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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腦端需確認已安裝 Windows installer 3.1 ，Windows .NET framework 3.5 

FSUIPC5 5.11 for Prepar3D Version 4 

FSUIPC4 4.97 for Prepar3D Version 3 ,FSX 

http://st.idv.tw/index.php/downloads/dl/20 

 
本範例使用ＦＳＸ教學 

下載完畢後直接點選壓縮檔 安裝 

 

安裝中出現以下畫面 點選確認 

 

http://fsuipc.simflight.com/beta/FSUIPC5.zip
http://fsuipc.simflight.com/beta/FSUIPC4.zip
http://st.idv.tw/index.php/downloads/dl/20


請點選 左下角 NOT NOW 

 
點選執行 

 
點選 Yes 

 

如有出現 add-ons  -> FSUIP  選項就算安裝完成 

 



XPUIPC V2.0 for X-PLANE10,11 

http://st.idv.tw/index.php/downloads/dl/80 

 

將檔案解壓縮後 把 XPUIPC 目錄 放入 \Resources\plugins\ 

在編輯 XPUIPC.ini 

[XPUIPC SETTINGS] 

Tune value = 00 

Server Address = 192.168.1.20 改成電腦的網路卡 IP 

 

 
 

安裝紀錄器軟體 

請確認是否有 2 個檔案 

 

2. 下載後 點選解壓縮安裝軟體 

直接點選開壓縮檔後再點選 STacars 程式 ,然後都一直點 NEXT 直到出現 Close 安裝完成 

 

    
 

http://st.idv.tw/index.php/downloads/dl/80


再把另一個檔案複製到 C:\Users\stone\Documents\FS-Products\STacars\translation 直接覆蓋 

 

 
 

 

安裝完成後即可在電腦桌面看到此圖式 

 
 

3.設定軟體相容性與管理員模式 使用滑鼠 右鍵點選圖式->再點選內容 即出現下方畫面 

將以系統管理員的身分執行此程式  勾選   然後點選確認即可 

                                                                                                                                                                                        



5.設定登入資訊 

點選登入程式 

 
輸入飛行員 ID 數字 4 碼如:320 請輸入 0320    密碼 輸入登入網站密碼 ,即可點選登錄  

 

 

紀錄器 主畫面功能 

 

1. Main 設定航班代號輸入功能，METAR 機場天氣查詢，Chats 機場平面圖,InfoPanel 抬頭顯示器，

Sounds 音效設定 

2. 如圖所示 出現紅色為遊戲沒啟動,綠色為正常 

3. Data 如發現資料有異常請點選 Refesh 重新下載數據, View 查看機場,飛行器資訊 



4. 設定自訂包機航班,當功能勾選即可在中間 6 號區域以下會有欄位出現可以輸入自訂資料航班 

5. 飛行器選擇，如有機模找不到再連絡管理員建立,或是點選 Refesh 重新下載數據再點選看看 

6. 擷取預約航班編號 

7. 巡航高度 (請正確輸入飛行高度以免造成系統判定為到達申請高度無法上傳航班數據) 

8. Route 預計飛行航路,輸入飛行器飛行路線 可至網站查詢輸入 

9. Get Flight Data 讀取輸入預約航班,或是自訂航班編號資料 

10. Start Flight 當所有飛行資料都正確輸入無誤 即可以點選啟動紀錄器,開始啟動引擎後推 

11. Stop Flight 當飛行器抵達機場後滑行至停機位,確認引擎已經關閉,電源燈後都已關閉就可以點選

結束飛行紀錄 

12. Divert Flight ,請先選擇備降機場,當飛行中有無法抗拒的因素,須轉降機場可以點選此功能 Divert

將降落機場更改為指定機場,此功能只能點選一次,無法 2 次更改機場 

13. 此區為飛行器運作紀錄,紀錄執行動作資訊 

 

6.登入網頁預約航班 

http://st.idv.tw   輸入 信箱  設定登入 密碼 

 

 

http://st.idv.tw/


登入後 將畫面往下移動 左邊會有 航班任務圖是選項,點選進入 

 

你當前位置就是上次航班停靠的機場,如不是你要的機場 可以點選下方移動機場功能, 

確認是你要的機場後請選擇 到達機場(這邊用高雄作範例),再點選搜尋航班 

 



選擇你要執行飛行的航班代號---> 再點選預約執飛 

 

當出現 預約成功 就可以點選 首頁圖示  ,然後在網頁中下方 就會看到 預定航班 

  

7.執行飛行模擬軟體(這邊使用 FSX 作範例 ,其他 P3D & X-Plane 都可使用) 

 

選擇 起點機場 將飛行器放置在 GATE 位置 (請勿放置在跑道) 然後登入遊戲 

 



確認機艙內 現況是無電源狀態, 引擎未啟動, 煞車是啟動狀態, 飛行器停在停機位 

 

7.啟動紀錄器 

回到桌面點選 獲取簽派的航班(如出現讀取不到航班就是網站沒有預約航班) 

 

1.讀取到航班資料請確認 

2.飛行高度是否正確,如有錯誤再自行修改 

3.機型可以點選下方更改載入, 

4.航路 請輸入 FMC 上面設定的航路資訊 

 



5 備降機場確認資料都正確, 

6.確認油料都加足夠,即可點選 Start Flight 開始飛行, 

7 開始記錄動作 

 
8.準備起飛 

確認無誤即可切換至飛行模擬畫面,開始冷艙啟動進行起飛前準備 

後推至滑行道,滑行到跑道 準備起飛 

 

抵達目的地機場後滑行至指定停機位 

 



拉煞車,關閉引擎,關閉電源 

             

切換至紀錄器畫面,確認引擎熄火,就可以點選 Stop Flight 停止飛行紀錄 

 

再點選 結束飛行 Stop Flight-->提交報告 File PIREP 

 
網站上面就會看到 上傳的航班資訊 

 



 

 



下方可以查看當時飛行數據圖形 

 

 

就可以繼續規畫下一航班,點選首頁右邊 航班任務繼續下一段旅程  

 



網頁資訊(如無法正常顯示 請安裝 JAVA     https://java.com/zh_TW/  

 

 

 

9.航班指定 

點選左邊選單 Main  Settings 

 

將 航班號搜尋打勾 在按磁碟片圖示存檔(如使用預約航班 須”按航班號”把打勾拿掉) 

 

https://java.com/zh_TW/


在 Flight Number 就會出現可以輸入的地方 

 

再到虛航 http://st.idv.tw 網站 尋找航班編號 

 

 
例如想要搜尋 長榮航班 桃園往那霸 航班 在點選搜尋 

 

 

 

 

http://st.idv.tw/


即可搜尋到航班  再把 航班編號 輸入至紀錄器程式 

 

輸入航班編號後,確認資料是否正確,如有錯誤可自行修改 機型 飛行高度  備降機場 預定航路 

如都沒問題 即可點選 開始飛行 Start Flight 

 

10.預約航班功能(只能搜尋有往返航班機場,如尚未建立往返航班機場請至網站搜尋使用) 

點選上方 Schedule 出現下方圖示  選擇 Dep 起飛機場  Arr 降落機場 再點選 Search 

會在中間畫面秀出既有的航班筆數,再點選你要的航班然後選下右下方 Bid 預約航班,在執行航班讀取 

 



 

預約完成會有以下訊息 

 

再點 PIREP 畫面 點選 Get Flight Data 讀取預約航班資料 

 

如啟動紀錄器出現錯誤 請關閉 無限燃油 

請至視窗選項中的 Aircraft→Realism Settings→Unlimited fuel 無限油量選項取消即可 

 



即時航班地圖 

 

 

飛行資訊看板 

 



飛行數據資料抬頭顯示器 

 

此視窗可以任意放置 

 

音效功能 

點選上方 Sounds 即可進入畫面設定音效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