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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

M100i™ Bluetooth® 耳機



詳細查看

通話按鈕
• 接聽電話或結束通話 (按 1 下)
• 重撥 (按 2 下)
• 啟始電話語音撥號  

 （按住2秒直到聽到提示音， 
此功能需手機支援）

• 重新連線失去的連線 (按 1 下)
• 初始設定後啟動配對 (按住直到 

LED 呈紅色/藍色閃爍)
• 啟動多點連線  

(於電源開啟時按住)
• 與耳機之間轉接通話 

(在通話時按住 1 秒)

電源開關
• 開啟 (滑動至黑色部分露出) 
• 關閉 (滑動至紅色部分露出)

MICRO USB 充電連接埠
• 有 AC 充電器的情況下：
 30 分鐘 (2 小時通話時間)
 90 分鐘 (完全充電)

• 完全充電情況下可提供最佳效能

音量/靜音按鈕
• 最小-低-中-高-最大  

(每按 1 下跳一級)
• 靜音：開啟/關閉 (按住 1 秒)

LED
• 充電中 (呈紅色持續亮起)
• 充飽電 (呈藍色持續亮起)
• 電量不足 (呈紅色閃爍 2 次， 

2 聲提示音)
• 電量嚴重不足 (呈紅色閃爍 3 次， 

3 聲提示音)
• 多點連線 (開啟 = 呈藍色閃爍 2 次； 
關閉 = 呈藍色閃爍 1 次)



連線到手機

「配對」可將您的耳機連線
到手機。「多點連線」可讓
您使用此耳機搭配兩支手
機。(配對第二支手機前請
先啟動此功能。)

1. 就緒

在手機上啟動 Bluetooth 功能，
然後使用手機的設定來新增/搜
尋/探索新的 Bluetooth 裝置。

iPhone：設定 > 一般 >  
Bluetooth > 開啟  
(會開始搜尋裝置)

Blackberry smartphone®：設定/ 
選項 > Bluetooth：開啟 >  
搜尋裝置
 

2. 設定

第一次：
在耳機關閉的情況下，將電源
開關滑動到開啟位置，以啟動 
Bluetooth 配對模式。LED 呈紅
色/藍色閃爍代表處於配對 
模式。

啟動多點連線：
按下通話按鈕開啟耳機，同時按
住通話按鈕，直到 LED 呈藍色
閃爍2次。（重複此步驟則可停
用，LED閃爍1次。）

配對新手機/ 
重新連線原始手機：
開啟耳機，然後按住通話按鈕，
直到 LED 呈紅色/藍色閃爍。

3. 連線

從手機上顯示的 Bluetooth 裝置
清單中選擇「1xxPlantronics」。

如果手機詢問密碼，請輸入四個
零 (0000)。您會在畫面上看到 
****。

部分手機還會要求在配對之後 
確認是否耳機連線。

手機和耳機一旦成功配對/ 
連接，耳機 LED 將會停止閃爍 
紅色/藍色。



尋找最舒適的凹槽弧度

軟膠耳塞環會依耳朵後方弧度貼合在您的耳朵上以便 
固定。

請試戴耳機。耳塞位置適用於大部分的人，但您可以 
旋轉耳塞，將其調整到最適合您左耳或右耳的位置。

軟膠耳塞和喇叭會卡入相符的凹槽，讓耳塞在使用時不
會掉出。

軟膠耳塞環應朝向耳機的相反方向。(請勿過度旋轉 
耳塞。)

適用於左耳

適用於右耳



混搭以找出最服貼的狀態

如果覺得軟膠耳塞太鬆或太緊，則請變更軟
膠耳塞位置。若要將中型軟膠耳塞更換成小
型或大型耳塞，請拉出軟膠耳塞環以將其取
下。(請勿拉扯喇叭基座和柄桿。)

用您的大姆指，將耳塞底部塞進喇叭，並將 
耳塞環向上拉包住喇叭。(請勿由喇叭推向軟
膠耳塞。)

如果您不習慣此類軟膠耳塞，可將耳掛夾至
柄桿以加強穩固性。



更多有關多點連線的資訊

Plantronics M100i 支援多點技術，可
讓您的耳機搭配兩支不同的 Bluetooth 
手機使用。

若要將耳機與第二支手機配對，請參
閱「連線到手機」。

如何開始通話 
開啟多點連線後，耳機控制會在您
上次撥出電話的手機上開始通話或
重撥。

若要改用第二支配對的手機，請使
用第二支手機的控制鈕開始通話。
第二支手機啟動與耳機的連結。

注意：接聽第二支手機的來電時，
本耳機無法保留進行中的電話。

在另一支配對手機上通話時如何接聽
新來電          
若要在另一支手機上接聽第二通電
話，您必須結束進行中的通話，或
將進行中的通話轉接回第一支手
機。若要轉接電話，請參閱「詳細
查看」。

輕按通話控制按鈕，可以將第一通
電話結束并接通第二通電話

如果選擇不接聽，則第二通電話將
進入語音信箱（需手機及電信運營
商支援）



聆聽語音

您會聽見（英語） 何時會聽見語音
“Power On” 
 (電源開啟)

將電源開關推至「開啟」位置後

“Power Off”  
(電源關閉)

將電源開關推至「關閉」位置後

“Talk-time: (5 hrs, 4 hrs, 3hrs, 2hrs, 1hr” 
(通話時間：5 小時、4 小時、 
3 小時、2 小時、1 小時)

將電源開關推至「開啟」位置後

“Battery Low”  
 (電量不足)

當電池電量剩下大約 30 分鐘必須充電時

“Recharge Headset”  
 (請為耳機充電)

當電池電量剩下大約 15 分鐘必須充電時

“Phone 1 Connected” 
 (電話 1 已連線)

將電源開關推至「開啟」位置或重新連線中斷的 Bluetooth 連
線後

“Phone 2 Connected “ 
 (電話 2 已連線)

在使用多點連線功能配對第二支手機後

“Pairing”  
 (正在配對)

當耳機與手機嘗試配對/連線時

“Pairing Successful”  
 (配對成功)

在耳機與手機配對/連線成功後

“Pairing incomplete, restart headset”   
(配對未完成，請重新啟動耳機)

在耳機與手機嘗試配對卻失敗後 

“Volume Maximum” 
 (音量最大)

待機狀態下，持續按音量按鈕達到最高音量時

“Mute On”  
 (靜音開啟)

通話時，按住音量按鈕 1 秒後

“Mute Off”  
 (靜音關閉)

靜音時，按住音量按鈕 1 秒後

“Lost Connection” 
 (已失去連線)

當手機失去與耳機的 Bluetooth 連線時

“Multipoint On” 
 (多點連線開啟)

將電源開關推至「開啟」位置並同時按下「通話」按鈕以啟動
此功能時

“Multipoint Off” 
 (多點連線關閉)

將電源開關推至「關閉」位置並同時按下「通話」按鈕以關閉
此功能時

此耳機會在您開啟/關閉電源、快用
完通話時間，或失去/重新連線手機
的 Bluetooth 連線時，小聲發出各種
狀態警示。



秘訣

僅配對/連線一次
配對只需要進行一次即可，除非 
手機失去連線，或是您想要配對新
手機。

查看紅色閃爍的 LED
當電池電量不足而需要充電時，此
耳機會顯示警告。

在不使用耳機下繼續通話
如果您需要在不使用耳機下繼續通
話，只要按下「通話」按鈕 1 秒鐘，
通話便會轉接回手機。您會聽到一
聲確認轉接的提示音。

保持靠近手機： 
手機和耳機之間的 Bluetooth 作業 
「範圍」最長可達 10 公尺，超過此
範圍會降低音訊品質並失去連線。

了解如何重新連線： 
您的耳機會嘗試重新連線失去的連
線。如果沒有的話，請按一下通話
按鈕、或透過手機的 Bluetooth 裝置
功能表手動重新連線。

如果無法重新連線，請重新設定
如果您的耳機可以運作卻無法連
線，請記住，新型手機就好像小型
電腦，會隨著時間過去而逐漸效能
低落，因此您可能需要經常重設 
手機。

只要關閉手機並取出電池幾秒鐘，
然後裝回電池並重新啟動手機即
可。若此方法未能解決問題，請刪
除 M100i 耳機的配對資訊，然後重
新將耳機與手機配對。

最佳聲音品質：
為達到最佳收音品質，請務必確認
耳機是否朝向您的嘴角。



規格

通話時間 最長 6 小時

待機時間 最長 10 天

操作距離 (範圍) 長達 33 英呎 (10 公尺)，Class II

耳機重量 9 公克 

耳機尺寸 55 x 18.5 x 8.1 公釐 

充電接頭 Micro USB 充電

電池類型 不可更換的充電式鋰離子高分子

充電時間 (最長) 完全充電需 90 分鐘 

電源要求 5V DC – 180mA

Bluetooth 版本 2.1 規格 (含 EDR)

Bluetooth 定義 免持聽筒定義 (HFP) 1.5 與耳機定義 (HSP) 1.1

操作溫度 32°F - 104°F (0-40°C)

收藏溫度 32°F - 104°F (0-40°C) 

充電溫度 32°F - 104°F (0-40°C)



需要進一步協助嗎？
技術支援： 
請在www.plantronics.com/support 查閱當地熱線號碼

FAQs : 
www.plantronics.com/china/cn/support

1 年有限保固詳情： 
www.plantronics.com/warra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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