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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歡迎使用
感謝你使用 Jabra Mini。 希望你享受它帶來的樂
趣！

Jabra mini 的功能
 � 語音提示
 � 電池電量狀態和配對狀態顯示 
 � 高清語音
 � 通話時間較長 – 長達 9 小時
 � 休眠模式
 � 新款舒適配件包
 � 享受無線自由 - 最大 30 米/98 英尺



5Jabra mini

2. 耳機概覽

jabra

      小型號耳鉤       大型號耳鉤             車用充電器

 

 耳膠             帶套圈耳膠          USb連接線

音量上調/下調
按鈕

耳鉤

微型 USb 連接孔

接聽/掛斷 
按鈕

「開啟/關閉」 
 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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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佩戴
可以將耳機戴在左耳上，也可以戴在右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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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調整耳膠 

兩款耳膠可供選擇，讓你獲得最佳貼合度和舒適
度。

3.2 安裝耳鉤

耳鉤可以安裝到耳機上以使佩戴更穩固，也可以
與耳膠同時佩戴或不同時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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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何為電池充電
4.1 USb充電

將耳機以USb連接線插入任何可用的USb連接
埠。

電池充滿約需兩個小時。

4.2 汽車充電

將USb線的兩端分別插入車用充電器及耳機，然
後將車用充電器插入車上的充電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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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何連接
1. 打開耳機（將開啟/關閉開關設定為開啟位置）。

2. 按住接聽/掛斷按鈕三秒鐘，直到藍牙指示燈閃爍
藍色且在耳機裏聽到進入配對模式的提示為止。

3. 按照語音提示的配對說明來配對到藍牙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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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何使用 

音量下調

接聽/掛斷按鈕

「開啟/關閉」開關

藍牙指示燈

電池指示燈

音量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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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操作

接聽電話 點觸接聽/掛斷按鈕

掛斷電話 點觸接聽/掛斷按鈕

啟動語音撥號
（視電話而定）

當不在通話時，按住 
接聽/掛斷按鈕兩秒鐘

拒接來電 雙擊點觸接聽/掛斷按鈕

重撥最後通話
號碼

在未通話時雙擊點觸 
接聽/掛斷按鈕

調節揚聲器音量 點觸音量上調或音量下調按鈕

對麥克風設定靜
音/解除靜音

點觸音量上調按鈕，同時按下
音量下調按鈕，可對麥克風設
定靜音/解除靜音。



12Jabra mini

6.1 處理多個來電

耳機可以同時接聽和處理多個來電。

功能 操作

結束當前通話並接聽
新來電 點觸接聽/掛斷按鈕

在保持通話和當前通話
間切換

按住接聽/掛斷按鈕
兩秒鐘

保持當前通話並接聽
新來電

按住接聽/掛斷按鈕
兩秒鐘

拒接來電 雙擊點觸接聽/掛
斷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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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語音提示清單

按一下聽取語
音提示 你聽到的內容

Connected 已連接

battery low 電力偏低

redialling 重撥中

Disconnected 連接斷開

To connect your 
headset, go to 
the bluetooth 
menu on your 
phone and 
select it from 
the list

若要連接耳機，請
去到你手提電話的
藍牙功能表並從列
表中選擇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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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軟體
7.1 Jabra aSSiST

Jabra assist 是一個智慧型手提電話應用程式，通
過該應用程式可啟用耳機 GPS 跟蹤、配對協助以
及耳機電量狀態顯示功能。

 � 安卓下載 - Google Play
 � iOS 下載 - app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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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支援
8.1 常見問題解答

請從 Jabra.com/mini 檢視全面的常見問題解答。

問 為何聽到噼啪的噪聲？
答  藍牙是一種無線電技術，因此它對耳機與已連接裝

置之間的物體很敏感。 應確保耳機與所連接裝置的
距離保持在適當範圍內（最大 30 米，即 98 英尺）。

問 耳機的使用範圍是多少？
答  Jabra Mini 支援下列最大範圍： 30 米/98 英尺。

問 為什麼我聽不到任何聲音？
答  你可能需要調高揚聲器音量或者確保耳機已連接到

裝置。

問 藍牙連接出現問題
答 檢查行動裝置上的藍牙功能表並且刪除/取消耳機。 

按照藍牙連接說明將耳機重新連接到藍牙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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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如何保養耳機

 � 總是在關閉電源並有安全防護的條件下存放耳
機

 � 避免存放於極端溫度環境（高於 35 °C/95 °F 或
低於 -20 °C/-4 °F）。 因為這樣會縮短電池壽
命，且可能影響耳機的工作性能

 � 不要讓耳機暴露於雨中或與其它液體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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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技術規格
Jabra mini 耳機 規格

重量： 小於 10 克

尺寸： 高 47.1 毫米 x 寬 14.7 毫米 x 
厚 9.9 毫米

麥克風： 全指向麥克風

揚聲器： 11 毫米動態揚聲器

工作範圍： 30 米（98 英尺）

藍牙版本： 4.0

配對裝置： 最多 8 個裝置，可同時連接到
兩個（MultiUse™多點連接）

支援的藍牙規範：
a2DP（1.2 版）、免提規
範（1.6 版）、耳機規範
（1.2 版）

通話時間： 長達 9 小時

待機時間： 長達 9 天

工作溫度： -10 ℃ 到 55 ℃（14 °F 到 
131 °F）

存放溫度： -20 °C 到 35 °C（-4 °F 到 
95 °F）

配對碼或 PiN 碼：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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