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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網址 

Ø 在 www.emome.net中華電信 emome主頁左下角選取『企業服務』，
然後在頁面上選取『車訊快遞服務』。 

2 登入系統 

Ø 在登錄視窗內輸入帳號、密碼後按 『登入』後即可登錄車訊快遞
網頁。 

3 網頁功能操作 

3.1 車輛監控 

按左方功能選單的車輛監控後會於左下方出現『指定車輛』、『指定區

域』、『指定群組』三選項，如圖 1。 
 

 
圖1 車輛監控 

 



 

3.1.1 指定車輛 

按下左下方『指定車輛』後，網頁右下方會出現一指定車輛選單，

如圖 2。選取欲指定的車輛，按『確定』，即可於上方看到監控車輛的
所在位置地圖。如圖 3。 

 

 
圖2 指定車輛 

 
圖3 指定車輛-單人監控 



 
指定車輛亦可指定多台，於指定車輛選單按 CTRL或是 SHIFT 鍵

選取多輛欲監控車輛後，按按『確定』，即可於上放看到監控車輛的所

在位置地圖。如圖 4。 
 

 
圖4 指定車輛-多人監控 

 
 

地圖右方的地圖資訊提供了『放大』、『縮小』、『變更地圖中心點』、

『指定交叉路口/地標搜尋』、『指定地圖顯示比例尺』等功能，列述如
下： 
Ø 放大 
先選取      圖樣後，再將游標移到地圖上拖曳拉選一欲放大的區

域，如圖 5。 
Ø 縮小 
先選取      圖樣後，再將游標移到地圖上選一小後地圖的中心點

即可看到小後的區域地圖，如圖 6。 
Ø 變更地圖中心點 
先選取      圖樣後，再將游標移到地圖上按住滑鼠左鍵不放拖曳
地圖即可將地圖移動到你所要觀看的位置。拖曳前後的地圖位置如

圖 7、圖 8。 
Ø 指定交叉路口/地標搜尋 
點選『搜尋』按鈕,會有一搜尋視窗彈跳出來，於彈跳視窗內輸入
縣市,行政區,交叉路口或是地標按確定鈕即可搜尋地圖。如圖 9。 



Ø 指定地圖顯示比例尺 

選取「全台」、「全區」、「100km」、「10km」、「1km」、「800m」、「100m」
各選項來指定所要地圖的比例尺。 

 

 
圖5 車輛監控-放大 

 

 
圖6 車輛監控-縮小 

 
 
 



 

 
圖7 車輛監控-變更中心點前 

 
 

 
圖8 車輛監控-變更中心點後 

 



 
圖9 車輛監控-指定交叉路口/地標搜尋 

3.1.2 指定區域 

按下左下方『指定區域』後，網頁右下方會出現一指定區域選單和

一指定縣市選單，如圖 10。地圖資訊使用方式請參考 3.1.1指定車輛。 
 

 
圖10 指定區域 

 
 



Ø 區域設定 
選取欲指定的區域後，按『確定』，即可於地圖上看到位在指定監

控區域的所有的車輛。如圖 11。 
 

Ø 選取欲指定的縣市後，按『確定』，即可於地圖上看到位在指定監

控縣市的所有的車輛。如圖 12。 
 

 
圖11 指定區域-區域設定 

 

 
圖12 指定區域-縣市設定 



 

3.1.3 指定群組 

按下左下方『指定群組』後，網頁右下方會出現一指定群組選單，

選取欲監控的群組，按『確定』。即可於上方看到監控群組內所有車輛

的位置地圖。地圖資訊使用方式請參考 3.1.1指定車輛 

3.2 歷史紀錄 

3.2.1 歷史路線 

按下左下方『歷史紀錄』後，網頁右下方會出現一指定車輛選單，

如圖 13。選取欲指定觀看歷史行駛路徑的車輛，按『確定』，即可於上
方看到起始時間選單。如圖 14。選定欲追蹤的時間範圍後，按『確定』
即可在地圖上看到指定車輛在所指定的時間範圍內的行駛路線。如圖

15。 
 

 
圖13 歷史紀錄-歷史路線-指定車輛 

 
 
 

 



 
圖14 歷史紀錄-歷史路線-時間選取 

 

 
圖15 歷史紀錄-歷史路線-行駛路線 

3.2.2 紀錄查詢 

按下左下方『歷史紀錄』後，網頁右方會出現一時間和車輛的設定

表單。如圖 16。點選所要查詢的車輛和所要查詢時間範圍後，按『確
定』。會餘次頁顯示出所指定車輛在選定時間範圍內的文字行駛紀錄。

如圖 17。 



 
 

 
 

圖16 歷史紀錄-紀錄查詢-時間 / 車輛選取 
 
 

 
 

圖17 歷史紀錄-紀錄查詢-文字紀錄 
 



3.3 帳號管理 

「帳號管理」功能僅開放給管理用戶－服務申請者－使用，管理用戶可

自行新增或是刪除子帳號等來做子帳號管理。要注意的是一個管理帳戶最多

有 5子帳號。 
 
按左方功能選單的「帳號管理」後會於左下方出現『新增子帳號』、『刪

除子帳號』、『查詢子帳號』、『修改子帳號』四選項。 

3.3.1 新增子帳號 

按下左下方『新增子帳號』後，網頁右方會出現一新增子帳號的表

單。如圖 18。確實填寫表單個欄位後，按『送出』即可。 
 

 
圖18 帳號管理-新增子帳號 

3.3.2 刪除子帳號 

按下左下方『刪除子帳號』後，網頁右方會出現一所有子帳號的列

表。如欲刪除某一子帳號，按下該子帳號最右方的「刪除」按鈕，即會

出現一確定視窗。如圖 19。若是確定要刪除則按「確定」，按「取消」
則會回到原來的頁面，不會刪除該子帳號。 



 
圖19 帳號管理-刪除子帳號 

3.3.3 查詢子帳號 

按下左下方『查詢子帳號』後，網頁右方會出現一所有子帳號的列

表。如圖 20。 
 

 
圖20 帳號管理-查詢子帳號 

 



3.3.4 修改子帳號 

按下左下方『修改子帳號』後，網頁右方會出現一所有子帳號的列

表。如欲修改編輯某一子帳號的資料。如圖 21。按下該子帳號最右方
的「編輯」按鈕，即會到編輯子帳號的頁面。如圖 22。編輯完成後按
「送出」即可。 

 
圖21 帳號管理-編輯子帳號列表 

 

 
圖22 帳號管理-編輯子帳號-編輯畫面 



3.4 車輛管理 

「車輛管理」功能提供所有車輛的查詢和編輯修改車輛資訊的功能，新

增車輛和刪除車輛則請至中華電信的營業窗口申請。申請新增車輛時，中華

電信會送一個簡訊至被申請的手機號碼，該手機持有者必須要在一周內回覆

簡訊方算成功加入，若是一天內未收到簡訊請打電話至客服中心，我們會重

新發送簡訊。一周後若仍未回覆簡訊則視為新增失敗，需要重新到窗口申請。 

 
按左方功能選單的「帳號管理」後會於左下方出現『查詢車輛』、『修改

車輛』二選項。 

3.4.1 查詢車輛 

按下左下方『查詢車輛』後，網頁右方會出現一所有車輛的列表。

如圖 23。 
 

 
圖23 車輛管理-查詢車輛 

 

3.4.2 修改車輛 

按下左下方『修改車輛』後，網頁右方會出現一所有車輛的列表。

如欲修改編輯某一車輛的資料。如圖 24。按下該子帳號最右方的「編



輯」按鈕，即會到編輯車輛的頁面。如圖 25。編輯完成後按「送出」
即可。 

 

 
圖24 車輛管理-編輯車輛列表 

 
 

 
圖25車輛管理-編輯車輛列表 

 



3.5 群組管理 

「群組管理」提供用戶在龐大的成員間做一個群組的分類管理。有了群

組分類後，用戶可以車輛監控的指定群組下做群組監看的動作。 

 
按左方功能選單的「群組管理」後會於左下方出現『新增群組』、『刪除

群組』、『查詢群組』、『修改群組』四選項。 

3.5.1 新增群組 

按下左下方『新增子帳號』後，網頁右方會進入新增群組頁面。如

圖 26。右方網頁的上方有一個「新增群組名稱」欄位，確實填寫群組
名稱後，在下方車輛列表選取欲指定到新群組的車輛，選取完畢按『送

出』即可。 

 

 
圖26 群組管理-新增群組 

3.5.2 刪除群組 

按下左下方『刪除群組』後，網頁右方會出現一所有群組的列表。

如欲刪除某一群組，按下該群組最右方的「刪除」按鈕，即會出現一確

定視窗。如圖 27。若是確定要刪除則按「確定」，按「取消」則會回到
原來的頁面，不會刪除該群組。 



 

 
圖27 群組管理-新增群組 

3.5.3 查詢群組號 

按下左下方『查詢群組』後，網頁右方會出現一所有群組及其所有

組員的列表。如圖 28。 
 

 
圖28 群組管理-查詢群組 

 



3.5.4 修改群組 

按下左下方『修改群組』後，網頁右方會出現一所有群組的列表。

如欲修改編輯某一群組的資料。按下該群組最右方的「編輯」按鈕，即

會到編輯群組的頁面。如圖 29。 
 
若欲更改群組名稱，則在編輯群組頁面上方的「修改群組名稱」欄

位填上新的群組名稱後，按右方的「確定修改」。 

 
若欲重新新增加群組成員，選取下方左邊列表中的成員後按「加入

群組」按鈕，待該成員顯示在右邊成員列表中即表示已經加入成功。反

之，若是要從群組中刪除成員，選取下方右邊列表中的成員後按「自群

組刪除」按鈕，待該成員顯示在左邊成員列表中即表示已經成功自群組

將該組員刪除。和指定車輛指定車輛一樣的是，可按 Ctrl或是 Shift同
時選取多位成員再新增到群組或是自群組移除。 

 

 
圖29 群組管理-編輯群組畫面 

 
 

 



3.6 資料設定 

「資料設定」功能提供查詢用戶資料和更改密碼的功能。 

 
按左方功能選單的「資料設定」後會於左下方出現『資料查詢』、『密碼

更改』二選項。 

3.6.1 資料查詢 

按下左下方『資料查詢』後，網頁右方會出現用戶資料的表單。僅

供查詢。如圖 30。 
 

 
圖30 群組管理-編輯群組畫面 

 

3.6.2 密碼更改 

按下左下方『密碼更改』後，網頁右方會出現更改密碼的表單。確

實填完表單後按「送出」。若是輸入的密碼有誤則會顯示錯誤訊息。如

圖 31。兩次輸入的新密碼不同也會有錯誤訊息。如圖 32。請重新確認
後再送出。 

 
 



 
圖31 群組管理-編輯群組畫面 

 

 
圖32 群組管理-編輯群組畫面 

 

4 系統登出 

「系統登出」功能是為了避免用戶的帳號 / 密碼被下一位電腦使用者
盜用，所以建議要離開本系統時要做登出的動作。 

 



按左方功能選單的「系統登出」後會結束此系統的服務，若要重新查詢

資料，請按「重新登入」再次登入本系統。如圖 33。 
 

 
圖33 系統登出 

5 問題回報 

若是有其他操作上的問題，或是關於服務的說明，請洽中華電信客服中

心 0800-080-090，將有專人為您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