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車導航系統

¡ 使用本產品之前，請仔細閱讀本說明書，並妥善保管本操作說明書以備將來使用。

使用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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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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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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GPS導航機時所提供圖資係供輔助使用者到達目的地之參考；惟使用者仍應適時更新圖資並隨
時注意周遭實際路況審慎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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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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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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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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SAN車輛保養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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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禁止SD卡做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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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機專用的保險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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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請務必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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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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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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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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更新資料，請先關機離開導航系統。
禁止SD卡做其他用途。（需使用機器的原來SD卡）

■保護SD卡的插槽。
不要將任何異物放入本設備的SD卡插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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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行安裝所導致的任

何問題不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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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注意

安裝時遵守以下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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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熄火4小時以上再啟動，因導航機內GPS衛星資訊已過期需將記憶體上衛星資料丟棄，再重新接收衛星資
料，若此時接收條件差（遮蔽物多）則定位時間會拉長。（一般在開闊天空下再啟動時定位時間約1~3分鐘。）

安全注意事項及緊急處理方法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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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SAN車
輛保養廠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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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航系統如何運作
什麼是導航系統？

用 GPS 偵測車輛位置 使用自動計算導航偵測車輛位置 利用「地圖配對」自動位置偵測修正

GPS係全球定位系統的縮寫。這是使
用美國國防部操作的衛星定位偵測系

統。

訊號最少由三個衛星接收，且三角法

的計算用於決定訊號接收點的位置。

如果系統接收GPS電波的狀況良好，
「GPS訊號」指示燈會顯示現在的位
置螢幕。

「自動計算導航」表示車輛系統使用

各個安裝在車上的感知器，依據行駛

距離，轉彎角度和其他資訊偵測車輛

的位置。

藉由使用自動計算導航，即使在 
GPS訊號無法接收的地區，也能偵測
車輛位置。

「地圖配對」是一個車輛位置偵測資

訊和現在行駛路線及地圖上的路線持

續比較，並根據比較結果，調整現在

地點符號的位置，提供路上最精確位

置的系統。

當沿著實際路線和地圖上所描述的路

線之不同道路駕駛時，現在的位置符

號可能會偏離道路。

在某些情況下，例如當在交叉路口轉

彎或離開多層樓的停車場時，您可

能會發現現在地點的位置符號正被調

整，以符合道路位置。

位置偵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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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未接收到 GPS 訊號時

來自 GPS 衛星的訊號具有強烈的線性型式傳播傾向，因此無法在下列環境中接收。（當「GPS 訊號」指示燈未出現
在地圖螢幕上時，表示 GPS 訊號接收不良）。

當 GPS 天線上方或周圍有阻礙（包括負載）時，GPS 訊號的接收可能會喪失。

GPS 衛星由美國國防部管理，在某些狀況下，特意降低位置判定的精確度。

當此狀況發生時，車輛符號可能會偏離位置。

例如，在建築物反射的多重訊號路徑地點，位置判定失誤率會增加，而且車輛符號可能會偏離位置。

車輛位置精確度

導航系統如何運作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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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航系統如何運作 (續)

關於 GPS
GPS（全球定位系統）是由美國發展
和操作的系統。它可依據最少 4 個衛
星（但有時為 3 個衛星）發射到地球
的訊號，讓地理位置（緯度和經度）

可以被判定。

GPS 無法在下列環境下使用。

‧ 當來自  G P S 衛星的訊號被建築
物、隧道、天橋或其他的建築物阻

擋時。

‧�當 GPS 天線被其上方和周邊的物
體阻擋時。

‧�當 GPS 衛星未發送訊號時（訊號
由美國追蹤控制中心控制，且可

能因為改善或維修目的而暫時停

止）。

不精確的現在位置顯示
此系統使用 GPS 衛星訊號，車輛加
速感知器，和振動陀螺感知器決定現

在的位置，但因為這些裝置個別本身

的不精確，顯示的現在位置可能不會

和實際的位置一致。

如果顯示的現在位置與實際的位置不

一致，它可進行修正。在嘗試修正之

前必須將車輛停在安全的地點。

輪胎造成的不精確
因為車輛使用速度感知器測量行駛的

距離（測量和輪胎 rpm 成比例），
會產生大幅的不精確－代表在下列條

件下，現在的位置無法正確測量。

‧當未使用標準輪胎時

‧ 當在車輛可能會打滑的道路上駕駛
時，例如雪地或碎石路

‧當輪胎氣壓不正確時

‧ 當安裝新輪胎時（距離修正會自動
執行）

關於現在位置顯示和路徑
導引資訊的精確度
在某些情況下，如此處所述，現在的

位置可能不會正確顯示或提供不正確

的路徑導引，這不是因為系統故障引

起，而是因為道路狀況或駕駛環境所

造成。

資訊：

請注意－在車輛前擋風玻璃禁止

貼附含有金屬成分的玻璃隔熱

紙，它可能會對 GPS 衛星訊號的
接收有不良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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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航系統如何運作 (續)

現在顯示的位置和實際駕

駛的道路平行。

通過二條小夾角的叉路之

後，現在的位置指示在錯

誤的支線上。

當您右轉或左轉時，現在

的位置顯示在正確位置之

前或之後的道路上。

當在陡坡道路駕駛，現在

顯示的位置偏離。

當在同一方向連續彎曲的

道路上駕駛時，現在顯示

的位置偏離。

當進行轉向操作，例如變

更車道，現在顯示的位置

偏離。

當車輛被旋轉時，例如

在停車轉盤上，點火鑰

匙在「ACC」或「OFF」
位置，現在顯示的位置偏

離。

當在溼滑道路上駕駛，例

如積雪狀況，或安裝輪胎

鏈條時，現在顯示的位置

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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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車輛移動但非駕駛時，

例如在渡輪，此動作開始

之前的位置會保留，直到 
GPS 位置偵測再次生效為
止。

當導引指示出實際上無法

駕駛的道路時（例如，不

准許通過）。

當倒車時，現在顯示的位

置偏離。

當輪胎更換後，車輛符號

可能會偏離位置。

導航系統如何運作 (續)

關於道路和地點名稱資料

因為道路和地點名稱資料會在地圖資料庫編輯之後變

更，和現在指定名稱不配對的名稱可能會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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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eters,  
right turn.

Way point

Re-routing

如果您未依據建議的路

徑，例如您在前一個路口

轉彎，可能會發出不正確

路徑的語音導引。

當您執行路徑搜尋時，建

議的路徑可能為較長的路

徑。

可能會建議 U 形迴轉的路
徑。

導引建議您「前進」可能

是直線路徑。

（例如難以辨認路口的形

狀時）

雖然您必須在十字路口轉

彎，但未提出建議。

當您前往的目的地未經過

中途確認點時，通過中途

確認點的路徑可能會重新

規劃。

可能會提供多個地點的名

稱以進行方向導引。

行駛上路時，務必遵守交

通法規。

導航系統如何運作 (續)

關於路徑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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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搜尋路徑時，該路徑

可能不會即時顯示以做為

您下個左轉或右轉的建

議。

當有多個目的地時，省略

下一個目的地之後的路徑

重新規劃可能會產生到達

此目的地的回行路徑。

導航系統如何運作 (續)

‧ 當以高速駕駛時，路徑重新規劃可能會花較長的時
間。

‧更換輪胎後，現在的位置符號可能會偏離。

‧ 如果現在位置符號用手動修正到不正確的位置，且車
輛在此狀態下駕駛，則從該位置開始，正確的位置將

不會顯示。

‧路徑重新規劃後的路徑指引可能不會改變。

‧ 如果安全島或道路無法進入的地點，被設定成現在的
位置、目的地或中途確認點，雖然可供導引設定，但

實際上無法進行路徑搜尋。

‧如果現在的位置靠近目的地，則路徑可能不會顯示。

‧ 即使當高速公路為選擇的優先路徑，不必然表示路徑
將會包含高速公路。

　 同樣地，即使未將高速公路列為選擇的優先路徑，路
徑也可能包含高速公路。

　 （無論您選擇或未選擇高速公路做為優先路徑時，您
只能在選擇高速公路和普通道路之間，設定偏愛）。

路徑搜尋完成 路徑重新規劃



16

開始使用
第一次啟動本設備

步驟1 將車輛點火開關旋轉到
ON或者ACC位置。

將SD卡放入本設備並啟動汽車導航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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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螢幕畫面上之【行車導航】圖示，切換至汽車衛星導航模式。
e  進入汽車導航畫面（現在地位置）。

開機畫面 現在位置將出現在螢幕上

備 註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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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瓶的能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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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衛星圖示顏色表示： 
無訊號(黃色)/GPS定位完成(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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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使用 (續)

觸控螢幕操作

使用觸控螢幕可進行操作。

本章節說明使用觸控螢幕操作的方

法。

觸控螢幕操作範例

此處說明利用觸控螢幕執行操作的範

例。

捲動訊息或目錄

選取 [  ] 或 [  ] 可讓您捲動
訊息或目錄到上一頁或最前頁。

選取 [  ] 或 [  ] 可讓您捲動
訊息或目錄到下一頁或最後頁。

輸入字母或數字

直接選取螢幕上要輸入的字母或數

字。

選擇項目

當項目被選取時，如上圖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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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使用 (續)

如何輸入文字

中文輸入螢幕

中文輸入可用於搜尋道路地址、交叉

路口、設施景點、特殊門牌等。

例如要搜尋「裕隆汽車」時，可在

【景點搜尋】／【全找】中輸入注

音符號的「ㄩㄌㄑㄔ」後選取  確
認】。

選取 [  ] 可刪除最後一個輸入的
文字。

此時畫面上即會顯示【候選字】畫面

的搜尋結果，此時請選取「裕隆汽

車」。若選取【 】 則可顯示下一
頁的更多【候選字】搜尋結果。

資訊：

範例以「單音輸入法」為例，其他輸入方式請參閱本章「開始使用」之

「輸入法說明」一節的說明。

於【目的地列表】中點選所需目的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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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使用 (續)

如何輸入文字 (續)

數字輸入螢幕

數字輸入可用於設施景點搜尋。

例如要搜尋「101大樓」：
1. 選取【英數】。

2.  選取數字按鈕「101」，再選取
【注音】返回注音輸入法。

3. 輸入「ㄉㄌ」（大樓）。

4. 選取【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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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使用 (續)

輸入法說明

輸入法說明

搜尋景點或道路地址時可使用以下方

式：

‧單音搜尋

‧智慧注音

‧字首筆畫

5.  選擇【候選字】畫面中的目的地
「101大樓」。

6.  選取所需目的地後即顯示詳細的
資料（地址、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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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法說明 (續)

單音輸入法

利用欲搜尋之目的地每個字的注音符

號聲母搜尋。

以搜尋「忠孝東路三段」為例：

1. 選取【目的地】／【道路地址】
／【台北市】／【全找】。

2. 選取【輸入法】直到螢幕顯示為
「單音搜尋」。

3. 輸入「ㄓㄒㄉㄌㄙㄉ」後選取 
【確認】。

開始使用 (續)

4. 切換頁面，找到「忠孝東路三
段」後再選取該地點即可。

資訊：

• 有關輸入文字時的預設輸入
法，請參閱「系統設定」之

「預設道路輸入法」及「預設

景點輸入法」的設定說明。

• 依據搜尋目的地的方式不同
（如道路地址或設施景點

等），當使用【輸入法】按鈕

切換時，有些輸入法可能不會

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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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法說明 (續)

開始使用 (續)

6. 系統列出符合「忠孝」之清單。

7. 切換頁面，找到「忠孝東路三
段」後再選取該地點即可。

智慧注音

利用欲搜尋目的地之注音符號的聲母

依序搜尋。

以搜尋「忠孝東路三段」為例：

1. 選取【目的地】／【道路地址】
／【台北市】／【全找】。

2. 選取【輸入法】直到螢幕顯示為
「智慧注音」。

3. 輸入「ㄓ」，然後選取【忠】。

4. 系統會依據該區域符合之路名列
出候選字。

5. 選取【孝】。



23

輸入法說明 (續)

開始使用 (續)

字首筆劃

利用欲搜尋之目的地第一個字的筆劃

數來搜尋。

以搜尋「忠孝東路三段」為例：

1. 選取【目的地】／【道路地址】
／【台北市】／【全找】。

2. 選取【輸入法】直到螢幕顯示為
「字首筆畫」。

3. 選取「忠」的筆劃數【0 7 ~ 0 8
劃】。

4. 切換頁面，找到並選取【忠】，
然後繼續在畫面中選取符合目的

地的第二個字、第三個字等，或

亦可直接按下「確認」。

5. 切換頁面，找到「忠孝東路三
段」後再選取該地點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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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螢幕畫面

點選螢幕上的「行車導航」軟體觸控

鍵時會切換到地圖畫面並回到現在

地。

畫面資訊

1 切換車頭朝上或正北朝上
2 畫面比例縮小
3 畫面比例放大
4 現在時間
5 選單：進入「目的地」、「檢

視」、「設定」等選單

6 切換地圖 2D/3D 顯示
7 檢視衛星訊號
8 目前導航音量及調整／靜音：未
點選前表示目前導航音量；點

選此圖示後，會變更為導航系

統導引語音音量大／小的調整鈕

，此時若連續按壓此按鈕

（  / ）可開啟／關閉導航語音
9 現在地

!0 目前行駛地區／道路名稱
!1 功能：進入「開始導航」、「路
徑選擇」、「行程規劃」、「家

與公司」及「地點登錄」等功能

開始使用 (續)

r

e

w

q

u

y

!0

i

o

!1

t



25

資訊：

手動移圖後，地圖會停留在移圖

後的顯示畫面，按壓地圖畫面上

的 鍵即可使顯示畫面回到導航

畫面並回到現在地。

移圖畫面操作說明

開始使用 (續)

無指向性八軸移圖

以中心點區隔八個區域。

A：往上、B：往左上、C：往左、
D：往左下、E：往下、F：往右下、
G：往右、H：往右上。

當使用者長按住地圖畫面超過  0.4 
秒，地圖會往指定的方向移動。當使

用者放開時，移圖就會停止。當使用

者按住地圖畫面移動地圖時，若往不

同的方向滑動，地圖會隨使用者移動

的方向同時改變移動的方向。

四段智慧變速移圖

適合使用於需要大範圍地圖搜尋時。

以中心點分為四個區域A、B、C、
D，離中心點越遠，移動速度越快。

使用者按住A區滑動至D區，移圖的速
度會逐漸加快速度，反之則會變慢。

單點滑動移圖

適合使用於小範圍地圖搜尋時。

當使用者點選地圖畫面任一點，點選

時間在 0.4 秒以內，地圖會將點選的
點位自動滑行至中心點，可做為設起

迄點／加入最愛⋯等功能設定。

注 意

當手動進行移圖後，即使導航系

統原來的比例尺設定為「自動調

整」模式也會在手動移圖後被強

制切換至「手動調整」模式。有

關比例尺的說明請參閱本章「系

統設定」之「比例尺」一節的說

明。

A

ABCD

B H

C G

D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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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住家地點／地址 設定目的地

開始使用 (續)

如何儲存您的住家／公司地點／
地址

1. 利用地址搜尋功能或在地圖上拖
曳到自家或公司地點後選取【功

能】。

2. 選取【地點登錄】。

3. 選取【設為家】可將地圖上的地
點設定為住家地點；而選取【設

為公司】可將地圖上的地點設定

為公司地點。

根據附近景點設定

將目的地設定為位於目前車輛位置附

近或透過捲動地圖移到另一個位置處

的設施。

1. 按下螢幕左下角的【選單】。

2. 選取【附近景點】。

選取【功能】可顯示螢幕選單。

選單內有下列功能選項：

‧開始導航

‧路徑選擇

‧行程規劃

‧家與公司

‧地點登錄

詳細操作說明請參閱本章「路徑導

航」一節的說明。

移圖畫面操作說明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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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目的地 (續)

3. 選取 、  選擇要搜尋的距
離範圍。

4. 選取想要搜尋的景點類別（選擇
「→」、「←」可切換不同頁面

觀看更多景點類別）。

開始使用 (續)

5. 選取目的地後所選取地點的詳細
資訊如地址、電話等會顯示在螢

幕上。

6. 選取【確認】，該目的地會顯示
在螢幕中央。

開始導航

1. 選取【路徑選擇】。

2. 依需要選擇【建議路徑】、【一
高優先】、【二高優先】、【一

般優先】、【路徑比較】。

3. 選取【開始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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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目的地 (續)

開始使用 (續)

4. 若您不需步驟1及2的手動選擇路
徑程序，請選取【開始導航】即

可。

6. 路徑規劃完畢後，系統就會利用
視覺及語音導航到目的地。

7. 在抵達目的地時會自動停止導航
功能。

5. 開始規劃路徑。

注 意
•  導航系統的規劃路徑及語音導引
僅供參考。根據不同的情況，導

引的內容可能並不洽當。

•  於導引行駛中，請依實際路況及
交通規則小心駕駛（例如：單行

道等）。

備 註
按下開始導航後，系統會開始計

算建議之路徑並開始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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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目的地 (續)

開始使用 (續)

停止導航

1. 導航進行過程中如需停止，請選
取【功能】。

2. 選取【停止行程】。

導航語音提示開啟／關閉及音量
調整

1. 於主畫面時選取【選單】。

2. 選取【設定】標籤，然後再選取
【音量控制】。

3. 選取【開啟】可開啟導航語音提
示功能；選取【關閉】則可關閉

該提示功能。

4. 選取 [＋] 可加大導航語音提示音
量；選取  [－ ]  則可降低提示音
量。

5. 設定或調整完成後，選取【返回
地圖】可返回地圖畫面。

3. 選取【確認】後即可取消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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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目的地 (續)

導航語音提示靜音及音量調整

1. 選取畫面右下方的目前音量圖示
即可使導航語音切換為靜音狀態

。

2. 重複選取音量圖示可切換導航語
音的靜音狀態。

開始使用 (續)

3. 選取音量圖示後，會顯示音量調
整按鈕，此時選取  可加大導航
語音提示音量；選取  則可降低
提示音量。

資訊：

需先選取畫面右下方的目前音量圖

示後才會出現  /  的音量調整
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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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設定有許多方式，請瞭解每一

種方式的優點及特性並選擇最合適的

方式來尋找並設定目的地。

基本操作

1. 選取【選單】。

2. 接著畫面會出現多個目的地設定
方式。（次頁說明）

目的地

設定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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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螢幕

• 【我的最愛】
從儲存的住家或儲存的地點中搜

尋目的地。

• 【道路地址】
根據地址來搜尋目的地。

• 【特殊門牌】
根據特殊門牌來搜尋目的地。

• 【交叉路口】
根據交叉路口來搜尋目的地。

• 【近期記錄】
從過去搜尋的目的地中選擇目的

地。

• 【設施景點】
根據設施景點分類來搜尋目的地。

• 【附近景點】
搜尋目前車輛位置附近的合意目

的地。

• 【服務據點】
搜尋 NISSAN 服務據點。

• 【電話輸入】
根據電話號碼來搜尋目的地。

• 【座標輸入】
根據經緯度座標來搜尋目的地。

設定目的地 (續)

備 註
當您在搜尋目的地時，路徑導引提

示與測速照相警示將暫停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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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住家／公司為目的地 根據我的最愛設定

可以將住家或公司的地點設定為目的

地來讓系統計算出一條路徑。這個功

能在搜尋一條回家或回公司的路徑時

特別好用。

1. 選取【功能】。

2. 選取【家與公司】。

3. 選取【回家】或【回公司】。

4. 直接選取【開始導航】以進行導
航或在路徑規劃完成後開始進行

導航。

經常用到的目的地可以儲存到「我的

最愛」以方便系統設定及計算路徑。

為了更有效的使用這個功能，您應事

先儲存您的住家位置和經常前往的目

的地。

以前往「我的最愛」中的「逢甲大

學」為例：

1. 選取【選單】。

2. 選取【我的最愛】。

設定目的地 (續)

備 註
使用此功能需先設定好住家或公司

地址，請參閱本章「開始使用」之

「儲存住家／公司地點／地址」一

節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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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目的地 (續)

根據我的最愛設定 (續) 根據道路地址設定

3. 選取【逢甲大學】後選取【確
認】（被選取項目前方會有鉤

號）。

4. 選取的目的地會顯示在畫面中
央，在確認所顯示的目的地位置

後選取【開始導航】。系統會開

始計算建議之路徑並開始導航。

若要設定其他行經路徑的設定選

項，請選取【路徑選擇】來加以

設定。

如果知道目的地的地址，請使用以下

方法來輸入地址讓系統計算一條路

徑。也可以透過輸入門牌號碼來搜尋

想要的目的地附近的一個地點。

1. 選取【選單】。

2. 選取【道路地址】。

資訊：

如果地圖資料中沒有所指定的門牌

號碼，系統將列出最接近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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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道路地址設定 (續)

3. 選取目的地所在的縣／市。 6. 切換頁面，找到「中興路三
段」。

5. 輸入路名。以輸入「中興路三
段」為例。

4. 選取目的地所在的鄉／鎮／市／
區或【全找】。

7. 輸入巷、弄及門牌號碼然後選取
【確認】。以輸入「8 號」為例。

設定目的地 (續)

資訊：

有關文字輸入的相關說明，請參閱

本章「開始使用」的「輸入法說

明」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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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地址設定 (續) 根據特殊門牌設定

9. 選取的目的地會顯示在畫面中
央，在確認所顯示的目的地位置

後選取【開始導航】。系統會開

始計算建議之路徑並開始導航。

若要設定其他行經路徑的設定選

項，請選取【路徑選擇】來加以設

定。

8. 顯示目的地資訊，選取【確認】。 利用此功能可搜尋特殊門牌地址（例

如最後的地址為「竹子湖 3 號」等非
街／路名時）

1. 選取【選單】。

2. 選取【特殊門牌】。

設定目的地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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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特殊門牌設定 (續)

5. 輸入設施名稱。以尋找「八卦
力」為例：請輸入「ㄅㄍㄌ」後

選取【確認】。

6. 列出搜尋結果。選取【八卦
力】。

7. 輸入巷、弄及門牌號碼後選取
【確認】。

3. 選取目的地所在的縣／市。

4. 選取目的地所在的鄉／鎮／市／
區或【全找】（選擇「→」、

「←」可至下一頁／上一頁查詢

更多地點）。

設定目的地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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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特殊門牌設定 (續) 根據交叉路口設定

8. 顯示目的地資訊，選取【確
認】。

9. 選取的目的地會顯示在畫面中
央，確認所顯示的目的地位置後

選取【開始導航】。系統會開始

計算建議之路徑並開始導航。若

要設定其他行經路徑的設定選

項，請選取【路徑選擇】來加以

設定。

如果知道目的地附近的交叉路口，請

使用以下方式來搜尋，讓系統計算一

條路徑。

1. 選取【選單】。

2. 選取【交叉路口】。

設定目的地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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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交叉路口設定 (續)

5. 輸入路名。以輸入「中正路」為
例。

6. 選取【中正路】。

設定目的地 (續)

7. 接著選取交叉路口。以選取【中
山路】為例。

3. 選取目的地所在的縣／市。

4. 選取目的地所在的鄉／鎮／市／
區或【全找】。

資訊：

有關文字輸入的相關說明，請參閱

本章「開始使用」的「輸入法說

明」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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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交叉路口設定 (續)

8. 確認選取的目的地資訊後選取
【確認】。

9. 選取的目的地會顯示在畫面中
央，確認所顯示的目的地位置後

選取【開始導航】。系統會開始

計算建議之路徑並開始導航。若

要設定其他行經路徑的設定選

項，請選取【路徑選擇】來加以

設定。

設定目的地 (續)

根據近期記錄設定

系統會將最近搜尋的目的地自動儲存

到「近期記錄」以方便再次尋找相同

目的地。

資訊：

系統可保留最後 30 筆搜尋記錄。
1. 選取【選單】。
2. 選取【近期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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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近期記錄設定 (續) 根據設施景點設定

3. 選取最近搜尋過的所需目的地後
選取【確認】。

4. 選取的目的地會顯示在畫面中
央，確認所顯示的目的地位置後

選取【開始導航】。系統會開始

計算建議之路徑並開始導航。若

要設定其他行經路徑的設定選

項，請選取【路徑選擇】來加以

設定。

根據景點類別可以找到一個設施景

點，然後讓系統計算一條路徑。

以搜尋「鼎泰豐-天母店」為例：

1. 選取【選單】。

2. 選取【設施景點】。

設定目的地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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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設施景點設定 (續)

1. 選取目的地所在的縣／市或選取
【全找】。

2. 選取目的地所在的鄉／鎮／市／
區或【全找】。

4. 選擇【候選字】畫面中的「鼎泰
豐天母」。

6. 顯示目的地資訊後選取【確
認】。

3. 輸入設施名稱的聲母「ㄉㄊㄈㄊ
ㄇ」再選取【確認】。

5. 選取【鼎泰豐-天母Sogo店】。

設定目的地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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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設施景點設定 (續) 根據附近景點設定

7. 選取的目的地會顯示在畫面中
央，確認所顯示的目的地位置後

選取【開始導航】。系統會開始

計算建議之路徑並開始導航。若

要設定其他行經路徑的設定選

項，請選取【路徑選擇】來加以

設定。

將位於目前車輛位置附近或透過地圖

捲動之另一附近位置處的設施設定為

目的地。

1. 選取【選單】。

2. 選取【附近景點】。

3. 選取「 」、「 」選擇要

搜尋的距離範圍（500公尺、1.5公
里、3公里、5公里）。

4. 選取想要搜尋的景點類別（選擇
「→」、「←」可至下一頁／上

一頁觀看更多景點類別）。

設定目的地 (續)

資訊：

如果地圖資料中沒有所要尋找的設

施，系統將無法搜尋到該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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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附近景點設定 (續)

5. 選取想要搜尋的目的地類別。

6. 選取目的地。

8. 選取的目的地會顯示在畫面中
央，確認所顯示的目的地位置後

選取【開始導航】。系統會開始

計算建議之路徑並開始導航。若

要設定其他行經路徑的設定選

項，請選取【路徑選擇】來加以

設定。

7. 顯示目的地資訊後選取【確認】。

設定目的地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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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服務據點

如要前往 NISSAN 服務廠時，請利
用此選項搜尋欲前往之服務廠。

1. 選取【選單】。

2. 選取【下一頁】然後選取【服務
據點】。

3. 選取目的地所在的縣／市。 5. 選取欲前往的服務廠據點。

4. 選取目的地所在的鄉／鎮／市／
區或【全找】。

6. 顯示目的地資訊，選取【確認】。

設定目的地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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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服務據點 (續)

7. 選取的目的地會顯示在畫面中
央，在確認所顯示的目的地位置

後選取【開始導航】。系統會開

始計算建議之路徑並開始導航。

若要設定其他行經路徑的設定選

項，請選取【路徑選擇】來加以

設定。

設定目的地 (續)

根據電話號碼設定

如果知道設施的電話號碼，可以利用

此項目找到目的地，然後讓系統計算

一條路徑。

以搜尋「新光三越-台中店」為例，
電話號碼為 04-22553333：

1. 按下【選單】。

2. 選取【下一頁】然後選取【電話
輸入】。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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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輸入電話號碼「0422553333」後
選取【確認】。

4. 選取【新光三越-台中中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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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座標輸入設定

利用輸入經度及緯度可搜尋到特定地

點。

1. 選取【選單】。

2. 選取【下一頁】然後選取【座標
輸入】。

設定目的地 (續)

根據電話號碼設定 (續)

5. 確認目的地資訊後選取【確
認】。

6. 選取的目的地會顯示在畫面中
央，在確認所顯示的目的地位置

後選取【開始導航】。系統會開

始計算建議之路徑並開始導航。

若要設定其他行經路徑的設定選

項，請選取【路徑選擇】來加以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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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目的地 (續)

根據座標輸入設定 (續)

3. 選取欲輸入之空格並以數字鍵輸
入「經度」及「緯度」的數值後

選取【確認】。

4. 選取的目的地會顯示在畫面中
央，確認所顯示的目的地位置後

選取【開始導航】。系統會開始

計算建議之路徑並開始導航。若

要設定其他行經路徑的設定選

項，請選取【路徑選擇】來加以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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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導航
導航功能選單 開始導航 路徑選擇

確認並設定目的地之後，系統會出現

功能選單，項目如下：

• 開始導航

• 路徑選擇

• 行程規劃

• 家與公司

• 地點登錄

或選取畫面右下方的【功能】即可出

現導航功能選單。

在設定目的地後，選取【開始導航】

來開始路徑導引。

在整個路徑導引過程中，系統會利用

視覺及語音來引導您經過各個導航

點。

在選取【開始導航】之前，可先選擇

【路徑選擇】項目以選擇以下路徑規

劃的方式：

• 建議路徑：系統計算之最佳路徑。

• 一高優先：優先規劃中山高速公路
路徑。

• 二高優先：優先規劃第二高速公路
路徑。

• 一般優先：優先規劃省道、縣道、
鄉道等一般道路路徑。

注 意
•  導航系統的視覺及語音導引僅供
參考。根據不同的情況，導引的

內容可能並不恰當。

•  於導引行駛中，請依實際路況及
交通規則小心駕駛（例如：單行

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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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導航 (續)

路徑選擇 (續)

• 路徑比較：

可顯示建議路徑、一高優先路徑、二

高優先路徑的路徑規劃結果並以不同

的路徑顏色來表示規劃路徑的簡圖以

方便比較各路徑的距離及路徑的差

異。

選取任一種路徑規劃方式後，系統即

開始依選取方式計算路徑。

系統將會以語音及畫面指示導引您至

設定的目的地。

分別選取【建議路徑】、【一高優

先】、【二高優先】可個別於右側顯

示該規劃結果的詳細資訊。

請選取所需的路徑後再選取【開始導

航】。

註：畫面右側顯示框中可以查看系統

所估算的"目前油量可行駛公里數"及
"預計行駛所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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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導航 (續)

注 意
•  導航系統的視覺及語音導引僅供
參考。根據不同的情況，導引的

內容可能並不恰當。

•  於導引行駛中，請依實際路況及
交通規則小心駕駛（例如：單行

道等）。

語音導航

開始導航後，系統會用語音提示「語

音導航開始，請小心駕駛」。

在路徑導引過程中接近一個導引點

（交叉路口或轉彎處）、目的地時，

語音導航會告知剩餘的距離及／或轉

彎方向。

接近目的地時，系統會用語音提示

「到達目的地附近，結束語音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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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導航 (續)

開始導航 (續)

導航螢幕說明

q 下一個路口轉彎提示
w 切換車頭朝上或正北朝上
e 畫面比例縮小
r 畫面比例放大
t 現在時間
y 選單：進入「目的地」選單
u 目前車輛所在行政區
i 目前車輛所在道路
o 車輛圖示
!0 導航功能選單
!1 音量
!2 檢視衛星訊號
!3 2D/3D 切換
!4 預估到達目的地的時間
!5 預估到達目的地剩餘距離
!6 起點
!7 建議路徑
!8 目的地
!9 下一個路口路名
@0 到達下一個路口的距離

導航螢幕及預覽模式

!2

!3

!1

!0

@09 !9 !5 !4!6!7!8

iuy o

t

r

e

w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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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導航 (續)

開始導航 (續)

交流道導引

行駛於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時，當車

輛距離欲上／下之交流道約 500 公
尺時，系統會自動切換為分割螢幕

並在右側螢幕顯示一個放大的交流道

（3D）圖。在通過這個交流道後，
系統會自動回復為導引點清單模式。

導引點清單

執行路徑導引時，導引點清單為常駐

顯示，如點選 ，系統會切換為全

螢幕顯示；在全螢幕模式時點選則 
 會回復導引點清單模式。

清單由下至上分別為距離最近到最遠

的導引點名稱。

交流道清單

行駛於高速公路時，導引點清單會顯

示接下來要經過的交流道、隧道或服

務區清單。

清單由下至上分別為距離最近到最遠

的交流道或設施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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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導航 (續)

開始導航 (續)

行經路徑

開始導航之後選取【功能】選單內之

【行經路徑】可列出目前規劃的建議

路徑。

1. 導航進行過程中選取【功能】。

2. 選取【行經路徑】。

3. 顯示目前系統規劃的建議行經路
徑。

停止導航

1. 導航進行過程中如需停止，請選
取【功能】。

2. 選取【停止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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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導航 (續)

開始導航 (續) 開始模擬

變更目的地

在開始導航的狀態下，重新選取一個

目的地，系統將會詢問「是否變更目

的地？」。

選取【確認】後系統會以新的目的地

重新規劃路徑。

開始模擬

模擬前往選定目的地的路徑導航。

選取【開始模擬】後，系統會根據先

前所選的路徑，如建議路徑、一高優

先、二高優先、一般優先等開始模擬

車輛實際行走時的導航畫面。

有關選擇路徑的詳細說明，請參閱本

章「路徑導航」之「路徑選擇」一節

的說明。

3. 選取【確認】後即可取消行程。

資訊：

模擬導航時，將可聽到與實際導航

相同的語音及畫面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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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導航 (續)

開始模擬 (續)

模擬時，畫面上會出現的控制選項：

：開始模擬導航。

：暫停模擬導航。

：重新開始模擬導航。

：調慢模擬速度。

：調快模擬速度。

：目前模擬速度。調整範圍為 
50~400 km/h，數字愈大，模擬速度
愈快。

若要停止模擬，開始導航

1. 導航模擬過程中如需停止，請選
取【功能】。

2. 選取【停止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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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導航 (續)

開始模擬 (續)

3. 回到地圖畫面並自動開始導航。

回家／回公司

導引到住家或公司的地址。

請先選取【家與公司】再選取【回

家】或【回公司】選項。

如不選擇路徑規劃方式，請選取【開

始導航】，系統將會以建議路徑開始

導航。

如要選擇不同的路徑規劃方式，請選

取【路徑選擇】。

備 註
使用此功能請先完成設定住家及

公司的地點，請參閱本章「開始

使用」之「儲存住家／公司地點

／地址」一節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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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導航 (續)

回家／回公司 (續)

選取任一種路徑規劃方式後，系統即

開始依選取方式計算路徑。

系統將會以語音及畫面指示導引您至

設定的目的地。

注 意
•  導航系統的視覺及語音導引僅供
參考。根據不同的情況，導引的

內容可能並不恰當。

•  於導引行駛中，請依實際路況及
交通規則小心駕駛（例如：單行

道等）。

可將目前畫面中游標的位置儲存並登

錄至系統中。

地點登錄

選取【路徑選擇】選項後，系統會出

現以下路徑規劃的方式：

• 建議路徑：系統計算之最佳路徑。

• 一高優先：優先規劃中山高速公路
路徑。

• 二高優先：優先規劃第二高速公路
路徑。

• 一般優先：優先規劃省道、縣道、
鄉道路徑等一般道路。

• 路徑比較：請參閱本章「路徑導
航」之「路徑選擇」一節的說明。

選取【地點登錄】後，可將目前螢幕

的位置儲存成「測速照相警示點」、

「我的最愛」、「住家地點」或「公

司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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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導航 (續)

新增測速

將畫面中的地點設定為測速照相警示

地點。

加入最愛

將畫面中的地點儲存到「目的地」功

能選單的【我的最愛】清單中。

資訊：

如需刪除「測速照相警示點」內

容，請參閱本章「系統設定」之

「自訂測速」一節的說明。

設為家

將畫面中的地點儲存為住家地點。

設為公司

將畫面中的地點儲存為公司地點。

資訊：

如需編輯「我的最愛」內容，請參

閱本章「路徑導航」之「編輯我的

最愛」一節的說明。

地點登錄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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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導航 (續)

地點登錄 (續) 行程規劃

地點登錄後，螢幕會出現「此點登錄

完成」訊息，選取【確認】關閉訊

息。

可規劃行程的起點、經由點及目的

地。

備 註
使用此功能前，請先停止導航或

模擬狀態。

選取【行程規劃】後即會進入行程規

劃畫面，預設的起點為「現在地」。

選取【新增目的地】即可將所需目的

地以各種方式加入至清單中。有關新

增目的地的程序，請參閱本章「設定

目的地」的相關說明。

資訊：

從「新增目的地」選單選取一個新

的地點，即可利用【設為起點】功

能來重新設定「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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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導航 (續)

行程規劃 (續)

3. 選擇【候選字】畫面中的「士林
官邸」。

4. 選擇【候選字】畫面中的「士林
官邸」。

6. 選擇【編入行程】可將畫面中的
該地點編入「行程規劃」的目的

地列表中。

1. 以新增「士林官邸」為例，請選
取【設施景點】／【全找】或

【台北市】。

2. 輸入「士林官邸」的聲母「ㄕㄌ
ㄍㄉ」，然後選取【確認】。

5. 確認該目的地為所需目的地後，
選取【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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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導航 (續)

行程規劃 (續)

8. 「行程規劃」目的地列表中最下
方的地點即為最終的目的地，其

他地點均為經由點。

7. 重複使用【新增目的地】可在
「行程規劃」的目的地列表中加

入多個目的地地點。

• 變更起點
 由列表中選取要作為起點的地點
（前方勾選框出現打鉤符號）再選

取【設為起點】即可將該地點重新

設定為行程的起點。

• 調整經由點新後順序
 由列表中選取要調整的經由點（前
方勾選框出現打鉤符號）再選取

【上移】或【下移】即可調整該經

由點的到達順序。

• 刪除經由點或終點
 由列表中選取要刪除的地點（前方
勾選框出現打鉤符號）再選取【刪

除】並在確認用的對話框中選取

【確認】即可自列表中刪除該地

點。

• 路徑選擇
 有關選擇路徑的詳細說明，請參閱
本章「路徑導航」之「路徑選擇」

一節的說明。

• 開始導航
 螢幕顯示切換至地圖畫面並開始導
航。

資訊：

若刪除的地點是最下方的終點時，

刪除後仍留在列表最下方的地點即

會自動成為新的終點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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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導航 (續)

編輯我的最愛

如需修改我的最愛名稱或刪除我的最

愛記錄時，可利用「我的最愛」選單

下的【刪除】或【編輯】選項。

編輯

以修改「福容大飯店」為「福容大飯

店-台北店」為例：

1. 選取【福容飯店】後選取【編
輯】。

2. 選取「名稱」欄的「福容大飯
店」。

3. 直接使用注音輸入「台北店」後
選取【確認】。

資訊：

若需修改或編輯「圖片」、「電

話」或「地址」，請重複上述步驟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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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導航 (續)

編輯我的最愛 (續)

刪除

以刪除「福容大飯店 -台北店」為
例：

1. 選取【福容大飯店-台北店】後選
取【刪除】。

2. 選取【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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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設定
可選擇的設定項目

• 音量控制

• 路名播報

• 測速照相

• 自訂測速

• 地標圖示

• 預設道路輸入法

• 預設景點輸入法

• 地圖模式

• 車頭方向

• 比例尺

• 日夜模式

• 路徑比較

• 中心點資訊

• 軌跡管理

2. 選取【設定】標籤可進入「設
定」選單。選取【→】可至下一

頁設定其他項目。

1. 選取【選單】。 音量控制

開啟：開啟導航時的導覽語音

關閉：關閉導航時的導覽語音

＋：調大導航時的導覽語音音量

－：調小導航時的導覽語音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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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設定 (續)

可選擇的設定項目 (續)

測速照相

可以設定測速照相警示點提示功能為

「開啟」或「關閉」。

路名播報

可以設定路名播報功能為「開啟」或

「關閉」。

資訊：

導航時的導覽語音開啟／關閉及音

量大小的調整亦可直接於導航時的

地圖畫面直接調整，請參閱本章

「開始使用」之「導航語音提示靜

音及音量調整」一節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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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設定 (續)

可選擇的設定項目 (續)

自訂測速

此功能會顯示所有由「地點登錄」功

能加入之測速照相點清單。

如需刪除自訂測速照相點，請選取欲

刪除的資料後選取【刪除】。

地圖標示

此功能可單獨設定各種地標是否要在

地圖上標示。

請於螢幕上選取項目，該項目會由

「顯示」切換為「不顯示」；再選取

一次則會再切換為「顯示」。

預設道路輸入法

可以預設搜尋地址道路時使用之輸入

法。

共有「單音搜尋」、「智慧注音」及

「字首筆畫」三種可以選擇。

輸入法之操作請參閱本章「開始使

用」之「輸入法說明」一節的說明。



68

系統設定 (續)

可選擇的設定項目 (續)

預設景點輸入法

可以預設搜尋景點時使用之輸入法。

有「單音搜尋」、「智慧注音」及

「字首筆畫」三種可以選擇。

地圖模式

可以將地圖畫面設定為「平面模式」

（2D）或「3D 模式」。

車頭方向

可以將地圖方向設定為「車頭朝上」

或「正北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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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尺

可以將畫面比例設定為「手動調整」

或「自動調整」。

日夜模式

可以將畫面設定為「日間模式」、

「夜間模式」或「自動切換」。

日間模式： 強制地圖畫面以日間配色
顯示。

夜間模式： 強制地圖畫面以夜間配色
顯示。

自動切換： 地圖畫面日／夜配色隨車
燈開關同步切換。

路徑比較

可以設定當使用「路徑比較」功能

時，系統要自動進行比較並顯示在螢

幕上的路徑別，共有「建議路徑」、

「一高優先」、「二高優先」及「一

般優先」等選項可選擇，最多可同時

設定三個路徑。

系統設定 (續)

可選擇的設定項目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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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設定 (續)

可選擇的設定項目 (續)

有關「路徑比較」功能的詳細說明，

請參閱本章「路徑導航」之「路徑選

擇」一節中有關「路徑比較」的說

明。

中心點資訊

可以設定畫面中心點位置的資訊「顯

示」或「不顯示」。

中心點資訊設為「顯示」。

軌跡管理

可以設定要「開啟」或「關閉」GPS 
的軌跡記錄。

選取【清除軌跡】可清除先前所記錄

的軌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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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資訊
可選擇的檢視項目 行程規劃

1. 選取【選單】。
2. 選取【檢視】標籤可進入「檢
視」選單。

• 行程規劃

• 行經路徑

• 星歷圖

• 版本資訊

可以檢視「行程規劃」的內容。

1. 選取【檢視】標籤。

2. 選取【行程規劃】。

3. 顯示目前設定的「行程規劃」資
訊。

資訊：

有關「行程規劃」中的各項操作，

請參閱本章「路徑導航」之「行程

規畫」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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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資訊 (續)

行經路徑 星歷圖

3. 顯示目前系統規劃的建議行經路
徑。

開始導航之後選取【檢視】選單內之

【行經路徑】可列出目前規劃的建議

路徑。

1. 選取【檢視】標籤。

2. 選取【行經路徑】。

星歷圖可顯示目前 GPS 定位資訊，
例如：方向、經度／緯度、海拔高

度、定位狀態和衛星位置等。

基本操作

1. 選取【檢視】標籤。

2. 選取【星歷圖】。

資訊：

必須在開始導航後或是開始模擬導

航後才會有行經路徑的資訊，其他

狀態下不會有行經路徑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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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資訊 (續)

顯示版本資訊星歷圖 (續)

版本資訊可顯示目前導航系統及地圖

使用的版本。

基本操作

1. 選取【檢視】標籤。

2. 選取【版本資訊】。

版本資訊畫面請依實際顯示為主。

（圖片中版本號碼僅為示意用）

在地圖顯示畫面，選取【 】小圖

示也可以顯示星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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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狀況處理
異常狀況 可能發生原因 簡易處理

沒有顯示影像

1. 亮度設定在最低的設定。 調整螢幕的亮度。

2. 系統處於視訊播放模式下。
請先按主機[H O M E]按鍵返回主畫
面，再點選行車導航。

3. 螢幕沒有開啟。 按下            開啟螢幕。

沒有語音導引 音量沒有正確設定或被關閉。 調整導航音量。

車輛圖示沒有顯示在正確

的位置

1. 車輛在點火開關關閉後被運輸（例如渡輪或
載運車輛運送）。

在可以接收到 GPS 訊號的道路上駕
駛車輛一小段時間。

2. 根據駕駛環境及導航系統的定位精確度，車
輛圖示的位置和方向可能會不正確。

這並非故障。駕駛車輛一小段時間來

自動修正車輛圖示的位置和方向。

3. 畫面正處於移圖狀態。 按下【 】恢復為【 】。

車輛行駛一條新路，車輛

圖示卻在附近的另一條道

路上

因為道路尚未加入於地圖資料中，系統自動將

車輛圖示放在附近可用的道路上。
請依實際路況行駛。

沒有顯示建議的路徑

1. 設定的目的地位於無法計算的道路。
將目的地重新設定在一條主要或一般

道路上，並重新計算路徑。

2. 起點和目的地太過靠近。 請重新設定目的地。

3. 起點和目的地相隔太遠。
請選擇一個或兩個中間目的地來將您

的旅程分段，並執行多次路徑計算。

導引內容與實際情況不一

致

根據應轉彎處的交叉路口的類別，語音導引的

內容可能有所不同。

請遵循所有的交通規則及規定並依實

際路況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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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狀況處理 (續)

異常狀況 可能發生原因 簡易處理

何時進行圖資的更新 每年進行2次的圖資更新作業

異常當機

1. 當電瓶電量過低（低於 10V 以下時），系統
即可能會產生異常當機現象。

系統需重置，請洽詢 NISSAN 汽車經
銷商排除此異常狀況。

2. 其他異常狀況。

衛星訊號狀態圖長時間處

於黃色狀態
GPS天線脫落。 GPS天線請安裝於正確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