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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名稱 YAMAHA LIFE Y-Connect 
TWN for EV

圖示

連結對象 Yamaha 顧客 電動車
EMF、EC-05

目的 經銷商聯絡使用 車輛連結使用

Y-Connect TWN for EV

Yamaha 推出全新「Y-Connect TWN for EV」App，專為電動車機種顧

客與愛車之間的互動，提供各項提升騎乘樂趣之功能：專屬導航地圖、

群組導航、個性化設定、停車位置紀錄、車輛診斷…等。

同時可以與現行 YAMAHA LIFE App 做系統上的連結，享受更多的優質

服務內容。

App定位說明

App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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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註冊
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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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 YAMAHA LIFE App 帳號之

使用者，請點選「會員登入」並

直接使用相同資料登入。

※ 使用當下僅能綁定一台車連結。

會員註冊

如您尚未註冊，請點選「會員註

冊」，依序完成資料填寫及手機

驗證後，即可登入。

忘記密碼

如您忘記密碼，請點選「忘記密

碼」，並提供您的手機號碼。系

統將寄送簡訊密碼給您，請使用

新密碼登入。

會員登入

會員



會員註冊

點選「會員資料維護」，系統會

跳出“請輸入密碼”的指示，輸

入後即可進入【會員資料維護】

頁面，維護完後請點選右上方

確認，會員資訊更新成功。

個人檔案

功能介紹

會員資料維護

點選「生物辨識設定」，系統會

跳出“請輸入密碼”的指示。輸

入後，開啟生物辨識。此後即可

使用生物辨識方式登入 App

（Face ID 或指紋辨識）。

生物辨識設定

點選左上方「主選單」並點選「個人

檔案」，進入【我的帳號】頁面。

在此頁面中可以進行會員資料維護、

生物辨識設定以及查看目前綁定的愛

車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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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葉電動小騎士



快速功能鍵

功能介紹

車輛連結後即可用 App 操作下列功能。

此功能僅供參考，使用上有任何問題請洽全台山葉服務網。

藍牙尋車
於藍牙接收範圍內點擊後會發出燈光以
及音效。

車廂開啟
於藍牙接收範圍內點擊後車廂將開啟。

車輛解鎖
於藍牙接收範圍內點擊後車輛將解鎖。

首頁

車輛連結後系統自動提醒當下驅動

電池電量（如要確認最新電池電量

需重新整理頁面）。

驅動電池電量

點選首頁右上角訊息通知 圖示進入

【訊息通知】頁面，如有故障通知將

在此顯示並可利用下方 YAMAHA LIFE 

App 連結預約保養。

訊息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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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紹

前回藍牙斷線後自動記錄手機GPS的定位

點於地圖上。您也可透過停車圖示 設

定停車位置。並透過內建地圖進行停車點

確認。

找尋車輛

圖示 說明

可定位目前所在位置。

可查看前回記錄車輛的位置。

設定目前位置為停車位置。

 (綠點) 目前位置點。

 (黑色機車圖示) 停車點。

停車位置導航

點選黑色機車圖示 ，透過手機地圖開始步行導航至停車位置。

＊點選右下角的筆圖示 ，可編輯停車位置資訊（新增或刪除停車位置照片

以及填寫相關備忘錄）。

停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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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紹

點選「車況診斷」，App將即

時掃描並確認車輛的各項情報，

若是出現異常請洽台灣山葉EV

維修據點。

車況診斷

車況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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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紹

點選「電池服務資費方案」，

App 將連結至 Gogoro 

Network App。

※ 如未下載 Gogoro Network App

將跳轉至 App store 或 play 商店下

載頁面。

點選「預約保養」，App 將開

啟 YAMAHA LIFE App 的預約

服務功能，您可於App內進行

保養的預約。

※ 如未下載 YAMAHA LIFE App 將

跳轉至 App store 或 play 商店下載

頁面。

預約保養

電池服務資費方案

預約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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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紹

點選首頁左下角的「個人化設定」；或自主選單內「設定」>「個人化

設定」進入【個人化設定】頁面。共 14 項功能可供使用者進行個人化

設定。

個人化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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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儀錶板設定 2. 自動上鎖 3. 燈光延遲開關EC-05
限定

功能示意圖



功能介紹

7. 電池回充強度 8. 超 / 低速提示 9. 胎壓警示調整 EC-05
限定

6. 低電量提示4. 定位燈 EC-05
限定 5. 智慧感應解鎖調整

10. 靜音模式 11. 生日快樂歌 12. 音效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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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紹

1. 儀錶板設定 設定個性化儀錶板顏色與風格。

2. 自動上鎖 車輛斷電後自動上鎖之時間設定，以及車廂關閉後車輛設定為
開啟或關閉（建議為開啟）。

3. 燈光延遲開關 車輛上鎖後延遲關閉大燈時間以及轉彎龍頭擺正後，方向燈自
動切閉。

4. 定位燈 設定當車輛怠速時，光環式頭燈與LED定位尾燈的呼吸閃爍頻
率。

5. 智慧感應解鎖調整 設定靠近車輛自動解鎖，離開自動上鎖功能（近約2公尺，遠約
10公尺) 。

6. 低電量提示 車輛電池可以設定最低 30%～70% 之間，提醒車主電量。

7. 電池回充強度 設定愈高充電效率愈好，相對鬆開油門後制動力也越大。

8. 超／低速提示 低速時發出聲音提醒路人；超速時（50～80 km/h）發出聲音
提醒自己。

9. 胎壓警示調整 設定前／後輪胎壓警示提醒。

10. 靜音模式 開啟後將會關閉生日歌、聖誕歌、開關機、側腳柱、車廂開關
等音效功能。

11. 生日快樂歌 設定生日時間以及生日歌開關。

12. 音效設定 設定不同音效主題。

13. 二段式上鎖 設定車輛與龍頭鎖定方式。預設為開啟。

14. 一踢即行 只需按住煞車不放，再收回腳架，馬達即會自動啟動，不需按
『啟動鍵』即可快速再次上路。

13. 二段式上鎖 14. 一踢即行

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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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紹

 工具列說明

圖示 說明

群組導航功能。

地圖上顯示電池交換站。

地圖上顯示電動車銷售店。

地圖上顯示電動車維修店。

車主手機GPS定位顯示。
（地圖中 點）

關鍵字搜尋功能。

點擊後打開下列功能列進行相關查詢。

導航

點選首頁右下角的「地圖」即可進

入導航地圖頁面。

11



功能介紹

 退出群組

點選畫面右上方退出圖示 ，即

可點選「退出群組」或「取消」。

 查看群組成員位置

選取成員，點入即可進入地圖查看

成員目前位置。

※ 群組內成員(含群主)需重新整理才可更

新至最新位置。

12

群組導航

 建立群組

請點選「建立群組」。

 加入群組

共兩種方式可加入群組：

1. 輸入群組碼加入

2. 掃描QR Code加入

※ 每位會員限新建(或加入)1個群組

※ 群組人數最多100人



功能介紹

電池交換站

電動車銷售店

電動車維修店

點選地圖上的電池交換站圖

示 後，選擇站點位置，

即可直接導航至目的地。

點選地圖上的電動車銷售據

點圖示 後，選擇站點位

置，即可直接導航至目的地。

點選地圖上的電動車維修店

圖示 後，選擇站點位置，

即可直接導航至目的地。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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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紹

查詢
 點選畫面中的 查詢圖示，上方出現查

詢欄，可直接以關鍵字輸入或是空白查詢。

（空白查詢點選後會帶至以關鍵字、路段

地址、座標查詢的頁面，如下圖）

 您也可點選畫面中的 快速查詢圖示，

下方出現四個快速功能鍵供您快速查詢。

我的最愛
點選查詢畫面中圖示 （或快速功能鍵中的 圖示）進入

【我的最愛】頁面，您可單筆刪除或全部刪除我的最愛。

查詢紀錄
點選查詢畫面中圖示 （或快速功能鍵中的 圖示）進入

【查詢紀錄】頁面，您可單筆刪除或全部刪除查詢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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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紹

詳細資料
點選查詢的目的地後可得知詳細資

料，包含地點名稱、電話、所在區

域及距離。

 加入最愛與移除最愛

詳細資料出現後，可點選「加入最

愛」或「移除最愛」，畫面提示

“操作成功”即完成。

※ 加入成功後此地點會儲存至【我的最

愛】，可至【我的最愛】頁面查看。

 立即前往－多路徑規劃

確認目的地之後，點選「立即前

往」，系統會自動為您導航並依路

線距離及國道收費金額等計算，規

劃出至多 3 種不同路徑，右下角倒

數 10 秒內可自由選擇後前往或選

擇「開始」立即前往。

15

操作成功!



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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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航畫面

選擇一條最適路徑之後，即可開始

導航至目的地。導航畫面包含：

1. 速限提示：顯示道路的速限。當前

方有固定測速照相時，會顯示剩餘

距離。

2. 轉彎路口提示：機車專用路徑的

Turn By Turn導航，例：機車引道／

專用道、高架道路。左方顯示為移

動路線，右方為剩餘距離，下方為

行駛路段。

3. 次轉彎路口提示：左方顯示為移動

路線，中間為剩餘距離，右方為行

駛路段。

4. 導航資訊：時速、行駛公里數、路

線總時長與目的地抵達剩餘時間。

圖示 說明

關閉導航後即停止導航，回到導航起始功能頁面。

因您正在導航階段，點選後可查詢新地點並將此地點設為延伸目的地、
取代目的地或設為中途點。

以全地圖模式顯示路線狀態。

顯示路徑清單。

 工具列說明

導航畫面下方功能鍵由左至右依序為：關閉導航－查詢－地圖－路徑

清單。下表為圖示說明：

123



功能介紹

17

 關閉導航： 關閉導航後即停止導航，回到導航起始功能頁面。

 地圖：以全地圖模式顯示路線狀態。

 路徑清單：顯示當前導航路徑清單。

※ 中途點會以橘色圓點 表示。

 查詢：因您正在導航階段，點選後可查詢新地點並將此地點設為

延伸目的地、取代目的地或設為中途點。

1. 以關鍵字／路段地址／座標查詢新地點。

（或使用右上角 查詢紀錄與 我的最愛中儲存的地址）

2. 點選 立即前往，將此地點設為延伸目的地、取代目的地或

設為中途點。

3. 開始導航。（圖為地圖顯示示意）



功能介紹

設定

App內具有設定可讓您變更，以便依據您的喜好來操作。

藍牙配對

功能 內容

1 配對

1. 進入配對畫面，點選「配對」後，依照畫面上的第一步，
將智慧電車進入解鎖模式。

2. 第二步開始進行配對：長按「SMART」按鈕直到機車儀錶
「智慧快連」指示燈（註）亮後即可進行配對。配對操作
詳情請洽山葉機車服務網。

3. 支援語音導航，建議使用導航功能時請搭配機車藍牙耳機
使用。

18

註：「智慧快連」依各電動車機種儀錶上的圖示為主。例如：EMF儀錶上為App指示燈。

出現

功能 內容

1 智慧電車 可依使用者擁有之智慧電車來選擇。

2 其他YAMAHA車輛 可依使用者擁有之YAMAHA LIFE App的油車來選擇。

我的車庫



功能介紹

個人化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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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名稱 說明

1 儀錶板設定 設定個性化儀錶板顏色與風格。 O

2 自動上鎖 車輛斷電後自動上鎖之時間設定，以及車廂關閉
後車輛設定為開啟或關閉（建議為開啟）。

3 燈光延遲開關 車輛上鎖後延遲關閉大燈時間以及轉彎龍頭擺正
後，方向燈自動切閉。

4 定位燈 設定當車輛怠速時，光環式頭燈與LED定位尾燈
的呼吸閃爍頻率。 O

5 智慧感應解鎖調整 設定靠近車輛自動解鎖，離開自動上鎖功能（近
約2公尺，遠約10公尺) 。

6 低電量提示 車輛電池可以設定最低 30%～70% 之間，提醒
車主電量。

7 電池回充強度 設定愈高充電效率愈好，相對鬆開油門後制動力
也越大。

8 超／低速提示 低速時發出聲音提醒路人；超速時（50～80
km/h）發出聲音提醒自己。

9 胎壓警示調整 設定前／後輪胎壓警示提醒。 O

10 靜音模式 開啟後將會關閉生日歌、聖誕歌、開關機、側腳
柱、車廂開關等音效功能。

11 生日快樂歌 設定生日時間以及生日歌開關。

12 音效設定 設定不同音效主題。

13 二段式上鎖 設定車輛與龍頭鎖定方式。預設為開啟。

14 一踢即行 只需按住煞車不放，再收回腳架，馬達即會自動
啟動，不需按『啟動鍵』即可快速再次上路。

EC-05
限定

依車輛種類不同而有不同功能設定，請參閱下表或參閱 P.8。



功能 內容

1 測速照相提示 固定式測速照相、移動式測速照相、行車距離照相、
闖紅燈照相、區間測速起點等功能開啟或關閉。

2 速限／超速提示 語音提示設定；超速提示標準設定。

3 導航模式 機車類型選擇設定；路徑規劃設定。

4 GPS設定 記錄GPS軌跡；未導航時取得GPS訊號開啟或關閉。

5 圖資下載 下載地圖資料庫。

版本資訊
顯示目前軟體版本與圖資版本資訊。

隱私權說明
有關本 App 之個人資料相關權利，詳情請參考本公司之隱私權政策網

頁。或請至本手冊 P.23 點選連結。

導航設定

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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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App一般性內容

 使用 Y-Connect TWN for EV App須付費嗎？

→購買EMF機種，Y-Connect TWN for EV 提供地圖圖資服務為五年免

費更新圖資及使用授權，使用期限截止時須購買地圖圖資授權，方可享

有更新圖資之權利。(詳情請洽台灣山葉機車官方網站)

※行動數據費用需由使用者自行負擔。

 安裝時要求多少容量？

→App主程式需求空間約20MB。導航圖資需求空間約500MB。

 支援手機版本為何？

→iOS：iOS13版本以上

Android：Android 6版本以上(不支援 “Android GO 版本”)

 是否支援iPad、Android平板？

→恕不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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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架設

 不架設於機車時能否使用？

→可以使用。惟導航及提升騎乘功能時請於機車之手機固定架上使用。

 如何於機車架設手機？

→請使用手機固定架。

本App已使用下述手機固定架測試使用應無問題，但不保證所有車種或

手機機型均可正常使用。

※vigorplus：https://www.vigorplus.com.tw/

 安裝手機架固定時，如何決定手機的方向？

→手機畫面盡可能與道路保持垂直且固定時應避免手機左右傾斜。

https://www.vigorplus.com.tw/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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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電量消耗

 使用App時，手機的電力可以維持多久？

→依智慧型手機品牌及型式之不同，其使用狀況亦不相同，無法提供相

關數據。

 導航功能使用

 是否支援語音導航？

→可以使用。建議使用導航功能時請搭配機車藍牙耳機使用。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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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名稱 YAMAHA LIFE Y-Connect 
TWN for EV

圖示

iOS
支援版本 iOS 11 版本以上 iOS 13 版本以上

Android
支援版本 Android 9 版本以上 Android 6 版本以上

(不支援 “Android GO 版本”)

 系統需求

 使用規約

 隱私權政策

請參閱以下網址：

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s://reurl.cc/AKm2g3

https://reurl.cc/jkZy8p

https://reurl.cc/AKm2g3
https://reurl.cc/jkZy8p


台灣山葉機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20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二段3號

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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