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說明書

外出攜帶手持式輔聽器

MAX-R0737

感謝您購買本公司的產品，請務必在使用前閱讀此操作說明書並正確操
作使用之。此外，閱讀完後請妥善保管說明書，且將說明書放置可就近
翻閱之處。
此外，此使用說明書內頁附有保證書，請確認保證書上記載「購買日」
、「購買商店店章」等，店章請與購買商家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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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項
請務必遵守下列事項。

圖示說明

為了能安全使用本產品，避免危害到他人的人身安全或物品的損
害，利用下列各圖示說明。
下列為圖示與代表意義，請詳細閱讀後並理解內容。

此標誌表示，若誤操作可能造成人員死亡或重
傷的內容。

此標誌表示，若誤操作可能造成人員受傷或物
品損壞的內容。

圖示範例

左側圖示表示注意(含有警告)的提醒內容。

左側圖示表示不能做的事項(禁止事項) 的提醒內容。

左側圖示表示必須徹底遵守事項。

① 本產品的品質保證期是從購買日起 1 年以內。

② 保證期間內故障免費修理，須維修時，請洽所購買的販賣店。

③ 保證書遺失不再補發，請妥善保管。

④ 故障時，請勿自行拆修或交予非本公司之技術人員檢修，以免造成更嚴重的損壞。

⑤ 在下列情況下，保證期內也會收取費用。

    ● 不在台灣地區

    ● 保証書上沒有消費者姓名、購買日期、所購買的販賣簽章或上述內容修改

    ● 使用不當，自行修理或改造，所發生故障或損壞的情況

    ● 天災地變，事故或掉落所產生的故障或損傷

    ● 消耗品的劣化、損傷或污損

    ● 實際修理所發生的必要運費及維修人員交通費。

⑥ 本保證書在台灣地區有效，不提供來自海外地區的維修服務。

⑦ 保證期間後，如有故障、檢修情況酌收零件費，必要運費及維修人員交通費。

杏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商品保證基準

請詳細填寫

蒙惠顧，謹致由衷謝意，為確保您的權益，請務必要求經銷商販賣店填寫購買日期並蓋店章，始能享有本公
司完善的保證服務

保證書

商品名稱: 外出攜帶手持式輔聽器

商品型號: MAX-R0737 

購買日期:

保證期限: 購買日起 1 年

經銷商蓋章:

姓名:

電話:

地址:

備註:



警告

■若有冒煙、出現異音等異常狀況時，請停止使用

請立刻關閉電源，停止使用。持續使用可能導致火災或是觸

電。

■若有異物、水等跑進本機內部，請停止使用

請立刻關閉電源，停止使用。持續使用可能導致火災或是觸

電。

■請勿在有水的地方使用

請勿於泡湯、沖澡、洗頭、洗髮時使用。

此外，請勿以沾濕的手使用。

此舉可能導致火災或是觸電。

※本機無防水、防滴設計。

■請勿對所附的乾電池充電

請勿對所附的乾電池充電。

可能造成乾電池破裂、漏液，導致火災、受傷或是汙損。

■請勿於打雷閃電時使用

若在室外使用時，若聽到雷鳴聲時，請立刻停止使用並避難

到安全的場所。

打雷閃電時使用可能導致雷擊。

■請勿觸碰本機內部構造

請勿拆解或改裝本機。

此舉可能導致火災或是觸電。

關於保證書

●   次頁附有此產品保證書。

  購買時，販賣商會將店名及販售日期填入後交付，請客人詳閱後確認     

  記載事項後，妥善保管。
●   保固期間為購買日起1年。

  此外，保固期間也可能發生維修費用，請見諒。

關於售後服務

請跟購買商店與客戶服務中心洽詢。
●   若搬家時，不能到原購買店家進行售後服務時，請與原購買店家洽詢。
●   若為贈品，請洽詢購買商店與客戶服務中心。

關於維修性能零件的保管期間

本產品維修性能零件的保管期間為製造後6年。

維修性能零件為維持產品機能的必要零件。

維修服務

使用中若產品發生狀況時， 

請查詢第12~13頁的一覽表。若本產品沒有正常動作的話，請勿自行拆解

本產品，請洽詢購買商店。

●   聯絡時請告知

  品名：外出攜帶手持式輔聽器

  型號：MAX-R0737

  故障情形：盡量詳細敘述。



■請注意保管場所
   請勿置於下列場所。
   可能導致火災或是觸電

● 流理臺或加濕器旁，或者熱氣、蒸氣的風口。

● 濕滑的桌子或平台等地方

● 濕氣重與灰塵多的地方。

● 緊閉窗戶的車子裡或直射陽光的地方等

    請勿放置於溫度急遽升高場所。

    對機殼與零件可能造成不好的影響。

● 不穩定的場所

    此外，請勿放在架子上。

    若地震發生時，掉落容易造成損傷。

● 請保管於孩童無法拿取的地方。

    為避免耳機或電池被誤食，本機請置於孩童無法拿取的地方。

■請注意使用環境

● 下雨、降雪、海岸、水邊等使用時，請注意不要讓本機

    進水、沾濕。

    進水、沾濕可能導致火災或是觸電。

● 請勿於激烈運動或睡覺時使用。

    此舉可能導致火災或是觸電或發生意外。

● 配戴本機時，請勿使用頭髮噴霧或香水等汽化產品。

    此舉可能導致零件損壞。

● 請勿使用微波爐、烘碗機、吹風機乾燥產品。

    此舉可能導致故障。

● 請勿從高處摔落本機。

    此舉可能造成零件破損導致火災或是觸電。

 

單邊耳機

沒有聲音

發出嗶聲

● 耳機接頭是否有插到底。→請將接頭插到底

● 若接頭接觸不良，請再重插一次。

● 手是否擋住麥克風。→第10頁。

● 耳機與麥克風是否太接近。

● 耳機軟墊的尺寸是否合適。→第9頁

● 音量調解鈕是否調整太多。→第10頁

規格

周波數特性

4號鹼性乾電池x2

電池持續時間

喇叭

耳機
麥克風
動作溫溼度

外型尺寸

配件

鹼性乾電池：約150小時

*包裝內乾電池為測試用，電池持續時間可能較短。

阻抗　8Ω

阻抗  32Ω
駐極體電容型

39(寬)mm x 123(高)mm x 21(長)mm
約40g(不含電池)

耳機
耳機軟墊(大、中、小X各2)
*機體已預先裝設中型軟墊
4號鹼性乾電池x2
吊帶
操作說明書

為改善產品，可能無預告更改本機器規格及外觀。

 

重量



■使用注意事項
    ● 請勿調整至過大音量。

       特別是在聽較小聲音時，請注意音量突然變大。

       自己不經意的噴嚏或突然變大的聲音，可能對耳朵有不          

        好的影響。

    ● 請勿長時間持續聽。

       可能對耳朵有不好的影響。

       請勿與手機、PHS、IP電話或家用電話同時使用。

       噪音與麥克風聲音回授現象（嗶聲），可能對耳朵有不   

       好的影響。

    ● 請勿擋到本機底部的麥克風。

       使用中用手擋住、包住麥克風部位時，容易造成麥克風

       聲音回授現象，可能對耳朵有不好的影響。

    ● 本機的底部麥克風請勿接近耳機

       使用耳機時，若麥克風部位接近，容易造成麥克風聲音   

       回授(嗶聲)現象，此舉可能對耳朵有不好的影響。

    ● 下列狀況，請諮詢醫生後使用。

          ● 兒童使用

          ● 耳朵治療中

          ● 意外或身體不良等原因

    ● 若有下列狀況，請立刻停止使用，諮詢醫生。

          ● 本機針對直接與肌膚接觸的部分，使用了較不容易造成

         發炎的材質。但因個人體質不同，也有可能造成發炎紅    

         疹或濕疹。

         ● 耳朵發炎、流膿或有其他須治療的耳朵疾病。

         ● 與以前相比聽力急遽惡化

■運送時與清潔維護注意事項
   ● 裝入小包運送時

      可能被其他東西壓住，按下再開啟按鍵。放入小包時，請   

      務必將電源開關按下「切」。

   ● 清潔維護注意事項

      清潔維護時，為了安全考量請取出電池。

 

維護保管

清潔維護本機時，請用柔軟抹布輕輕擦拭，若髒污程度嚴重時，請用水

沾取稀釋後中性清潔劑並擰乾擦拭。

耳機軟墊有耳垢或是髒污塞住時，聲音會變小聽不清楚。定期拆下以溫

水清洗，再以乾淨的布擦拭。此外，耳機軟墊為消耗品，可能會有變形・
變色的情形。此時請更換新的耳機軟墊(另購)。

關於消耗品

欲購賣耳機組時，請聯絡購買商店。

耳機組
內容 耳機軟墊 大中小x各2

        耳機     本體x1 

注意
請勿使用揮發性液體、酒精、去漬油等清潔。此外，請不要用殺蟲劑

、除菌噴霧等揮發性液體噴灑於其上。塗料與印刷可能脫落，產生變

質或變色的情形。

故障排除
狀態 可能的解決方案

沒有電

音質異常

● 電源開關是否打開。→第10頁

● 電池安裝方向(+/-)是否正確。→第9頁

● 電池是否沒電了（電源指示燈沒亮）。→請更換新電

    池。

● 耳機接頭是否有插到底。→請將接頭插到底

● 音量調解鈕是否卡住。→第10頁

● 使用喇叭後，是否已超過5分鐘無動作。→請按重新

    開機鍵。第11頁

● 電池是否沒電了（電源指示燈是否變暗）。→請更換

    新電池。

● 音量調解鈕是否調整太多。→第10頁



■使用電池注意事項
    ● 放入電池時，請依照正確電池＋、－極方向放入。若放

       錯方向可能造成電池破裂、漏液導致火災、受傷或周圍   

       汙損。

    ● 請勿使用非指定的電池。此外，請勿混用新舊電池。可

       能造成電池破裂、漏液導致火災、受傷或周圍汙損。

    ● 請勿將電池長時間放置於本機。

       長時間(一個月以上)不使用時，請將電池取出。

       可能造成電池破裂、漏液導致火災、受傷或周圍汙損。

    ● 請勿將電池與金屬製的原子筆、項鍊、硬幣、髮夾等一    

       同攜帶、存放保管。電池的＋、－極可能會短路造成電   

       池破裂、漏液導致火災、受傷或周圍汙損。

    ● 請勿將電池加熱、分解或丟入水或火中。

       可能造成電池破裂、漏液導致火災、受傷或周圍汙損。

    ● 若要廢棄電池時，請遵照各地廢棄回收規定。

    

發生電池漏液時⋯
    請不要直接觸摸漏液。當電池液體接觸到眼睛、身體或衣   

    服，可能導致失明、受傷或皮膚發炎。萬一，漏液不小心

    沾到眼睛或碰到皮膚時，請以大量的水沖洗後就醫。此外

    ，漏液若沾到衣服時，請立刻用水沖洗清潔。

收聽談話時，音質(高/低)切換開關調成「
低」時，可降低周圍噪音容易聽取。
  此外，賞鳥時調成「高」時，可清楚聽
見小鳥的鳴叫聲。

耳機端子

喇叭

電源指示燈

重新開機鍵

音質(高/低)

切換開關

※使用耳機時

* 耳機端子連接耳機時，自動切換喇
   叭音源至耳機。
* 將耳機接頭拔出方法
  將耳機拔出時，請勿拉扯線拔出。
  電線可能會斷掉。
* 市售的耳機，可能會對聽覺造成不 
  良影響，請勿使用。

此外，使用喇叭時，約5分鐘後會自
動切斷電源。
若欲繼續使用時，(電源開關為開的
狀態下)按下重新開機鍵，可繼續使
用。
(使用耳機時，即使過了約5分鐘也不
會自動切斷電源，請將電源/音量調
整鈕向上轉直到聽見「喀」的一聲
切斷電源) 

重新開機鍵

電源/音量調節鈕



推薦使用電池

  ●乾電池：4號鹼性電池

  ●充電池：另購充電池，請使用專用充電池充電。

     請詳閱充電池使用說明書的注意事項後再使用。

注意

產品特色

可使用於日常會話、收聽、觀看電視、收音機等聲音。

聽取演講、會議、集會或是電影、戲劇、車站及車內的廣播等較遠
的聲音。

也可使用於賞鳥時聽取小鳥的鳴叫聲。

  ● 小型、輕量非常方便攜帶

  ● 無須複雜的設定或調整，操作簡單

  ● 根據場所調整最適合的音量

  ● 音質(高/低)切換開關在容易調整的位置

  ● 使用耳機或者使用喇叭接觸耳朵時，都能輕鬆聽到聲音。

  ● 若忘記關閉電源時，約五分鐘後電源自動切斷，節省電池消耗。

      (僅使用喇叭時)

*本產品非醫療器材，不可替代助聽器使用。若有聽力障礙，請尋求

  專業醫師的幫助。

使用方法

電源/音量調解鈕如圖般，往下轉直到發出「喀噠」聲即開機。持續
轉動提高些許音量。(電源指示燈亮)

請注意若長時間調至過大音量，

可能會對聽力或聽覺造成影響。

音量調整鈕的 
● 的位置為標準。

耳機端子

喇叭

電源指示燈

重新開機鍵

電源/音量調節鈕

將喇叭貼近耳朵，將麥克風朝向想聽的聲音，使用電源/音量調節鈕

調整適度的音量。

部分，請勿以手或手指握住
本機底部的麥克風。

在收聽較小聲音時，請注意音
量調節。
若不經意的打噴嚏或附近突然
有大聲響時，可能會對耳朵造
成不好的影響。

請勿握住本機底部的麥克風。
使用時，握住麥克風部位，可
能會造成聲音回授現象(發出
嗶–的刺耳聲) ，可能會對耳
朵造成不好的影響。



本體

耳機
(已裝入中型軟墊)

軟墊
(小、大各兩個)

4號鹼性乾電池
X 2個

使用說明書
(附保證書)

吊帶

請確認配件

各部位名稱
耳機端子

電源標示

音質切換

開關

高/低

喇叭

電源/音量鈕

再開啟按鍵

麥克風

吊帶洞

電池蓋

電池安裝方法
帶子 將電池蓋打開，如圖般與本體的標

示的＋、－一致，裝入兩顆4號電池

。

※配件的鹼性乾電池為測試用，電

池壽命可能較短。

耳機軟墊替換方法

吊帶安裝方法

耳機上已預先安裝中尺寸的耳機軟墊

。若中尺寸的尺寸不合適，請更換耳

機軟墊。

(耳洞的大小與角度因人而異，請選擇

最適合自己耳朵形狀的尺寸，調整最

舒適的角度。一般來說，選擇比自己

耳洞略大的軟墊會感覺較舒適。)

軟墊的更換方式，只要從軟墊頭部拔出就可輕鬆取下。安裝時請確實壓到

底部。

吊帶洞
吊帶繩



本體

耳機
(已裝入中型軟墊)

軟墊
(小、大各兩個)

4號鹼性乾電池
X 2個

使用說明書
(附保證書)

吊帶

請確認配件

各部位名稱
耳機端子

電源標示

音質切換

開關

高/低

喇叭

電源/音量鈕

再開啟按鍵

麥克風

吊帶洞

電池蓋

電池安裝方法
帶子 將電池蓋打開，如圖般與本體的標

示的＋、－一致，裝入兩顆4號電池

。

※配件的鹼性乾電池為測試用，電

池壽命可能較短。

耳機軟墊替換方法

吊帶安裝方法

耳機上已預先安裝中尺寸的耳機軟墊

。若中尺寸的尺寸不合適，請更換耳

機軟墊。

(耳洞的大小與角度因人而異，請選擇

最適合自己耳朵形狀的尺寸，調整最

舒適的角度。一般來說，選擇比自己

耳洞略大的軟墊會感覺較舒適。)

軟墊的更換方式，只要從軟墊頭部拔出就可輕鬆取下。安裝時請確實壓到

底部。

吊帶洞
吊帶繩



推薦使用電池

  ●乾電池：4號鹼性電池

  ●充電池：另購充電池，請使用專用充電池充電。

     請詳閱充電池使用說明書的注意事項後再使用。

注意

產品特色

可使用於日常會話、收聽、觀看電視、收音機等聲音。

聽取演講、會議、集會或是電影、戲劇、車站及車內的廣播等較遠
的聲音。

也可使用於賞鳥時聽取小鳥的鳴叫聲。

  ● 小型、輕量非常方便攜帶

  ● 無須複雜的設定或調整，操作簡單

  ● 根據場所調整最適合的音量

  ● 音質(高/低)切換開關在容易調整的位置

  ● 使用耳機或者使用喇叭接觸耳朵時，都能輕鬆聽到聲音。

  ● 若忘記關閉電源時，約五分鐘後電源自動切斷，節省電池消耗。

      (僅使用喇叭時)

*本產品非醫療器材，不可替代助聽器使用。若有聽力障礙，請尋求

  專業醫師的幫助。

使用方法

電源/音量調解鈕如圖般，往下轉直到發出「喀噠」聲即開機。持續
轉動提高些許音量。(電源指示燈亮)

請注意若長時間調至過大音量，

可能會對聽力或聽覺造成影響。

音量調整鈕的 
● 的位置為標準。

耳機端子

喇叭

電源指示燈

重新開機鍵

電源/音量調節鈕

將喇叭貼近耳朵，將麥克風朝向想聽的聲音，使用電源/音量調節鈕

調整適度的音量。

部分，請勿以手或手指握住
本機底部的麥克風。

在收聽較小聲音時，請注意音
量調節。
若不經意的打噴嚏或附近突然
有大聲響時，可能會對耳朵造
成不好的影響。

請勿握住本機底部的麥克風。
使用時，握住麥克風部位，可
能會造成聲音回授現象(發出
嗶–的刺耳聲) ，可能會對耳
朵造成不好的影響。



■使用電池注意事項
    ● 放入電池時，請依照正確電池＋、－極方向放入。若放

       錯方向可能造成電池破裂、漏液導致火災、受傷或周圍   

       汙損。

    ● 請勿使用非指定的電池。此外，請勿混用新舊電池。可

       能造成電池破裂、漏液導致火災、受傷或周圍汙損。

    ● 請勿將電池長時間放置於本機。

       長時間(一個月以上)不使用時，請將電池取出。

       可能造成電池破裂、漏液導致火災、受傷或周圍汙損。

    ● 請勿將電池與金屬製的原子筆、項鍊、硬幣、髮夾等一    

       同攜帶、存放保管。電池的＋、－極可能會短路造成電   

       池破裂、漏液導致火災、受傷或周圍汙損。

    ● 請勿將電池加熱、分解或丟入水或火中。

       可能造成電池破裂、漏液導致火災、受傷或周圍汙損。

    ● 若要廢棄電池時，請遵照各地廢棄回收規定。

    

發生電池漏液時⋯
    請不要直接觸摸漏液。當電池液體接觸到眼睛、身體或衣   

    服，可能導致失明、受傷或皮膚發炎。萬一，漏液不小心

    沾到眼睛或碰到皮膚時，請以大量的水沖洗後就醫。此外

    ，漏液若沾到衣服時，請立刻用水沖洗清潔。

收聽談話時，音質(高/低)切換開關調成「
低」時，可降低周圍噪音容易聽取。
  此外，賞鳥時調成「高」時，可清楚聽
見小鳥的鳴叫聲。

耳機端子

喇叭

電源指示燈

重新開機鍵

音質(高/低)

切換開關

※使用耳機時

* 耳機端子連接耳機時，自動切換喇
   叭音源至耳機。
* 將耳機接頭拔出方法
  將耳機拔出時，請勿拉扯線拔出。
  電線可能會斷掉。
* 市售的耳機，可能會對聽覺造成不 
  良影響，請勿使用。

此外，使用喇叭時，約5分鐘後會自
動切斷電源。
若欲繼續使用時，(電源開關為開的
狀態下)按下重新開機鍵，可繼續使
用。
(使用耳機時，即使過了約5分鐘也不
會自動切斷電源，請將電源/音量調
整鈕向上轉直到聽見「喀」的一聲
切斷電源) 

重新開機鍵

電源/音量調節鈕



■使用注意事項
    ● 請勿調整至過大音量。

       特別是在聽較小聲音時，請注意音量突然變大。

       自己不經意的噴嚏或突然變大的聲音，可能對耳朵有不          

        好的影響。

    ● 請勿長時間持續聽。

       可能對耳朵有不好的影響。

       請勿與手機、PHS、IP電話或家用電話同時使用。

       噪音與麥克風聲音回授現象（嗶聲），可能對耳朵有不   

       好的影響。

    ● 請勿擋到本機底部的麥克風。

       使用中用手擋住、包住麥克風部位時，容易造成麥克風

       聲音回授現象，可能對耳朵有不好的影響。

    ● 本機的底部麥克風請勿接近耳機

       使用耳機時，若麥克風部位接近，容易造成麥克風聲音   

       回授(嗶聲)現象，此舉可能對耳朵有不好的影響。

    ● 下列狀況，請諮詢醫生後使用。

          ● 兒童使用

          ● 耳朵治療中

          ● 意外或身體不良等原因

    ● 若有下列狀況，請立刻停止使用，諮詢醫生。

          ● 本機針對直接與肌膚接觸的部分，使用了較不容易造成

         發炎的材質。但因個人體質不同，也有可能造成發炎紅    

         疹或濕疹。

         ● 耳朵發炎、流膿或有其他須治療的耳朵疾病。

         ● 與以前相比聽力急遽惡化

■運送時與清潔維護注意事項
   ● 裝入小包運送時

      可能被其他東西壓住，按下再開啟按鍵。放入小包時，請   

      務必將電源開關按下「切」。

   ● 清潔維護注意事項

      清潔維護時，為了安全考量請取出電池。

 

維護保管

清潔維護本機時，請用柔軟抹布輕輕擦拭，若髒污程度嚴重時，請用水

沾取稀釋後中性清潔劑並擰乾擦拭。

耳機軟墊有耳垢或是髒污塞住時，聲音會變小聽不清楚。定期拆下以溫

水清洗，再以乾淨的布擦拭。此外，耳機軟墊為消耗品，可能會有變形・
變色的情形。此時請更換新的耳機軟墊(另購)。

關於消耗品

欲購賣耳機組時，請聯絡購買商店。

耳機組
內容 耳機軟墊 大中小x各2

        耳機     本體x1 

注意
請勿使用揮發性液體、酒精、去漬油等清潔。此外，請不要用殺蟲劑

、除菌噴霧等揮發性液體噴灑於其上。塗料與印刷可能脫落，產生變

質或變色的情形。

故障排除
狀態 可能的解決方案

沒有電

音質異常

● 電源開關是否打開。→第10頁

● 電池安裝方向(+/-)是否正確。→第9頁

● 電池是否沒電了（電源指示燈沒亮）。→請更換新電

    池。

● 耳機接頭是否有插到底。→請將接頭插到底

● 音量調解鈕是否卡住。→第10頁

● 使用喇叭後，是否已超過5分鐘無動作。→請按重新

    開機鍵。第11頁

● 電池是否沒電了（電源指示燈是否變暗）。→請更換

    新電池。

● 音量調解鈕是否調整太多。→第10頁



■請注意保管場所
   請勿置於下列場所。
   可能導致火災或是觸電

● 流理臺或加濕器旁，或者熱氣、蒸氣的風口。

● 濕滑的桌子或平台等地方

● 濕氣重與灰塵多的地方。

● 緊閉窗戶的車子裡或直射陽光的地方等

    請勿放置於溫度急遽升高場所。

    對機殼與零件可能造成不好的影響。

● 不穩定的場所

    此外，請勿放在架子上。

    若地震發生時，掉落容易造成損傷。

● 請保管於孩童無法拿取的地方。

    為避免耳機或電池被誤食，本機請置於孩童無法拿取的地方。

■請注意使用環境

● 下雨、降雪、海岸、水邊等使用時，請注意不要讓本機

    進水、沾濕。

    進水、沾濕可能導致火災或是觸電。

● 請勿於激烈運動或睡覺時使用。

    此舉可能導致火災或是觸電或發生意外。

● 配戴本機時，請勿使用頭髮噴霧或香水等汽化產品。

    此舉可能導致零件損壞。

● 請勿使用微波爐、烘碗機、吹風機乾燥產品。

    此舉可能導致故障。

● 請勿從高處摔落本機。

    此舉可能造成零件破損導致火災或是觸電。

 

單邊耳機

沒有聲音

發出嗶聲

● 耳機接頭是否有插到底。→請將接頭插到底

● 若接頭接觸不良，請再重插一次。

● 手是否擋住麥克風。→第10頁。

● 耳機與麥克風是否太接近。

● 耳機軟墊的尺寸是否合適。→第9頁

● 音量調解鈕是否調整太多。→第10頁

規格

周波數特性

4號鹼性乾電池x2

電池持續時間

喇叭

耳機
麥克風
動作溫溼度

外型尺寸

配件

鹼性乾電池：約150小時

*包裝內乾電池為測試用，電池持續時間可能較短。

阻抗　8Ω

阻抗  32Ω
駐極體電容型

39(寬)mm x 123(高)mm x 21(長)mm
約40g(不含電池)

耳機
耳機軟墊(大、中、小X各2)
*機體已預先裝設中型軟墊
4號鹼性乾電池x2
吊帶
操作說明書

為改善產品，可能無預告更改本機器規格及外觀。

 

重量



警告

■若有冒煙、出現異音等異常狀況時，請停止使用

請立刻關閉電源，停止使用。持續使用可能導致火災或是觸

電。

■若有異物、水等跑進本機內部，請停止使用

請立刻關閉電源，停止使用。持續使用可能導致火災或是觸

電。

■請勿在有水的地方使用

請勿於泡湯、沖澡、洗頭、洗髮時使用。

此外，請勿以沾濕的手使用。

此舉可能導致火災或是觸電。

※本機無防水、防滴設計。

■請勿對所附的乾電池充電

請勿對所附的乾電池充電。

可能造成乾電池破裂、漏液，導致火災、受傷或是汙損。

■請勿於打雷閃電時使用

若在室外使用時，若聽到雷鳴聲時，請立刻停止使用並避難

到安全的場所。

打雷閃電時使用可能導致雷擊。

■請勿觸碰本機內部構造

請勿拆解或改裝本機。

此舉可能導致火災或是觸電。

關於保證書

●   次頁附有此產品保證書。

  購買時，販賣商會將店名及販售日期填入後交付，請客人詳閱後確認     

  記載事項後，妥善保管。
●   保固期間為購買日起1年。

  此外，保固期間也可能發生維修費用，請見諒。

關於售後服務

請跟購買商店與客戶服務中心洽詢。
●   若搬家時，不能到原購買店家進行售後服務時，請與原購買店家洽詢。
●   若為贈品，請洽詢購買商店與客戶服務中心。

關於維修性能零件的保管期間

本產品維修性能零件的保管期間為製造後6年。

維修性能零件為維持產品機能的必要零件。

維修服務

使用中若產品發生狀況時， 

請查詢第12~13頁的一覽表。若本產品沒有正常動作的話，請勿自行拆解

本產品，請洽詢購買商店。

●   聯絡時請告知

  品名：外出攜帶手持式輔聽器

  型號：MAX-R0737

  故障情形：盡量詳細敘述。



使用說明書

外出攜帶手持式輔聽器

MAX-R0737
內附保證書 第15頁

感謝您購買本公司的產品，請務必在使用前閱讀此操作說明書並正確操
作使用之。此外，閱讀完後請妥善保管說明書，且將說明書放置可就近
翻閱之處。
此外，此使用說明書內頁附有保證書，請確認保證書上記載「購買日」
、「購買商店店章」等，店章請與購買商家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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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項

使用注意事項

使用電池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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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及各部位名稱

電池安裝方法

耳機軟墊更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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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書省略色號。包裝上型號的( )內的記號為色號。進口商: 杏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新北巿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09巷10號4樓
電話: (02)6635-8858

若發現產品破損，異常時，請立即停止使用，並聯繫零售商或者本公司客服部
以免造成嚴重的事故。

※轉讓本產品時，請務必一併轉讓該使用說明書。

委製商: 株式会社アズマ
委製商: 336-0931埼玉県さいたま市緑区原山3-2-10
* 使用時請參照使用說明書
* Copywright © 杏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All Rights Reservered. 
* 本內容以官網公告為主，如有更改不另行通知，杏豐保留活動變更、終止之權利

進口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