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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bra Sound+ 應用程式獨家功能全新上線 

個人化聆聽設定記住你的專屬聲音頻率 

 
 

【2020 年 7 月 29 日，台北訊】Jabra 於今年六月正式推出可依個人使用情境及聽力特點進行音頻

優化的最新技術 - Jabra Sound+ APP。若你喜歡在各種情境戴上藍牙耳機，讓音樂無時無刻陪伴在

你身邊，那你必須試試 Jabra Sound+ APP 的個人化功能！無論是習慣跟著重節奏的音樂，在健身

房中揮汗，或是播放柔和音樂，做舒緩瑜珈放鬆身心，又或單純只是戴著耳機散步想轉換心情，

Jabra 都可以為你的使用情境調整出最合適的聆聽模式，感受個性化聲音帶來的最佳體驗，快速適

應一天中的不同時刻，讓你更能沉浸於每個當下。 

讓科技更貼近生活—最新技術 MySound 和 MyControls 

透過集團關係企業，Jabra 與世界一流助聽器生產商 GN Hearing 獨家開發推出開拓性技術—

MySound，能夠測量使用者聆聽不同音頻的能力。只要透過 Jabra Sound+ APP 中的簡短聽力測

試，耳機就能根據個人的聽力特點自動進行調整，讓生活中的音樂體驗更為出色，而 Jabra Elite

全系列產品，包括 Elite 45h、Elite 75t 及 Elite Active 75t 都適用 MySound 功能。 

設置 MySound 後，也可以進一步至 Sound + APP 中的音效均衡器進行調整。音效均衡器提供使用

者可以自己設定的三種情境，並提供預設音頻任你選擇。收聽播客打發空檔時，可以選擇專注語

音的說話模式(Speech)；活力模式(Energize)則在保護耳朵的同時，加強高頻及低頻效果，就連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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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的音樂也能被賦予高靈敏度。亦或正在進行高強度健身組合的你，可以加強音樂低音(Bass 

Boost)，振奮心情並加強運動效果。 

另外，同步推出的 MyControls 新功能，讓使用者能夠依據使用習慣設定耳機按鍵，不論是健身時

希望專注於多媒體或音樂體驗，還是外出拜訪客戶時希望按鍵以通話功能為主，以使用者體驗為

首要之務的 MyControls 都能符合需求。 

 

滿足百變的生活風格——Elite 全系列完整呈獻 

每個人都擁有獨特的生活態度，有人為旅行中的風景著迷，有人盡情享受當下的美好，有人不斷

追求完美狀態，Jabra 提供多元的 Elite 全系列產品，有自信能滿足百變的個人需求。 

可折疊收納、輕便好攜帶的耳罩式藍牙耳機 Elite 45h，配備高階 40 公釐揚

聲器，充電一次即達 50 小時的電池續航力，另外小巧精緻，輕薄可折疊的

設計適合喜愛長途旅行的你，時尚的外型設計在旅程中能充分展現個性。 

 

體型小且能完美貼合各類耳型的新一代真無線耳機 Elite 75t，經過專門設計與

測試，適合重視配戴舒適度的你，有闇黑色、鉑金米、鈦黑色 3 種質感色調

可供選擇。近期更推出無線充電器版本(闇黑色、鈦黑色兩色)。 

 

IP57 防水防塵等級的藍牙運動耳機 Elite Active 75t，具備防塵、防汗及強大

的防水功能，專為愛好健身運動的你而生，今年推出的新色——馬卡龍綠、

煙燻玫瑰及海軍藍，繽紛多樣的色系讓運動計畫更多采多姿。同時 Elite 

Active 75t 海軍藍也將推出無線充電器版本，高品質的真無線生活近在眼

前。 

用音樂豐富你的生活——Jabra 與 LINE MUSIC 首發期間限定專屬合作 

線上音樂串流平台 LINE MUSIC 首次與耳機品牌合作，與 Jabra 攜手打造豐富有趣的音樂生活。不

僅為熱愛運動的你推出 Jabra 專屬運動歌單(Link)，並為迎接即將到來的父親節，提供消費者期間

限定的專屬優惠，於 7 月 30 日起至 8 月 31 日止購買 Jabra Elite 75t 無線充電版本 (闇黑色/ 鈦黑

色)，除了有千元優惠折購價(台幣 5,990 元)，還可享有 90 天 LINE MUSIC 的免費體驗，另外加贈

Mark Gazza 無線充電板(建議售價為 NT$1,599)。購買 Elite 系列產品(含 Elite 75t、Elite Active 75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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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te 45h、Elite 85h)，也能享有 90 天 LINE MUSIC 的免費服務。現在加入 Jabra 的 LINE 官方帳號

(https://reurl.cc/exQxGj)，亦能免費體驗 LINE Music。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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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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