關切換。 
此電源鍵僅對顯示器有效。

控制桿
●項目選擇

●項目調整

輸入
● 執行所選擇的項目。

畫面高寬比(ASPECT)
●切換顯示畫面的高寬比

音量
● 調整音量。 

(僅用於顯示器內含揚聲器)

切換
● 用於改變訊號源

放入電池

● 按照電池盒上的!和@極性標誌安裝電池。

將遙控器放在控制台箱中時確認遙控器按鈕不受

任何壓力。若按鈕上有壓力會消耗電池能量。

註

注意

切換切換

選單選單

位置(現在地)鍵
顯示當前位置。

數字鍵
●數字輸入

：設施資訊頁向右換頁。： 設施資訊頁向
左換頁。

： 地圖向右旋轉。 

(3D地圖移圖時)

●在地圖畫面時：為開啟地址(縣市)選擇。
●在輸入畫面時：為確定選擇。

●在地圖畫面時：為開啟景點關鍵字輸入。
● 在文字輸入畫面時：為修改文字輸入(前
移1文字)。

：電話號碼輸入(開啟）

： 地圖向左旋
轉。(3D地 
圖移圖時)

向下打開滑蓋

地址

電話

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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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工作

將所附的SD卡（標籤面朝上）插入本機左側下
方的SD卡插槽。

CN-VX120T

YESDVX120T

CN-VX120T
NAVIGATION SYSTEM

CN-VX120T
NAVIGATION SYSTEM

CN-VX120TYESDVX120T

CN-VX120T
NAVIGATION SYSTEM

■ 將SD卡放在嬰幼兒拿不到的地方。
SD卡可能被吞下，所以要放在嬰幼兒拿不到的地方，如果嬰幼兒吞下SD卡，請立即就醫。警告

壓下SD卡的中間，再慢慢鬆開，SD卡會彈出，然後將SD卡取出。

●SD卡鎖住的狀態下，導航機可能無法進入導航模式，必須解開鎖定才能進入導航模式。
●SD卡在開鎖的狀態下請小心使用，不當的操作，可能導致SD卡的資料流失。
●不可以把SD卡以反面的方式插入。
●不可用手指觸碰SD卡的資料傳輸接頭。
●不可將SD卡以外的異物插入卡槽。
●不使用時將SD卡保存在SD卡保存盒內。
●SD卡可支援至32GB。
●本機不支援SDXC卡。

註

插入SD卡

移除SD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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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導航系統
本汽車導航系統使用GPS*衛星信號、速度感知器，來追蹤和顯示車輛當前的位置，並且指引您從起始點
沿計算出的路線駛向目的地。
   *:  GPS (全球定位系統)是使用來自美國國防部開發的GPS衛星的信號的位置檢測系統。

特點
CN-VX120T汽車導航系統有以下特點：
●  使用詳細的導航地圖。 
選擇目的地時易於觀看。

●  可以登錄需要的位置當做備忘地點。 
任何時候都可以從登錄的設施和地點中設定目的地。

●3D地圖顯示。
● 高速公路交流道導引圖／3D交叉點擴大圖／高速公路入口導引圖。
 （語音導引機能可以選擇國語或台語）
● 如果您將本設備與Panasonic CQ-VW221T機種搭配使用，可支援觸控螢幕控制功能。

安全使用本產品
■避免過度的潮濕和灰塵
不要讓本產品沾水、過度潮濕或者灰塵。

這會導致電擊、起火或者其他損傷。

■特別高或者特別低的溫度會干擾正常功能。
如果車輛關閉引擎在太陽直射下或者在寒冷的地方停放過長的時間，車內可能變得特別熱或者特別

冷。在這種環境下導航系統可能會發生異常。一旦車內溫度回到正常範圍，導航功能即可恢復。如果

不能恢復，請與銷售本產品的商店聯繫。

地圖相關項目
顧客須知
● 本地圖為本公司實地調查繪製而成，提供最新、最正確的資料給顧客，但礙於資料的龐大及路況複

雜，錯誤仍無可避免，對此，敬請顧客諒解。

● 如果您認為地圖有錯誤，請連絡台灣松下技術服務公司，或撥打顧客商談中心專線詢問。

　顧客商談中心專線：0800-098800
● 地圖軟體版本更新時可自台灣松下服務網站下載，進一步的訊息請與銷售本產品的商店聯繫。

　若道路有重大變動，將不定期更新。

　請消費者透過本公司服務網站自行下載進行更新。

http://pmst.panasonic.com.tw/service/

註：地圖圖資內容約半年更新一次，本公司保留其修改、變更及終止之權利。

■地圖軟體
● 本產品僅支援為本產品專門設計的地圖軟體。Panasonic對因使用
其他格式的軟體而引起的任何損傷不負責任。務必使用指定軟體。
●  由於道路調查日期和調查方法的限制，地圖軟體的資訊可能與當前
路況不符。請嚴格遵守實際路況和交通規則。
● 電子地圖產品不同於一般影音製品，使用、收藏及帶出台灣境外等
相關問題請遵守台灣相關法律。

注意
● 禁止複製本地圖軟

體及其說明書。

註

準備工作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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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接通本設備電源時，顯示的地圖區域會與車輛現在的位置不同。當接收到GPS定位信號後，顯
示的地圖會改變至現在的位置。

● 初次使用導航時請在空曠的地方，本機將需要定位時間，方能正確地接收GPS信號。
● 本操作畫面各功能的說明是針對顯示器觸控的操作，若使用遙控器時，請參考下方以灰底框表示的遙

控器操作說明。

● 若連接其他廠牌設備的顯示器螢幕時，請使用遙控器操作。
● 若目的地設定為澎湖縣等離島地區時，本機將無法導航。

步驟1 將車輛點火開關旋轉到ON或者

ACC位置。

現在位置將出現在螢幕上警告畫面

註

使用前（啟動）

將SD卡放入本設備並啟動汽車導航系統。
● 使用前請先確認本裝置機體側之RGB/VIDEO開關設置是否正確（需對應螢幕輸出）

● 當引擎不運轉時，長時間將點火開關保持在
ON或者ACC位置，會消耗電池的能量。

註

ACC
ON

步驟2 對連接至本設備的顯示器螢幕進行操作。

q 開啟顯示器螢幕之電源。
w 選擇顯示訊源至適當之衛星導航訊源。
e  於警告畫面時，確認其說明，並按下【確認】進入汽車導航畫面（現在地位置）。

第一次啟動本設備

按 鍵進行確認，進入汽車導航畫面（現在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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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航地圖畫面介紹

A 指示標誌：提醒駕駛人下個路口轉彎方向的示意圖。

B 時間：顯示到達目的地的預估參考時間。

C 目的地距離：顯示距離目的地剩餘預估參考距離。

D 地圖方向指針： 有車頭朝上跟正北朝上兩種顯示方式（觸選可切換顯示方式）。 
切換順序：2D車頭朝上→2D正北朝上→3D車頭朝上→3D正北朝上。

E 限速：現在所在道路的參考限速（註：速退標示需設定為開啟）。

F 目前道路名稱：顯示目前路段的名稱。

G 導航模擬器：模擬導航時的車速設定。

顯示模擬導航的車速：50 km、100 km、200 km、400 km、800 km。

模擬時：

BE CA G

比例尺放大

比例尺縮小

(比例尺縮
放範圍從
25m∼64km)

目前時鐘時間

地圖比例尺

行程路口
距離表示

目前車速：
依衛星訊號換
算所得數值，
僅供參考。

D

F
衛星訊號接收狀態

：信號收訊良好

：無GPS衛星信號
：輔助導航啟動（GPS信號收訊不良時，將會自動進行切換）

車輛目前所在位置

（車輛標示）

車速（減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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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航功能（設起訖點）

步驟q

GPS定位完成後，畫面上會出現所在位置的車輛
定位圖標（預設值為箭頭的圖標），標明您目前

所在的位置。

步驟w

點選下方【功能】圖示，開啟功能選單,點選項目
【設起訖點】，再點選【設目的地】。

按 鍵開啟【功能】選單,再按方向鍵選擇至

項目【設起訖點】，按下 鍵確認,接著按方

向鍵選擇至項目【設目的地】，按下 鍵確

認。

步驟r

進入主選單目的地查詢方法畫面，點選【電話輸

入】，再於電話查詢畫面點選欲輸入的號碼，輸

入號碼後確認選擇，畫面將定位到目的地(台灣
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位置畫面。

按方向鍵選擇至【電話輸入】，再按下 鍵

確認選擇。接著輸入電話號碼後確認選擇，

畫面將定位到目的地位置畫面。

步驟e

進入行程修訂畫面(此時系統會將現在地設為起
點)，接著點選下方【新增目的地】。

按方向鍵選擇至下方項目【新增目的地】，

再按下 鍵確認選擇。

（例：以現在地位置為起點,設定目的地終點為“台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進行導航）

(相關目的地詳細設定方法請參閱後續頁
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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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航功能（設起訖點） (續)

步驟t

目的地位置畫面,再次點選項目【設起訖點】，接
著點選【設目的地】。

步驟u

點選下方【路徑規劃】圖示,系統會開始計算一條
至目的地之路徑。

步驟i

點選所需要的導航規劃條件後，開始導航。

註：導航規劃條件顯示需在"系統設定"內的條件
規劃項目設定為"導航前提示"，否則將不會事先
顯示此導航規劃條件提示。

步驟y

此時畫面會顯示目前設定的起點及目的地(終點)
資訊。

註：此時若再追加【新增目的地】的地點，則原

先的目的地(終點)會變更為"經由點"，"經由點"
的設定筆數最多為3筆，同時可利用[上移]/[下移]
功能，可調整"經由點"與"終點"的順序。但是"起
點"無法調整，需由【設起訖點】重新設定。

按方向鍵選擇至項目【設起訖點】，按下

鍵確認，接著按方向鍵選擇至項目【設目的

地】，按下 鍵確認。

按方向鍵選擇至下方項目【路徑規劃】，再

按下 鍵確認選擇。

按方向鍵選擇所需要的導航規劃條件，再按

下 鍵確認選擇，開始導航。



18

分割畫面介紹
全畫面 分割畫面

3D路口放大圖
當前方有複雜路口時，會提示路口實景圖。

(放大圖示上方亦會標示距離路口之估計距離)

一般狀況
在導航時右方分割畫面會出現行程路口距離。

（分割畫面清單由下至上分別為距離最近到最

遠的道路或設施名稱）

簡單轉彎路口會隨著越接近路口改變角度及比

例尺。

高速公路模式
當行經高速公路時，會顯示路徑中所有高速公

路上休息站、交流道、隧道等經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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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地圖畫面介紹(1)
單選地圖畫面下方的【功能】按鍵或按遙控器 鍵會出現左邊的列表

地點登錄

設起訖點

當在地圖上設好起訖點後，單點此鍵即開始

導航。

會將現在地加入備忘地資料夾中。

將地圖中心點 (目前所選擇之地點 )設為起
點。

當在地圖上設好起訖點後，單點此鍵即開始

模擬。

點選此鍵會將目前所選擇之地點設為“自宅”。

將地圖中心點(目前所選擇之地點)設為目的
地(終點)。

當已儲存並設定好“自宅”的位置後，單點

此鍵，即會以家為目的地進行導航行程規

劃。

註：現在地無導航時，“開始導航”及“開

始模擬”選項反灰表示，無法進行選擇。

點選此鍵可將現在地加入自行設定的測速照

相提示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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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航狀態

模擬狀態（開始模擬）

功能地圖畫面介紹(2)

當使用者設好起訖點，並開始導航後的狀態如下圖：

當使用者設好起／訖點後，可以開始進行模擬導航以預覽行程路線資訊，開始模擬後的畫面如

下圖：

取消導航行程，地圖將返回現在地位置。

點選【行程說明】會出現導航的行程資訊，

如左圖。

取消模擬行程。

暫時停止目前模擬行程，再次點選 則可恢復模擬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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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選單功能
導航選單

觸選現在位置地圖下方的 圖示，主選單畫面將出現。

請按 選單選單 或 按鈕，主選單畫面將出現。

以道路名稱及門牌號碼查詢。

以交叉路口查詢目的地。

以地標設施點查詢目的地。

地標點電話查詢目的地。

以曾經設定之備忘地內容查詢目

的地。

以已登錄的履歷來查詢目的地。

以地標點的關鍵字查詢目的地。

以地圖現在地為中心點在特定距

離內查詢目的地(500公尺、1.5公
里、3公里、5公里)。

道路裡找不到的門牌號碼可從這

裡來搜尋。

以輸入經緯度資料查詢目的地。

系統設定檢視
請參閱第 57 頁。 請參閱第 48 頁。

(第1頁)

(第2頁)

註：若有儲存“自宅”地點設定，觸選【返回自宅】圖示後可導引回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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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目的地(方法一)：地址
以道路或門牌號碼搜尋目的地時，請點選主選單中的【地址】圖示，再依以下步驟搜索：

例：搜索“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579號”。

步驟q

進入縣市選擇畫面，請點選要搜索之縣市(例：新
北市)。

步驟w

接著進入鄉鎮選擇畫面，請點選要搜索之鄉鎮 
(例：中和區)。

步驟e

輸入地址名稱(單音索引只需輸入道路名稱每個字
的注意符號聲母即可，例：員山路，輸入“ㄩㄕ

ㄌ”，再點選【確認】圖示)。
可切換其他的輸入法(手寫/筆劃/智慧)，相關輸入
法說明請詳見第39頁輸入法介紹。

按方向鍵選擇想搜索之縣市，再按下 鍵確

認。

按方向鍵選擇想搜索之鄉鎮，再按下 鍵確

認。

按方向鍵選擇欲輸入之每個字的注音符號聲

母後，按下 鍵確認，依序輸入完成後，按

方向鍵選擇右下方的【確認】圖示後再按下

鍵確認輸入。

註：

●  觸選  進行注音輸入單音的刪除(一次清除1
個輸入單音)。

●  觸選  切換至英文及數字之輸入介面。

註：

觸選／選擇“▼下一頁”“▲上一頁”進行頁面

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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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目的地(方法一)：地址 (續)

步驟r

道路資訊列表會列出步驟3所輸入的相關地址路
名，點選所需道路名稱(例：員山路)。

步驟t

接著輸入其道路之門牌號碼 (例：員山路579號) 
接著再點選【確認】圖示確認輸入。

步驟y
來到目的地資訊頁面，顯示你所設定之地址資訊，觸

選【確認】圖示進行確認。

註：當已有設定行程時，再新增目的地後會出現是否

變更目的地確認畫面，請參閱第38頁的說明。

步驟u

在地圖上顯示所選擇到之地點，並自動彈出選

單，觸按【開始導航】圖示即開始執行導航。

按上下方向鍵選擇所需道路名稱，接著按下

鍵確認選擇。

按方向鍵選擇數字後按下 鍵確認輸入，依

序輸入完畢後，按方向鍵選擇右下方的【確

認】圖示後再按下 鍵確認輸入。

確認目的地資訊無誤後，按方向鍵選擇右下

方的【確認】圖示後再按下 鍵確認輸入。

按上下方向鍵選至【開始導航】，再按下

鍵確認，開始執行導航。

註：觸選／選擇“  /  ”“  /  ”進
行頁面及單行切換。

註：觸選／選擇“  ”圖示，一修正1個輸
入之門牌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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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目的地(方法二)：交叉路口
如欲搜尋交叉路口，請點選主選單中的【交叉路口】圖示，再依以下步驟搜索：

例：與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之交叉路口。

步驟q

進入縣市選擇畫面，請點選要搜索之縣市(例：新
北市)。

步驟w

接著進入鄉鎮選擇畫面，請點選要搜索之鄉鎮 
(例：中和區)。

按方向鍵選擇想搜索之縣市，再按下 鍵確

認。

按方向鍵選擇想搜索之鄉鎮，再按下 鍵確

認。

步驟e

輸入地址名稱(單音索引只需輸入道路名稱每個字
的注意符號聲母即可，例：員山路，輸入“ㄩㄕ

ㄌ”，再點選【確認】圖示)。
可切換其他的輸入法(手寫/筆劃/智慧)，相關輸入
法說明請詳見第39頁輸入法介紹。

按方向鍵選擇欲輸入之每個字的注音符號聲

母後，按下 鍵確認，依序輸入完成後，按

方向鍵選擇右下方的【確認】圖示後再按下

鍵確認輸入。

註：

●  觸選  進行注音輸入單音的刪除(一次清除1
個輸入單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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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目的地(方法二)：交叉路口 (續)

步驟r

道路資訊列表會列出步驟3所輸入的相關道路名
稱，點選所需道路名稱(例：員山路)。

步驟t

找出與步驟4相交匯的交叉路口名稱。點選所需
交叉路口名稱(例：三民路二段)。

步驟y

來到目的地資訊頁面，顯示你所尋找之道路資

訊，觸選【確認】圖示進行確認。

步驟u

在地圖上顯示所選擇到之地點，並自動彈出選

單，觸按【開始導航】圖示即開始執行導航。

按上下方向鍵選擇所需道路名稱，接著按下

鍵確認選擇。

按上下方向鍵選擇所需道路名稱，接著按下

鍵確認選擇。

確認目的地資訊無誤後,按方向鍵選擇右下方

的【確認】圖示後再按下 鍵確認輸入。

按上下方向鍵選至【開始導航】，再按下

鍵確認，開始執行導航。

註：當已有設定行程時，再新增目的地後會出現是否

變更目的地確認畫面，請參閱第38頁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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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目的地(方法三)：設施
如欲搜尋地標點，請點選主選單中的【設施】圖示，再依以下步驟搜索：

例：台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步驟q

進入縣市選擇畫面，請點選要搜索之縣市(例：新
北市)。

步驟w

接著進入鄉鎮選擇畫面，請點選要搜索之鄉鎮 
(例：中和區)。

按方向鍵選擇想搜索之縣市，再按下 鍵確

認。

按方向鍵選擇想搜索之鄉鎮，再按下 鍵確

認。

步驟e

輸入地標名稱的各個「第一個注意根」，會列出

相關道路字首；例如找「台灣松下」只需輸入 
「ㄊㄨㄙㄒ」，再點選【確認】圖示。

註：

●  觸選  切換至英文及數字之輸入介面。
●  亦可利用“類別”方式進行查詢，請參閱第46
頁的說明。

按方向鍵選擇注音，再按下 鍵確認輸入，

地標名稱輸入完成後，按方向鍵選擇右下方

的【確認】圖示後再按下 鍵確認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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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目的地(方法三)：設施 (續)

步驟y

來到目的地資訊頁面，顯示你所尋找之設施資

訊，觸選【確認】圖示進行確認。

步驟u

在地圖上顯示所選擇到之地點，並自動彈出選

單，觸按【開始導航】圖示即開始執行導航。

確認目的地資訊無誤後,按方向鍵選擇右下方

的【確認】圖示後再按下 鍵確認輸入。

按上下方向鍵選至【開始導航】，再按下

鍵確認，開始執行導航。

步驟r

列出符合「ㄊㄨㄙㄒ」的地標設施選單，點選所

需地標設施。

按方向鍵選擇地標設施，再按下 鍵確認。

步驟t

列出符合「ㄊㄨㄙㄒ」的地標設施名稱列表。 
（範例→縣市鄉鎮為／新北市／中和區）

按上下鍵選擇設施名稱，再按下 鍵確認。

註：當已有設定行程時，再新增目的地後會出現是否

變更目的地確認畫面，請參閱第38頁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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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目的地(方法四)：電話輸入
根據電話號碼進行地標查詢，只要以電話號碼即可進行搜尋目的地，電話號碼必須是要4碼以
上15碼以下(支持部分手機號碼查詢)。請點選主選單中【電話輸入】圖示，再依以下步驟搜
索：
註：
● 如果地圖資料中沒有所指定的電話號碼，系統將無法搜尋到這個地點。
● 備忘地資料登錄之電話號碼，無法做為搜尋。

例： (02)22235121, 台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步驟q

進入電話查詢畫面，依序觸選輸入欲查詢之電話

號碼(例：0222235121)，再點選【確認】圖示。

步驟w

畫面會列出所有與步驟1輸入之電話號碼相對應
的設施景點 (例：台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步驟e

來到目的地資訊頁面，顯示你所尋找之目的地資

訊，觸選【確認】圖示進行確認。

步驟r

在地圖上顯示所選擇到之地點，並自動彈出選

單，觸按【開始導航】圖示即開始執行導航。

按上下方向鍵選擇所需設施，接著按下 鍵

確認選擇。

確認目的地資訊無誤後，按方向鍵選擇右下

方的【確認】圖示後再按下 鍵確認輸入。

按上下方向鍵選至【開始導航】，再按下

鍵確認，開始執行導航。

按方向鍵選擇想輸入之電話號碼數字或使用

數字鍵直接輸入電話，再按下 鍵確認，全

部輸入完成後按方向鍵選擇右下方的【確

認】圖示，再按下 鍵確認輸入。

註：當已有設定行程時，再新增目的地後會出現是否

變更目的地確認畫面，請參閱第38頁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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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目的地(方法五)：備忘地
備忘地內可儲存常用的目的地，方便快速執行導航。請點選主選單中【備忘地】圖示，再依以

下步驟搜索：

註：備忘地資料登錄之電話號碼無法以"電話輸入"方式進行查詢。(無法做備忘地資料電話查
詢)
例：曾經加入過的備忘地點"台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步驟q

進入備忘地列表，列出曾經加入過的地點，觸選

其中一筆想要之記錄後再觸選右下方【確認】圖

示確認輸入。

步驟A

點選欲修改之選項，進入修改。

步驟w

在地圖上顯示所選擇到之地點，並自動彈出選

單，觸按【開始導航】圖示即開始執行導航。

關於備忘地的編輯、修改，請參下列步驟A至步驟L：(例：修改"台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步驟B

將名稱“台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更改為 
“公司”，再點選【確認】鍵。

按上下方向鍵選擇所要的記錄，按方向鍵選

擇右下方的【確認】圖示，接著按下 鍵確

認選擇。

按方向鍵選擇欲修改之選項並按下 鍵確

認，進入修改。

按上下方向鍵選至【開始導航】，再按下

鍵確認，開始執行導航。

按方向鍵選擇注音並輸入文字修改成為“公

司”，再按方向鍵選擇右下方的【確認】圖示

後再按下 鍵確認輸入。

註：當已有設定行程時，再新增目的地後會出現是否

變更目的地確認畫面，請參閱第38頁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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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目的地(方法五)：備忘地 (續)

步驟D

接著點選【圖片】選項，進入修改圖片畫面。

步驟G

點選【地址】選項，進入輸入地址畫面。

步驟E

點選右方所欲顯示之圖片，再觸選右下方【確

認】圖示進行確認輸入。

步驟F

畫面自動返回編輯頁面，此時可發現原先的大頭

針圖片顯示已更改成為“公司”的圖示。

按方向鍵選擇【圖片】選項並按下 鍵確

認，進入修改。

按方向鍵選擇【地址】選項並按下 鍵確

認，進入輸入地址畫面。

按方向鍵選擇所欲顯示之圖片後按下 鍵確

認，再按方向鍵選擇右下方的【確認】圖示

後再按下 鍵確認輸入。

步驟C

畫面自動返回編輯頁面，此時可發現原先的“台

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名稱已更改成為“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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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目的地(方法五)：備忘地 (續)

步驟I

畫面自動返回編輯頁面，此時可發現住址選項已

更改成為“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579號”的文字
表示。

步驟H

輸入欲修改之文字（例：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

579號），再點選右下【確認】圖示確認輸入。

步驟J

點選【電話】選項，進入輸入電話畫面。

步驟K

輸入電話號碼（例：0222235121），再點選右下
【確認】鍵確認輸入。

步驟L

畫面自動返回編輯頁面，此時可發現輸入之電話

號碼已顯示在編輯頁面上。

（備註選項之修改方示同地址修改方式）

按方向鍵選擇注音並按 鍵依序輸入文字

（例：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579號），再按方

向鍵選擇右下方的【確認】圖示後再按下

鍵確認輸入。

按方向鍵選擇【電話】選項並按下 鍵確

認，進入輸入電話畫面。

按方向鍵選擇電話號碼並進行輸入（例：

0222235121），再按方向鍵選擇右下方的

【確認】圖示後再按下 鍵確認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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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歷是最近導航過的目的地記錄。請點選主選單中【履歷】圖示，再依以下步驟搜索：

例：最近導航過的記錄地點"台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搜索目的地(方法六)：履歷

步驟q

列出近期導航過的記錄地點，觸選其中一筆想要

之記錄後再觸選右下方【確認】圖示，確認輸

入。

步驟w

在地圖上顯示所選擇到之地點，並自動彈出選

單，觸按【開始導航】圖示即開始執行導航。

按上下方向鍵選擇所要的履歷記錄，接著按

下 鍵確認選擇後再選擇右下方的【確認】

圖示，按下 鍵確認輸入。

按上下方向鍵選至【開始導航】，再按下

鍵確認，開始執行導航。

註：當已有設定行程時，再新增目的地後會出現是否

變更目的地確認畫面，請參閱第38頁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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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目的地(方法七)：關鍵字
請點選主選單中【關鍵字】圖示，輸入要到達目的地地標的關鍵字，再依以下步驟搜索：

例：台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按方向鍵選擇輸入字後按下 鍵確認，依序

輸入完成後，按方向鍵選擇右下方的【確

認】圖示後再按下 鍵確認輸入。

按上下方向鍵選擇所需設施，接著按下 鍵

確認選擇。

確認目的地資訊無誤後,按方向鍵選擇右下方

的【確認】圖示後再按下 鍵確認輸入。

按上下方向鍵選至【開始導航】，再按下

鍵確認，開始執行導航。

步驟q

輸入地標點的關鍵字(注音單音輸入、英數輸入兩
種輸入法)，例如找"台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請依序輸入"ㄊㄨㄙㄒ"，再點選右下方的【確
認】圖示。

步驟w

畫面會列出關鍵字相關對應的設施景點，觸選

其名稱進行選擇(例：台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 
司)。

步驟e

來到目的地資訊頁面，顯示你所尋找之目的地資

訊，觸選【確認】圖示進行確認。

步驟r

在地圖上顯示所選擇到之地點，並自動彈出選

單，觸按【開始導航】圖示即開始執行導航。

註：當已有設定行程時，再新增目的地後會出現是否

變更目的地確認畫面，請參閱第38頁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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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目的地(方法八)：附近設施
附近設施的【範圍】是以目前地圖上的游標中心為基準，請點選主選單中【附近設施】圖示，

請依以下步驟搜索：

例：以目前地圖上的游標中心為基準,搜索附近的設施"中華民國監察院"。

步驟q

進入附近設施畫面(可調整搜索範圍大小：500公
尺/1.5公里/3公里/5公里)，觸選想要之設施分類 
(例：政府機關)。

步驟w

進入類別畫面，觸選想要的類別 (例：全部)。

步驟e

進入設施畫面，觸選想要的設施 (例：中華民國
監察院)。

按上下方向鍵選擇所需類別，接著按下 鍵

確認選擇。

按上下方向鍵選擇所需之附近設施分類，接

著按下 鍵確認選擇。

按上下方向鍵選擇所需設施名稱，接著按下

鍵確認選擇。



35

搜索目的地(方法八)：附近設施 (續)

步驟r

來到目的地資訊頁面，顯示你所尋找之目的地資

訊，觸選【確認】圖示進行確認。

步驟t

在地圖上顯示所選擇到之地點，並自動彈出選

單，觸按【開始導航】圖示即開始執行導航。

確認目的地資訊無誤後，按方向鍵選擇右下

方的【確認】圖示後再按下 鍵確認輸入。

按上下方向鍵選至【開始導航】，再按下

鍵確認，開始執行導航。

註：當已有設定行程時，再新增目的地後會出現是否

變更目的地確認畫面，請參閱第38頁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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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目的地(方法九)：其他地址
如欲使用其他地址方式搜尋地標點，請點選主選單中的【其他地址】圖示，再依以下步驟搜

索：

例：搜尋特殊之門牌地址"新北市板橋區自強新村"。

步驟q

進入縣市選擇畫面，請點選要搜索之縣市(例：新
北市)。

步驟w

接著進入鄉鎮選擇畫面，請點選要搜索之鄉鎮 
(例：板橋區)。

步驟e

輸入地址名稱(單音索引只需輸入道路名稱中的注
音單音即可，例如："自強新村"，僅需輸入"ㄗㄑ
ㄒㄘ"即可)完成後觸選【確認】圖示進行確認。

按方向鍵選擇想搜索之鄉鎮，再按下 鍵確

認。

按方向鍵選擇輸入字後按下 鍵確認，依序

輸入完成後，按方向鍵選擇右下方的【確

認】圖示後再按下 鍵確認輸入。

按方向鍵選擇想搜索之縣市，再按下 鍵確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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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目的地(方法九)：其他地址 (續)

步驟r

道路資訊列表會列出步驟3所輸入的相關地址路
名，點選所需道路名稱(例：自強新村)。

步驟t

接著輸入其道路之門牌號碼 (例：自強新村71 
號)，輸入完畢點選【確認】圖示。

步驟y

來到目的地資訊頁面，顯示你所設定之地址資

訊，觸選【確認】圖示進行確認。

步驟u

在地圖上顯示所選擇到之地點，並自動彈出選

單，觸按【開始導航】圖示即開始執行導航。

按上下方向鍵選擇所需道路名稱，接著按下

鍵確認選擇。

按方向鍵選擇數字後按下 鍵確認輸入，依

序輸入完畢後，按方向鍵選擇右下方的【確

認】圖示後再按下 鍵確認輸入。

確認目的地資訊無誤後,按方向鍵選擇右下方

的【確認】圖示後再按下 鍵確認輸入。

按上下方向鍵選至【開始導航】，再按下

鍵確認，開始執行導航。

註：當已有設定行程時，再新增目的地後會出現是否

變更目的地確認畫面，請參閱第38頁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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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地標點的經緯度進行搜索，請點選主選單中【經緯度】圖示，再依以下步驟搜索：

例：依經緯度座標尋找"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南路"。

搜索目的地(方法十)：經緯度

步驟q

進入經緯度輸入畫面，依序觸選數字輸入地標點

的經緯度數字，輸入完畢後再觸選【確認】圖

示，確認輸入。

步驟w

在地圖上顯示所選擇到之地點，並自動彈出選

單，觸按【開始導航】圖示即開始執行導航。

按上下方向鍵選至【開始導航】，再按下

鍵確認，開始執行導航。

按上下左右方向鍵選擇欲輸入的數字，再按

下 鍵進行輸入，依序輸入經度及緯度的資

料完畢後，接著選至右下方【確認】圖示，

再按 鍵確認輸入。

變更目的地時（畫面顯示）

註：當已有設定行程時，再新增目的地後會出現是否

變更目的地確認畫面，請參閱第38頁的說明。

變更目的地確認畫面出現時，觸按【確認】圖示，行程將修訂為導航至新目的地位置（如右圖），若觸

按【取消】圖示，則不進行目的地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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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法介紹
根據道路和地標提供不同的輸入法。

道路輸入法（道路、交叉口）： 此順序會依系統設定中的道路輸入法的順序切換。（以下是系
統預設的順序）

1. 選擇單音輸入

例：搜索"新竹市/北區：中山路"。

步驟q

僅需選擇道路名稱的各字注音首字即可(例：中
山路，輸入"ㄓㄕㄌ")，再觸選【確認】圖示。

步驟w

道路資訊列表會列出步驟1所輸入的相關地址路
名，點選所需道路名稱(例：中山路)。

步驟e

接著輸入其道路之門牌號碼(例：中山路12號)。

註：

●  觸選  進行注音輸入單音的刪除(一次清除1
個輸入單音)。

按方向鍵選擇所需單音後依序按下 鍵確

認，輸入完成後按右下方的【確認】圖示。

按上下方向鍵選擇所需道路名稱，接著按下

鍵確認選擇。

按方向鍵選擇數字後按下 鍵確認輸入，依

序輸入完畢後，按方向鍵選擇右下方的【確

認】圖示後再按下 鍵確認輸入。

註：觸選  進行輸入文字的刪除(一次清除
1個輸入門牌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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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法介紹 (續)

步驟r

來到目的地資訊頁面，顯示你所設定之地址資

訊，觸選【確認】圖示進行確認。

步驟t

在地圖上顯示所選擇到之地點，並自動彈出選

單，觸按【開始導航】圖示即開始執行導航。

確認目的地資訊無誤後，選擇右下方的【確

認】圖示再按下 鍵確認輸入。

按上下方向鍵選至【開始導航】，再按下

鍵確認，開始執行導航。

1. 選擇單音輸入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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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法介紹 (續)

2. 選擇字首筆畫

步驟q

先選擇道路字首的筆劃數，上方文字候選欄位

會列出符合其筆劃之字首以供選擇（例：“中”

為01~04劃），接著觸選所需文字，再觸選【確
認】或是連續觸選所需道路之完整路名，輸入完

畢後自動遷移至道路資訊畫面。

註：觸選  /  進行候選文字頁面切換；觸選 
 進行輸入文字的刪除（一次清除1個輸入文

字）。

註：觸選列表右側之圖示  /  進
行列表間換頁/換行切換。

步驟w

道路資訊列表會列出步驟1所輸入的相關地址路
名，點選所需道路名稱（例：中山路）。

按方向鍵選擇字首筆劃後按下 鍵確認，再

按方向鍵移動至上方文字候選欄位選擇所需

字首文字，接著按下右下方的【確認】圖

示。或是連續觸選所需道路之完整路名，輸

入完畢後自動遷移至道路資訊畫面。

按上下方向鍵選擇所需道路名稱，接著按下

鍵確認選擇。

例：搜索"新竹市/北區：中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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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法介紹 (續)

步驟e

接著輸入其道路之門牌號碼(例：中山路12號)。

步驟r

來到目的地資訊頁面，顯示你所設定之地址資

訊，觸選【確認】圖示進行確認。

步驟t

在地圖上顯示所選擇到之地點，並自動彈出選

單，觸按【開始導航】圖示即開始執行導航。

按方向鍵選擇數字後按下 鍵確認輸入，依

序輸入完畢後，按方向鍵選擇右下方的【確

認】圖示後再按下 鍵確認輸入。

確認目的地資訊無誤後，選擇右下方的【確

認】圖示再按下 鍵確認輸入。

按上下方向鍵選至【開始導航】，再按下

鍵確認，開始執行導航。

2. 選擇字首筆畫 (續)

註：觸選  進行輸入文字的刪除(一次清除
1個輸入門牌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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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慧輸入

輸入法介紹 (續)

例：搜索"新竹市/北區：中山路"。

步驟q

僅需選擇道路名稱的第一個字之首字注音即可 
(例：中山路，輸入"ㄓ")，接著依序觸選畫面上
所提供之文字，輸入完成後再觸選【確認】圖

示。

步驟w

道路資訊列表會列出步驟1所輸入的相關地址路
名，點選所需道路名稱(例：中山路)。

步驟e

接著輸入其道路之門牌號碼(例：中山路12號)，
輸入完成後點選【確認】圖示。

註：觸選  進行注音輸入單音的刪除(一次清
除1個輸入單音)。

按方向鍵選擇所需單音後依序按下 鍵確認

選擇,輸入完成後按右下方的【確認】圖示。

按上下方向鍵選擇所需道路名稱，接著按下

鍵確認選擇。

按方向鍵選擇數字後按下 鍵確認輸入，依

序輸入完畢後，按方向鍵選擇右下方的【確

認】圖示後再按下 鍵確認輸入。

註：觸選  進行輸入文字的刪除(一次清除
1個輸入門牌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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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手寫輸入

A範圍內寫出道路名稱的關鍵字。
B區域內會出現相對應的字。
選中後會在C顯示欄出現，確認後會列出相關的
道路。

（範例→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
A B

C

輸入法介紹 (續)

進入道路資訊頁，列出符合「員山路」的相關

道路。

按上下鍵選擇路名，再按下 鍵確認。

步驟r

來到目的地資訊頁面，顯示你所設定之地址資

訊，觸選【確認】圖示進行確認。

步驟t

在地圖上顯示所選擇到之地點，並自動彈出選

單，觸按【開始導航】圖示即開始執行導航。

確認目的地資訊無誤後，選擇右下方的【確

認】圖示再按下 鍵確認輸入。

按上下方向鍵選至【開始導航】，再按下

鍵確認，開始執行導航。

3. 智慧輸入 (續)



45

輸入法介紹 (續)

地標輸入法（設施景點）： 依系統設定中的地標輸入法的設定順序切換。（以下是系統預設的
順序）

1. 單音輸入

步驟q

輸入地標名稱的各個「第一個注意符號聲母」，

會列出相關道路字首；例如找「台灣松下」只需

輸入「ㄊㄨㄙㄒ」。

步驟w

列出符合「ㄊㄨㄙㄒ」的地標點選單，點選所需

地標選單。

註：觸選  切換至英文及數字之輸入介
面。

步驟e

列出符合「ㄊㄨㄙㄒ」的地標點名稱。（範例→

縣市鄉鎮為／新北市／中和區）

按方向鍵選擇注音，再按下 鍵確認。

按方向鍵選擇，再按下 鍵確認。

按上下鍵選擇設施，再按下 鍵確認。



46

輸入法介紹 (續)

2. 地標分類

步驟q

先從大分類開始。

（範例→新北市／中和區／台灣松下）

步驟w

再從次分類選擇。

步驟e

列出次分類所有地標名稱。

按上下鍵選擇分類，再按下 鍵確認。

按上下鍵選擇次分類，再按下 鍵確認。

按上下鍵選擇，再按下 鍵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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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法介紹 (續)

3. 手寫輸入

步驟q

A範圍內寫出道路名稱的關鍵字。
B區域內會出現相對應的字。
選中後會在C顯示欄出現，確認後會列出相關的
道路。

（範例→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

步驟w

列出符合「員山路」的地標點名稱。

A B

C

按上下鍵選擇路名，再按下 鍵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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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工作

系統設定內的各種設定

觸選現在位置地圖中的 主選單畫面將

出現。

觸選 ，進入系統設定畫面

請按 選單選單 或 按鈕，主選單畫面將

出現，接著選擇至 再按下 鍵，

開啟系統設定。

• 第1頁

• 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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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設定內的各種設定 (續)

日夜模式

2D/3D

： 顯示模式將依照所設定之時間進行

切換。

： 顯示模式依小夜燈控制進行

切換。

（初始設定：6:00/18:00）



50

行車方向

條件規劃

系統設定內的各種設定 (續)

在導航前先依據需求設定導航條件：導航前提示/推薦行程/一高優先/二高優先/一般優先。

：在導航前提示。

：搜尋最佳路線。

：優先選擇中山高。

：優先選擇北二高。

：選擇一般道路，不走高速公路。

● 當設定優先選擇一高，而附近離二高較近時，仍有可能導引至二高。

註

(導航前提示)

車輛標示之車頭方向朝上 地圖以正北方向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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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速照相地點不進行語音提示。 ：測速照相地點進行語音提示。

音量加大音量減少

靜音設定

 （開啟／關閉）

按鍵音效設定（觸選進入設定）

 （開啟／關閉）

超速警示設定（觸選進入設定）

 （開啟／關閉）

音量控制

超速警示

測速照相

調整音量控制/按鍵音效，音量有十段可調整。

導航時選擇是否顯示速限標示及提示語音超速警示。

※因速限時常有變更，若速限標示與現地有不符合，請以現地速限為準。

針對設有超速照相地點，進行語音提示。

系統設定內的各種設定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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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設定內的各種設定 (續)

自訂測速照相

自訂測速照相的記錄顯示。

顯示地圖上的游標所在的設施景點資訊或經緯度或不進行顯示。

中心點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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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輸入法設定 ● 地標輸入法設定

： 語音導引將使用國語。 ：語音導引將使用台語。

輸入法設定

語音設定

可預設使用者慣用的道路及地標搜尋輸入法。

導航時播報路使用之語言設定（國語/台語）。

設施標示

地圖上地標各分類的圖示是否顯示之設定（不顯示／顯示）。

系統設定內的各種設定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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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 ● 晚上

系統設定內的各種設定 (續)

：行駛至道路路口的時候會改變顯示。 ： 依車速自動調整顯示。

比例尺

設定導航時自動或手動調整地圖畫面比例尺。

背景風格

選擇地圖上自己喜愛的白天/晚上之背景風格顏色。

● 部分背景風格於某些顯示器上畫面會有些許雜訊發生，請選擇更換其他背景風格。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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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偏差大時，建議使用遙控器設定本機能之畫面調整。

註

車輛風格

畫面調整

AV/NAVI切換設定

選擇地圖上自己喜愛的車輛風格（車輛標示圖）。

AV主機與NAVI系統自動模式切換設定。

如果導航螢幕顯示被切去一部分，或者導航顯示不在畫面中間，調整導航螢幕顯示位置使之與顯示相

符。

系統設定內的各種設定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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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設定內的各種設定 (續)

觸控校正

設備安裝

恢復原廠設定

點擊觸控螢幕上的十字中心點，進行觸控螢幕校正。

檢查倒車訊號，小夜燈信號和手煞車信號的連接是否正確。

將目前設定值恢復成原廠出廠時的設定值。

※各設置項目之原廠設定值請參閱下方表格說明：

原廠設定（初始設定值）定義說明

設置項目 原廠設定(初始設定值)
日夜模式 自動（時間模式）

2D/3D 2D
行車方向 車頭朝上

條件規劃 導航前提示

音量控制 5
按鍵音效 開啟

超速警示 開啟

速限標示 開啟

測速照相 提示

中心點資訊 不顯示

設置項目 原廠設定(初始設定值)
道路輸入法 單音輸入

地標輸入法 單音輸入

語音設定 國語

比例尺 手動調整

背景風格（白天） 1.黃色
背景風格（晚上） 1.深綠色
車輛風格 1.箭頭表示
AV/NAVI切換設定 關閉

畫面調整 X:0, 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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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檢視內的各種設定

準備工作

觸選現在位置地圖中的 主畫面選單將

出現。

觸選 ，進入檢視設定畫面

請按 選單選單 或 按鈕，主畫面選單將

出現，接著選擇至 再按下

鍵，開啟系統設定。

衛星圖

提供衛星接收的狀態、目前經緯度、方向、速度⋯等資訊。

A A

B

B

地球上藍球是接收到的衛星

數與分布圖

接收到衛星的信號強弱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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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資訊

行車資訊

在導航或模擬導航時查詢所行經的道路名稱、高速公路上的休息站、隧道等資訊。

顯示導航時目的地距離與時間、行車累計時間與里程等資訊。

從起點到目的地，導航所規劃

的路線。

註：觸選“重新規劃”圖示可

重新規劃導航之條件。

目的地距離：到目的地的剩餘距離。

目的地時間：到目的地的距離時間。

累 計 時 間：此次導航的累計時間。

現 在 時 間：目前的時間。

累 計 里 程：此次開始導航的累計里程。

最高車速：此次導航出現過的最高車速。

平均車速：此次導航累計里程裡的平均車速。

經 緯 度：目前所在地的經緯度。

高　　度：目前所在地的高度。

行程修訂

更改導航路徑與規劃條件。

● 點選路徑規劃可規劃會回到地
圖畫面，可重新選擇規劃條

件。

● 點選新增目的地可以追加目的
地設定。

系統檢視內的各種設定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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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檢視內的各種設定 (續)

版本資訊

3D導覽

實景導覽

顯示導航系統相關版本資訊。

註：此版本資訊畫面內容請以最新版為準。

提供五個主要城市的固定區域之3D導覽行程（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

提供五個主要城市的固定路線之實景導覽行程（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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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台語語音導引

導航注意事項/系統功能

大約300公尺後，請向左轉彎。

接下來，請向右轉彎。

第一交叉點
第二交叉點

路線

大約700公尺後，請向左轉彎。

● 導航系統只是駕駛者輔助系統。駕駛者應當注意交通狀況以便安全地做出決定。由於導航地
圖的過期訊息，您可能找不到目的地。在尋找醫院或者警察局等緊急目的地時應當特別小

心。
●指示的路線可能包括由於交通規則不對車輛開放或者關閉的道路。請遵守當地的交通規則。
●在導航模式中，請勿進行SD卡插拔，以免發生系統嚴重錯誤。

警告

語音指示具有以下功能：

■交叉路口指示

●系統語音通知駕駛者前方轉彎距離及方向。

如果兩個交叉路口靠在一起，語音導引可能過慢。

● 當車輛到達休息站/收費站/測速照相附近之後自動結束語音提示。

■休息站 / 收費站 / 測速照相語音

●當車到達這些設施前，即有語音提示。

語  音：前方到達休息站
前方到達收費站

前方有測速照相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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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

● 如果是第一次使用本系統，或者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使用本系統，大約需要5分鐘（在寬闊地大約需
要2分鐘）或更長時間對GPS信號進行識別。

●GPS衛星由美國國防部控制，可能會故意降低定位精度。在這種情況下會有車輛位置偏差。
●在接收到GPS信號前，可能會有位置偏差。
● 當行駛過導航地圖與實際情況不同的道路或者導航地圖上沒有的道路後，車輛位置可能與實際情況有
偏差。

● 隧道中，如果有操作選單時，重回畫面，車輛位置可能與實際情況有偏移。

■在以下地方GPS信號接收度將會變差

隧道中 高樓大廈之間 高架路下面 樹林區域

GPS是使用來自美國國防部開發的GPS衛星的信號進行位置檢

測的系統。

汽車導航系統使用來自三個以上衛星的輸入，根據三角測量原

理計算車輛位置。

系統的定位精度取決於GPS的顯示誤差，大約從30m到200m。

導航注意事項/系統功能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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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航注意事項/系統功能 (續)

路線指南
雖然在路線指南中會遇到以下問題，並不代表系統發生故障。

Right turn 
300 m ahead

Left turn 
ahead

對於某些交叉路口形狀，駛近的

轉彎或者交叉路口名稱可能不通

知。

對於某些交叉路口形狀，在實際

應當留在原路時會被提示左轉。

計劃中路線的語音指示在偏離路

線，例如過早轉彎，後依然持

續。

300m

0m

Right turn 
300 m ahead

道路在高速公路或者收費站上分

開的一些點可能不顯示或者不通

知。

交叉路口擴大地圖並不總是與交

叉路口的實際形狀完全相符。

駛近轉彎時的通知距離可能與實

際情況略有不同。

向左轉彎

前方大約300公
尺，向右轉彎

前方大約300公
尺，向右轉彎

定位精度
在以下情況下，車輛位置在地圖上的顯示可能不正確。但是隨著繼續行駛車輛位置會自動由地圖匹配和

GPS數據自動校正。

ST

CAR FERRY

在高速路上行駛 在長直路行駛後
轉彎

在陡峭山路上行駛 在螺旋道路上行駛 進入以小角度分叉
的交叉路口

在棋盤狀道路上
行駛

使用防滑鏈在滑路
上行駛

在寬路上蛇行 車輛在轉盤上熄火 駛出渡輪或者運送
車輛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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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航注意事項/系統功能 (續)

路線搜尋

雖然在路線指示中會遇到以下問題，但這並不是系統故障。

導航地圖可能指示由於是冬
天關閉或者其他原因而不能
利用的道路。

•  它還可能指示由於開闢了
新路或者其他原因而廢棄的
道路。

•  也可能顯示由於是人行道
或者有台階而不能通行的小
路。

它也可能指示只允許單
向行駛的道路。

•  由於圓環形狀的不同，導航地圖
可能會指示錯誤的出口或者沒有
出口。

•  通過圓環後，可能會有定位偏離
的現象。

•  如果沒有直接通往目的
地的道路或者道路太狹
窄，指示的路線只能到
達目的地的附近設施。

•  在有些情況下，車道導
航顯示可能與實際車道
情況有所不同。

•  寬闊的快慢車道，會有
行走在慢車道卻定位在
快車道的情形，反之亦
然。

•  可能會指示一條在高架路
上面或者下面的共同的道
路。

•  當高速公路與普通道路平
行時，系統可能會顯示一
條不恰當的道路。例如當
汽車在普通道路上時指示
高速公路，或者相反。

可能會指示一條必須調
頭的道路。

廢棄的
道路 目的地

目的地

目的地

目的地

哪一個
出口?

•  在有些情況下進行另外一次
搜尋後路線保持不變。

•  指示行駛擁擠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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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卡的維護
■SD卡的保存

■重要的注意事項
●勿使用記憶容量超過32GB的SD卡。
●本機僅支援FAT 16/32的檔案系統，其它檔案系統無法處理。
●本機無法使用未格式化的SD卡。
●在格式化過程中將清除SD卡上的所有資料，請在格式化前先將資料備份在個人電腦上。
●在使用FAT 12或FAT 32格式的SD卡時，也許無法正確顯示檔案或資料夾名稱。
●不可格式化本機所附的SD卡，以避免損毀其上的地圖資料。
● 若要將損壞的地圖資料重新回存到SD卡內，可至網路下載，然而已登錄的個人資料，如自宅的位置將
無法恢復，格式化前請將SD卡上的資料備份在個人電腦上。
● SD卡鎖住的狀態下，導航機可能無法進入導航模式，必須解開鎖定才能進入導航模式。
● SD卡可能被吞下，所以要放在嬰兒碰不到的地方，如果嬰兒吞下SD卡，請立即就醫。
● SD卡在開鎖狀態下請小心使用，不當的操作，可能會導致SD卡的資料流失。

■將SD卡放在嬰兒碰不到的地方。

● SD卡可能被吞下，所以要放在嬰兒碰不
到的地方，如果嬰兒吞下SD卡，請立即
就醫。

警告

●�請勿將SD卡留置在陽光直射或是有電磁

波或靜電發生的地方。

●�保持SD卡背面接頭區域乾淨，勿使其接

觸水滴和異物，不可用手或其它物品碰

觸此區。

●�靜電或錯誤的使用本機或SD卡會損壞

SD卡，並造成其中的資料損毀。重要的

資料請在個人電腦上備份。

注意

不要將SD卡留在下列地方：
● 陽光直射之處。
● 靠近車子暖氣出口。
● 髒污、灰塵或潮溼的地方。
●座位或儀表板。

不可碰觸SD卡的接頭部份 避免陽光直接曝曬

避免靠近強力的磁場 不可靠近車子暖氣出口

不可放在髒污、灰塵或潮溼
的地方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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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卡資料的使用與維護

將SD卡放入電腦的SD卡讀卡機，然後將USB線連接電腦。

視窗出現連接USB設備的圖像

讀卡機

USB線

步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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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注意事項
● 本應用程式適用於視窗作業系統的環境 (Windows XP/Windows 2000/Windows Me)。
●請謹記在心，不當的操作將會毀損SD卡上的資料。

當讀卡機連接到個人電腦時，個人電腦將把讀卡機視為可卸除式磁碟，對此磁碟機上的資料做拷貝或刪

除，即是對SD卡上的資料做同樣的動作。

■準備

檢查SD卡是否已插入讀卡機，若已插入則啟動讀卡機。

讀卡機在個人電腦
上的磁碟機代號

● 絕對不可反向插入SD卡。
● 不可用手指碰觸SD卡的資料傳輸接頭。
● 本機啟動時不可插入或移除SD卡。
●除了SD卡不可將其它物品插入SD插槽內。
● 不使用SD卡時，請將SD卡放在保存盒內。

舉例：PC操作環境

內部主磁碟機代碼：C
光碟機代碼：D

SD卡磁碟機代碼：E
作業系統：Windows XP家用版

註

SD卡資料的使用與維護 (續)

步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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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3 點選視窗畫面下的「開始」→「程式集」→「附屬應用程式」→「Windows檔案總

管」

步驟4 開啟檔案總管視窗，即可點選要操作的檔案/資料夾

● 絕對不可反向插入SD卡。
● 不可用手指碰觸SD卡的資料傳輸接頭。
● 本機啟動時不可插入或移除SD卡。
●除了SD卡不可將其它物品插入SD插槽內。
● 不使用時SD卡時，請將SD卡放在保存盒內。

選擇

SD卡資料的使用與維護 (續)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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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檔案總管」下瀏覽本機在「我的電腦」裡所被視為的「卸除式磁碟」（一般是 E 或 F），
SD 卡內有 1 個資料夾（PanaNavi 導航程式）以及 1 個電子檔 CN-VX120T PDF 使用說明

書。

選擇

選擇本機的磁碟代號

SD卡資料的使用與維護 (續)

請將 SD 卡內的 1 個資料夾（PanaNavi）及電子檔 PDF 使用說明書拷貝至個人電腦內之磁碟

備份，以防 SD 卡損毀時，還可將資料拷貝還原至 SD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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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指南

檢查並且採取下述步驟：

如果我方所說明的建議，無法解決問題，建議

您攜帶本裝置，至附近經授權的Panasonic服務
中心。只有合格的人員，才能為本產品提供服

務。請洽詢專業人員進行檢查及修理。自行檢

查修理而造成意外，Panasonic一概不負責。

● 本裝置發生異常狀況時，例如：沒有聲
音，冒煙或異味等情況時，切勿再繼續使

用，以免引起電擊。應立即停止使用，並

與出售本裝置的商店取得聯繫。
● 絕不可自行修理，因有電氣方面的危險而
受傷，且造成電氣安全設備潛在的損害。

警告

如果覺得出現毛病時

症狀 檢查點

● 檢查是否將遙控器對準導航系統遙控受信器。

●檢查遙控器中的電池是否有電。

●檢查電池安裝是否正確。

●檢查導航系統遙控受信器的連接是否正確。

遙控器按鍵無法操

作

● 確認該觸控螢幕顯示器是否為CQ-VW221T之Panasonic搭配機

種。

a 作為觸控螢幕顯示器應該是CQ-VW221T之Panasonic搭配機種。
● 確認CN-VX120T與觸控螢幕顯示器CQ-VW221T之Panasonic搭
配機種是否同時接通了電源開關。

a  同時接通兩機的電源開關。

● 確認CN-VX120T與CQ-VW221T之Panasonic搭配機種之間的連接
是否為“RGB”連接。
a  使用“RGB”連接。

觸控螢幕無法正常

操作

● 長時間使用可能會產生若干差異
a  請與就近的Panasonic服務中心或供應商聯繫,請他們幫您調 

整。

觸控圖形與實際的

觸控位置有若干差

異

●檢查顯示器是否接通電源。

●檢查模式是否改變。

a  按 切換切換

●檢查保險絲是否燒斷。

a  向出售本設備的經銷商諮詢。
●檢查信號電纜的連接是否正確。

●檢查車輛電池的電壓是否過低。

a  將電池充電或換新電池。

無影像

● 導航設備在導航引導時被操作。

a  按 
導航導引意外中止



70

SD卡的剩餘容量低於2 MB。

a  刪除SD卡上的部分檔案，以增加SD卡的容量。
出現SD卡容量不足
的畫面

SD卡上的防寫開關被鎖住了。

a 請將SD卡上的防寫開關打開。
出現SD卡防寫的畫
面

系統重新開機

因為在導航模式下，拔除SD卡，可能會造成系統不穩定，而自動

重新開機。

a  在導航模式時不可移出SD卡。

故障排除指南 (續)

●由於障礙物而收不到GPS信號。

移除障礙物後，可以接收GPS信號。
●GPS天線電纜的連接是否成功。

●檢查模式是否設定為地圖模式。

a  按 

不顯示GPS符號

不顯示車輛位置

●�檢查語音導引的音量控制是否設定為靜音。

●檢查車輛是否偏離導引路線。

a 確認是否在導引服務中。

●�檢查是否在路線上向反方向行駛。

a  回到導引路線上，重做行程搜尋。

●�確認語音揚聲器的安裝是否正確。

●�若未安裝語音揚聲器，請確認音響主機安裝是否正確。

沒有語音導引

●檢查SD卡是否潮濕、刮傷或者結露。
不顯示地圖 (螢幕)
（空白畫面）

●�檢查在ACC設定為OFF時是否改變了車輛的位置。

  例如

���●車輛由渡輪運輸時。

���●車輛在停車場中的轉盤上迴轉移動時。

���●�車輛被拖車或者類似車輛運輸時。

a  在能夠接收GPS信號的地方搜尋一段時間。
●檢查速度脈衝電纜的連接是否正確。

●檢查倒車信號的連接是否正確。

●檢查CN-VX120T主機是否水平。

車輛位置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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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指南 (續)

●檢查RGB電纜是否連接牢固。

a  牢固連接RGB電纜。
● 顯示連接到視頻輸出時檢查顯示器的視頻格式是否設定為 
“NTSC”。

a  將顯示器的視頻格式設定為“NTSC”。

●確認設備連接正確。

●確認立體聲系統的輸入設定正確。

立體聲系統或者其

他設備的外部揚聲

器沒有聲音。

影像不穩定或者顏

色或者旋轉不正

確。

●確認本設備連接正確。

●確認所連接的顯示設備的輸入設定正確。
無影像

● 改變目的地和路線並且重新路線搜尋規劃。
目的地附近沒有可
導引道路

■其他問題

症狀 檢查點

● 移動目的地，重新進行路線搜尋。

● 在途中追加設定“經由地”，重新進行路線搜尋。
行程無法搜尋

● 檢查是否將設定為「靜音」。

●音量控制設定 可能設定不正確。

a  正確設定顯示器的音量。

● 檢查是否將系統設定之按鍵音效設為（關閉）OFF。
●確認語音揚聲器的安裝是否正確。

●檢查未安裝語音揚聲器，請確認音響主機安裝是否正確。

● 當連接顯示器為Panasonic CQ-VW221T觸控式顯示器時，如果

將播放MODE選擇DVD而實際並沒有置入DVD、MP3、CD片等

影音碟片時，即可能產生此問題。

a  將播放MODE選擇在其他MODE，或者置入DVD、MP3、CD
片等影音碟片進行播放。

遙控器上的按鈕不
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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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 設計和規格如有改變恕不另行通知。重量和尺寸為約略值。
● 即便使用的個人電腦相容於上述的需求，本機所附軟體仍有可能不能使用於此個人電腦。

註

■一般

電源 直流12 V，負極接地

消耗電流 0.6 A（最大值）

尺寸（長×寬×高） 144 × 119 × 35 mm

重量 490 g

SD卡規格 版本2.0（支援SDHC）

影像輸出 RGB導航螢幕（解析度：800 × 480）
NTSC：1.0 VP-P, 75Ω RCA針式插頭（導航螢幕）

額定負載（喇叭） 8 Ω

額定保險絲 5 A

■GPS

接收頻率 1575.42  MHz

接收方法 16頻道

接收碼 C/A碼

接收GPS衛星 最多16顆衛星

■GPS天線

類型 微波平面

尺寸 34（寬）×13（高）×38（深）mm

重量 25 g（不包含電纜和端子）

電纜長度  6 m

■遙控器

尺寸 44（寬）×40（高）×142（深）mm

重量 120 g（克），包括電池

電池 AA（3號）電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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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表
● SD卡

 標誌是註冊商標。

● 3D分歧路口導航

 當車輛駛近分歧路口或者出口時以3D顯示分歧
路口或者出口。

● 車輛現在位置

顯示您的車輛現在的位置。

 按 鍵可以顯示車輛現在位置的地圖。

● 自動再搜尋行程

如果您偏離了原來的行程，此功能可以搜尋另

外一條路行程。

● 搜尋行程/確認行程

從現在位置到目的地探索一條行程。

●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

 這是一種使用衛星來檢測位置的系統。汽車導
航系統主要通過GPS計算目前位置。

● 備忘地點

現在位置和地圖上的任意點都可以保存在汽車

導航系統裡。該位置可以作為目的地或者經由

地輸入系統進行保存。

● 周邊設施

這是一種基於機場、車站、旅遊地等地點的分

類。通過周邊設施可以從分類或者名稱對目的

地進行檢索。



74

國語語音導引

■方向導引例

直行

靠右靠左

迴轉

向右前方向左前方

xx: 距離/數字  yy: 方向  zz: 位置/名稱

語音導引例

主要語音導引
前方xx公尺向yy轉彎zz（三種角度）

前方xx公尺請yy進入平面道路

前方請迴轉

前方有測速照相

前方請yy轉彎zz路、接下來xx公尺請yy轉彎

前方xx公尺請yy上高架道路

前方請yy上高架道路zz

前方xx公尺請yy請下高架道路zz

前方xx公尺yy轉彎、請上交流道

註：台語語音導引時將以台語進行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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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及周邊顯示圖例

地圖圖標分類說明

ICON 大分類 小分類

政府機關 
0

0 中央機構

1 地方機關

2 民意機關

3 地政戶政

4 稅捐機關

5 監理所

6 教育機構

7 審計機關

8 其他政府機關

憲警消防
1

0 軍警單位

1 消防單位

公眾服務 
2

0 電信事業

1 電力公司

2 瓦斯服務

3 公營事業

4 廢棄物資源回收

5 基金會

6 其他

金融證券 
3

0 郵局

1 銀行

2 證券投資

3 農漁會

4 信合社

5 保險

學校 
4

0 國民小學

1 國民中學

2 高中職校

3 大專院校

4 特殊教育學校

5 公私立幼稚園

6 進修補校

7 國際學校

8 公私立托兒所

文教藝文 
5

0 才藝補習

1 社教機構

2 圖書館

3 博物館紀念館 
文化中心

餐飲美食 
6

0 中式美食

1 各國美食

2 主題美食

3 地方小吃

4 咖啡館

5 甜點 /糕點 /烘焙屋
6 素食

7 外燴

8 火鍋

9 海鮮

10 PUB/啤酒屋 /夜店
11 夜市
12 捷運美食
13 飲料專賣
14 著名連鎖美食
15 特選美食主題

速食 
7

0 麥當勞

1 肯德基

2 拿坡里

ICON 大分類 小分類

速食 
7

3 頂呱呱

4 必勝客

5 達美樂

6 摩斯漢堡

7 三商巧福

8 吉野家

9 漢堡王

10 21世紀風味館

11 熱到家 Pizza比薩焗
烤美食

12 其他速食餐廳

居家修繕 
8

0 家用器具

1 窗簾

2 地毯

3 清潔服務

4 建築裝潢

5 居家修繕連鎖店

6 其他

加油站 
9

0 中國石油

1 台亞加油站 (台塑 )
2 台糖加油站

3 統一精工加油站

4 台灣優力加油站

5 福懋加油站

6 全國加油站

7 其他加油站

8 山隆加油站

9 千越加油站

10 北基加油站
11 全鋒加油站
12 T-UP加油站
13 鯨世界加油站
14 西歐加油站

大眾運輸 
10

0 捷運站

1 漁港

2 機場

3 火車站

4 高鐵站

5 捷運站出口

6 公車轉乘站

7 計程車招呼站

8 火車站出入口

9 商港

10 渡口碼頭
11 客運
12 其他

交通運輸 
11

0 計程車業

1 拖吊場

2 汽車美容

3 運輸維修保養

4 汽車精品百貨

5 租車公司

6 測速照相

ICON 大分類 小分類

交通運輸 
11

7 國道資訊

8 託運快遞配送

9 機車維修保養

10 自行車展售維修與出
租

11 其他
停車場 

12 0 停車場

都市地名 
13

0 地名

1 縣市

2 鄉鎮

3 村里

4 工業區

5 農牧事業區

6 大樓

7 橋名

8 其他重要交通地理 
指標

便利商店 
14

0 7-ELEVEN便利商店

1 全家便利商店

2 OK便利商店

3 萊爾富便利商店

4 翁財記便利商店

5 其它便利商店

逛街購物 
15

0 百貨公司

1 超市量販

2 3C賣場
3 書局文具

4 美容美髮

5 婚紗攝影

6 相片沖洗

7 逛街購物

醫療保健 
16

0 醫療院所

1 診所

2 藥房

3 寵物

4 安養看護中心

5 育嬰中心

6 藥妝店

7 其他

飯店旅館 
17

0 觀光飯店

1 渡假中心

2 商務旅館

3 一般飯店

4 汽車旅館

5 會館

6 優質民宿

7 溫泉旅館

8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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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及周邊顯示圖例

地圖圖標分類說明 (續)

ICON 大分類 小分類

休閒旅遊 
18

0 旅遊景點

1 古蹟

2 公園遊樂區

3 動植物園

4 農場果園

5 海水浴場

6 露營營地

7 溫泉

8 旅行社

9 其他

運動娛樂 
19

0 游泳池

1 體育館

2 高爾夫

3 影音視聽

4 健康休閒

5 電影院

教會廟宇 
20

0 寺廟

1 教堂

公司行號 
21

0 資訊電子

1 貿易

2 製造業

3 法律事務所

4 會計事務所

5 出版業者

6 不動產仲介業

7 其他公司行號

8 傳播媒體

汽車展售 
22

0 Audi汽車

1 BMW汽車

2 Buick汽車
3 Cadillac汽車
4 Chrysler汽車
5 DAIHATSU汽車

6 Honda汽車

7 INFINITI汽車

8 Jeep汽車

9 Lexus汽車

10 LUXGEN汽車

11 Mazda汽車

12 MITSUBISHI汽車

13 NISSAN汽車

14 OPEL汽車

15 PEUGEOT汽車

16 RENAULT汽車

17 SUBARU汽車

18 VOLVO汽車

19 現代汽車

ICON 大分類 小分類

汽車展售 
22

20 匯豐汽車

21 福特汽車

22 福斯汽車

23 賓士汽車

24 豐田汽車

25 雙龍汽車

26 其他

台灣松下 
23 0 台灣松下

其他 
24

0 命理占卜

1 殯葬事業

2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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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聲明

重要

在終端使用者的個人電腦安裝或使用本軟體前，請仔細地閱讀這份終端使用者授權合約（以下簡稱“

本合約”）。當使用者在其個人電腦上安裝或使用軟體時，即視為同意本合約中上述的所有條件和情

形。

若無法同意上述合約，則應該立即停止使用本軟體。

坽版權

　 使用者瞭解所有軟體的著作權及智慧財產權為Panasonic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或其授權者所
有。本軟體受台灣與其他國家著作權法及相關國際條約保護。

夌授權同意

　 Panasonic公司賦予您處理您原創的數位影像資料等私人用途的範圍內使用此軟體的權利，讓它們可以
精彩地呈現在您的導航系統上。除此之外的其他用途均不被允許。

奅複製之限制

　 本軟體僅限於儲存（或備份）的目的而複製。

妵轉載禁止

　 使用者沒有權利以任何理由轉載、租賃、授權予第三者來使用本軟體。

妺修改及逆向工程禁止

　 使用者不能以任何形式修改、逆向工程、反編譯、反組譯本軟體（除適當法律所允許的延伸用途以
外），使用者不可使用本軟體的全部或部分，來製作任何延伸的產品。

姏無補償

　 使用者必須同意使用本軟體須自己承擔風險。本軟體依現有狀況提供給使用者，並無提供任何保固。
本公司或其授權者免除所有保固、責任及義務（明示、暗示），包括但不限於銷售通路、特殊目的的

適合度及非侵害第三者權利的保固。

姎責任免除

　 關於本公司或其授權者在本合約規定下，對合約規定之內規定有義務負責，否則超出本軟體相關使用
範圍內使用本軟體或其他悠關重大、懲罰性的損害賠償責任發生，即使已忠告這類損害可能發生，本

公司或其授權者將免除責任。

妲法律及法令遵守

　 若使用者侵害本合約的規定，將不需任何通知而自動終止其合約。一旦合約被終止，使用者與本軟體
之關係將立即消滅。

姌法律管理及終止

　 本合約在法律規範下管理及說明。即使本合約任何一部份無效或與其他法律衝突，本合約在任何法庭
有司法審判權，其餘部份仍維持效力。

Microsoft, Windows® CE. net, Windows®, Windows® Me, Windows® 2000, Windows® XP, Windows® Vista, 
Internet Explorer, and Windows® Media註冊商標皆是由美國微軟及其他地區分公司所註冊。
Adobe and Acrobat註冊商標皆是由Adobe系統股份有限公司所註冊。
其他產品及公司名稱之註冊商標可能已被其相關之公司所註冊。

20011年，版權為Panasonic Corporation所有。



製造商：台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579號
電　話：(02)2223-5121
http://www.panasonic.com.tw
(維修服務時，請出示本公司保證書)

☆  售 後 服 務 據 點 一 覽 表  ☆ 
 

 

 

站別  電  話  地      址 站別  電  話  地      址  

宜蘭 (03 )9380004 宜蘭市校舍路 85 號 台中 (04)24720117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路 280 號
花蓮 (03 )8323841 花蓮市國聯二路 153 號 豐原 (04)25266091 台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 487 號
台東 (089)323184 台東市傳廣路 184 號 彰化 (04 )7266511 彰化市建國北路 208 號
基隆 (02)24292958 基隆市安樂路 1 段 272 號 草屯 (049)2351291 草屯鎮太平路 1 段 300 號
松山 (02)27457390 台北市塔悠路 233 號 虎尾 (05 )6323428 虎尾鎮中正路 214 號
士林 (02)28850435 台北市承德路 4 段 22 號 嘉義 (05 )2852710 嘉義市四維路 70 號
古亭 (02)23091008 台北市三元街 229 號 新營 (06 )6322970 台南市新營區長榮路 1 段 339 號
金門 (082)324963 金門縣金城鎮民族路 231 號 台南 (06 )2228681 台南市福吉路 6 號
中和 (02)82267500 新北市中和區建六路 57 號 澎湖 (06 )9273051 馬公市中華路 377 號
三重 (02)22802579 新北市三重區永福街 37 號 高雄 (07 )5559839 高雄市鼓山區馬卡道路 322 號
桃園 (03 )3014782 桃園市國際路二段 629 號 岡山 (07 )6262868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南路 75 號
新竹 (03 )5259817 新竹市磐石里和平路 152 號 屏東 (08 )7352212 屏東市廣東路 429 號
苗栗 (037)267132 苗栗市中正路 46 號

 

 

 

 

 

 

 

 

★台北北區(松山)：松山、信義、南港、內湖、大同、中山、士林、北投、淡水、三芝、汐止

★台北南區(古亭)：中正、大安、文山、萬華、新店、深坑、石碇、坪林、烏來

★新 北 市(中和)：三峽、樹林、土城、板橋、中和、永和、三重、新莊、五股、泰山、林口、蘆洲、八里 

顧客商談中心專線：0 8 0 0 - 0 9 8 8 0 0         
網            址：panasonic.com.tw 

直屬服務站

★注意事項★ 

服務站因遷移而變更地址或電話號碼時，恕不另行通知，請於每次要求服務時，先

確認是否為敝公司直屬服務站，若有收取費用時，請索取敝公司服務站發票。 


	Button1: 
	Button2: 
	Button3: 
	Button4: 
	Button5: 
	Button6: 
	Button7: 
	Button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