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ino / Maxi
個人輔聽器



發現聽力改善的樂趣

例如,和家人聚餐、在商店購物,或是聽收音機和看電

視時,Mino / Maxi 都會讓您聽到清晰的講話。Mino / 

Maxi 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和助聽器配套使用。 

Mino / Maxi 是一款可以説明您與親人或旁人享受交 

流樂趣的個人輔聽器。即使在環境嘈雜的情況下,它

都可以傳遞給您響亮而清晰的聲音。這就是說,您再

也無需費盡心思去傾聽。

現在,我參加 
家庭聚會再也 
不覺得累了             

”

”



在家裡

   頭戴式耳機    入耳式耳塞           下掛式耳塞

就算在安靜的環境下,有時也很難聽清講話內容。

只需把 Mino / Maxi 放到講話者前方的桌子上,它就可

以幫您聽清講話的內容了。您可以選擇使用頭戴式耳

機、入耳式耳塞或下掛式耳塞來收聽。在嘈雜的環境

下,Mino / Maxi 還是助聽器的好幫手,可以進一步過

濾背景雜音,傳遞清晰的語音給助聽器。

在社交場合

現在,我們再也不會  

聽錯彼此的講話了

”

”

聚會場合往往很多人同時講話,比較嘈雜。在這種環

境下要聽清談話就更加困難了。厭煩了一次次地讓

別人重複講話內容,最後只好保持沉默。

Mino / Maxi 可以幫助您在嘈雜的環境下聽清談話。 

只需將 Mino / Maxi 指向講話者,您就能聽清您想傾 

聽的談話。

  環頸圈

Mino / Maxi 可以通過環 

頸圈連接助聽器或人工 

耳蝸。



看電視

如果您有聽力困難,可能很容易就把電視或收音機的 

音量調得過大,這樣不經意間就影響了家人。

現在再也無需調大音量,也能聽得清楚。通過音訊轉換 

線連接 Mino / Maxi 和電視或收音機,您就能立刻享受

到清晰的立體聲效,卻不用打擾家人。如果中途要與家

人講話,只需一鍵便可在電視與講話間切換。

   音頻轉換線,5米                                 領夾麥克風

在影劇院

去影劇院欣賞電影或音樂會是一項令人愉悅的休閒活 

動。但是,如果要很費力才能聽清,那就會錯過這種美 

妙的體驗。

在公共場所,例如:影劇院、音樂廳、教堂都會安裝電 

感環路系統。Mino / Maxi 可以通過內置的電感線圈收

到管弦樂隊、電影或喇叭的聲音。如果中途要與旁人講

話,只需一鍵便可切換。

  電感符號「T」

下次去電影院或音樂廳 

的時候,可以留意一下看 

看有沒有這個帶「T」的電 

感符號。



在藥房

在藥房裡,藥劑師的聲音混雜在環境噪音中,對於有聽

力困難的人來說,很容易就會漏聽藥劑師的叮囑等重

要的資訊。而且,您也不會想大聲交談而讓別人聽到

您的隱私資訊。

  MicroSet™ 耳麥

MicroSet™ 耳麥是專門 

為 Mino 設計的聽力配件。 

把耳麥的麥克風夾在衣服 

上,Mino 放在口袋裡,現 

在您的雙手就解放了。

把 Mino / Maxi 放在櫃檯上,無需藥劑師提高講話的音量,

您也可以聽清講話的內容。您還可以帶著 Mino / Maxi 去

見醫生。

在車裡

現在,我再也不用擔心 
漏聽別人的講話了

”

”

在車裡恐怕是最難以進行交談的聽力環境之一了,除 

了周圍嘈雜的交通噪音之外,同伴通常都不可能與您 

面對面地對話。在這種環境下很難聽清他人的談話。

只需把 Mino / Maxi 掛在您同伴的頸上,您可以清晰地 

聽到講話,而交通噪音卻減弱了。如果您坐得比較遠,

您可以把領夾麥克風夾在同伴的衣領上來收聽講話。

  領夾麥克風



簡單易用

幾分鐘就會使用

Mino / Maxi 很直觀易用,幾分鐘就會使用。只需簡單

按一個鍵,就可以開啟使用。沒有複雜的操作菜單,

只需連接上耳機、耳塞或環頸圈,調到合適音量便

可。

瑞典品質

信心保證

Mino / Maxi 是由瑞典 Bellman & Symfon 公司設計,產 

品時尚實用,主產品有兩年全球品質保修服務。公司

從1989年成立至今,一直用心傾聽客戶的需求,持續

研發一流的聽力產品,以提高使用者的生活品質。

自然清晰的聲音

無需費力傾聽

Mino / Maxi 使用了最新的數位技術,可以傳遞如現代 

CD 和 DVD 機般高品質的清晰的聲音。它可以有效地

過濾背景雜音,放大言語聲音。這就意味著您不用費

勁地傾聽,就可以輕鬆地與別人交談。



醒目的大按鈕

人性化設計

 
Maxi 非常耐用,而且很人性化。醒目的大按鈕,柔軟

易握的橡膠材料,對比分明的指示燈,這都讓 Maxi 非

常容易操作。Maxi 尤為適合視力不好或者手腳不太

靈敏的人士。

定向麥克風

指向就能收聽

Mino 配有一個全向麥克風和一個定向麥克風。有了

定向麥克風,您可以將 Mino 指向講話者,以降低您不

想聽到的周圍的噪音。在餐廳、火車站和咖啡店等嘈

雜的地方,定向麥克風就特別有用。

Mino 專有

配備可充電電池

持久耐用

Mino 精緻小巧,大小猶如一台手機,剛好可以很隱蔽

地放進您的口袋裡。 

  

Mino 配備可供長達18小時使用時間的可充電電池,這 

完全可以滿足全天馬拉松式看電視或自駕車一日游。

Mino 專有

Maxi  專有



與助聽器配套使用

Mino / Maxi 會先過濾煩人的背景雜音,再將清晰的言

語聲音傳遞到您的助聽器或人工耳蝸。這就意味著

您不用費勁地傾聽,就可以輕鬆地與別人交談。

以下是它的工作原理:

1. 把 Mino / Maxi 放在桌上

Mino / Maxi 收到聲音後,會把

背景雜音過濾後,傳遞清晰的

言語聲。

2. 把環頸圈掛在頸上

通過環頸圈,把言語聲線傳輸

到助聽器或人工耳蝸中。

3. 聽到聲音

助聽器或人工耳蝸進一步優 

化聲音後,傳輸到耳朵中。

助聽器須帶電感功能     

性能

全向麥克風 

定向麥克風 

數位信號處理

數位降噪

音調調節

音量大小

左右耳平衡

內置電感線圈

外部聲源接口

電源

高級設置

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包裝規格或有不同

Mino 個人輔聽器

入耳式耳塞

MicroSet™ 耳麥

音频轉換線 

掛繩

腰夾

充電器

說明書

Maxi 個人輔聽器

頭戴式耳機或入耳式耳塞      

音频轉換線 

兩節 AA 鹼性電池

掛繩

腰夾

說明書









9級

9級







可充電電池

7項



-





5級

5級







兩節 AA 鹼性電池

3項

包裝
Mino 含有: Maxi 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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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您的聽力

瑞典 Bellman & Symfon

貝爾曼公司一直為提高聽

障人士的生活品質而不斷

努力。我們的團隊和合作

夥伴與聽力學家和頂尖專

家緊密合作，致力於保護

和改善您的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