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型號: GFS10-IS2001

使用說明書
使用前請務必詳閱原廠之使用說明書並遵照指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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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選擇我們的輔聽器陪伴您度過日常生活；如同您購買任何新用品，需要時

間才能熟悉操作，請您仔細閱讀使用手冊，以確保您了解並充分使用輔聽器。

損害的風險:
1. 請務必詳閱本用戶使用說明書。

2. 請遵守安全信息以避免損壞或傷害。
        

警告

 神寶醫資輔聽器產品官網 神寶醫資聽力照護平台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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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簡介

產品特色

搭配智慧型App，即時調整輔聽器功能

藍芽串流功能，直接進行音訊、通訊的串流

多功能按鍵，結合了程式切換、音量調控及多色指示燈的功能

鋰電池充電式輔聽器，可重複充電，無需替換電池

數位8頻，音質清晰，最大音量輸出標準： 115 dB

內附3種尺寸耳塞，可依照耳道大小選擇

左右耳適用款，安裝輔聽器及配戴方法說明請參閱第10頁及第11頁。

用途

輔聽器主要改善聽損者的聽力問題，使用者為20歲以上成年人，未滿20歲不可使用。輔聽器及

相關配件的使用方式僅限於所相對應的使用者手冊之陳述內容。

產品敘述及用途

神寶醫資輔聽器 (耳掛型RIC)，具有IP58防水，在充電全滿的狀態下，能夠持續使用8-12小時。

搭配神寶醫資手機APP (Android/iOS)，可切換三種助聽模式、一種藍芽模式，每種模式根據不

同的環境給予使用者適當的聆聽預設值，可依使用者需求再自行調整音質與音量。另具有人聲

加強模式，針對環境噪音的程度提供使用者兩種噪音抑制強度，讓人聲更加清楚。使用神寶醫

資手機APP調整音量之外，亦可使用神寶醫資輔聽器本體上的音量按鍵做調整，其中音量同步功

能，使調整任一邊即可達到雙耳音量同步。神寶醫資輔聽器適用於為20歲以上成年人，未滿20

歲不可使用。神寶醫資輔聽器由聽力師檢驗後方可配戴。

     提醒：有聽損問題者，請先尋求專業醫師協助，了解自身的聽力狀況。

     音量請適量調整，過大之音量恐造成聽力傷害。

您的輔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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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規格

輔聽器

充電盒

42.2mm +/- 0.5mm

66.3mm +/- 0.5mm

18.85mm +/- 0.5mm

64.7mm +/- 0.5mm

9.5mm +/- 0.5mm

42.9mm +/- 0.5mm

5.2g +/- 0.2g

項目 長 寬 厚 重量

78g +/- 5g

1.  最大音量輸出：115 dB SPL (OSPL90)

2.  最大飽和增益：42 dB SPL HFA FOG 50

3.  輔聽器類型：耳掛式 ( RIC )

4.  麥克風：全向式麥克風 x 1

5.  輔聽器電池：Li-ion 60mAh/3.7V

6.  充電盒電池額定電容量：Li-ion 300mAh

7.  系統耗電流：3.4mA

8.  運作時間：8-12小時 ( 電池充滿電，僅使用輔聽器輔助功能狀況下 )

9.  輔聽器防水防塵：IP58

10. 充電盒防水防塵：IP22

11. 產品材質：PC

12. 藍牙規格：Bluetooth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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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規格

1.  人聲增強 : 針對人的聲音特別做擷取並放大。

2. 人聲電話簿 : 

3. 寬頻動態範圍壓縮(WDRC) 

4.  尋找遺失輔聽器 

    結合地圖顯示最後連線地點，幫助使用者找尋遺失輔聽器。

5.  神寶醫資專屬APP

    請先至Google商店/APP store下載神寶醫資輔聽器專屬APP程式使用 ( Android / iOS )。

    (Android : 適用於Android 7/8/9版本 / iOS : 適用於iOS 11/12/13版本)

- 輔聽器初始設定，包括配對與裝置連線等運用

- 輔聽器聆聽模式切換，細部功能微調需求

透過APP預先錄製特定人的聲音，當同時多人交談對話時，使用神寶醫資APP人聲電話簿功

能勾選欲聆聽人聲， 。預錄的流程類似現行手機增加新電話聯絡人操作概念；啟動APP中”

新增對象”選項，介面會引導使用者與對象，對象按照介面顯示文本錄製，並可搭配手機照

相機新增頭像、名稱、地址等相關說明。

神寶醫資輔聽器使用 WDRC系統，放大率隨著輸入音量的大小而改變，小聲時放大率較大，

而大聲時則減小，增加可聽度及舒適度。

適用於iOS11/12/13版本
iOS Android

適用於Android7/8/9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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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場所

輔聽器使用場所為一般正常使用場所皆可使用，比方室內、室外、搭乘交通工具、野外等，唯

有游泳、健檢或下大雨怕淋濕等特殊請況不使用。(請參照本說明說第3頁注意事項)

1.  LED 指示燈

2.  音量調節/藍芽配對/電源開關按鍵

3.  充電接口

4.  收音麥克風

5.  RIC(Receiver In Canal)接收器

6.  RIC(Receiver In Canal)接收器電子線

輔聽器/充電盒組件和名稱

輔聽器BTE

S M L

 

1

2

4

3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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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聽器充電盒(行動電源)    
型號: SP031A-4101

1.  RIC ( Receiver In Canal ) 接收器放置槽

2.  輔聽器放置槽

3.  充電盒電量顯示LED 指示燈

4.  充電盒電量顯示按鈕

5.  充電線 ( Type C )

6.  充電線插孔

“神寶醫資”



9

電池

當電池電量不足時，您會聽到低電量提醒信號，此時您需要將輔聽器放入充電盒充電，電池的

使用壽命將視電池類型而定。

若需了解目前輔聽器之電量，請開啟神寶醫資輔聽器專屬APP了解目前電量。

電池尺寸和操作提示

本輔聽器使用的電池規格：鋰離子鈕扣電池 ( 請隨身攜帶充電盒)

為輔聽器充電

將TYPE-C充電線接到充電盒中, 再連接到充電端做充電

請緊閉充電盒蓋子，以利確實充電。

低電量: 當電池呈現低電量時

您將會聽到兩聲警示聲。您將有大約60分鐘的使用時間 (根據輔聽器設定與使用模式

有所差異)，建議您隨身攜帶充電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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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和關閉輔聽器

1.  開啟輔聽器:

    短按按鍵的下鍵，使輔聽器電源開機。

2.  關閉輔聽器

    您可以通過將輔聽器放入充電盒，使輔聽器電源關閉；亦可長按按鍵的下鍵7秒鐘後放開，

    使輔聽器電源關閉。

日常使用

輔聽器開啟後，會發出提示音，
表示開啟或關閉時的狀態。
此時輔聽器將在延遲9~12秒後開
啟，在此期間，您可以將輔聽器
放入耳中，而不會出現令人不愉
快的反饋音。

7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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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配戴輔聽器

識別左右耳輔聽器，以便將其正確的安裝及配戴，輔聽器RIC(Receiver In Canal)接收器上會標記

顏色，您可針對需求進行安裝。

紅色：右耳 / 藍色：左耳

戴上輔聽器

1.  將輔聽器耳勾掛於耳朵上，服貼於耳後。

2.  先打開您的嘴再閉上，以避免耳道中積聚空氣。小心地推動耳塞塞入耳道，稍稍扭轉耳塞，

    直到耳塞完全塞入耳道。

右耳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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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下輔聽器

1.  將耳塞從耳道中拉出，請勿拉動RIC(Receiver In Canal)接收器以移除輔聽器，

    這可能會損害您的輔聽器。

2.  握住輔聽器本體，將輔聽器從耳後繞至耳前取下。

受傷的風險：在極少數情況下，取下輔聽器時，耳塞可能留在耳道中。

如果發生這種情況，請洽專業醫療人員幫忙取下耳塞。

使用後請清潔和乾燥您的輔聽器。有關詳細信息，請參閱「保養和護理」說明。

警告

調整音量

按壓音量調節鍵或使用App進行調整。

信號音表示音量變化，達到最大或最小音量後，您將聽到不同的信號音。

音量增加

音量減少



13

按鍵位置及功能說明

按壓音量調節鍵或使用App進行調整。

信號音表示音量變化，達到最大或最小音量後，您將聽到不同的信號音。

按鍵上鍵

按鍵下鍵

動作

短按

長按3秒

長按7秒

電話來時 - 短按 

電話中 - 短按 

開機時 - 短按 

關機時 - 短按 

長按3秒

長按7秒

電話來時-短按

電話中-長按3秒

效果

音量增加

人聲增強 / 正常聆聽

飛航模式

接聽電話

音量增加

音量降低

開機

輔聽器與手機或電視配對

關機

掛斷電話

掛斷電話

按鍵上鍵

按鍵下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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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與指示燈狀況說明

指示燈

指示燈

狀態

藍色光恆亮1秒

輔聽器指示燈顏色

橘色光閃爍3 次

配對中: 藍色光、綠色光交替閃爍

配對完成: 藍色光恆亮3秒

橘色光恆亮3秒

綠色閃爍

人聲增強 / 正常聆聽

飛航模式

開機 ，與手機藍芽配對

接聽電話

關機

輔聽器放入充電盒充電時

充電盒插上 type-c 電源時候
行為:插入type-C接上電源後，LED持續閃爍，閃爍LED數量顯示充電盒目前電力狀態。

當電量0~25%時候

當電量26~50%時候

當電量51~75%時候

當電量76~100%時候

當電量100%時候

第一顆燈閃爍(左一)

第一,第二顆燈閃爍(左一,左二)

第一,第二,第三顆燈閃爍(左一,左二,左三)

四顆燈都閃爍

四顆燈都恆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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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機嘯叫聲 

問題 排除

請先確認麥克風是否緊靠入耳式喇叭,如是請移開入耳式喇叭

請先放入輔聽器本體再放入RIC音源線與耳塞

檢查是否耳塞有塞緊或更換另一適合尺寸耳塞

輔聽器放入充電盒產生嘯叫聲

問題排除

保養和護理

清潔

為了防止輔聽器受到損壞，請遵循以下的基本規則，這些規則很快就會

成為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如果沒有定期清潔，可能會損壞輔聽器或造成人身傷害。

2. 每天用柔軟乾燥的紙巾清潔輔聽器。

3. 切勿使用自來水或將設備浸入水中清洗。

4. 清潔時切勿施加壓力。

1. 輔聽器

乾燥和保存 : 睡覺前請擦乾你的輔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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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L號 尺寸M號 尺寸S號

上述耳塞皆附大/中/小其中一種尺寸3個，請試用每一種尺寸，選擇配戴時感覺舒適的尺寸。

耳垢可能積聚在耳塞上，這可能影響音質，請每天清潔耳塞。

大約每三到六個月更換一次耳塞，如果發現裂縫或其他變化，請及早更換。

- 清潔耳塞

  以柔軟乾燥的紙巾擦拭，這可以防止耳垢變乾和硬化。切勿使用自來水或將耳機浸入水中。

- 更換標準耳塞

  捏緊耳塞前端，拉出用過的耳塞並換上新耳塞須將耳塞塞到底。

2. 耳塞

- 開洞式耳塞(單層破孔)

  建議聽力需求較輕的用戶選用，您的輔聽器搭配此款耳塞時，配戴上有比較舒適的開放感，

  音質上也會感覺比較自然，但是開啟較大音量時可能會引起輔聽器嘯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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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維修

產品有效期限:自出廠後1年

保固期限: 整機保固為售出後1年內

產品環境溫溼度條件: 充放電 10°C ~ 40°C /溼度30% ~ 85% 

儲存條件: -20ºC ~ 45ºC，溼度30% ~ 85%

運輸條件: -20ºC ~ 60ºC，溼度30% ~ 85%

符號說明
本文件所使用的符號

本文件所使用的符號

包裝或裝置上的符號

注意事項

在使用產品前，務必閱讀標有標記符號的手冊

請勿將本裝置與一般本地廢棄物連同廢棄

請參閱並遵照使用者手冊指示

請將此產品電池設備投放至相應的之回收站

製造廠 製造日期

小心輕放 保持乾燥

型號 避免陽光直射

序號 

(溫度) (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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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使用本產品前、請先確認您已經過合格專業醫師或合格聽力師之診斷、請遵

照醫囑挑選適合自己病情輔聽器並正確配戴。

配戴本產品若感到任何不適、請立刻停止配戴，並立刻尋求專業醫師協助。

配戴本產品前、請確認耳塞尺寸適合您的耳道，若不適合請立刻取下。

配戴耳塞前請先確認耳道沒有任何異物，並請勿放置耳塞過於深入。

若休息或睡眠前、請務必取下輔聽器。

本產品限定 20 歲以上成年人使用，不用時請妥善收藏、亦不可借給其他人

使用以免損傷正常聽力。本產品應放置於嬰幼兒及孩童無法取得之處。

輔聽器、配件或搭配之電池若吞下誤食、會造成身體損害，因此若疑似吞下

輔聽器、配件或搭配之電池、請立刻送醫診治。

不可將輔聽器、充電盒、相關配件、電池靠近或放入水、火、或是熱源高溫

、低溫、高濕、強酸、強鹼環境。

請勿將此產品曝曬於日光、放置車內。

請勿將輔聽器沾上化妝品或任何化學物質。

不可將輔聽器、充電盒、相關配件、電池靠近強電磁波、強力磁鐵、微波爐

、微波產生器。

不可將輔聽器、充電盒、相關配件、電池擠壓、落摔、若發現此種情況、請

勿繼續使用並連繫廠商。

禁止修改或反彙編本產品相關任何程式(包括App)以免產生不可預測風險。

雖然產品具有防水防塵功效、但請勿將輔聽器、充電盒、相關配件、電池放

入水中，或浸濕。

本產品請勿接上其它裝置或其它非原廠充電器或充電電線、以免產生風險。

本產品請勿接上未經本公司核可之其它裝置或擴大器、以免造成聽力受損或

其它風險。

請每次使用前後確認電池與產品外觀是否受損、安裝電池請依照原廠說明。

配戴輔聽器時請勿理髮或進行洗澡、游泳、三溫暖活動。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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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置電池設備絕不能當成一般生活垃圾，若廢棄不用、請將此產品及電池設備投放至相

應的電子設備或電器之回收站。

若有耳朵、耳道之疾病，需先經醫師診斷並遵照醫囑

充電盒不能放在托運行李，只能放在隨身行李。

請勿在下列區域使用輔聽器其充電盒: 工業有危險的區域、易燃的區域。

如果您感到疼痛或耳朵後面發炎，或皮膚刺激與加速耳垢的堆積發生，

請與聽力師聯繫。

若耳塞卡在您的耳道間，為了安全起見請去看醫生去除，切勿嘗試重新

將輔聽器插入耳道。

如果意外吞下輔聽器，請立即諮詢醫生或醫院，輔聽器及其零件可能造成窒息，

特別注意兒童、認知障礙的人員、寵物。

拆解輔聽器與充電盒，可能造成觸電危險，可能導致身體受傷(電擊)。

輔聽器是防水不是能浸水中，其設計是能承受正常活動和偶然暴露於極端條件。

永遠不要把輔聽器放置於水中，可能導致輔聽器失去功能。

請保護您的輔聽器和充電配件，切勿使用微波爐或其他加熱設備來擦乾輔聽器或配件

(可能引發火災或爆炸的危險，請詢問您的聽力診所，合適的乾燥方式)

耳塞建議3個月更換一次，避免有變硬或脆化的問題，防止於RIC中脫落。

特殊醫材的輻射可能會對輔聽器的正常運作造成影響，例如:醫療或牙科X光檢查

（含CT掃描、提檢掃描）。

輔聽器不需要在通過安全門時被移除。例如:機場安全門。

取得審驗證明之低功率射頻器材，非經核准，公司、商號或使用者均不得擅自變更

頻率、加大功率或變更原設計之特性及功能。

低功率射頻器材之使用不得影響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經發現有干擾現象時，應立

即停用，並改善至無干擾時方得繼續使用。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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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合法通信，指依電信管理法規定作業之無線電通信。

低功率射頻器材須忍受合法通信或工業、科學及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設備之干擾。

當輔聽器正在使用時，請勿進行維修及保養與清潔。

當遇到電池無法充電或是電量快速損耗時，請送回經銷商維修。

警告

如果更換不正確之電池型式會有爆炸的風險。

請依製造商說明書處理用過之電池。

32. 

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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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聽器製造商名稱: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輔聽器製造商地址: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81之1號

輔聽器工廠名稱: 仁寶電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輔聽器工廠地址: 中國大陸江蘇省昆山綜合保稅區A區第三大道25號

充電盒製造商名稱: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充電盒製造廠地址: 桃園市桃園區瑞慶里中正路1351號14樓 

充電盒工廠名稱: 葳統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充電盒工廠地址: 中國廣東省深圳市龍崗區龍崗街道同樂社區寶龍六路老太坑工業區1號A/B棟

製造商資訊

客戶免費諮詢專線:0800-005-958

客戶諮詢服務專線電話:02-8751-6388 

專線服務諮詢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9:00~下午18:00.

客戶服務信箱: info@shennonacorp.com

客服專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