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oHearing R2

耳寶MFi數位助聽器

RIE耳內接收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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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選擇我們的助聽器陪伴您度過日常生活；如同您購

買任何新用品，需要一點時間才能熟悉它們的操作。本指

南將幫助您重拾聆聽的樂趣。

為使您的聽覺能獲得最佳效果，建議您全天佩戴。這將幫

助您獲得最佳的聽力輔助。

※ 提醒

有聽損問題者，請先尋求專業醫師協助，先了解自身的聽

力狀況，排除病理問題後再行佩戴為佳。音量請適量調整

，過大之音量恐造成聽力傷害。

本款助聽器不適用於3歲以下的兒童或發育年齡小於3歲的

兒童。

歡 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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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所購買的是Mimitakara 耳寶MFi數位助聽器(RIE 耳內

接收器型)，系列名稱：goHearing，型號：R2

本助聽器專為iPhone而設計，可直接藍牙連接到iPhone

，iPad或iPod touch，您可以接聽電話、聆聽音樂、調

整助聽器音量與模式等。

使用本助聽器，您需要搭配的智慧型手機設備如下：

iPhone 5  或更高版本

iPad Pro  （所有型號）

iPad Air  （所有型號）

iPad（第4代）  或更高版本

iPad mini  （所有型號）

iPod touch（第5代）  或更高版本

您的助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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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聽器組件和名稱

充電盒

助聽器(預裝中耳塞)

清潔刷

單層耳塞(大/小/極小) &雙層耳塞(大/中/小)

USB充電線

※ 以上配件左、右耳各一組



各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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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塞(中)

喇叭

麥克風

充電孔
(變壓器選配)   

充電盒

充電指示燈

清潔刷

耳塞(大, 小, 極小)

電池供電槽(三號電池自購)
※ 本產品無法對三號電池充電。



首次使用助聽器請充電四小時以上，助聽器不使用時

請立即放入充電盒充電，當助聽器發出嘯叫聲即為充

電提醒。

本產品採用充電式設計，在正常使用狀況下，內建的

充電電池約可使用2年，欲更換請洽客服專線。

請勿讓嬰幼兒或無自主能力者使用本產品。

本助聽器嚴禁自行拆解、改造、修理…等行為，以上

行為不屬於保固範圍。

使用前請先清潔耳道後使用，防止耳道分泌物堵塞喇

叭孔，影響收音品質。

根據充電電池的特性，在電池電量不足時，音量會較

平時微弱；此現象並非功能損壞，此時請進行充電即

可。

有聽損問題者，請先尋求專業醫師協助，了解自身的

聽力狀況排除病理問題後，再自行佩戴為佳。

請使用適合的音量，過大的音量恐造成聽力傷害。

使用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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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佩戴助聽器

1. 請先清潔耳朵，保持耳道暢通

2. 將助聽器耳勾掛在耳朵上方

    (如右圖所示)   

3. 將喇叭塞入耳道確認耳塞尺寸是否

    合適。請務必保持耳塞跟耳道緊密

    貼合。使用錯誤尺寸耳塞會導致漏

    音現象產生，助聽器會發出嘯叫音

   ，請更換緊密尺寸的耳塞可以有效

    抑制此現象發生。



助聽器功能說明

更換耳塞

我們準備了四種不同尺寸的耳塞方便您使用。

更換耳塞步驟

步驟一、捏住助聽器上欲更換之耳塞，將其拉出固定軸。

步驟二、將新尺寸的耳塞，將其確實嵌入固定軸上。

步驟三、再次確認耳塞完全塞入固定軸上，確保耳塞固定

                在喇叭上不易鬆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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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耳塞更換教學

請以智慧型手機掃描

※ 無論使用何種款式耳塞，以佩戴者感覺舒適無嘯叫聲即

可。



充電說明       

兩種充電方式供您選擇

A) 變壓器充電

步驟一、將助聽器放入充電盒

中，確認助聽器是否有確實放

入充電槽，若未準確放去入則

會發出嘯叫聲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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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充電線的 Micro Usb 端，接上

充電盒。



步驟三、將Usb端接上變壓器 (變壓器選配)

步驟四、將變壓器插入電源插座即可開始充電，若充電線

沒準確接好導致供電異常，亦會發出嘯叫聲警示。



※ 助聽器充電中即為關機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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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使用三號電池充電

步驟一、將助聽器放入充電盒中，確認助聽器是否有確

實放入充電槽，若未準確放去入則會發出嘯叫聲警示。

步驟二、將三號電池裝入電池槽中，負極朝上正極朝下

(如下圖所示)，即可開始幫助聽器充電。電池沒電或裝

置錯誤導致供電異常，助聽器亦會發出嘯叫音警示。

C) 充電指示燈

亮橘燈：充電中

亮藍燈：充飽電



如何調整音量及模式   

1. 先將助聽器與 Apple設備連結

步驟一、確認助聽器電源是否有電  

步驟二、開啟 Apple設備藍牙功能：設定  → 藍牙開啟 

步驟三、將助聽器與Apple設備連結：設定 → 輔助使用 

                → 聽力→ 助聽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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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您的Apple設備將搜索您的聽力設備。

步驟五、在“ MFI助聽裝置”下，點擊您的助聽器的名

                稱「goHaering R2」



當您在屏幕上看到配對請求時，點擊配對。如果您有兩個

助聽器，則會收到兩次配對請求。配對可能需要一分鐘。

當您在MFI助聽器下方看到帶有複選標記的助聽器時，便

可以開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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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調整助聽器音量

左耳調音

右耳調音

電量
顯示



※ 以上界面會因作業系統版本不同而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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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戶外降噪
主動降低自己說話聲音
餐廳(室內吵雜環境)
車內(開車時後方收音)

3. 選擇環境模式 (左、右耳可分別調整)

4. 開始「即時聆聽」

僅限「 一般模式」下使用，有了「即時聆聽」功能，您的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 就變成了遠端麥克風，可將

聲音傳送到您的助聽器。即時聆聽可以協助您在吵雜空間

中聽到對話，或者聽到某人在房間的另一邊談話的內容。

可用於教學、開會、演講、看電視.....等需求。



5. 控制助聽器

您可以使用Apple設備選擇環境模式，調整音量，即時聆

聽等功能。欲控制您的聽力設備，請使用“設置”或“輔

助使用快速鍵”(請快速按三下主畫面按鈕。在 iPhone X 

或後續機型上，按三下側邊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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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通過：設置>輔助使用>助聽裝置，來設置您使用Apple

設備控制的功能：

● 播放鈴聲

     您可以通過連結的聽力設備播放鈴聲。

● 選擇環境模式 

     根據助聽需求選擇適合的環境模式。

● 調整助聽器音量

     可調整助聽器音量大小聲。

● 音頻切換

     當您在Apple設備之間切換時，繼續通過助聽器收聽

     媒體，例如：您的助聽器已連接到iPhone，但當您開

     始在iPad上觀看電影，則助聽器會自動連結到iPad。

● 即時聆聽功能

     可透過Apple設備之麥克風至遠端傳送聲音到助聽器

您可以在“設置”中點擊助聽器的名稱，以：

● 查看助聽器的電量 

● 查看連結狀態

● 調整單耳或雙耳助聽器的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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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多個設備配對

當您將助聽器已與多個Apple設備配對，於使用音頻時，

助聽器的連結將自動從一台設備切換到另一台設備。當

您的iPhone來電時，也會自動切換接聽電話。如果您在

某Apple設備上更改了助聽器設置，則會將其發送到其他

Apple設備。 

要與其他iPhone，iPad或iPod touch配對，請執行以下

步驟：

1. 確保所有設備都連接到相同的Wi-Fi網絡，並使用相同

    的Apple ID登錄到iCloud。

2. 請按照有關如何Apple設備配對連結方式的步驟進行操

    作。

MFi 助聽器使用說明

請以智慧型手機掃描

● 選擇一個環境模式

● 使用“即時聆聽”

● 斷開您的聽力設備的配對



用戶支援

保養方法

使用前

使用後

每次使用請先清理耳道

使用後需使用小刷子將耳塞周圍之耳垢清除，

務必使耳塞上的小孔保持暢通，以維長期正常

運作，耳垢的堵塞可能會影響到助聽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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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清潔助聽器教學

請以智慧型手機掃描

請將您的助聽器盡力保持乾燥清潔，濕氣/潮濕與異物(例

如耳垢、耳水…等)都會影響助聽器的使用壽命及性能。

1. 請使用清潔刷或軟布來清潔助聽器的開關、麥克風與

   充電孔的污垢。

2. 絕對不可以用水、溶劑、清潔液或清潔油來清潔您的    

     助聽器。

3. 如果助聽器長時間不使用請每周定期充電，且將您的

    助聽器妥善收藏於

    - 乾燥、安全的地方

    - 避免陽光直射

    - 避免溫度過高、過低

    - 您可以容易找到的地方

    - 避免嬰幼兒、孩童可以接觸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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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任何原因，您的助聽器無法使用時請勿自行維修助聽

器，會破壞保固跟保險原則，也容易造成助聽器更大的損

壞。當您的助聽器無法使用或是出現異常現象時，可以參

考下頁的故障排除。

如果下頁說明的方式無法解決您的困擾請聯繫

耳寶客服： (02) 8665-0329

故障排除

1. 在正常使用狀況下主機提供一年保固，保固期間本公司

    提供免費維修服務。耳塞、喇叭、喇叭線…等個人衛生

    附屬用品則不在保固範圍之內。

2. 產品過保固期或因使用不當、未依照使用說明使用，或

    受到外部撞擊等產生之故障，需維修時則酌情收取工本    

    費；另外觀遭受破壞、機器嚴重損壞或自行拆解、改裝

    ，將不予以維修。

3. 因天災、火災等非人力可及之因素所產生之損壞不在保

    固範圍。

4. 如需維修服務請將產品隨同保固書寄到本公司即可。

保固說明



症狀

聲音
不夠大

充電後再使用

請清潔堵塞物或
更換耳塞

請清潔堵塞物或
更換耳塞

請清潔堵塞物或
更換耳塞

請調整音量或請洽詢
醫師協助

請清潔喇叭及麥克風

性能
不穩定

充電後再使用

充電後再使用

電池電量過低 

喇叭、耳塞有
堵塞物  

喇叭、耳塞有
堵塞物  

喇叭、耳塞有
堵塞物  

聽力值有改變 

污垢堆積

電池電量過低

電池電量過低  

喇叭沒有完全
塞入耳道 

助聽器有問題

耳塞尺寸不合

請洽維修中心

請將喇叭確實塞入
耳道與耳洞

請更換適當尺寸耳塞

聲音不清晰
、失真、
沒聲音

助聽器
嘯叫聲

可能導致原因 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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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使用者完全習慣助聽器，預估會花上數週時間。您必

須反覆練習直至大腦能夠適應助聽器所提供的新聲音。聽

覺為分享思想、計畫與感官的一部分，讀唇、面部表情與

手勢可幫助學習過程更加順利。

● 您的家人與朋友需要注意的部分

1. 對話前請佩戴者集中注意力。

2. 在安靜的環境中，讓佩戴者看著自己對話。

3. 說話須清晰、音量正常、放緩說話速度。說話音量過

    大會使言語理解度變差。

4. 聽不清楚時避免重複說同一個字句，試用其他同義字

    增加理解。

● 使用者應注意的部分

1. 靠近且看著說話者盡量不分心。

2. 選擇安靜環境中談話，與說話者面對面坐著。

3. 試試不同位置，找出最佳聆聽位置。

溝通技巧



耳寶FB粉絲團耳寶Line線上客服
ID : @ctg9173m

耳寶客服電話：(02)8665-0329

耳寶客服信箱：service@diginex.com.tw

4. 背景噪音可能會讓您感覺有些不適應跟沮喪，但請有

    耐性。利用背景噪音減弱時注意聽取信息。

5. 讓其他人知道您需要什麼，請注意一般人是『看不見』

    您的聽力狀況。

6. 適當的期望並嘗試了解助聽器的能力極限。

7. 使用助聽器是一個結合渴望、反覆練習與耐心的學習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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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稱：耳寶 助聽器 (未滅菌)

英文名稱：Mimitakara hearing aid (Non-sterile)

產品系列：goHearing

產品型號：R2

類別：第G類：耳鼻喉科用裝置

規格：氣導式助聽器

效能：限醫療器材管理辦法「助聽器(G.3300)」第一等級鑑別範圍

適用對象：中、重度聽損者

產品使用：滿充電約可連續使用14小時

產品尺寸：約 15 x 45 x 9 mm / 單個

重量：約10g / 單個

產品材質：耳機主體為 ABS / 耳塞為矽膠

生產日期 / 製造批號：標示於盒上

產地：台灣

藥商名稱：元健大和直販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藥商地址：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2段196號2樓

藥商諮詢電話：(02) 8665-8227

製造商名稱  元健大和直販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委託元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及地址：      臨廣加工區廠 (高雄市前鎮區新生路248-26號4樓 (臨廣園區

                      B2棟4樓402廠房))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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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寶官網
www.mimitakara.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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