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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蓝牙充电式助听器

各部功能名称

如何配戴助听器

麦克风

噪音

抑制键

音阶

控制键

耳机线

指示灯(内建)

助听器(安装中耳塞，右耳红色/左耳蓝色)

耳塞 (大,小,极小各2)    

USB充电线(type C)

电源开关(关/开)

背夹

USB充电埠

右耳红色左耳蓝色

开机完成且蓝牙配对成功：指示灯转为蓝灯

闪烁。※ 如首次开机时未成功配对蓝牙，

请先关闭助听器上方电源开关，再次开机后

即自动进入配对。

进入手机蓝牙设定页面后，请点选「搜寻

装置」，蓝牙助听器会显示在「可用的装

置」下方。

可用的装置

使用者名称

向附近所有蓝牙装置显示

扫描装置 

goodHearing P2

蓝牙 开

使用者名称

向附近所有蓝牙装置显示

扫描装置

已配对的装置

goodHearing P2
已联机

蓝牙 开

点选装置名称「goodHearing P2」后完

成配对

注意：

1.使用蓝牙配对模式，手机端(或其他蓝牙设

备)请开启蓝牙功能。

2.蓝牙助听器与同一蓝牙设备仅需配对一次即

可。助听器下一次开机，便会自动与上一次联

机的蓝牙设备联机。

注意

※ 避免在高温的环境下充电。

※ 若将助听器用至完全没电，将损害电池寿

   命，当指示灯闪红灯时，请立即充电。

※ 随着充放电次数得增加，电池会慢慢老化，

   需更换电池时，请洽天籁列车微信号

如何充电

当指示灯闪红灯时，表示即将没电，请立即充

电。本产品内建锂电池，若使用内附USB充电

线充电，约需3小时可充饱；充饱后，可连续

使用约10个小时。充电方式如下：

USB充电线接头端插入助听器，另一端接适配

器(自购)插入电源插座，即开始充电。

  充电中:指示灯亮红灯

  充饱电:指示灯亮蓝灯，此时可移除电源，

  指示灯自动熄灭

指示灯

(红灯)

如何进行蓝牙配对及助听器自适配

开启电源：

将电源开关切换到「开」，此时指示灯会红蓝

灯闪烁。

2. 开启上方电源开关，并依个人需求调整最

   适合的音阶。不使用时请将电源关闭以节

   省电力

3. 将助听器主体夹在领口或胸前口袋，避免

   晃动或遮蔽麦克风,以达到最好的收音质量

1. 将右耳(红色)耳机塞入右耳内，左耳(蓝色)

   耳机塞入左耳内，两耳皆须确实塞紧，避

   免产生回授噪音

模式切换

指示灯

(红蓝灯闪烁)

关

开

关

Wi-Fi

已联机

蓝牙

已联机

蓝牙

无限和网络

飞安模式

开

蓝牙配对：

开机后，即自动进入蓝牙配对模式，可与一般

蓝牙设备配对使用，例如:手机,平板等。

  进入蓝牙配对模式时，指示灯会红蓝灯闪烁

  开启手机端的蓝牙装置，从「设定」中点选

  开启蓝牙功能。

请以智能手机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专用APP
「goodHearing」 ，即可使用智能手机来调

整助听器功能(左右耳分别调音与模式降噪)。

首次开机时按键音阶为出厂设定值,请依照听

损程度,按压   ,  键调整音阶。按下按键时

耳机中会听到「嘟」一声提示音，提醒音量调

整变化。

调整音阶

a. 增加音阶: 按   键来增加音量

b. 减少音阶: 按   键来减少音量

a. 增加降噪: 按   键来增加降噪

b. 减少降噪: 按   键来减少降噪

※请适量调整音阶，过大之音量恐造成听力伤害。

   键短按：模式切换

共有四种情境模式，以循环方式切换，按下   

键时，耳机中会听到提示音「嘟」，提醒模式

切换。各阶段情境模式适合在不同的吵杂环境

下使用。每次开机后先进入模式一，请再依照

所处环境切换适合的情境模式。

※ 温馨提醒: 若有使用专用调适软件做调整

，调整结果会储存于模式二。

模式选择好后，每个模式皆搭配3段降噪，当

您觉得周边环境噪音很多，可依照需求调整您

的降噪需求。

直接按压降噪功能调整键

按键音阶 增益(dB) 听损(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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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情境模式与降噪

3.以上界面会因操作系统版本不同而略有差异



1. ABC Tissue天籁列车助听器只能适用于听

   力障碍者，听觉正常的人绝对不可使用助

   听器，否则遗害终生。

2. 严禁自己配戴助听器，我们为了受赠者不

   需多次往返看专科医生的麻烦及高昂的费

   用，故把助听器先给了受赠者，我们劝告

    ，警告受赠者拿到 ABC Tissue 天籁列

   车所送给的助听器，应该先找专科医生或

   专业人士给予检查、调适之后才可以使用

   否则后果自负。

3. 配戴时须谨慎调节音量，务必由低而高的

   调整音量直至感觉舒适为止。

4. 在未经医师或合格听力师确诊的情况下严

   禁七岁以下儿童，或无法正确表达意识的

   任何年龄层听力障碍者使用，因为他(她)

   们有可能无法正确表达音量是否正确。

5. 有些配戴者配戴本助听器初期有可能产生

   头疼或其他不适症状。(如有发生请立刻

   停止使用)

ABC Tissue天籁列车助听器重要公告

为了延长充电电池的使用寿命，长时间不使

用前，请先将助听器电池充饱，避免电力自

重要须知

使用前先以棉花棒清洁您的耳垢。如果耳垢

阻塞了耳塞孔，将影响收音质量。 

本产品内建充电电池，根据充电电池特性，

在电量不足时，音量会较平时微弱；此现象

并非功能损坏，此时只要立即充电即可。 

请勿让婴儿或没有自主能力的人使用此产品 

请根据此说明书来操作及保存此产品。

在下列情况请勿使用助听器: 使用手机时、

睡觉、洗澡、洗头、洗脸及游泳等会碰到水

的情况，或是剧烈的运动时。

1. 请至天籁列车网页www.abctissue899.com

   填写「包修资格登录表」

2. 收到助听器后，拍摄使用者配戴照片并电

   邮至:

   abc2233@abctissue.com(个人及代人申请)

   abc8899@abctissue.com(团体申请)

3. 包修服务电邮:

   abchearingservice@gmail.com

4. 天籁列车微信号：19176648927 

   微信名：天籁列车助听器售后服务

包修服务

将助听器送回维修前，请依以下项目自行检视，

若未改善，请联络天籁列车助听器售后服务

(1) 检查电源是否打开。

(2) 耳垢是否阻塞了耳塞：请清理耳塞。

(3) 电池电力是否已耗尽: 请立即充电。

(4) 建议可定期到医院检查听力，是否听力有

    变差。

产品送修前的注意事项

免责声明

此助听器为公益免费赠送品，听觉正常的人绝

对不可使用助听器，否则遗害终身。本赠送品

不保证适用于每位人士，使用前先征询专业医

生或专业医疗机构之专业意见，使用后如果感

觉不适，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并向专业医生或

专业医疗机构寻求专业指导，否则后果自负。

监护人要时刻观察年幼使用者的反应，时刻检

查音量是否被改变，发现有异常，应该立即送

医。赠送者对使用者的不适、一切后果、不负

任何责任，特此声明。

ABC Tissue Hearing Express Pty. Ltd. (Ver. 1)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

我是魏基成。

现在开始要帮助你学习

说话，不要再用手语，

会说话可以叫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长大后可以

谈情说爱，要多说话才

是好孩子。

祝你 

健康快乐、学业有成，

再见。

2016年3月

然损耗。
使用须知

为了有效延长充电电池之使用寿命，长时间

不使用时，请先将助听器电池充饱后再关闭

电源，避免电力自然损耗造成听力伤害。

请勿让婴幼儿或无自主能力者使用本产品。

本助听器严禁自行拆解、改造、修理…等行

为。

使用前请先清洁耳道后使用，防止耳道分泌

物堵塞喇叭孔，影响收音质量。

根据充电电池的特性，在电池电量不足时，

音量会较平时微弱；此现象并非功能损坏，

此时您立即进行充电即可。

规格

适用对象：轻、中、重度听损患者

最大音量输出标准：55±5dB

产品使用：满充电一次约可连续使用10小时

产品使用的环境温度/湿度：+10℃~+40℃/30~85% RH

产品存放的环境温度/湿度：+10℃~+60℃/30~85% RH

产品尺寸：约44x12x32.5mm 

重量：约22.2g

产品材质：耳机主体为ABS / 耳塞为硅胶

中国医器许可: 粤食药监械生产许2017302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