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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使用

myPhonak是由位於瑞士蘇黎世的聽力解決方案的全球領導者Sonova開發
的應用程式。 請仔細閱讀使用者說明，以便從其提供的所有功能中受
益。

可能的應用
ImyPhonak應用程式的預期用途是以可視化方式無線選擇和調整現有的助
聽器功能，使用狀態資訊以及使用者與聽力保健專家之間的通信。

Bluetooth®文字標記和圖標是Bluetooth SIG，Inc.擁有的註冊商標，Sonova對此標記的任何使用均已獲
得許可。 其他商標和商標名稱分別是其各自所有者的商標和商標名稱。

Apple®, the Apple logo, iPhone, 及 iOS 是屬於 Apple Inc註冊商標., 在美國及其他國家註冊  App 商店是 
Apple Inc的服務商標.

Android™, Google Play, 及 Google Play 圖標是屬於Google Inc. 註冊商標

有些電話具有觸控聲音或按鍵音，聲音會音訊傳流給助
聽器。
若不想聽到則可至行動電話設定內，選擇聲音設定，並
將所有觸控聲音和按鍵音均已關閉。

相容性資訊：
要使用myPhonak應用程式，需要具有藍牙連接功能的
Phonak助聽器。
myPhonak可以在具有藍牙功能的手機上使用
低能耗（BT-LE）功能並與運行iOS版本10.2或更高版本
的iPhone 5s和更高版本。 myPhonak可在支持藍牙4.2和
Android OS 6.0及更高版本的Google移動服務（GMS）認
證的Android設備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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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導覽 - 遙控功能 

Remote Control

AutoSense OS™ 3.0

50% 50%

遙控器

程式列表

設定

可單側獨立調
整滑桿

使用說明

目前助聽器程式

電量狀態*

靜音

*電量狀態只適用於充電款助聽器

導覽



Hearing Diary

Remote Control
Calm situation (AutoSense OS™ 3.0)

Comfort

Frequencies

Volume

Bass

Decrease loud Increase soft

Middle Treble

Noise reduction

Speech focus

Dynamic

Update Save

Speech

等化器

調整器預設

音量

聲音微調

動態

將目前設定另存為自
定義程式

升級目前自定
義的程式



快速瀏覽 - 遠端支援及聽力日誌

遠端協助對話

您的影像

結束通話

麥克風
開啟/關閉

聽力保建專家
的影像

影像 開啟/關閉

相機

*僅在某些國家/地區和通過選定的聽力保健專業人員提供



Sound quality

Speech understanding

Newest feedback

Older than a week

Hearing aid

Create feedback

Speech understanding

Low wearing time

Listening to music

Restaurant

Watching TV

Hearing care professional

Hearing Diary

聽力日誌回饋記錄

您的聽力保健專家的
新訊息

創建新的聽覺體
驗回饋



安裝myPhonak app應用程式

• 確定您的行動電話已經透過WiFi或行動數據連接到網際網路
• 確定您的行動電話已經開啟藍牙功能
• 對於遠端支持和聽力日記*：確保您已收到聽力保健專家的myPhonak邀請

電郵邀請 (選項)
在您的手機上打開從聽力
保健專家那裡收到的電子
郵件邀請。

開啟myPhonak app
打開應用程式並點選
繼續 

Welcome to myPhonak

Inbox(1)

From: no-reply@phonak.com

To: alex.stevens@axecapital.com

myPhonak app invitation

Hello
Alex Stevens

myPhonak allows you to communicate with

your hearing care professional and

customize your hearing aids at home.

Follow these three steps to get started:

1     Download and open the myPhonak app

Download app

Details

Start using Remote Control, Remote 
Support and Hearing Diary

Next

*Only available in certain countries and through selected hearing care professionals

下載 app應用程式
從商店下載myPhonak應
用程式。 在繼續之前，
您可能需要輸入Apple App 
Store或Google Play的密
碼。
安裝後，打開myPhonak
應用程序。

Back

Sonova AG

64 Ratings

17+5.0
Age

myPhonak

Get



隱私聲明
為了使用該應用程式，
您必須點選我同意接受
隱私聲明以繼續。

產品改良
您可以選擇共享使用情
況數據，這使我們能夠
學習和改進我們的產
品。

Help us improvePrivacy Notice
By providing usage data, you will enable us to 
learn and improve the product and services. 

We will never sell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to 
others. It‘s part of our Privacy Policy.

You can always change this in the app settings 
in the “analytics” section

show detailled policy

I agree

I agree

No, thanks

For identification purposes and to provide 
the functionality of the Mobile App and our 

Mobile Service, we need to collect personal data 
including your hearing aid serial number, hearing 
aid settings and usage. To improve our services, 

we may also use some data in a de-identified 
form. Please read the Privacy Notice carefully 
and agree to the use of your data to be able to 

use the Mobile App and Service.



配對 Phonak 助聽器 1/2

要將藍牙助聽器與myPhonak應用程式連接，請按照以下說明進行操作 .

配對助聽器
點擊繼續以啟動搜索過
程。 點擊任一說明
不可充電或可充電的助
聽器以查看設備的說明。

尋找
該應用程式正在搜索相容
的助聽器，並在檢測到它
們後將會顯示。 可能還
要等一下。

選擇
當助聽器出現在列表中
時，點擊選擇。

Restart your hearing aids

Searching Searching

Please restart your hearing aids to enable the 
Bluetooth® pairing mode. We recommend using 

a fresh set of batteries or charged devices.

Looking for hearing aids Looking for hearing aids

Steve’s left hearing aid
Steve’s right hearing aid

View Instructions for

Non-rechargeable hearing aids

Rechargeable hearing aids

Continue

Select



6

多部助聽器
如果檢測到多個助聽
器，則會相應顯示它
們。

地點
在Android設備上，首次
配對Bluetooth設備時必
須啟用位置服務。 初
始設定後，您可以之後
關閉位置服務。

Searching

Allow myPhonak to 
access this device´s 
location?

DENY ALLOW
Looking for hearing aids

Steve’s left hearing aid
Steve’s right hearing aid

Pete‘s left hearing aid

Continue

Select

Select



配對Phonak 助聽器 2/2

配對助聽器
應用程式將分別點選連接
到每部助聽器。

確認所有助聽器
請在每部助聽器的彈出視
窗中分別點擊“配對”以
進行確認。

要將藍牙助聽器與myPhonak應用程式連接，請按照以下說明進行操作 .

Steve’s left hearing  
aid

Steve’s right hearing  
aid

„Steve’s right hearing aid“ would like to
pair with your iPhone.

Bluetooth Pairing Request

PairCancel



配對完成
現在兩部助聽器都已經
配對。 應用程式將自
動繼續進行下一步。

設定完成
現在您可以在
myPhonak應用程式中
使用所有基於不需要
邀請之外的其他功
能。 點選確定以進入
主畫面。

Steve’s left hearing  
aid

Steve’s right hearing  
aid

Pairing complete
You are now ready to use myPhonak app

Ok



配對故障排除

配對設定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錯誤。

兩邊都配對失敗
再次點擊“重新嘗試”以
重新啟動配對過程，然
後按照說明進行操作。

助聽器連接錯誤
如果與其中一部助聽器
配對失敗，則可以：

1. 點選 再試一次 以重
新啟動配對程序.

2. 繼續使用兩部助聽器
中的其中一部

不相容的助聽器
應用程式無法連接到設
備，因為它們與您的助聽
器不相容。
請與您的聽力保健專家聯
繫以獲取更多資訊。

Searching
Looking for hearing aids

Steve’s left hearing aid
Steve’s right hearing aid

Steve’s left hearing  
aid

Steve’s left hearing  
aid

Steve’s right hearing 
aid

Steve’s right hearing 
aid

Try again
Try again

Connect left side only



無法配對
確定您已經連接網際網路
並且已經開啟藍牙功能，
以便該應用程式能夠初始
化並連接到助聽器。
點擊再次嘗試以再次開始
該過程。

Try again

Unable to connect
Make sure you have access to the internet

and bluetooth is enabled, so the app is able to 
connect your hearing aids and fetch the 

programs. Please try again.



遙控器主畫面

適用所有的助聽器功能

調整助聽器音量
上下移動滑桿可以同時增
加或降低兩側的助聽器音
量。

進入程式選單
點選音量滑桿上方的選
單以進入程式列表。 可
用的程式取決於您的聽
力專業人員如何幫您設
定助聽器程式。

靜音
您可以透過按靜音圖標
來使助聽器靜音。

AutoSense OS™ 3.0 AutoSense OS™ 3.0

Remote Control Remote ControlRemote Control

Program selection

AutoSense OS™ 3.0

Roger®

Restaurant

Watching TV

Music

My Livingroom

Sports



獨立調整音量
按“拆分”圖標拆分助聽
器音量調整滑桿即可分
別獨立調整每側。

應用程式導航
您可以在主導航中進
入應用程式中的所有
功能。

AutoSense OS™ 3.0 Remote Control

My Hearing Aids

Remote Support

Hearing Diary

myPhonak

My profile

My invites

FAQ

App feedback

Remote Control 導航



遙控器主畫面

功能取決於助聽器的編程方式以及所配備的附件。

進入程式選項
有些程式可以提供進一步
的調整可能性。 如果可已
進行調整,可以透過按“設
定”圖標進入使用。

環境平衡
如果您使用外接音訊
串流設備，（例如電視
音訊串流器,音樂），
您可以選擇將更多的注
意力集中在音訊串流聲
音上，而降低周圍聲音
音量。

Close

Remote Control

Balance

Surrounding Mic

TV

Remote Control



電池電力
使用充電式電池的助聽器
機型，您可以看到目前的
電力狀態。

耳鳴遮蔽器
如果您有耳鳴的問題，並
且您的聽力保健專家已指
導您如何使用耳鳴遮蔽
器，則可以調節遮蔽噪聲
的音量。

低電量
如果電池電量低於
20％，圖標將顯示為
紅色。 儘快給助聽器
充電。

Split Split
Close

Remote Control Remote ControlRemote Control

Tinnitus masker

- +

AutoSense OS™ 3.0 AutoSense OS™ 3.0



遙控器主畫面

功能取決於助聽器的編程方式以及所配備的附件。

進入程式選項
有些程式可以提供進一步
的調整可能性。 如果可已
進行調整,可以透過按“設
定”圖標進入使用。

遙控設定
設定畫面讓您可以使用
以下功能：

• 修改預設值
• 增益控制低音，中
音和高音頻率

• 音量控制
• 噪音降低及語音聚
焦

• 動態控制

Close

Remote Control
Calm situation (AutoSense OS™ 3.0)

Comfort

Frequencies

Volume

Noise reduction

Speech focus

SaveUpdate

Speech

Bass Middle Treble

AutoSense OS™ 3.0

Remote Control



儲存新的設定
您可以透過自定設定後命
名進行儲存。 這些自定的
調整增加到程式列表中，
以便之後可以使用

遙控設定
請注意，根據您的螢幕尺
寸，並非所有功能都可能
一次就全部顯示。

Close

Remote Control

Save

Done

Remote Control

Volume

Noise reduction

Speech focus

Dynamic

SaveUpdate

Bass

Decrease loud

Middle Treble

Increase soft

My restaurant

Add new program



使用myPhonak 設定帳號
要使用遠端協助和聽力日誌，您需要註冊一個個人myPhonak帳號，
並收到您的聽力保健專家的邀請。 請注意，這些服務僅在某些國家
地區和通過選定的聽力保健專業人員提供。

開始
要使用某些功能，例如上
面屏幕中所示的“遠程協
助”，您需要擁有一個帳
號並且必須登錄。要建立
新帳號，請點擊“註冊”。

建立帳號
請填寫所有資料以創建
您的帳戶。 完成後，點
擊繼續以繼續設定密
碼。

設定您的密碼
請確保您的密碼包含至少
六個字符和至少一個數字
或字母的組合。 如果完
成，請點擊繼續以設定您
的帳戶。

You are not logged in

Create your account Set your password

alex.stevens@axecapitals.com alexStevens3000!

Alex
Enter a combination of at least six characters with at 

least one number or letter.

USA

Stevens

To use Remote Support you need an 
account and an invitation email from your 

hearing care professional.
I haven’t received my hearing aids from the 
VA (Veterans Affairs)

Login

Continue Continue

Register Already have an account? Already have an account?

Remote Support Remote Support Remote Support

Login Login



設定您的帳號
應用程式將連接到網際
網路,以設定您的帳戶。 
請注意，這可能需要一
些時間。

帳號建立完成
建立帳戶後，您會收到
一封電子郵件，其中包
含用於啟動您的帳戶的
鏈結。 請檢查您的電子
郵件收件匣。

Account created
We have sent you a link to active your 

account. Please check your email inbox.

Setting up your 
myPhonak account

OK

Remote Support Remote Support



增加邀請碼

錯過邀請
要使用某些功能，如上面
螢幕中所顯示的“遠程協
助”，您需要得到聽力保
健專家的邀請。 如果您
已有密碼，請點擊增加邀
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
息，請點擊我沒有密碼。

使用遠端協助及我的聽力
日誌需具備:
• 詢問您的聽力保健專家
有關這個服務 *

• 從您的聽力保健專家那
裡獲得邀請電子郵件

• 點擊電子郵件中的“接
受邀請”或在應用程式
中手動輸入代碼

輸入您的myPhonak邀請代
碼
請輸入您的聽力保健專業
人員發送給您的電子郵件
中收到的9位數代碼。 完
成後，點擊繼續以檢查您
的邀請代碼。

Invite missing Ready to begin?
At the time of your appointment, press “Start“ 
to inform your hearing care professional that 

you are ready.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a stable internet connection and that your 
Hearing aid batteries are charged or new.

Enter your myPhonak 
invite code

123 456 789

Your 9 Digit invite code is in the invitation email from 
your hearing care professional.

To use Remote Support you need an 
account and an invitation email from your 

hearing care professional.

Add invite
Start Continue

I don‘t have a code

Remote Support Remote Support Add invitation

*僅在某些國家/地區和通過選定的聽力保健專業人員提供

要使用遠端協助和聽力日誌，您需要註冊一個個人myPhonak帳號，
並收到您的聽力保健專家的邀請。 請注意，這些服務僅在某些國家
地區和通過選定的聽力保健專業人員提供。



檢查邀請碼中
該應用程式將連接到網
際網路以檢查您的邀請
代碼。 請注意，這可能
需要一些時間。

邀請碼已被接受
您的邀請代碼已被接受。 
該應用程序將自動進
入“遠程協助”開始畫
面。

Checking invite code Invite code accepted

OK

Add invitation Add invitation



聽力日誌 Hearing Diary
聽力日誌讓您可以輕鬆捕捉現實世界的體驗以及對助聽器的滿意度。

 該回饋會自動與您的聽力保健專家共享，以便他可以與您合作，以充
分有效的使用您的助聽器。

1. 輸入您的滿意度
選擇一個笑臉圖標來輸
入您對當前情況的滿意
度/不滿意程度。

2. 輸入一個主題
從“音質”四個主題之一中
進行選擇，助聽器,“語音
理解”或“其他”可為聽
力保健專業人員提供資
訊，以幫助您了解您要解
決的領域。

3. 回覆傳送
您的反饋意見已發送給
您的聽力保健專家。

 收到回覆後，
您會在您的聽力日
記中收到通知。

Thanks for your feedback!
The feedback has been saved and sent to 

your hearing care professional. As soon as you 
receive a reply, you will get a notification in 

your Hearing Diary.

Rate your current hearing 
experience

Rate your current hearing 
experience

Feedback Feedback

Select a topic

While listening to the music, I realized
that the sound was rather dull. Could
you help me?

Sound quality

Music

Send Send Ok

Feedback



聽力日誌紀錄
整個反饋歷史記錄是可以
看見的。 選擇一個個人回
饋回覆以查看更多詳細信
息。 此外，消息圖標表示
您的聽力保健專家提供的
一條可用的消息，您可以
根據需要對其進行查看和
回覆。

查看帶有消息的特定回
覆訊息
 從“聽力日誌”中選擇
特定的回覆訊息,可提供
您與您的聽力保健專業
人員之間的其他詳細訊
息和消息。

Hearing Diary Hearing Diary

Create Feedback

While listening to the music, I realized that
the sound was rather dull. Could you help
me?

We could make a new setting or create a
special program. I suggest we make a 
Remote Support appointment.

Sound quality

Speech understanding

Last week

Newest messages

Hearing aid

Speech understanding

Low wearing time

Listening to music

Restaurant

Watchung TV

Hearing care professional

Music

Created yesterday

Anne HCP

Sound quality

Reply
Reply

Me

Anne HCP



通知
在行動電話的主螢幕畫
面上，您會收到有關聽
力保健專業人員來電的
通知。

使用相機和麥克風
點擊 確定 以允許
myPhonak應用進入
程式使用您的相機
和麥克風。

啟動遠程協助會話
預約時，打開myPhonak
應用程式，然後點擊“開
始”，讓您的聽力保健專
業人員知道您已準備好預
約Phonak遠程協助。

遠端協助對話
如果使用行動數據，您的行動電話服務廠商可能會向您收費。

 在開始Phonak遠程協助對話之前，請與您的行動數據供應商聯繫。 進行10分
鐘的視頻通話時，遠程協助對話將使用大約56 MB，而僅音頻通話將使用大約

。

Ready to begin?

To use Remote Support you must

Press “Start“ at the time of your 
appointment.

Check your internet 
connectivity.

Ensure that your hearing aid 
batteries are charged or new.

Start

Remote Support

Ready to begin?

To use Remote Support you must

Press “Start“ at the time of your 
appointment.

Check your internet 
connectivity.

Ensure that your hearing aid 
batteries are charged or new.

Start

Remote Support

Saturday, 30 December

now

Your hearing care professional is trying to call you.
Tap here to open myPhonak.

Incoming call „myPhonak„ would like to
access the microphone 

myPhonak requires access to the
microphone so you can use our Video/

Audio chat to do Remote Support
sessions with your hearing care 

professional.

Don‘t Allow OK

30 MB



接受視訊電話
該應用程式會將您連接到
聽力保健專家。 點擊接受
以接受您的聽力保健專家
的呼叫。

接聽myPhonak電話 
如果您使用的是Android
智慧型手機，請點擊“確
定”以允許myPhonak應
用撥打和管理myPhonak
呼叫。

Ready to begin?

To use Remote Support you must

Press “Start“ at the time of your 
appointment.

Check your internet 
connectivity.

Ensure that your hearing aid 
batteries are charged or new.

Start

Remote Support

Anne Smith
is calling

Accept

Decline

Allow myPhonak to
make and manage
phone calls?

DENY ALLOW3 of 3



遠端協助對話

在“遠程協助”對話中，您可以根據需要自行選擇打開或關閉視頻或音頻的體驗。

開始視訊通話
幾秒鐘後，視訊圖像就
建立好了，您可以諮詢
您的聽力保健專家。

通話中
現在，您已連接到聽力
保健專家。

連接助聽器
如果您的聽力保健專業人
員需要連接到助聽器，則
可以使用智能手機遠程完
成此操作。 您的聽力保健
專家會在您連接助聽器時
通知您。

Starting Video... Connected

Left Right
Connected Connected



關閉影像
如果您想隱藏視頻，
則可以透過單擊畫面
關閉視頻。

新的設定已儲存
在連接過程中以及保存
設定時，您的助聽器將
短暫靜音。
您將能夠在螢幕上看到
此過程的狀態。

Finished

Left Right
Connected Connected



我的助聽器

我的助聽器
“我的助聽器”畫面上列
出了所有可用的設定。 
它還顯示充電款助聽器的
電池電力狀態。

忘記此裝置
你可以移除你的助聽器
透過點選 是的,忘掉. 
請注意，這樣做將需要
再次配對助聽器才能使
用這個應用程式。

Forget devices

My Hearing Aids My Hearing aids

My programs

My Statistics My Statistics

Audéo™ B-Direct Audéo™ B-Direct

Forget devices

Forget hearing aids?
You will need to pair your hearing aids 

again in order to use the app.

Cancel

Yes, forget



我的統計
該螢幕畫面顯示自從
您與聽力保健專家上
次預約後的平均每天
佩戴時間。

我的程式
這裡列出了所有可用的程
式。 通過按 >，您可以進
入有關所選程式的更多詳
細資訊。 您還可以在此處
自定程式名稱，對程式列
表進行排序並從應用程式
中刪除自定的程式。

AutoSense OS™ 3.0

Restaurant

Music

Watching TV

Roger®

My Livingroom

Sport

Fitted

App preset

App preset

App preset

App preset

My Custom setting

My Custom setting

Program Settings

Average wearing time 
per day

7.2h/day

Since the last appointment with your hearing care
professional (01.12.2017)

My Statistics



重要的安全資訊 

您有責任使用個人行動電話。 請小心處理行動電話和應用
程式的使用。

要獲得使用說明的免費紙質副本，請聯繫您當地的Sonova代
表。 副本將在7天內寄出。

如果助聽器由於不正常的環境電磁場干擾而對設備無反
應，請遠離干擾場地。

如果助聽器沒有反應，請檢查助聽器是否已打開並且電池是否
沒電。

擴大音量的減小或噪聲消除器的增大可能會降低警告或安全相
關訊號的可聽度。 這可能會導致危險情況。



符號說明

此符號表示對於使用者而言，閱讀並思考本使用手冊中的相關
資訊是非常重要。

此符號表示對於使用者而言，請務必注意本使用手冊中的相關
警告提示。

有關處理和產品安全的重要信息。

Sonova AG帶有CE標誌，確認該 Phonak產品符合醫療設備指令
93/42 / EEC的要求。 CE標誌於2019年應用。

CE符號後的數字與根據上述指令諮詢的認證機構的代碼相對
應。

0459



Manufacturer:
Sonova AG

Laubisrütistrasse 28

CH-8712 Stäfa

Switzerland

www.phona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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