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bra 推出第四代真無線耳機 Elite 75t
透過全球數千個不同耳型測試 打造更貼合各類使用者的理想耳機之選

Jabra Elite 75t 主要功能及規格：
•

新型貼合的耳塞形狀經過測試，確保配戴舒適和及牢固貼合耳朵

•

單次充電可使用 7.5 小時，配備充電盒共可使用 28 小時

•

四組麥克風技術，在吵雜和多風的環境中也能進行清晰通話

•

備 USB-C 快速充電

•

可靠的真無線連接

•

使用 Jabra Sound +應用程式可自定義均衡器設定音效

•

IP55 等級防水防塵並提供 2 年防水防塵保養

•

一鍵連接 Amazon Alexa ，Siri®和 Google Assistant™

•

支援所有支持藍牙音頻的手機和平板電腦

•

Jabra Sound +配套應用程式與 iOS 和 Android 設備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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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註冊 Jabra Sound +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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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決於操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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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10 日 ，台北訊】個人及辦公室音響方案領導品牌 Jabra，今日宣佈推出新一代真
無線耳機 Jabra Elite 75t ——不僅延續並保留上一代 Elite 65t 的優質通話與音樂播放品質，Elite 75t
擁有更穩固且貼合耳型的設計、更長電池續航力，以及更舒適的佩戴享受。
來自丹麥的耳機品牌 Jabra 擁有 150 年的卓越音響工程經驗，在真無線耳機研發成績斐然。受惠
於姐妹公司 GN Hearing 的技術，Elite 75t 採用低耗能平台和連接技術，並繼承既有真無線 Elite 產
品的微型化專有技術。

滿足使用者對於耳機的全方位需求
Jabra 蒐集了使用者對耳機的需求和偏好，發現「配戴舒適度、電池續航力與連接便利性」是大眾
在挑選耳機時的主要考量，因此加以改良新一代 Elite 75t ，滿足使用者的重點需求。
經過全球數千隻耳朵的掃描，Jabra 開發了舒適及適合的彷真模型以訂製出最佳的 3D 尺寸及形
狀，使各耳型使用者都能舒適佩戴耳機，同時將耳機體型縮小 20%，無須擔心耳機鬆脫，使此款
符合人體工學的設計與形狀的耳機，成為各種耳型的理想之選。
續航力方面，Elite 75t 一次充電可使用長達 7.5 小時，搭配便攜式充電盒(改用 USB Type-C 孔)可持
續 28 小時使用，整天外出也不用害怕突然沒電！
而 Jabra 耳機大大為人稱道的降噪功能，也在新產品 Elite 75t 中體現，搭配四組麥克風技術，提供
最佳的通話體驗，不管是在繁忙吵雜的街頭和捷運上，都可以順利接聽電話。此外，充電盒上亦
添加磁力，以增強耳機耐用及易用性。
Jabra 行政總裁 René Svendsen-Tune 表示：「我們在 IFA 2019 的最大發佈就是我們發佈最小的耳
機。這是我們一直聆聽使用者，並不斷改善真無線體驗的成果。高品質生產及改良的工作從來都
不容易，而 Elite 75t 正是我們的心血結晶。我們提升了耳塞體驗，為繁忙生活帶來最舒適和耐用
的解決方案。我們很高興推出 Elite 75t，這是屢獲殊榮的 Elite 系列中最新及最具創新性的產
品。」

用耳機，實現更便利的生活
Jabra Elite 75t 可以與 Alexa、Siri® 或 Google Assistant™ 即時連線，不管是建立行程、搜尋附近活動
與閱讀訊息等，皆可讓使用者快速獲取資訊；使用者亦可以透過藍牙 5.0 無縫連結 Elite 75t 與自
己的智慧型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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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 Jabra Sound+ 應用程式後，使用者能夠自行選擇語音助手、自訂音樂均衡器、自設環境噪音
收聽量(HearThrough)、調整通話體驗，及追蹤電池電量等，掌握耳機使用狀況並輕鬆自定義、享
受音樂。

上市日期、價格與預購資訊
Jabra Elite 75t 台灣售價為 NT$ 6,690，配有鈦黑色和鉑金米(鉑金米預計於 1 月上市)兩種顏色可供
選擇，新品將於 12 月 10 日開放，並預計於 12 月 20 日到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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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Jabra
Jabra 是專業通訊及音響解決方案領導者，透過創新賦予消費者和企業更多享受。作為 GN 集團的一
員，我們致力讓人們聽更多、做更多及實現更多。透過聲音，我們幫助改變生活。
Jabra 擁有超過 150 年的技術卓越，讓機械工程一直引領潮流。因此，我們能夠創造全面的耳機
和通訊工具，幫助專業人員提高工作效率；無線耳機和耳塞，讓消費者享受更優質的通話、音
樂和媒體娛樂。Jabra 在全球擁有近 1,100 名員工，2018 年的年收入為 47 億丹麥克朗。GN 集團
成立於 1869 年，業務遍及 100 個國家，提供創新、可靠和便利性。時至今日，GN 集團擁有超過
6,000 名員工，並在納斯達克哥本哈根上市。 GN 集團讓生活更美好。www.jabr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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