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安全指示

1.	 	請詳讀本說明書並妥善保存。		

2.	 	請妥善保管保固卡。

3.	 	請注意所有警語。

4.	 	請遵照本說明書內所有指示。

5.	 	不要在水邊使用本產品。

6.	 	請使用乾布清潔。

7.	 	不要將本產品在熱源附近使用避免爆炸。

8.	 	請勿長時間暴露在陽光下。

9.	 	請勿自行拆卸或修改本產品。

10.	請在潔淨、乾燥環境下保存此產品。

11.	每月至少充電一次。( 最少 )

12.	 	窒息與吞嚥危險，請將本產品遠離孩童與寵物。	

	 	小尺寸與內建電池會導致窒息與吞嚥危險。不遵守會	

	 	造成永久損壞或死亡的可能。

13.	 	避免聽覺受損，請勿長時間使用過高音量聆聽。

註冊商標聲明

Music	Tribe 對任何完全或部分引述於此處的任何描述、

照片或聲明的人可能會造成的損失不承擔任何責任。	技術

規格、外觀和其他信息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所有商

標均為其各自所有者的財產。	Midas，Klark	Teknik，Lab	

Gruppen，Lake，Tannoy，Turbosound，TC	Electronic，

TC	Helicon，Behringer，Bugera 和 Coolaudio 是 Music	

Tribe	Global	Brands	Ltd. 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LIFE BUDS

快速入門指南

沉浸於點音源的發燒級無線耳機

保固

對於任何保固條款與 Music	 Tribe’s	Limited 保固的額外

訊息，詳情請參考網站 musictri.be/warranty。

內容物

	 ˙LIFE	BUDS	x1 對

	 ˙ 充電盒

	 ˙ 充電線

	 ˙ 快速入門指南 ( 本文件 )

	 ˙ 收納袋

	 ˙ 不同尺寸耳塞

特色

充電盒內建電池，當上蓋關閉時可以充電 LIFE	BUDS。充

電盒電量滿電時，可重複充飽 LIFE	BUDS 達三次。透過

後方充電孔插上附件 USB 充電線充電，電量充飽時，後

方的 LED 燈亮起綠燈。前方指示燈顯示內置 LIFE	BUDS

時的充電盒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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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邊

充電狀態指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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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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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指示燈

可替換耳塞

麥克風

藍芽版本：V5.0。享受真實高解析立體聲音樂體驗！每個

LIFE	BUD 都有一個單鍵式多功能鍵 (MFB)、麥克風以及

LED 指示燈。不同尺寸耳塞可讓您選擇最舒適的聆聽並享

受到最佳音質。

可一組或單一使用 LIFE	BUDS。

開始使用

使用之前請詳閱快速入門指南並保存在安全的地方。

使用前請完整充電 LIFE	BUDS。

若長時間未使用 LIFE	BUDS( 超過三個月 )，請規律的充

電 LIFE	BUDS。請使用附件充電線。

一般操作

自動開 / 關機：開啟 / 關閉上蓋，LIFE	BUDS 就會自動開	

/ 關機。

藍芽配對：自動配對。

強制關機：按壓 MFB 鍵直到紅燈亮起。

接 / 掛電話：按壓 MFB 鍵。

音樂播放 / 暫停：按壓 MFB 鍵。

播放下一首曲目：連續壓左邊的 MFB 鍵兩次。

播放前一首曲目：連續壓右邊的 MFB 鍵兩次。

助聽器模式：連續按壓 MFB 三次開啟 / 關閉助聽器模式。

拒絕來電：按壓 MFB 鍵直到聽到「Call	Rejected」( 拒絕

來電 ) 的聲音再放開。

電話轉接：按壓 MFB 鍵一秒鐘，聽到「嗶」聲後，目前

來電就會在 LIFE	BUDS 和電話間轉換。

通話靜音模式：連續按壓MFB鍵兩次開啟 /關閉通話靜音。

請注意：當同時使用兩邊的 LIFE	BUDS 時，只有右邊的

LIFE	BUD 有來電控制功能。

LIFE BUDS 重置：將 LIFE	BUDS 放於充電盒內，按壓 LIFE	

BUD	MFB 鍵至充電模式 ( 紅燈亮起 )，連續按壓兩次，藍燈

閃爍5次後耳機重置成功。另一隻耳機也請用同樣方式重置。

LIFE BUD 充電

1.	電量不足時 LIFE	BUDS 上的紅燈閃爍，請盡快充電	

	 LIFE	BUDS。將 LIFE	BUDS放置於充電盒內並關閉上蓋，	

	 LIFE	BUDS 開始充電 ( 紅燈亮起 )。耳機充電時，充電	

	 盒前面的兩個指示燈將依照充電盒電量顯示不同燈號。	

2.	 LIFE	BUDS 充飽電後，充電盒前方兩個指示燈會熄滅。

指示燈狀態：

LIFE BUDS 上 LED 燈

	 紅燈閃爍：電量不足。

	 紅燈開啟：充電中 ( 放置於充電盒內 )。

	 紅燈瞬間亮起：電源關閉。

	 藍燈緩慢閃爍：LIFE	BUDS 工作中。

	 藍燈與紅燈閃爍：LIFE	BUDS 配對中。



規格

藍芽

藍芽版本	 V5.0

無線範圍	 10 公尺 ( 無障礙物狀態 )

支援機種	 HSP	/	HFP	/	A2DP	/	AVRCP

頻率範圍	 2402	-	2480	MHz

頻道號碼	 79 號

最大輸出功率	 10	dBm

LIFE BUDS 性能

輸出	 10	mW

頻率響應	 20	Hz	-	20	kHz

電池 (LIFE BUDS)	

電容量	 3.7	V	/	50	mAh

充電時間 ( 大約值 )	 1 小時

使用時間 ( 大約值 )	

播放時間	 4 小時

電話時間	 4 小時

待機時間	 120 小時

充電盒	

充電盒	 3.7	V	/	450	mAh

充電時間 ( 大約值 )	 2 小時

LIFE	BUD 充電次數	 可充飽 3 次

電源輸入	 Micro	USB,	5	V	/	1	A

一般	

操作溫度	 -10℃	to	50℃

尺寸 ( 充電盒 )	 68.5	x	32	x	33.5	mm

重量 ( 包括充電盒 )	 43	g	

其他重要資訊

1. 線上註冊：

請上 winkey-audio.com.tw 網站登錄您新購買的 Music

Tribe 產品。線上填寫註冊表單，對於未來的維修會更

有效率，同時也請您詳細閱讀我們的保固條件與政策。

2. 維修：

若您在操作時有任何問題，送修之前請先花些時間閱讀

疑難排解說明，若仍無法正常操作，請與您購買的經銷

商聯絡。您可以在 tannoy.com 的「Support」頁面搜

尋並聯繫您所在國家 / 地區的 Music	Tribe 授權代理商。

如果國家 / 地區沒有列出，請檢查您的問題並在 tannoy. 

com 的「Support」頁面搜尋我們的「Online	Support」

詢問。請注意: 充電盒卡榫斷裂不在保固範圍內。

【警語】 依據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

 第十二條	

※ 經型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機，非經許可，公	

司、商號或使用者均不得擅自變更頻率、加大功率	

		 或變更原設計之特性及功能。	

 第十四條	

※ 低功率射頻電機之使用不得影響飛航安全及干擾合	

法通信；經發現有干擾現象時，應立即停用，並改	

	 善至無干擾時方得繼續使用。	

	-	前項合法通信，指依電信法規定作業之無線電通信。	

	-	低功率射頻電機須忍受合法通信或工業、科學及醫	

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設備之干擾。	

總代理 : 勝旗電器貿易有限公司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27 號 10F

TEL: (02)2597-4321  https://www.winkey-audio.com.tw

充電盒上 LED 燈 ( 置入耳機充電 )

藍燈亮起：充電盒電量還有 50% 以上。

紅燈亮起：電量 25-50%。

紅燈閃爍：電量 25% 以下。

	 請注意：LIFE	BUDS 第一次放入充電盒時 LED 燈若沒	

有亮起，請打開上蓋並確認 LIFE	BUDS 是否放置正確。

使用 LIFE BUDS

有兩種不同方式設定 LIFE	BUDS，敘述如下 :

方法一：

1. 確定兩個 LIFE	BUDS 都在充電盒內，您的手機或其他

設備的藍芽是關閉的。

2. 打開上蓋 LIFE	BUDS 會進入自動配對模式。

3. 左邊 LIFE	BUD 閃爍藍燈，右邊 LIFE	BUD 閃爍藍紅燈，

等待您的手機或其他器材連接。

4. 打開手機或其他器材的藍芽模式，搜尋並點選螢幕上

LIFE	BUD 字樣連接。連接成功後，LED 燈會緩慢閃爍

藍燈。

方法二：

1. 確定兩個 LIFE	BUDS 都在充電盒內，您的手機或其他

設備的藍芽是關閉的。

2. 打開上蓋取出右邊 LIFE	BUD，LED 指示燈會顯示紅燈

與藍燈，等待與您的手機或器材連接。

3. 打開手機或其他器材的藍芽模式，搜尋並點選螢幕上

LIFE	BUD 字樣連接。連接成功後，LED 燈會緩慢閃爍	

藍燈，第一隻 LIFE	BUD 連接成功。

4. 取出左邊的LIFE	BUD，LED燈顯示藍燈一次並自動連接。

使用單隻 LIFE BUD

1. 請先確認兩個 LIFE	BUDS 都放在盒子，您的手機或其

他設備的藍芽是關閉的。

2. 打開上蓋並取出右邊的 LIFE	BUD，LED 燈閃爍紅藍燈。

( 如果要使用左邊的 LIFE	BUD，請先按壓 MFB 鍵直到

LED 燈閃爍紅藍燈。)

3. 打開手機或其他器材的藍芽模式，搜尋並點選螢幕上 LIFE

BUD 字樣連接。連接成功後，LED 燈會緩慢閃爍藍燈。

疑難排解

1. 如果您的手機裝置無法搜尋到 LIFE	BUDS，請確認 LIFE

BUDS 是否在配對模式 ( 藍紅燈閃爍 )。若 LIFE	BUDS

長時間沒有配對，請開啟 LIFE	BUDS 重新配對，或是

按壓三秒鐘以上直到 LED 燈閃爍藍紅燈。有時候重置

LIFE	BUDS 與手機的藍芽功能是很好的解決方式。

2. 當連接成功後無法接電話或是聽音樂：使用 Android

系統時，須設定藍芽「電話語音」	或「媒體音效」，

或是在接電話時選擇藍芽輸出。

3. 若您的手機與器材已經與 LIFE	BUDS 配對，但是卻沒

有聲音輸出：從藍芽裝置移除 LIFE	BUDS 並重新配對。
勝旗@維修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