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於部署與管理
Pro 900 系列經過優化，與所有主流桌上型電話系統及整合通訊

（UC）平台相容。 Jabra Direct 讓您的耳機能與最新軟體電話完全 
整合，以發揮完整的遠端通話控制功能。2

Jabra Xpress 讓您可以從一個中心點輕鬆設定全公司所有音訊裝置。
您還能為無限數量的裝置持續更新軟體，讓您的耳機不會輕易過時，
保障您的投資。3

選擇 
Jabra Pro 900 系列無線耳機的理由 

 
• 從辦公室各處與客戶保持連線
• 享受清晰通話音質 
• 長達 120 公尺通話距離及 8 小時電池續航力  
• 我們至今最好用的專業無線耳機  
• 易於部署與管理
• 為桌上型電話及軟體電話使用者提供多項選擇

Jabra Pro 900 系列 
無線耳機
 

從辦公室各處與客戶保持連線 
可直接用耳機接聽桌上型電話來電。 提供藍牙版本，並有單聲道與 
雙聲道1款式，適合桌上型電話與軟體電話使用。 
 
享受清晰通話音質並確保使用者安全
搭載高清語音、降噪揚聲器與消噪麥克風，讓您的對話如臨現場。 
採用 Jabra SafeTone™ 增強式聽力保護技術，將您一天工作中的平
均音量限制在各音量標準之內。

全天不漏接客戶來電 
邊走邊說，最遠可離開座位 120 公尺/395 英呎1，讓您的協作能力、
多工能力與生產力均可得到提升。 Pro 900 提供 8 小時以上的 
電池續航力，並可透過底座輕鬆充電。 
 
直覺式設計讓使用者快速適應
這款隨插即用的耳機配備預先連接的充電底座，開箱即可撥打電話。
搭載輕量耳機殼、皮質耳罩，以及可調式頭帶和麥克風，即使佩戴一
整天依然舒適。

Pro 900 系列是好用且音質卓越的專業無線耳機，最適合聯絡中心專員及客服顧問使用。 

適用於桌上型電話、軟體電話、 
平板電腦及智慧型手機1 

1 視款式而定   2 請參閱 jabra.com/direct  3 請參閱 jabra.com/xpress 
 

所獲認證： 

  Jabra Pro 900 系列 – 無線耳機 產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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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聲道版 -  
限 Pro 925/935

Jabra.com/pro900



Jabra Pro 900 系列 - 產品總覽

產品規格

Jabra Pro 925 Jabra Pro 935

工作空間

辦公桌前 • •

辦公室各處 • •

邊走邊說 • •

連接方式

桌上型電話 •

軟體電話 •

手機 • •

平板電腦 • •

無線 
技術

DECT

藍牙1 • •

構造
單聲道 • •

雙聲道 •

佩戴方式

頭帶 • •

耳勾 （單聲道機種）  •2  •2

頸帶 （單聲道機種）  •3  •3

線路 無線 • •

通話時間 最長 - 小時 12 12

範圍 最長 - 公尺/英呎 100/330 100/330
 

需要協助將耳機連接至電話嗎？請參閱使用者手冊或造訪 www. jabra.com/support

揚聲器音量上調按鈕

靜音按鈕

揚聲器音量下調按鈕

多功能按鈕

麥克風

揚聲器

佩戴用
附件
安裝處

充電接觸端

耳機充電接觸端

音訊連線指示燈

輔助連接孔

變壓器連接孔

電話連接孔

話筒連接孔

清晰撥號音開關

麥克風音量控制鈕

靜音指示燈

電池指示燈

折疊式基座支架

耳機座

消噪麥克風
LED 指示燈

01 底座

02 耳機

1搭載 NFC 功能，可輕鬆配對和連接   2 北美限定   3 選用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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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 APAC 與 NA 地區。更多資訊請洽 Jabra 業務代表。

Jabra Pro 900 系列 - 藍牙機種單一連接型*
款式 款式名稱 說明 說明

Jabra Pro 925  
單一連接型 

適用於桌上型電話的 
無線 2G4 耳機

• 為您的桌上型電話提供長達 100 公尺/330 英呎的免持通訊距離 
• 長達 12 小時通話時間，無需擔心電池續航力
• 為高密度辦公環境而優化

Jabra Pro 900 系列 - 藍牙機種雙重連接型
款式 款式名稱 說明 說明

Jabra Pro 925  
雙重連接型 

適用於桌上型電話及行動裝置的無
線藍牙耳機

• 為您的桌上型電話或行動裝置提供長達 100 公尺/330 英呎的免持通訊距離 
• 能將電話從桌上型電話轉接到行動裝置，讓您即使出門仍可繼續通話
• 長達 12 小時通話時間，無需擔心電池續航力
• 具 NFC 功能，只要輕觸即可與裝置連接

Jabra Pro 935  
雙重連接型 

適用於軟體電話及行動裝置的無線
藍牙耳機

• 請將耳機經由底座連接至電腦。你的耳機可同時透過Bluetooth® (藍牙®) 
連接至手機/平板電腦

• 為您的軟體電話或行動裝置提供長達 100 公尺/330 英呎的免持通訊距離
• 能將電話從軟體電話轉接到行動裝置，讓您即使出門仍可繼續通話
• 長達 12 小時通話時間，無需擔心電池續航力
• 具 NFC 功能，只要輕觸即可與裝置連接

Jabra Pro 935 MS  
雙重連接型

適用於軟體電話及行動裝置的無線
藍牙耳機
商務用 Skype 認證

• 請將耳機經由底座連接至電腦。你的耳機可同時透過Bluetooth® (藍牙®) 
連接至手機/平板電腦

• 為您的商務用 Skype 或行動裝置提供長達 100 公尺/330 英呎的免持通 
訊距離

• 能將電話從軟體電話轉接到行動裝置，讓您即使出門仍可繼續通話
• 長達 12 小時通話時間，無需擔心電池續航力
• 具 NFC 功能，只要輕觸即可與裝置連接



Jabra Pro 900 系列 - 特色

清晰透明的聲音
數位訊號處理提升聲音清晰度
聲音清晰不僅是愉悅對話的必要條件，更能確保通話效率及準確性。 
Jabra 音訊裝置搭載數位訊號處理（DSP）技術，能消除背景噪音與回音， 
並保護使用者不被音量高峰值所傷。電話處理時間和誤解機率都會 
因此而大幅降低。

遠端通話控制
將您的電話與耳機無縫整合
透過電話與耳機無縫整合，您可從 Jabra 音訊裝置接聽及掛斷電話。 
遠端通話控制功能賦予您強大的多工能力與生產力。有了 Jabra  
無線音訊裝置，即使您離開座位也能完全掌控電話。

高清語音 – 寬頻音訊
高品質音訊提供清晰透明的對話
享受搭載高清語音的高解析度音質，輕鬆擁有清晰無比的溝通體驗。 
在如臨現場的對話中，您可以專注於談話內容，無需費力去理解電話彼端
傳來的訊息。

SafeTone™
增強式聽力保護
Jabra SafeTone™ 結合 Jabra PeakStop™ 與 Jabra IntelliTone™ 增強式
聽力保護技術，可提供清晰透明的聲音，並依據音量標準與法規自動限 
制平均音量，讓您在一整天的工作中都能受益無窮。 這項功能不僅能提 
升通話音質，更將帶給您滿滿的信心、安全與舒適。

消噪麥克風
降低惱人的背景噪音
消噪麥克風可降低惱人的背景噪音，最適合在擁擠、嘈雜的開放式工作 
環境中使用。

享受舒適的通話體驗
善待您的耳朵
多種不同佩戴方式可滿足個人喜好與貼合要求，給您全面的舒適感。 
符合人體工學的輕量耳機殼，配上皮質耳罩與可調式頭帶及麥克風， 
保證您的耳機佩戴一整天依然舒適。

藍牙機種 - 專屬特色

100 公尺/330 英呎的無線自由 
長達 100 公尺/330 英呎的免持通訊距離
Jabra 裝置搭載 Class 1 藍牙技術，能連接至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 
筆記型電腦及更多種類廣泛的裝置。您可享有長達 100 公尺 / 330  
英呎的無線行動力，讓 Jabra 免持式語音裝置完全在您掌控之下。 
您可隨心所欲地通話和進行多工作業。

輕觸即連接
簡單一碰即可與裝置連接
近場通訊技術（NFC）讓您可輕鬆將 Jabra 裝置與手機、平板及互動式 
標籤立即連接並傳輸數據。 簡單一碰，立即搞定。只要將手機與 Jabra  
裝置輕觸，您就能開始通話或串流音樂。

12 小時電池續航力
長達 12 小時通話時間，無需擔心電池續航力
若電池續航力不長，無線音訊裝置等於英雄無用武之地。 即便將如此強 
大的性能裝進這麼小的空間裡，這副耳機只要充電一次，仍能維持長達  
12 小時的續航力。 因此，您想說多久就說多久，無需掛記時間。

雙重連接型
從一支耳機處理所有來電
雙重連接技術讓您只需使用一支耳機，就能處理多個音訊裝置的電話。 
您可掌握更大的靈活性，並享有更好的使用體驗。

Jabra Pro 930/935 - 專屬特色

UC 即插即用
在所有主流 UC 平台上隨插即用
Jabra 裝置提供直覺式通話控制與無縫連接，與所有主流 UC 應用程式及
軟體電話相容。 其設定簡便與好用的特性，讓您無需任何專業安裝或繁 
複訓練，即可輕鬆上手。

© 2019 GN Audio A/S.保留所有權利。  
® Jabra 是 GN Audio A/S 的註冊商標。

Bluetooth® 字樣和標誌是 Bluetooth SIG, Inc. 的註冊商標，GN Audio A/S 經許可使用此標誌。 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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