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即時發佈 

Jabra Evolve2 系列樹立商務耳機新標準: 為專注和協作而生 

 

• Evolve2 85、Evolve2 65 和 Evolve2 40 集提升專注、協作與靈活度三大特色於一身，專為提升辦

公室中的高生產力而設計 

• Evolve2 85 透過數位混合主動降噪技術和設計，能有效阻擋 50% 以上的噪音 

• 配備有 10 個麥克風，Evolve2 85 升了 40% 通話表現和降低兩倍的聲音干擾表現 

• Evolve2、Speak750 無線連接範圍達 30 公尺 

• 使用高階數位晶片組，擁有領先業界的 37 小時續航力 

• 通過微軟 Teams 認證的零時差統一通訊 (UC) 體驗，且符合 Open Office 標準 

• Speak750 使用採用全雙工音頻系統(Duplex Audio)並擁有擁有 360 度收音範圍的全向麥克風，大

幅減少了斷訊情況、提供了品質對話和更有效率的協作經驗。 

• 簡單快速的藍芽連接，一次最多可以連接2台Speak750，提供更大空間範圍使用 

• Speak750一次充電最高可有10小時的電池續航 

【2020 年 4 月 21 日，台北訊】 Jabra 今日發表 Evolve2 系列，是暢銷領導統一通訊 (UC) 耳

機 Evolve 系列的第二代產品，專為提升辦公生產力而設計。系列產品包括了 Evolve2 85、

Evolve2 65 和 Evolve2 40，為提升工作環境中的專注、協作和靈活度等體驗而設計。Evolve2 系

列將「增進辦公效率的商務耳機」標準提升到了新高度，阻絕了更多噪音、提供更清晰的通話

品質、連結分散於世界各地的團隊，賦予使用者在任何地方都能工作的強大能力並提供監控數

據以實現智能決策。而另外發表 Speak 系列的新產品 Speak 750 揚聲器，採用全雙工音頻系統

(Duplex Audio)，專為提升小型會議的通話品質而設計。Evolve2 系列以及 Speak 750 揚聲器更

與所有業界領先的整合通訊平台合作，同時更通過 Microsoft Teams 認證。 



   

 

自 Jabra 於 2014 年首次發表 Evolve 系列後，辦公室工作內容已有大幅的改變。工作的複雜度

提升與跨部門合作的需求增加，讓商務人士比起專注工作，更常花時間與人合作。這樣的改變

增加了工作上的干擾及噪音，因此如何提升工作環境的生產力對於全球的企業而言仍持續為一

大挑戰。 

然而，改變的不僅僅是辦公環境。在現今社會中工作和私人生活界限越加模糊，能夠協助解決

不同場合挑戰的科技格外重要。不論是在工作場合、在家或是移動中，Jabra Evolve2 系列的強

大功能都適用於生活中的各種場景。 

便於監控分析 且能夠因應未來變化   

除了提升專注力、靈活度和協作體驗，

Evolve 2 系列解決了另一個長久造成生產

力挑戰的原因： 監控及分析整個企業中統

一通訊(UC)環境的需求，以確保穩定及高

品質的通話品質。Evolve 2 與業界領先的

軟體/監控供應商整合，讓 IT 主管和決策

者們能夠分析每支 Jabra 耳機的表現，並

快速地找到通訊不良的問題根源，不論是源於 Wi-Fi 路由器、統一通訊基礎設施還是個別使用

者的設定問題。另外，Jabra Xpress 軟體 可以簡單又安全地管理耳機，並支援韌體更新和新功

能的套用，使 IT 部門的工作更加輕鬆。 

因此，企業透過使用能因應未來科技變化的 Evolve2 系列耳機，可更順利地推進數位化改革。

Evolve2 系列是專為現代白領工作者所面臨的挑戰，像是 : 辦公室專注力、遠端協作和彈性需

求而設計的解決方案。 

領先業界的音質和通話表現  

擁有 150 多年在聲音工程的經驗，Jabra 在聲音工程學上擁有可信賴的成績。相較於現有的

Jabra Evolve 系列，新的旗艦產品──純數位耳機 Evolve2 85 透過數位混和主動降噪技術提升

50%抗噪能力，且使用記憶海綿耳罩隔絕外界干擾。透過提升 40％的聲音傳輸並降低兩倍音頻

干擾，降低其他外界聲音干擾，並將通話集中於使用者聲音。透過配備的 10 個麥克風，即使

在最吵雜的環境都能確保聲音清晰度並達到主動降噪功能。 

本系列產品在雙耳罩上均具有 360 度可見 Jabra 獨有的忙碌中顯示燈，選擇專注工作模式能自

動且清晰地發出信號，確保你一整天都不會受到干擾。另外，系列中的無線耳機皆可以與行動

裝置連接，透過 Jabra Sound+ App 可達到個性化且充分應用的聲音體驗。 



   

 

Evolve2 系列新推出三個型號頭戴式耳機 

The Evolve2 85 擁有數位混合的主動降噪技術(ANC)，並配備 10

個麥克風 : 包含兩個於整合性隱藏式麥克風杆當中，八個位於備

有柔軟記憶棉耳墊和符合人體工程學的耳罩裡，40MM 喇叭讓

使用者沉浸於音樂中。最新的音效編解碼技術讓 Evolve2 85 得

以在續航力(最高 37 小時)、穩定連線(無線連線達 30 公尺)與音

效處理表現上都領先一步，可享受最高達 37 小時的無線續航

力。Evolve2 85 不只專為辦公室使用所設計，也用心考量需隨時

隨地使用的繁忙專業人士，不管你在哪裡工作，都可以使用這

款耳機。  

The Evolve2 65 有三個麥克風，其中兩個在麥克風杆當中，一個

在右邊耳罩中。Evolve2 65 使用強大且防漏音的 40MM 喇叭，耳

罩更是採用記憶泡棉材質和全新的角度設計，提供更好的被動

式抗噪效果，兩邊耳罩上更設有 360 度可見的忙碌中顯示燈。

這款耳機擁有最高 37 小時的續航力，提供了比現有的 Evolve 65

大三倍的藍牙無線連接距離，可直接連結語音助理。 

 

The Evolve2 40 是有線版的 Evolve2 65，但同樣擁有 Evolve2 65

的強大 40mm 喇叭、360 度可見 Jabra 獨有的忙碌中顯示燈、語

音助理功能、舒適度和使用者體驗。此外，同樣也具備 Open 

Office 認證，擁有最高 37 小時的續航力，無線連線達 30 公尺，

提供了比現有的 Evolve 65 大三倍的藍牙無線連接距離，無論在

辦公室或是在路途上皆十分合用。 

Evolve2 85 和 Evolve2 65 搭配有 Jabra 最新的藍牙適配器 -Jabra Link 380，支援使用 USB-C 或是 

USB-A . 
 

本系列產品設計專用的微軟 Microsoft Teams 按鈕，可以即時連線上同事和會議。在這些版本

當中，耳機上的特殊狀況 LED 指示燈可以依據不同情況，例如: 錯過一通來電或會議時，而發

出不同訊號。 



   

 

Speak 系列新產品 Speak 750 是為提供更好的小型會議體驗而

打造，採用全雙工音頻系統(Duplex Audio)，允許會議兩方對話

內容進行同時雙向音訊傳輸，說話的同時也能夠接收對方的發

言，讓會議如同親臨現場般對話流暢。Speak 750 推出微軟 

Teams 版本和統一通訊 (UC) 版本，皆可以讓企業可以即連即

用，透過 USB 或是藍芽即時連接筆電、手機或平板，最多可

一次配對 8 台裝置，且能同時連線使用 2 台裝置，隨時保持頂

尖完美的連接。 

Speak750 的微軟 Teams 版本有設計專用 LED 按鍵，當有需要加入通話或有人聯繫時將顯示通

知，只要點擊一下，就能夠進入微軟 Teams 中的會議。而統一通訊 (UC) 版本則與所有業界領

先的整合通訊平台相容，可連接 Siri, Google Assistant 等語音助理。 

Jabra 企業解決方案部的副總裁 Holger Reisinger 表示 : ｢ 工作環境不停變化， 各領域也在不斷

進步，但生產力並沒有相對應的提升。反而是在工作中使人分心的事物不斷增加。跨域合作以

及遠端工作的增加，讓工作環境變得更加複雜，而 Evolve2 系列正是為解決此情況所打造，不

只傳遞了高生產力、開拓絕佳數位體驗，更增強了專注力。我們相信透過 Evolve2 系列，Jabra

將為工作專注度和跨域合作提供最佳耳機；同時，也為現代工作者創建了商務耳機的新高

標。」 

 

產品價格與購買資訊 

• Jabra Evolve2 85 的建議售價為台幣$17,800 起 

• Jabra Evolve2 65 的建議售價為台幣 $9,800 起 

• Jabra Evolve2 40 的建議售價為台幣 $4,980 起 

• Jabra Speak 750 的建議售價為台幣 $12,800 

如欲購買，請聯絡 Jabra 台灣區域經理 Tracy Hsiang  (e-mail: thsiang@jabra.com/ 電話: 0985-

923-847 )  

了解更多關於 Jabra Evolve2 詳情，請瀏覽: www.jabra.com/evolve  

了解更多關於 Jabra Speak 750 詳情，請瀏覽: www.jabra.com/speak750  

更多產品特色 

Evolve2 85 產品特色： 

• 整合性隱藏式麥克風杆可輕鬆收納進耳機中，降低麥克風杆即可接聽電話、

通話中提高麥克風杆即可轉為靜音 

• 可直接連結語音助理 

• 無線連接範圍最高達 30 公尺 

mailto:thsiang@jabra.com/
https://nam05.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3A%2F%2Fwww.jabra.com%2Fevolve&data=02%7C01%7CBeatrice.Huang%40edelman.com%7C5f86f16041f4429d2e6408d7e1af9de5%7Cb824bfb3918e43c2bb1cdcc1ba40a82b%7C0%7C0%7C637226016720804116&sdata=1MoZF7yxmPsc5eK0961GLCpEGhu0A6OXj5yaLYLz2TI%3D&reserved=0
https://nam05.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3A%2F%2Fwww.jabra.com%2Fspeak750&data=02%7C01%7CBeatrice.Huang%40edelman.com%7C5f86f16041f4429d2e6408d7e1af9de5%7Cb824bfb3918e43c2bb1cdcc1ba40a82b%7C0%7C0%7C637226016720814112&sdata=uugHbHbDFXDUkLytHytK7IHIzU3CzvPyzIV0PpEtm9E%3D&reserved=0


   

 

• 可同時連線 2 部裝置，並可透過 Jabra Direct 及 Jabra Sound+ APP 調整個人化

設定 

• 微軟版本耳機上設有 Microsoft Teams 專用的按鈕  

• 柔軟的記憶棉耳罩墊和符合人體工學的耳罩設計可確保使用極致舒適 

• 具當代流行休閒的設計方便你在商業和休閒間無縫轉換  

Evolve2 65 & 40 產品特色： 

• 使用 40MM 喇叭，有利且防漏音 

• 兩邊耳罩上皆設有 360 度可見的忙碌中顯示燈 

• 不只專為辦公室使用環境所設計，更用心考量需隨時隨地使用的繁忙專業人

士的使用需求。 

• 微軟版本耳機上設有 Microsoft Teams 專用的按鈕，更設有特殊狀況 LED 顯示

燈，例如: 錯過一通來電或會議時 

• 可直接連結語音助理 

• 符合 Open Office 認證 

• 無線連接範圍最高達 30 公尺 

• 可同時連線 2 部裝置 

Speak 750 產品特色： 

• 使用採用全雙工音頻系統(Duplex Audio)，大幅減少了斷訊情況、提供了品質

對話和更有效率的協作經驗。 

• 透過 USB 線或藍芽適配器，可即連即用，可連結至統一通訊 (UC) 系統和筆電

軟體電話可以達到無縫整合和通話控制 

• 使用微軟 Teams 版本時，按下專用按鈕即可達成遠端無縫協作 

• 使用統一通訊 (UC) 版本時，將手機與語音助理 Siri or Google Assistant 等連

接，或使用 Jabra Direct 軟體設定 Speak 750 的快速撥號 

• 無線連接範圍最高達 30 公尺 

• 簡單快速的藍芽連接，一次最多可以連接2台Speak750，提供更大空間範圍使

用 

• 擁有360度收音範圍的全向麥克風 

• 一次充電最高可有10小時的電池續航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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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Kristy.Wan@edelman.com
mailto:Queenie.Chen@edelm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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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提供領先業界的視訊通話解決方案，協助團隊無間合作。Jabra 在

全球擁有近 1,400 名員工，2019 年的年收入為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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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