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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行前注意事項

我們強烈建議您在第一次騎乘自行車前，完整閱讀捷安特使用者手冊。完
整的閱讀並確保你理解此說明書中的每一項說明，特別是「安全」的章節
。如有任何問題，請聯絡捷安特授權經銷商。

本手冊包含重要安全、效能和服務資訊。在第一次使用Giant Power Pro之
前，請閱讀本使用手冊，並請妥善保存本使用手冊作為未來参考。

為了您的安全，我們強烈建議您在騎乘中請直視前方，請勿將視線一直停
留在碼錶的螢幕上，以免分散您的注意力，造成意外發生

服務與技術支援

在使用Giant Power Pro之前，請與碼錶完成配對，並執行校正/歸零的動作
，相關的執行內容，請參閱本說明書的配對及校正章節

瞭解更多的資訊，請至捷安特網站：
https://www.giant-bicycles.com/global/support/manuals

如果有任何問題，或者是不確定使用者手册中所列的任何事項，請與您的
當地的捷安特授權經銷商連絡。

瞭解更多捷安特相關訊息，請至捷安特官網：www.giant-bicycles.com

防水性能

Giant功率計之防水等級達IPX7標準，可提供水下深度1公尺的防水保護。
警告：請避免長時間浸泡在水中。
警告：請勿使用高壓水柱直接噴洗功率計，高壓水柱的壓力可能會造

成水氣滲透外殼造成功率計內部的電子元件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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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電池   充電式鋰電池
   使用騎乘時間：約150小時
 無線傳輸               2.4GHz, ANT+™
                                        Bluetooth® Smart (BLE 4.0)
 精確度                            ±2% of measured power value
 重量                            左側: 約 18g
                                        右側: 約27g
 功率測量範圍               0-3000 瓦特
 迴轉速                            20-180 RPM
 防水等級               IPX7
 運作環境溫度範圍  -10°C ~ 50°C / 14°F ~ 122°F
 儲存環境溫度               -20°C ~ 70°C / -4°F ~ 158°F
 配件                            充電線

下載 Giant ridelink 應用程式

Giant RideLink應用程式適用於Apple® iOS及Android系統*，請至App store 或
是Google Play搜尋Giant RideLink下載應用程式。
* Android系統必須是Android 6.0或更新版本。

更新韌體資訊

Giant持續研發並公布韌體更新以提供更優異的功能，可以透過Giant RideLink 應用
程式傳送到Giant Power Pro。韌體更新的公告及相關詳細資訊，請見Giant網站
https://www.giant-bicycles.com/support/man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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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ant power pro 指示燈號說明

Giant Power Pro上皆有一顆指示燈，用來指示各種情況，以下說明各種燈
號表示的狀況：

•閃爍10次綠燈：於電量充足時喚醒Giant Power Pro。
•喚醒後，每5秒亮一次綠燈：當電力低於30%時。
•紅燈恆亮：當Giant Power Pro充電時；當Giant Power Pro完成充電

時，紅燈熄滅。
•無法亮燈：可能為電池損壞或其他問題，請聯絡捷安特授權門市。

Giant power pro 充電說明

在第一次使用前，請先充滿電後再開始使用。

請依以下步驟準備充電：
步驟1：準備充電線，如下圖1。
步驟2：將充電線接上功率計開始充電，指示燈顯示恆亮紅燈，如下圖2。

注意：
• 建議輸入電壓：5V±10%/建議輸入電流：1~2A。
• 每次充電時間，各約2個小時。
• 在長時間未使用下，電池應在兩個月充滿電一次。

圖1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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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圖4

圖5-2 圖5-3

裝配檢查及準備配對
注意：在騎行之前，請務必確實檢查五通、大齒盤及曲柄等零件是否

依零件製造商的技術指南安裝，若有相關問題，請聯絡捷安特
授權門市及參閱零件製造商的技術指南。

步驟1：檢查螺絲是否鎖緊，如圖3
1-1 左曲柄標示處為M5螺絲，鎖固扭力值約12-14 Nm，參閱零件製造

商的技術指南。
1-2 右曲柄標示處為M3螺絲，此螺絲為固定右曲柄功率計，鎖固扭力

值3Nm。
步驟2：喚醒功率計，如圖4

2-1 順時針或逆時針旋轉曲柄兩~三圈，指示燈快速閃爍10次綠燈，此
為成功喚醒。

2-2 若指示燈5秒亮一次，表示電池電量過低，請充電。
步驟3：準備配對

3-1 將車身平放於水平平面。
3-2 將左曲柄保持在6點鐘位置，右曲柄保持在12點鐘位置，如圖5-2、

圖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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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對Giant Power Pro

配對之前，請先將Giant Power Pro充滿電，順時針或逆時針旋轉曲柄
兩~三圈喚醒功率計，並將車身水平擺放，如上述步驟2及步驟3。
依照碼錶製造商的操作說明配對功率計，不同碼錶製造商的操作步
驟可能有所不同，請參閱碼錶製造商之操作手冊。

提示：燈號顯示說明及充電步驟請參閱充電及燈號章節。

以下為Giant NeosTrack自行車碼錶配對範例：
提示：Giant NoesTrack自行車碼錶之基本操作請參閱附錄A
提示：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的配對說明請參閱附錄B

步驟1：長按   進入「選單」
步驟2：按   選擇「設定」，按   進入
步驟3：點按   選擇「單車資料」，點按   進入
步驟4：點按   選擇「單車1」，點按   進入
步驟5：點按   選擇「周邊設備」，點按   進入

步驟  6：點按   選擇「功率」，點按   進入
步驟  7：點按   進入「選項」頁面
步驟  8：點按   選擇「重新掃描」
步驟  9：點按   開始掃描
步驟10：出現配對的裝置序號，表示配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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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1        步驟2                  步驟3                   步驟4                  步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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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零校正

在執行歸零校正前，請確認 Giant Power Pro 與碼錶已經完成配對，再依照
碼錶製造商的操作說明執行歸零校正。不同碼錶製造商的操作步驟可能有
所不同，請參閱碼錶製造商之操作手冊。

注意：當五通、大齒盤及曲柄等零件經拆裝後，都須進行歸零校正。
注意：建議在每次騎乘前進行歸零校正。

以下以 Giant NeosTrack 自行車碼錶為範例：
提示：僅限在啟動功率計並配對後才會顯示校正選項
提示：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的校正說明請參閱附錄C
步驟  1：配對成功後點按   進入「選項」頁面
步驟  2：點按    選擇校正，點按    進入
步驟  3：校正完成後，點按    儲存校正值

注意：校正值為0表示校正完成。校正值為-1表示校正異常，請聯絡捷
安特授權經銷商。

      步驟1        步驟2                  步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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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6         步驟7                 步驟8                  步驟9                  步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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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和清潔

為確保Giant Power Pro功能及不影響保固條款，請務必遵守以下的警告
及注意事項，若有以下的情況發生而造成功率計損壞，將無法獲得捷安特
保固：

警告：
• Giant Power Pro僅允許清潔外殼部位，請勿自行拆卸功率計之外殼，以
免影響保固條款。
• 請使用乾淨的布及清水清潔功率計外殼，請勿使用含腐蝕性的清潔劑清
潔，避免損壞功率計外殼。
• 請勿使用高壓水柱直接噴洗功率計，高壓水柱的壓力可能會造成水氣滲
透外殼造成功率計內部的電子元件損壞。
•  請勿靠近熱源，可能會損壞功率計的零件。
• 請避免功率計受到異常的外力衝擊，此可能會造成功率計損壞。
• 若充電過程中產生異味、煙霧等不正常的情況，請立即停止充電，以避
免危險。
• 請勿在潮溼的環境或打雷的情況下充電，可能會造成電池損壞及觸電等
危險情況。
• 請勿使用任何金屬物品或油類物質碰觸充電接頭及充電端子。

注意事項：
• 儲存環境溫度範圍為攝氏-20～70度，超出此溫度範圍，可能會損壞功率
計的零件。
• 運作環境溫度範圍為攝氏-10～50度，超出此溫度範圍，可能會使功率計
運作不正常。
• 在長時間未使用下，電池應在兩個月充滿電一次。
• 充電作業的環境溫度範圍為-10～50度，超出此範圍充電可能會造成電池
損壞。
• 充電時間約為2個小時，若充電時間超過2個小時仍未充滿電，請停止充
電作業，以避免電池過熱造成危險，並盡快連絡捷安特授權經銷商。
• 電池電量過低若不充電可能造成電池損壞，請隨時進行充電。
• 電池使用一段時間後，可使用的騎乘時間會逐漸縮短，此屬正常現象。
• 請遵守建議輸入電壓/電流值：5V±10%/1~2A。
• 請使用專用充電線，充電時請勿綑綁充電線，並請勿用力拉扯或以其他
方式損壞充電線，使用損壞的充電線充電可能造成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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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當使用功計率如遇到下列問題，請執行建議處理方式，若無法解決下列的
問題，請聯絡捷安特授權經銷商。可能的故障問題及建議處理方式：
Q1：Giant Power Pro無法充電

A1：請確認充電線是否與功率計接合
A2：請確認充電插頭金屬部份是否氧化

Q2：Giant Power Pro無法與碼錶配對
A1：請確認功率計電量是否充足，若電量不足請充電
A2：請確認是否已成功的喚醒功率計
A3：請確認碼錶是否有配對功能
A4：請確認碼錶是否有ANT+功能
A5：請手動輸入Giant Power Pro ID

Q3：碼錶無法顯示功率
A1：請確認功率計電量是否充足，若電量不足請充電
A2：請確認功率計是否已跟碼錶配對
A3：請確認碼錶功能是否正常
A4：請確認碼錶是否支援功率顯示

Q4：Giant Power Pro的校正值異常
A1：請重新校正
A2：請更新韌體

Q5：Giant Power Pro的功率值異常(太高或太低)
A1：請確認曲柄/功率計的螺絲扭力值為標準範圍
A2：請重新校正功率計
A3：請更新韌體

Q6：燈號異常
A1：燈號不亮：請檢查配對及功能顯示是否正常，如可正常運作，可

能為LED燈泡損壞，請連絡捷安特授權經銷商
A2：閃爍異常：請連絡捷安特授權經銷商

以上都無法解決問題：請聯絡捷安特授權經銷商。



10

捷安特保固條款

捷安特對原始購買者提供此產品2年的保固。

本保固僅適用於在授權的捷安特經銷商全新購買並且由經銷商在購買時進行組裝
下的產品。

1. 有限的賠償
除非另有規定，在上述保固或隱含的保固條件下，唯一的賠償僅限於由捷安
特單方判斷，將有瑕疵零件以等值或更高價值的零件進行替換。本保固從購
買日起算，僅適用於原始擁有人，並且無法轉讓。在任何情況下，捷安特均
不對無論是基於合約、保固、疏失、產品責任、或任何其他推論造成的任何
直接、附帶或間接的損失，包括但不限於人身傷害、財產損失、或經濟損失
的損害負責。

2. 保固除外項目
2.1. 上述保固或任何暗示的保固，不涵蓋下列：
•在沒有組裝或材料的缺陷的條件下，零件的正常磨耗與破損。
•消耗性的零件: 例如鎖固螺絲、充電線。
•產品並非由授權的捷安特經銷商進行維修。
•從原始狀況下進行的修改。
•因自行安裝至不合規格的車架所產生的破壞。
•在異常、競賽、與/或商業活動中或針對非本產品設計的目的而使用本產品
。
•因不遵守下列使用者活動所造成的損壞
•因參與競賽、跳躍、下坡與/或這些活動的訓練或因本產品暴露於或本產品
操作於嚴酷條件或氣候造成的塗漆與貼標的損壞。
•零件替換或更換所需之人力費用。

2.2. 除本保固所提供與所有其他額外的保固所列項目之外，捷安特及其僱員與代
理人概不負責關於任何捷安特的產品而產生的任何損失或損害（包括但不限於因
疏忽或過失造成的伴隨的及相應的損失或損害）。
2.3. 捷安特不提供其它明示或暗示的保固。所有暗示的保固，包括為特定目的的
適銷性和適用性保固，其有效時間僅限於上述明示保固的期限。
2.4. 對此保固的任何索賠都必須透過捷安特授權經銷商或分銷商。必須提供購買
時的收據或其他購買日期證明之後，保固索賠才會被處理。
2.5. 在購買地以外的國家進行索賠時，可能須要支付費用和承受額外的限制。
2.6. 保固期與細節可能會因國家不同而異。本保固賦予您特定的法律權利，同時
您也可能因所在地而異而有其他的權利，本保固不會影響您的法定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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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A：Giant NeosTrack 碼錶基本操作

1、BACK / STOP
• 按下可返回上一個畫面或取消選項。 
• 當記錄運動資料時，按下可暫停記錄。  再次按下即可停止記錄。

2、OK / LAP
• 在「選單」中，按下可進入或確認選項。 
• 在自由騎乘模式*中，按下此按鈕可開始記錄。 
• 記錄時，按下可標示計圈。

3、ON或OFF / BACKLIGHT
• 按下可開機。
• 按住不放可關機。 
• 按下可開啟/關閉背光功能。

4、DOWN / MENU
• 在「選單」中，按下可往下捲動選單選項。 
• 在「碼表」畫面中，按下可切換碼表頁面。 
• 在自由騎乘模式中，長按可返回主選單。 
• 在記錄時，長按可進入快速設定選單。

5、UP
• 在「選單」中，按下可往上捲動選單選項。 
• 在「碼表」畫面中，按下可切換碼表頁面。 

注意：可參閱Giant NoesTrack說明書瞭解更多操作。

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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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B：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的配對說明

1、開啟智慧型手機的Bluetooth Smart功能*，點按   開始掃描
2、出現裝置序號
3、點選裝置以進行配對，出現     符號表示配對成功

* 請確認行動裝置須支援Bluetooth Smart (BLE 4.0)

附錄C：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的校正說明
 
1. 點按        進入參數設定頁面
2. 點按「校正」 
3. 點按「曲柄」
4. 校正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