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代理： 

利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 164 號 7 樓之一 

電話：02-2718-5125 

傳真：02-2717-2037 
                                                                                        

 

 

                              

 

 

Roger inspiro 

產品使用手冊 

 



1 

 

1. 歡迎           3 

2. 開始學習使用您的 Roger inspiro 發射器                              4 

3. 開始                                                              4 

  3.1 Roger inspiro 充電                                              5 

  3.2 將 Roger inspiro 開機                                           5 

  3.3 佩戴 Roger inspiro                                              5 

  3.4 佩戴 iLapel 頸掛式麥克風                                         7 

  3.5 佩戴選配的 EasyBoom 播報員式麥克風                             7 

  3.6 將麥克風靜音                                                    8 

  3.7 啟動按鍵鎖                                                      8 

4. 使用 Roger inspiro 發射器                                           9 

  4.1 如何進入 Roger inspiro 功能選單                                  9 

  4.2 使用 Roger inspiro 連結網絡內的設備                              9 

     4.2.1 連結 Roger 接收器                                          9 

     4.2.2 連接 FM 接收器                                             9 

     4.2.3 連接 Roger DigiMaster 聲場喇叭                             10 

  4.3 使用 Roger inspro 在教室教學網絡中(主要發話者模式)               10 

  4.4 使用 Roger inspiro 在會議網絡中(平等發話者模式)                  10 

  4.5 建立一個子教學網絡，應用在協同教學使用(子網絡/結束網絡)          10 

  4.6 使用 Roger inspiro 確認其他設備(Check)                           11 

  4.7 使用 Roger inspiro 管理 Roger 接收器的設定(Check/Manage)        11 

5. 更多細部資訊                                                        12 

  5.1 檢查 Roger inspiro 軟體版本                                       12 

  5.2 客製化按鍵功能設定                                               12 

  5.3 改變使用模式                                                     12 

  5.4 調整 Roger DigiMaster 聲場喇叭音量                               13 

  5.5 調整 Roger DigiMaster 外接音源輸入音量                           13 

  5.6 加入現存的教學網絡(JoinNet)                                      13 

  5.7 建立一個新的教學網絡(NewNet)                                    13 

  5.8 檢視教學網絡中已連結的裝置                                       13 

  5.9 檢視 Roger inspiro 總共使用時間                                   14 

目錄 



2 

 

 

  5.10 改變 Roger inspiro 的 FM 頻道                                   14 

  5.11 透過 Roger inspiro 找到可用的 FM 頻道                           14 

  5.12 改變 FM 接收器設定值                                           14 

  5.13 重新啟動初始使用狀態選單                                       15 

  5.14 改變目錄種類                                                   15 

  5.15 將 Roger inspiro 與音源設備連接                                 15 

  5.16 驗證模式                                                       15 

  5.17 Roger inspiro 基本功能設定                                      16 

  5.18 說明                                                           16 

  5.19 技術資料                                                       16 

6. 故障排除                                                           17 

7. 重要資訊                                                           17 

 

 

 



3 

 

 

1. 歡迎 

恭喜您選擇了 Phonak 公司的 Roger inspiro 發射器，Roger inspiro 是部高效能的無線麥

克風，符合教師使用的需求，且是專為正常或特殊學校使用所設計的。 

您的 Roger inspiro 是由瑞士 Phonak 公司所製造的高品質產品，Phonak 公司是世界聽

力保建的領導品牌。 

請您仔細的閱讀使用手冊，可以讓 Roger inspiro 提供的所有功能帶給您使用上的最佳效

益。 

假如您有任何問題，請聯絡當地的產品服務人員或代理商。 

 

Phonak – life is on                                  www.phonak.com 
 

 
 

 

 

2. 開始學習使用您的 Roger inspiro 發射器    

 

 

 

 

Roger inspiro 

1  開/關 切換開關 

2  彩色顯示螢幕 

3  功能按鍵 

4  按鍵鎖及回復鍵 

5  麥克風靜音鍵 

 

 

6  3.5mm 音源輸入插孔 

7  迷你 USB 充電插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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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開始 

3.1 Roger inspiro 充電 

   Roger inspiro 主機內建效能極佳的充電式鋰電池且具備快速充電的效能，完全充飽電 

約需要 2 個小時的時間。 

 

  Roger inspiro 充電過程中顯示螢幕會顯示閃動的電池符號。請勿注意勿充電過度。 

8  腰掛夾及頸掛帶固定扣 

9  麥克風線收納槽 

 

 

 

 

 

iLaple 頸掛式麥克風 

10  麥克風收音孔 

11  麥克風固定夾 

 

 

EasyBoom 播報員式麥克風(選購) 

12  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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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 Roger inspiro 與充電器拔開時，螢幕上會顯示機器的電量。 

   綠色電池符號表示已充飽。 

  當 Roger inspiro 使用到電量只剩 1 小時前，主機會震動提醒。 

  請檢查 Roger inspiro 螢幕上的訊息並依照指示充電。 

  當 Roger inspiro 電池完全沒電時，電池的標示將顯示為紅色。 

     只可以使用 Phonak 原廠提供的 Roger inspiro 專用充電器進行充電。 

 

3.2 將 Roger inspiro 開機 

  將 Roger inspiro 開機，請將機器上方的開關切至左方，螢幕將出現開機的畫面。 

  為了節省電力，Roger inspiro 螢幕在開機幾秒鐘後，若沒有操作則螢幕背光顯示將會 

  關閉，再按任何按鍵即可再次啟動螢幕顯示背光。 

 

  將 Roger inspiro 關機，將切換開關切至右方。 

 

     在第一次將 Roger inspiro 開機時，請依照螢幕上的指示設定個人使用偏好。  

 

3.3 佩帶 Roger inspiro 

  Roger inspiro 可以使用腰掛佩帶方式          或使用頸掛戴佩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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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Roger inspiro 後方固定扣插入腰掛夾   

並確定完全固定住。 

 

 

 

 

 

也可以在連接 Roger inspiro 前先將腰掛夾固定在皮帶或腰帶上。 

 

移除腰掛夾，按腰掛夾上方按鈕。 

 

 

將 Roger inspiro 背後固定扣插入頸掛帶固定扣中。 

將頸掛帶長度調整至適合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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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佩帶 iLaple 頸掛式麥克風 

   iLaple 頸掛式麥克風是非常容易使用的方向性收音麥克風，可以提供絕佳的聲音品質。 

   在更換麥克風前，您必須將 Roger inspiro 關機 

  a) 將 iLaple 麥克風從 Roger inspiro 取出 

 

   b) 將 iLaple 麥克風固定在衣服上並確保將麥克風放置於距離嘴巴約 20 公分的位置。 

 

      請勿遮蔽住 iLaple 上的兩個麥克風收音孔!! 

                                                    

 

3.5 佩帶 EasyBoom 播報員式麥克風(選購) 

    EasyBoom 播報員式麥克風使用容易、舒適且耐用的麥克風，於教室使用非常理想。 

     在更換麥克風前，您必須將 Roger inspiro 關機 

 

確保麥克風收音頭調整至正確收音的位置，

如左圖(A)所示，若有需要可以調整左圖(B)

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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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EasyBoom 麥克風線固定在衣服領子上， 

如右圖所示並確保麥克風線與主機不會受到 

過度的拉扯。 

 

 

 

 

將麥克風收音頭放置在正確的位置，如下圖所示﹕ 

 

 

3.6 將麥克風靜音 

    Roger inspiro 可以透過簡單的按壓 

    靜音鍵即可將麥克風靜音。 

   ■  這個符號代表麥克風是啟動收音﹕  

   ■  這個符號代表麥克風是靜音﹕  

 

 

3.6 啟動按鍵鎖 

    建議盡可能隨時啟動按鍵鎖鎖定，避免使用時 

    誤觸按鍵功能。 

    啟動按鍵鎖功能，在螢幕背光時按壓鑰匙符號按鍵 

    然後按壓 OK 按鍵，在螢幕工具列出現鑰匙符號即 

    完成鎖定。解除按鍵鎖功能，重覆上述動作即可解鎖。 

   按鍵鎖鎖定時，前方按鍵功能會被鎖定，但機器電源開關切換功能仍然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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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 Roger inspiro 發射器 

4.1 如何進入 Roger inspiro 功能選單 

    ■ 按壓上/下 箭頭按鍵或 OK 按鍵即可立即進入 Roger inspiro 功能選單。 

    ■ 按回復鍵( )即可回到 Roger inspiro 的功能選單。 

    ■ 按 Roger inspiro 螢幕下方左邊或右邊的功能鍵(  )。 

4.2 使用 Roger inspiro 連結網絡內的設備   

    Roger inspiro 可以連結多部發射器及無線數量的 Roger 接收器使用，只要將要連結  

    的設備靠近後按連結即可將設備連結在同一個教學網絡中使用。 

4.2.1 連結 Roger 接收器 

    Roger inspiro 可以連接無限數量的 Roger 接收器。 

    如何連結﹕ 

    ■ 將 Roger inspiro 發射器開機。 

    ■ 將 Roger inspiro 發射器拿靠近 Roger 接收器約 10 公分的距離內。 

    ■ 耳掛型 Roger 接收器與耳掛型助聽器連接並需開機。體配型 Roger 接收器需開機。 

    ■ 按 Roger inspiro 功能右上"連結"鍵，Roger 接收器將聽到嗶一聲提示音。 

    ■ Roger 接收器現在就已經與 Roger inspiro 連結完成，說話者可以透過麥克風將聲 

      音傳送給 Roger 接收器，將其他 Roger 接收器重複同樣的步驟即可完成連結。 

4.2.2 連結 FM 接收器 

    當 Roger insprio 設定在 Roger+FM 模式時，可以連接無限數量的 FM 接收器使用。 

    連接前 FM 接收器必須連接到助聽器並且開機。 

    如何連結﹕ 

    ■ 將 Roger inspiro 發射器開機。 

    ■ 將 Roger inspiro 發射器拿靠近 FM 接收器約 10 公分的距離內。 

    ■ 耳掛型 FM 接收器與耳掛型助聽器連接並需開機。體配型 FM 接收器需開機。 

    ■ 按 Roger inspiro 功能右上"連結"鍵，FM 接收器將聽到嗶一聲提示音。 

    ■ FM 接收器現在就已經與 Roger inspiro 連結完成，說話者可以透過麥克風將聲 

      音傳送給 FM 接收器，將其他 FM 接收器重複同樣的步驟即可完成連結。 

   Roger 及 FM 接收器可以同時使用 Roger inspiro 發射器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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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連結 Roger DigiMaster 聲場喇叭 

    Roger DigiMaster 聲場喇叭設備如 DigiMaster 5000 喇叭可以透過 Roger inspiro  

    連結使用。 

    如何連結﹕ 

    ■ 將 Roger inspiro 發射器開機。 

    ■ 將 Roger inspiro 發射器拿靠近 Roger DigiMaster 喇叭約 1 公尺的距離內。 

    ■ 將 Roger DigiMaster 喇叭電源打開。 

    ■ 按 Roger inspiro 功能右上"連結"鍵。 

    ■ Roger DigiMaster 喇叭現在就已經與 Roger inspiro 連結完成，說話者可以透過麥 

      克風將聲音傳送給 Roger DigiMaster 喇叭。 

4.3 使用 Roger inspro 在教室教學網絡中(主要發話者模式) 

    使用多部麥克風(如 Roger inspiro、Roger Touchscreen Mic、Roger Pass-around) 

    可以同時在一個教室的教學網絡中使用。主要的 Roger inspiro 在教學網絡中永遠具 

    有優先說話權，當主要麥克風停止說話其他的麥克風才有第二優先權。 

    如何設定主要發話者模式﹕ 

    ■ 進入 Roger inspiro 功能選單中﹕設定/模式/MTN 模式/選擇"主要發話者"。 

4.4 使用 Roger inspro 在會議網絡中(平等發話者模式) 

    使用多部麥克風(如 Roger inspiro、Roger Touchscreen Mic、Roger Pass-around) 

    可以同時在一個會議的網絡中使用。所有的麥克風在會議網絡中具有平等的說話權，  

    意謂當任何麥克風在說話時，其他麥克風需等說話的麥克風結束後，才可以發話。 

    如何設定平等發話者模式﹕ 

    ■ 進入 Roger inspiro 功能選單中﹕設定/模式/MTN 模式/選擇"平等發話者"。 

4.5 建立一個子教學網絡，應用在協同教學使用(子網絡/結束網絡) 

    在教學的過程中，有時需要提供一或兩個學生單獨的個別教學。個別教學時不需要被 

    其他學生接收到發射器的訊號時，可以使用 Roger inspiro 中子網絡功能暫時將個別 

    學生連結至子教學網絡中使用，其他學生無法聽到子教學網絡的聲音，結束時只要結 

    束網絡即可回復到原來的教學網絡中。 

    首先須先將螢幕下左鍵設定為子網絡功能﹕ 

    如何將左鍵設定為子網絡選項﹕ 

    ■ 至﹕設定/配置按鍵/左方功能鍵/ 選擇為 SubNet/EndSub 按 OK 鍵即完成設定。 

    如何將接收器設定至子網絡中﹕ 

    ■ 選擇 SubNet 鍵，並將接收器靠近在距離 10 公分內按連接即可進入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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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使用 Roger inspro 確認設備(Check) 

    網絡中的設備資料可以透過 Roger inspiro 無線進行確認或檢視。 

    各種種類的資料可以被確認或檢視﹕ 

    ■ 教學網絡狀態 

    ■ 連接設備的無線傳輸品質 

    ■ 已儲存的資料 

    ■ Roger 發射器電池狀態 

   如何確認或檢視設備﹕ 

    ■ 將 Roger inspiro 及要檢視的設備電源開啟。 

    ■ 將 Roger inspiro 靠近要檢視的設備約 10 公分的距離。 

    ■ 按左上的"確認"按鍵。 

    ■ 設備的資料會可以透過 Roger inspiro 讀取。 

    ■ 按箭頭往下可以檢視完整的資料內容。 

4.7 使用 Roger inspiro 管理 Roger 接收器的設定(Check/Manage) 

    Roger 接收器可以透過 Roger inspiro 直接設定。 

    多種設定可被改變﹕ 

    EasyGain 

    增加或減少 Roger 接收器的音量。 

    回復預設設定值 

    將 Roger 接收器回復至出廠設定。 

    如何設定 Roger 接收器的功能﹕ 

    ■ 將 Roger inspiro 及 Roger 接收器電源開啟。 

    ■ 將 Roger 接收器與 Roger inspiro 靠近距離在 10 公分之內。 

    ■ 按螢幕下方左鍵"確認"鍵。 

    ■ 出現 Roger 接收器資訊後，按螢幕下方右鍵"管理"。 

    ■ 選擇要設定的選項後進入即可設定 Roger 接收器。 

    CI Module 

    不同的電子耳適用專用的 Roger 接收器設定值﹕ 

    CI Module 最新的設定方式請參閱 www.phonak.com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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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 Module 適用的電子耳廠牌/型號 

自動 所有 

設定 1 Advanced Bionics 

AB/Harmony/Auria/Neptune; 

Cochlear/Freedom BW 

設定 2 Med-EL/Opus 2 

設定 3 Neurlec/Digi SPK 

設定 5 Phonak /MicroLink CIS 

設定 6 Cochlear/Esprit 3G 

設定 7 Neurelec/Digi SP 

設定 9 Cochlear /Nucleus 5,6 

 

5. 更多細部資訊 

5.1 檢查 Roger inspiro 軟體版本 

   若要檢查目前 Roger inspiro 的軟體版本，可以進入功能選單"關於發射器"中檢視。 

   如何進入檢視﹕ 

   ■ 至功能選單中﹕說明/關於發射器 

   ■ 檢視內容包含﹕主機序號、軟體版本、硬體版本、處理器版本、主畫面設定。 

5.2 客製化按鍵功能設定 

   若 Roger inspiro 螢幕下的兩個按鍵可依照使用需求設定為平常較常使用的功能按鍵。 

   如何設定按鍵功能﹕ 

   ■ 至設定/配置按鍵 

   ■ 選擇左方功能鍵或右方功能鍵並按 OK 鍵近入選擇。 

   ■ 選擇你想要按鍵的功能後按 OK 鍵，即完成設定。 

   ■ 設定完畢按回復鍵即可回到主選單。 

5.3 改變應用模式 

   Roger inspiro 可以應用兩種模式﹕ 

   Roger 模式﹕Roger inspiro 僅搭配 Roger 接收器或 Roger DigiMaster 喇叭使用。 

   Roger+FM 模式﹕Roger inspiro 同時搭配 Roger 接收器、Roger DigiMaster 喇叭及 

                   FM 接收器使用。 

   如何改變應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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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至 設定/模式/應用模式內選擇。 

   ■ 選擇 Roger 或 Roger+FM 模式後按 OK。 

   ■ 選擇後 Roger inspiro 會自動從新開機即完成設定。 

5.4 調整 Roger DigiMaster 聲場喇叭音量 

   Roger inspiro 可以無線調整 Roger DigiMaster 聲場喇叭音量。 

   如何改變 Roger DigiMaster 喇叭音量﹕ 

   ■ 至 聲場/音量控制內選擇。 

   ■ 選擇上/下 箭頭進行聲場喇叭音量調整。 

5.5 調整 Roger DigiMaster 外接音源輸入音量 

   Roger inspiro 可以無 

5.6 加入現存的教學網絡(JoinNet) 

   假如曾經已經建立了一個教學網絡，Roger inspiro 可以非常簡單的加入教學網絡中。 

   如何加入現存的教學網絡中﹕ 

   ■ 將 Roger inspiro 靠近已經加入網絡中的任何一部設備 10 公分的距離內。 

   ■ 至﹕網路/JointNet 按 OK 鍵。 

   ■ 螢幕上會詢問你是否加入網絡，按"是"即可完成加入現存的教學網絡。 

5.7 建立新的教學網絡(NewNet) 

   全新開始使用前，或在同一個空間內已經存在其他教學網絡時，使用前需建立一個新 

   的教學網絡。 

    建立一個新的教學網絡，您的 Roger inspiro 的資料將被刪除且無法回復回之前已 

      設定的教學網絡資料。 

   如何建立一個新的教學網絡﹕ 

   ■ 至﹕網路/產生新的網路 按 OK 鍵即可產生新的教學網絡。 

5.8 檢視教學網絡中已連結的裝置 

   這功能可以檢視在教學網絡中有多少的發射器麥克風或聲場喇叭已經被連結。檢視前 

   這些設備電源必須開啟。 

   如何檢視網絡中連結哪些發射器(例如﹕Roger inspiro、Roger touchscreen Mic) 

   ■ 至﹕網絡/查看 MultiTalker 按 OK 鍵即可檢視。 

   如何檢視網絡中連結哪些 DigiMaster 聲場喇叭(例如﹕Roger DigiMaster 5000) 

   ■ 至﹕聲場/檢視 DigiMasters 按 OK 鍵即可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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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教學網絡中已連結的裝置不適用接收器。 

5.9 檢視其他發射器設備總共使用時間 

   此功能可以透過 Roger inspiro 檢視其他發射器設備使用了多長的時間(自購買起或最 

   後一次服務計算起)。 

   如何透過 Roger inspiro 檢視其他發射器設備總共使用時間﹕ 

   ■ 確定 Roger inspiro 及欲檢視的發射器設備已開機。 

   ■ 將 Roger inspiro 靠近欲檢視的發射器設備在 10 公分以內的距離。 

   ■ 按螢幕下方左鍵"確認"。 

   ■ 螢幕會出現其他發射器設備的資料，按向下箭頭即可檢視總使用時間。 

5.9.1 檢視 Roger inspiro 總共使用時間 

   此功能可以檢視 Roger inspiro 使用了多長的時間(自購買起或最後一次服務計算起)。  

   這個時間可以在 Roger inspiro 內檢視。  

   如何檢視 Roger inspiro 總共使用時間﹕ 

   ■ 至﹕設定/日誌紀錄 按 OK 鍵即可顯示總使用時間。 

5.10 改變 Roger inspiro 的 FM 頻道 

   Roger inspiro 發射的 FM 頻道可以輕鬆的被改變。 

   如何改變 Roger inspiro 的 FM 頻道﹕ 

   ■ 至 FM/切換頻道 

   ■ 按往下箭頭選擇要使用的 FM 頻道按 OK 鍵即完成切換。 

   ■ 若要連結 FM 接收器頻道，在靠近 FM 接收器 10 公分距離內按連結即可。 

5.11 透過 Roger inspiro 找到可使用的 FM 頻道 

   透過這個功能可以找到所處環境中可使用不受干擾的 FM 頻道。 

   如何找到可使用的 FM 頻道﹕ 

   ■ 將 Roger inspiro 開機並靠近 FM 接收器 10 公分的距離內。 

   ■ FM 接收器必須開機。 

   ■ 至﹕FM/搜尋可用的頻道 按 OK 即可開始搜尋可用頻道。 

   ■ 按 好/不好 當搜尋到可用的頻道。 

5.12 改變 FM 接收器設定 

  透過 Roger inspiro 可以直接管理或設定 FM 接收器。 

  檢視 FM 接收器 

  顯示 FM 接收器目前被設定的頻道及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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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 FM 接收器增益值 

  可以增加或減少 FM 接收器的增益值。 

  改變 FM 接收器預設使用頻道 

  透過 Roger inspiro 改變 FM 接收器預設頻道，不需使用其他設備。 

  設定 FM 接收器警示音 

  可以設定 FM 接收器警示音音量或頻率。 

  FM 接收器按鈕功能鎖定 

  可以鎖定或開啟 FM 接收器上按鈕功能。 

5.13 重新設定 Roger inspiro 至出廠模式 

  將 Roger inspiro 設定至出廠模式，當重新開機後，機器將會重新設定為出廠模式。 

  如何將 Roger inspiro 重新設定至出廠模式 

  ■ 至﹕設定/模式/重新配置/再次啟動，按 OK 鍵，將機器電源關閉再開啟即完成。 

5.14 改變目錄種類 

  將 Roger 目錄設定為完整及簡單顯示畫面。 

   

5.15 將 Roger inspiro 與音源設備連接 

  Roger inspiro 透過主機下方的音源輸入孔可以直接連接各種音源設備。 

  如何連接音源設備﹕ 

  ■ 將配件內的 3.5mm 音源輸入線插頭插入音源設備的耳機插孔。 

  ■ 將音源輸入線的另外一端插頭插入 Roger inspiro 下方的音源輸入孔。 

  ■ Roger inspiro 螢幕上會出現 " " 音源輸入符號。 

  若連接的音源設備輸出的音量太大聲或太小聲，可設定音源輸入音量。 

  如何設定音源輸入音量﹕ 

  ■ 至﹕設定/設定音源輸入/外接音訊裝置 

  ■ 依照需求選擇大聲或一般，按 OK 鍵即完成設定。 

5.16 驗證模式 

  驗證模式是提供專業聽力師進行功能驗證時使用。 

  如何進入驗證模式﹕ 

  ■ 至﹕設定/校正/啟動 按 OK 鍵即可進入驗證模式。 

   當 Roger inspiro 於驗證模式，將發射器重新關機在開機，即恢復正常使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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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Roger inspiro 基本功能設定 

  在設定選項中有各種不同的設定可以選擇使用。 

  設定語言 

  選擇 Roger inspiro 螢幕上顯示的語言。 

  設定 Roger inspiro 螢幕背景圖片 

  可以依照個人喜好選擇螢幕背景圖片 

  設定日期與時間 

  可以設定日期與時間並依照個人喜好選擇日期與時間顯示格式。 

  設定鬧鐘 

  Roger inspiro 可設定鬧鐘振動提醒功能，當鬧鐘功能設定時螢幕上會顯示" "符號。 

  設定 Roger inspiro 螢幕顯示 

  設定螢幕亮度、關閉螢幕燈光時間、關閉螢幕時間。 

  檢視 Roger inspiro 電池狀態 

  檢視電池狀態 

5.18 說明 

  幫助索引 

  說明選項內具備幫助索引，提供功能的簡易說明。 

  網路技術支援 

  提供網路技術支援的網址，提供使用者、教師或父母需要的資訊。 

  關於發射器 

  顯示主機序號、軟體版本、硬體版本、處理器版本、主畫面設定。 

5.19 技術資料 

  Roger 無線傳輸技術標準 

  Roger 是數位無線傳輸技術標準，可以提供遠距離、低延遲時間、寬頻音訊傳輸的低耗 

  能接收器。Roger 可以與各種品牌助聽器、人工電子耳、Roger 聲場喇叭相容使用，提 

  供聽力損失或正常聽力的人使用。Roger 使用 2.4GHz 為全球自由使用無需證照的頻 

  段。Roger 提供在噪音中非常好的語音理解度。 

  操作距離 

  室內﹕約 15 公尺 / 50 呎 

  室外﹕約 50 公尺 / 170 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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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池使用時間 

  約 12 個小時 

  充電池間﹕約 2 個小時 

 

6. 故障排除 

    下列表格整理經常發生的問題及故障排除方式﹕ 

 常見問題 排除方法 

Roger inspiro 無法開機 

■ 電池沒電無法開機 ■ 將 Roger inspiro 充電至少 2 個小時 

語音不清晰 

■ 麥克風佩帶位置不正確 ■ 將麥克風佩帶至距離嘴巴約 20 公分內 

聽不到說話者的聲音，就算 Roger inspiro 已經開機 

■ 麥克風被靜音 ■ 檢查 Roger inspiro 螢幕並按壓靜音鍵

將麥克風啟動。 

■ 助聽器程式沒有切換至正確的位置 ■ 檢查助聽器程式是否有切換至正確位

置或音靴安裝是否正確。 

Roger inspiro 當機沒有反應 

■ 軟體問題 ■ 同時按住 Roger inspiro 左右四個鍵

即可重開機。 

 

7. 注意事項 

    使用前請詳讀下列注意事項 

 請將設備放置在三歲以下兒童可以拿到的地方。 

 試著拆開 Roger inspiro 主機有可能造成損壞，若機器發生問題無法排除，請連絡 

   您本地授權的服務廠商。 

 Roger inspiro 只可以讓授權的服務廠商進行維修，若自行維修或更換零件造成損 

   壞，需自負責任。 

 請勿在禁止使用無線通訊設備的場地使用 Roger inspiro，若有疑問請詢問場地負 

   責單位(例如﹕飛機上、醫院...等)。 

 只可以使用原廠的配件，若使用非原廠配件造成機器損壞，需自負責任。 

 請勿將充電中 Roger inspiro 佩帶在身上，避免發生危險。 

 將 Roger inspiro 遠離潮溼的地方，濕氣及高溫都會造成機器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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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光、CT、MRI 等高能量掃描有可能造成機器損壞。 

 碰撞或掉落會造成 Roger inspiro 損壞，請妥善保存機器。 

 保護機器上的插孔避免灰塵或異物跑入造成損壞。 

 若機器掉落水中，請勿自行烘乾或加熱，請立即將機器送至授權的維修中心處理。 

 使用乾布擦拭機器表面，勿使用清潔劑或具酒精成份產品進行清潔。 

 勿使用超過 3 公尺的 USB 線或音源線連接 Roger inspiro 使用。 

 當不使用時，請將 Roger inspiro 放置於乾燥箱中保存。 

 電池更換請至授權的維修中心更換，請勿自行更換電池。 

 

使用者姓名            先生/小姐 

機器機型  Roger inspiro 

機器序號  

保固年限 自                   至 

製造商名稱 PHONAK AG 

製造商地址 Laubisruetistr. 28 CH-8712 Staefa Switzerland 

代理商名稱 利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理商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 164 號 7 樓之一 

經銷商名稱  

購買日期            年            月            日 

蓋章(銷售廠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