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19 GN A/S. All rights reserved. Jabra®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GN A/S. All other trademarks included 
herein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design and specifica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請即時發佈 

 

運動健身狂熱者必備!  

專為運動達人打造的真無線耳機 Jabra Elite Active 75t 在台上市 

 
 

• 為躍動生活風格締造的 Elite Active 75t 真無線防水耳機 

• Jabra MySound 根據每個使用者獨特的個人習慣調整耳機以最佳化音樂細節 

• Jabra MyControls 自訂耳機按鈕，增加使用上的彈性以配合個人使用習慣 

 

【2020 年 3 月 6 日，台北訊】  個人及專業通訊音響方案領先品牌 Jabra 新推出專為運動人士打造

的真無線耳機 Elite Active 75t，即將於本週末在台上市。這款繼 Elite 75t 後推出的運動耳機版本，

不僅保留 Elite 75t 優異的音樂播放與通話品質，更是具備 IP57 級防水防塵，並針對運動和健身進

行最佳化設計，提供更穩固貼合的佩戴享受。新款 Elite Active 75t 更支援 Jabra 將於 2020 第二季推

出的最新音效技術 MySound 以及 MyContr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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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固貼合，專為運動情境打造的真無線耳機 Elite Active 75t 

作為 Elite 75t 的運動版本，新一代真無線運動耳機 Jabra Elite Active 75t 一如既往擁有出色的通話

及音樂體驗。這次更是針對運動和健身進行最佳化設計，進一步增強耐用性，採用 IP57 級防水防

塵，是屢獲殊榮的 Jabra 真無線耳機產品中的最新產品。 

透過最佳化的耳機形狀和尺寸，Elite Active 75t 進一步增強配戴的舒適感，並提供一流的噪音隔離。

Jabra 透過進行全球數千耳朵的掃描以創建最佳的耳機形狀，誕生第四代真無線 Elite 產品，增添額

外的貼合塗層，即使大幅度晃動也不掉落。 

在續航力方面更是不需擔心，Elite Active 75t 一次充電可使用長達 7.5 小時，搭配便攜式充電盒可

持續使用 28 小時，整天外出也不用擔心突然沒電！並具有快速充電功能，充電 15 分鐘即可續航 1 

小時。 

Elite Active 75t 採用加強版內建四個麥克風的通話技術，過濾了周圍的噪音，即使在吵雜的環境中，

也可以完全沉浸享受於音樂或通話中。另外亦可以使用 HearThrough 模式，在需要時收聽外界環

境音，隨時隨地保持安全。 

配戴時若需要開啟語音助理，也可以雙擊耳機，即可立即與 Alexa、Siri® 或 Google Assistant™ 連

線，不管是建立行程、搜尋附近活動與閱讀訊息等，都可以輕鬆快速獲取所需資訊。 

 

Jabra MySound 即將隆重登場 

Jabra 預計 2020 年第二季底於 Sound+應用程式中推出全新輔助功能 MySound。透過集團關係企業，

世界一流助聽器生產商 GN Hearing 的音效經驗和技術，為每個使用者帶來個性化的音樂體驗。 

每個人在聽覺上都有不同之處，MySound 讓使用者能根據個人的聽力情況，提供最佳的音效體驗。

使用者可利用 Jabra Sound+ 應用程式進行一系列蜂鳴聲的測試以啟用 MySound，隨後，耳機便能

根據每個使用者獨特的個人檔案調整耳機以最佳化音樂細節，提供真正個性化體驗。 

Jabra MyControls 

於 2020 年第二季底也會同步推出 Jabra MyControls，透過程式可自訂耳機按鈕，從而增加使用彈

性以符合個人使用習慣。 另外，透過 Jabra Sound+ 應用程式，使用者可以配置左右耳機上的功能，

選擇最適合的個人化模式。 

Jabra 行政總裁 René Svendsen-Tune 表示：「我們很自豪能將真無線耳機的音效提高到一個新的水

準。Elite Active 75t 證明了 Jabra 的工程專業知識，並證明了我們致力於創造市場上最佳的用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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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而 Jabra MySound 是利用 GN Hearing 和 Jabra 的專業知識來提供一流音質及個性化音效體驗的

第一步。」 

上市日期、價格與預購資訊 

Jabra Elite Active 75t 台灣建議售價為 NT$ 7,590，配有海軍藍、薄荷綠、鈦黑色、銅黑色、深灰

色、磚紅色，六種顏色可供選擇。其中，海軍藍將率先上市，並在 3 月 8 日到 15 日開放於 momo

獨家網路預購 (https://reurl.cc/E7KnAn)，首波預購附贈專用耳機套，預計於 3 月 25 號前到貨。其

他配色及無線充電版本則預計於 5 月上市。 

 

下載高清產品照：https://reurl.cc/KkKRpp 

下載宣傳影片：https://reurl.cc/Wda7kZ 

–   ###  – 

公關聯絡人 

愛德曼公關｜萬怡緒 Kristy Wan 02-2757-6568 #118 Kristy.Wan@edelman.com  

愛德曼公關｜黃鈺凌 Beatrice Huang 02-2757-6568 #119 Beatrice.Huang@edelm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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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