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速指南
適用於連接性和 KIRKLAND 
SIGNATURETM CHOICE 應用程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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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rkland Signature 6.0 助聽器 
具有 Made for iPhone 功能
Kirkland SignatureTM 6.0 助聽器與以下 Apple 裝置配合使用時支援 
Made for iPhone (MFi) 功能。 

iPhone 6
iPhone 6 Plus
iPhone 5s
iPhone 5c
iPhone 5

iPod touch®（第 5 代）

iPad® Air2
iPad Air
iPad（第 4 代）
iPad mini 3
iPad mini 2
帶有 Retina 顯示屏的 iPad
iPad mini

IOS 支援和更新

MFi 助聽器需要 iOS 7.0 或更高版本。確認已安裝 iOS 7.0 或更
高版本。對於 iPhone 6 和 iPhone 6 Plus，我們建議安裝最新版
本 iO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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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 配對
如何將 KIRKLAND SIGNATURE 6.0 助聽器與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 配對

檢查電池
在助聽器中置入新電池。

將助聽器電池蓋打開，助聽器處於
關機狀態。

開啟藍牙

從螢幕底部向上輕掃以顯示控制中心。

輕觸藍牙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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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測助聽器
確認藍牙啟動後，請點擊
Sett ings（設定），然後依次
輕觸  G e n e r a l（一般）和  
Accessibility（輔助使用）。

蓋上電池盒蓋以開啟助聽器電
源，讓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 可以偵測到助聽器，然後
輕觸 Hearing Aids（助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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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連線
當助聽器顯示在螢幕上時，輕觸其名稱和型號。

連線後，助聽器名稱旁將顯示一個勾選記號，且名稱的顏
色將由黑色變為藍色。

在對話方塊中輕觸 Pair（配對）。與兩個助聽器配對時，
您將收到兩個分別的配對要求。 
啟動第一個配對後，第二個要求可能需要幾秒鍾才會出
現。

連線後，您可以在 Hearing Aids（助聽器）螢幕上檢查連
線的狀態。

將助聽器重新連線至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
關閉助聽器或 Apple 裝置後，它們的連線將會中斷。依照
下列步驟重新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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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多個 Apple 裝置配對 
您最多可以將五個不同的  A p p l e  裝置與  K i r k l a n d 
Signature 6.0 助聽器配對，但一次只能連線至一個 Apple 
裝置。 

要將連線從一個 Apple 裝置切換至另一個裝置，請從 
Apple 裝置螢幕的底部向上輕掃並關閉藍牙。

此時可以在要連線的另一個裝置上啟動藍牙。

等待驗證
輕觸對話方塊中的 Pair（配對）後，Kirkland Signature 
6.0 助聽器和 Apple 裝置需要一些時間驗證配對。佩戴助
聽器並等待一連串 6 次嗶嗶聲，然後是一次漣漪聲，或
者等待至少 120 秒以完成驗證。在驗證完成前，請勿串
流音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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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聲音直接串流至  
Kirkland Signature 6.0 助聽器

從螢幕底部向上輕掃即可存
取控制中心。選擇音訊裝置 
– 在此情況下為助聽器。 

要停止串流至助聽器並恢復
手機操作，請選擇 iPhone。
另外，輕觸媒體播放軟體的
暫停按鈕也可以停止將音訊
串流至助聽器。

您也可以從 YouTube™ 等其他應用程式串流音訊。

開啟媒體播放軟體（如 YouTube），然後按下螢幕上
的 AirPlay 圖示。

選擇用於串流的助聽器，然後按下播放。按下暫
停可停止串流視訊。如果要回到正常 iPhone 操作，按一
下 AirPlay 圖示，然後在對話方塊中輕觸 iPhone。

如何從不同的應用程式串流音訊

您可以將音樂等立體聲音訊從 Apple 裝置直接串流至助聽
器。

控制中心

Tina 的助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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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從音樂播放軟體串流
音訊時有人來電，則接聽來
電，系統將自動關閉音樂並
切換至手機通話。

結束通話後，系統將從先前
離開時的位置繼續串流音
樂。

手機和 FACETIME 通話



進階控制和個人化 
使用 Kirkland SignatureTM Choice 應用程式 

下載和安裝 CHOICE 應用程式 

執行以下步驟可從  App Store 免費下載 
Choice 應用程式：

1. 移至 App Store 

2. 搜尋 Kirkland Signature 和 Choice

3. 如果使用 iPad，請在右上角將搜尋條件變更為 iPhone 
only（僅限 iPhone）

4. 依次輕觸 Get（獲取）和 Install（安裝）以開始下載應
用程式

5. 現在可開始個人化您的聽覺體驗

將 CHOICE 應用程式連線至助聽器

首次在主螢幕上輕觸圖示以開啟 Choice 應用程式時，將
引導您完成以下步驟：

1. 詢問是要立即開始使用助聽器還是在示範模式執行時，
選擇 Get started（開始使用）

2. 您需要熟悉列印的助聽器使用者指南並接受使用條款，
輕觸 Accept（接受）以繼續

3. 此時將顯示可與 Choice 應用程式配合使用的助聽器清
單，輕觸 Ok（確定）以繼續

4. 如果助聽器與行動裝置未配對，則將開啟一個螢幕，顯
示如何配對

5. 在要求允許應用程式存取您的位置時，輕觸 Allow（允
許）

6. 現在可開始使用 Choice 應用程式

如果需要有關 Choice 應用程式功能的指南，請參閱應用程式的 Tutorial（教學課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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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ice 應用程式概述
Choice 應用程式中有三個主螢幕。只需在音量控制和程式選擇螢幕之間滑
動，或使用頂部瀏覽按鈕在螢幕之間移動。 

輕觸此按鈕可以開啟另一
個視窗，可讓您存取進階
功能。

程式選擇

位於 Programs（程式）螢
幕時輕觸此按鈕可返回音
量控制螢幕。

音量控制

輕觸此按鈕可移至主選單
螢幕以獲取其他功能。

輕觸此按鈕可移至 
Programs（程式）螢幕。

在主螢幕之間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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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其他功能的主選單

輕觸返回按鈕可返回音量
控制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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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音量控制

向上和向下滑動音量滑桿
可分別調高和調低助聽器
的音量。 

輕觸音量滑桿下方的靜音
按鈕可將助聽器靜音，再
次輕觸可取消靜音。

獨立音量控制

使用捏合手勢以在組合與
獨立助聽器音量控制之間
切換。

或輕觸螢幕底部的切換按
鈕。

助聽器音量控制



13  

變更程式

手動程式變更

串流裝置變更

輕觸按鈕，可以在最多四個不
同的最佳化聆聽程式間進行
切換。每個程式均具有其自己
的圖示以協助您進行選擇。 

輕觸串流裝置按鈕以從 
ReSound 無線配件啟動串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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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能否將我的裝置靜音？

您可以單獨將每個裝置靜音。只需輕觸每個音量滑桿下方的靜
音按鈕。

獨立音量控制

串流器音量控制

串流器程式音量

選擇串流器程式後，您可以
透過助聽器的橙色串流器裝
置音量滑桿單獨調整串流音
量。

您還可以將助聽器靜音或調
整其音量，且不會影響串流
音訊的音量。

助聽器音量

您可以單獨調整左側和右側
助聽器的音量。使用捏合手
勢在雙側與單側音量控制之
間切換，或輕觸螢幕底部的
切換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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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選項

調整低音和高音

調整低音和高音 

提示：能否儲存我的設定？

找到所需的低音和高音設定時，您可以將其儲存為我的最愛。 

左上方的此按鈕可開啟快顯
功能表，其中包含的選項可
讓您的客戶對聽覺體驗實現
更進階的控制和個人化。

您可以調整所有傳入聲音 
（包括來自 iPhone 的串流
處理）的低音和高音。

低音和高音選項

透過移動滑桿調高或調低聲
音的低音和高音。另外，還
可以調整串流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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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最愛概述
在我的最愛清單中，按下 
Add new favorite（新增我
的最愛）即可建立新的我
的最愛，輕觸其名稱即可
啟動現有我的最愛設定。
您也可以在清單檢視與地
圖檢視之間切換。

新增我的最愛
您可以將偏好的音量、低
音 /高音設定和  S o u n d 
Enhancer 功能儲存為我
的最愛。也可以選擇把將
喜歡的設定附加到一個地
點，只要您置身該地點，
助聽器就會自動使用喜愛
的設定。

我的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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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最愛的其他選項
在我的最愛上向左輕掃，即可
從以下選項中進行選擇：
-  View on map（在地圖上檢 
 視）（如果已新增位置）
-  Details（詳細資料）
-  Remove（移除）

我的最愛的詳細資料
在詳細資料檢視中，您可以
編輯我的最愛的名稱及新增/
移除位置。您也可以檢視儲
存的音量和低音/高音喜好設
定。

提示：能否編輯我的最愛而不會失去我的設定？

如果選擇我的最愛並調整音量或低音和高音等設定，則可以將
所做變更儲存為新的我的最愛。 



尋找程式：搜尋遺失的助聽器

附近搜尋
如果應用程式偵測到附
近的助聽器，則將進入 
Nearby（附近）模式。在您
隨意走動時，紅色長條將顯
示您是逐漸接近還是逐漸遠
離助聽器。此功能僅適用開
機中的助聽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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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程式
如果應用程式未偵測到附
近的助聽器，則將切換至 
Map（地圖）檢視並在地圖
上顯示助聽器上次連線至應
用程式的位置。

衛星檢視
輕觸此按鈕可移至衛星檢
視。

上次位置
輕觸地圖或衛星檢視上的此
按鈕將顯示一個快顯功能
表，可查看上次偵測到助聽
器的位址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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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聽器的控制選項內建於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 中
如何存取基本音量和程式控制項

在 Apple 裝置的主畫面按鈕上按三下可存取基本音量和程式控制項。

1. 助聽器的名稱、型號和電
池狀態。

2. 同時調整兩個助聽器或單
獨調整每個助聽器的串
流和音量設定。 

3. 各別助聽器的獨立音量
控制。

如何使用 APPLE 的原生應用程式來控制 KIRKLAND 
SIGNATURE 6.0 助聽器

您也可以在 Settings（設定）中存取助聽器的控制中心。 
請依次移至 Sett ings（設定）、General（一般）、 
Accessibility（協助工具）和 Hearing Aids（助聽器），然
後輕觸帶圓圈的 i 以移至助聽器控制項。

3

1

2



向下捲動頁面可查看以下設
定。

4. 檢視和變更程式

5. 啟動並停止 Live Listen（
即 時 收 聽 ） 以 將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 用作麥克風，從
而將聲音直接傳送至助
聽器

6. 如果要清除此裝置並移除
配對，請輕觸此按鈕。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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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行動裝置應用程式配合使用：
強烈建議您不要停用應用程式更新通知並安裝所有更新，
以確保應用程式永遠正常運行及處於最新狀態。Kirkland 
Signature Choice 應用程式以 ReSound Smart 應用程
式為基礎*，且僅用於 GN ReSound 製造的 Kirkland 
Signature 6.0 助聽器。如果應用程式用於其他裝置，GN 
ReSound 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智慧手機應用程式的預期用途 
GN ReSound 行動裝置應用程式旨在與由 GN ReSound 
製造的無線助聽器配合使用。GN ReSound 行動裝置應
用程式透過專為應用程式開發的行動裝置，傳送和接收來
自 GN ReSound 無線助聽器的訊號。如需列印版使用者
指南，請諮詢客戶支援部或列印此使用者指南。另請在使
用 GN ReSound 行動裝置應用程式之前熟悉助聽器使用
者指南。

* 與歐盟醫療器械指令 93/42/EEC 或無線電設備和電訊終
端設備的理事會指令 1999/5/EC 相關的任何問題，請聯
絡 ReSound A/S。

ReSound A/S
Lautrupbjerg 7, DK-2750 Ballerup，丹麥
電話：+45 45 75 11 11   傳真： +45 45 75 11 19
www.resound.com   CVR 編號：55082715

按照 MDD 93/42/EEC 規定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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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Kirkland SignatureTM Navigator 應用程式，您
可以從其他智慧手機控制助聽器

Navigator 應用程式
對於其他智慧手
機，您可以使用 
Navigator 應用程
式調整 Kirkland 

Signature 6.0 助聽器的音
量及變更其程式。如果使用 
ReSound 的 Phone Clip+（手
機夾+）和 Kirkland Signature 
Navigator 應用程式，便可即
時獲得這些優勢。



Imported by:
Costco President Taiwan, Inc.
No. 656 Chung-Hwa 5th Road

Kaohsiung, Taiwan
Company Tax ID: 96972798

0800-885-889
www.costco.com.tw

更多資訊
有關助聽器及其 Made for iPhone 功能的更多資訊與支援，請與您的聽力保健
專家聯絡。如果遇到連線問題，請先嘗試「關閉」Apple 裝置中的藍牙，然後再
重新「開啟」或將 Apple 裝置重新開機。

如需 Costco 隱私權原則的資訊，請瀏覽此網站
www.costco.com/privacy-policy.htm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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