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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選購鼎騰科技產品。為達最佳的使用質量，請詳讀下

列說明，若因違反警語而造成產品損壞甚至人身事故，本公

司一概不予負責。

使用時請注意使用音量

長時間連續聆聽過大的音量容易造成用戶的聽力下降，行車

時請注意使用音量不可蓋過周遭環境聲音，若因使用音量過

大造成任何生命財產的損失，本公司一概不負責任。

保固聲明

本公司提供產品購買人自購買日起主機一年內，線材半年的

維修保固服務，但僅限正常使用狀況下所產品之損壞，凡以

人為或不可預期之方式自行拆裝、變造、破壞、修改產品等

，任意撕毀機身背側序號條形碼及認證標籤，則視同自動放

棄本公司所提供之維修保固服務，且本公司有權決定是否對

該項產品進行維修服務。產品若有任何異狀，請立刻停止使

用，並與本公司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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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號或用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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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擾

合法通信；經發現有乾擾現象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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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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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說明

M1/M1-S系列

正面

背面

產品序號黏貼處
3M子母扣



EVO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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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

背面

扣具固定槽
產品序號黏貼處



第一次使用時，建議充電至紅燈熄滅後再使用。

1.將充電數據線插入充電插孔，另一端插入電腦USB插孔

 *請使用5V的充電插座，或是用電腦、行動電源充電，避免使用車

上的車充或是來源不明的充電頭，不穩定電源突波將會損壞產品

2.連接電源後，功能鍵將亮起紅色指示燈，指示燈熄滅則代

表充電完成，充電時間約為2小時。(依電池剩餘電量而有增減)

若產品電量低於10%，功能鍵會閃爍紅燈，並且會有「電量

低於10%，請盡速充電」的語音提示

充電方式

低電量語音提示

充電與電量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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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量偵測語音/調整語音提示音量

在開機狀態下同時短按音量+鍵與音量-鍵一次，將會自動播

報目前耳機電量，依據剩餘電量不同，會有以下語音提示

1.剩餘電量90%以上--語音提示為電量90%以上

2.剩餘電量90%以下，50%以上--語音提示為電量高於50%

3.剩餘電量50%以下，10%以上--語音提示為電量低於50%

4.剩餘電量10%以下--語音提示為電量低於10%，請盡速充電

於待機狀況下長按對講按鍵與減按鍵直到發出嘟聲，即可按

加減按鍵調整提示音大小聲，調整時可短按加減按鍵確認語

音音量，確認音量後再長按對講按鍵與減按鍵，直到發出嘟

聲即設定完成

電量偵測語音

調整語音提示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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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短按按鍵+與按鍵-



開機與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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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開機:同時按住不放功能鍵+對講鍵約3秒，直到功能鍵閃

爍「藍燈」即可放開，同時可聽到”歡迎使用BlueRider藍

牙通訊系統”的提示語音

*藍牙耳機開機後三分鐘內若未和藍牙連線，將自動關機

2:關機:開機狀態下同時按住不放功能鍵+對講鍵約3秒，直

到功能鍵閃爍「紅燈」即可放開，同時會偵測剩餘電量，並

發出3種對應的語音提示

語音提示的內容如下:

1.剩餘電量100%-50%以上:關機

2.剩餘電量50%以下，10%以上:關機，剩餘電量低於50%，請

充電

3.剩餘電量10%以下:關機，剩餘電量低於10%，請盡快充電

開機

開機



藍牙配對模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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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要配對裝置種類的不同，產品可開啟不同的配對模式以

進行配對。以下說明如何開啟兩種配對模式:

待機狀況下，長按功能鍵5秒，直到主按鍵上的燈號紅藍快

閃(紅藍閃燈間距0.5秒)便進入被動搜尋，並可聽到”配對

”的語音提示音

待機狀況下，按住功能鍵5秒

紅藍燈快速閃爍，即

進入被動配對模式

被動搜尋模式

步驟1

步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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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機狀況下，長按對講鍵5秒，直到主按鍵上的燈號紅藍慢

閃(紅藍閃燈間距1秒)便進入主動搜尋，並可聽到”嘟”的

提示音

待機狀況下，按住對講鍵5秒

紅藍燈慢速閃爍，即

進入主動配對模式

主動搜尋模式

步驟1

步驟2



開機狀況下長按功能鍵五秒，功能鍵紅藍快閃進入配對模式

開啟手機藍牙，搜尋可用裝置，即可看見BLUERIDER M1或

M1-S藍牙裝置，按下即可開始配對，配對完成後可聽到連線

成功的語音提示，主機功能鍵轉為藍色慢閃

BLUERIDER M1-S

步驟1

步驟2

與手機配對

藍牙與手機配對

按下超過五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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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功能

耳機於待機狀態，短按功能鍵兩次，會自動重撥手機最後一

通撥出的電話，同時耳機將會閃爍藍燈

*僅能重撥最後一通從手機撥出的電話

回撥電話

耳機預設為手動接聽，當手機來電時耳機會響起來電提示音

，同時功能鍵閃爍藍燈，這時短按功能鍵可接聽電話，要結

束通話再短按一次功能鍵掛斷電話

接聽電話時，可按音量+或是音量-調整來電音量

接聽/掛斷電話

按一下接聽/掛斷

按兩下末碼回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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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機時，同時長按對講按鍵與音量+與音量-超過3秒，嘟一

聲為自動接聽，嘟嘟兩聲為手動接聽，

長按功能鍵２秒

拒接電話

切換自動接聽／手動接聽

在電話來電時，可長按功能按鍵２秒拒接來電



語音輸入功能

藍牙耳機與手機配對後，於待機狀況下，短按“功能鍵”一

次，將自動開啟手機的語音功能。

Android系列手機:開啟OK Google

iPHONE系列手機:開啟Siri

*需手機本身支援語音功能

自動開啟手機語音

輸入功能

按一下啟動Siri/OK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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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機與耳機配對後，在待機狀態下短按音量+兩次，啟動

手機音樂。

操作手機音樂

啟動手機音樂 短按兩下啟動手機音樂

在播放手機音樂時，短按音量+兩次，暫停手機音樂。

暫停手機音樂

手機音樂播放時，長按音量+兩秒，播放上一首音樂

音樂上一首 長按兩秒上一首音樂

手機音樂播放時，長按音量-兩秒，播放下一首音樂

音樂下一首 長按兩秒下一首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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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機狀況下，主按鍵與＋鍵同時按下超過五秒，功能鍵將會

紅藍快閃，並清除主機內藍牙配對紀錄

關機時按住主按鍵不放，並在充電線在有電狀況下，將充電

線插入USB孔再拔出，即完成硬體重置

清除配對紀錄與硬體重置

主按鍵與＋鍵同時按下超過五秒

清除配對紀錄

硬體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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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音源輸入與無線電

測速器 音樂撥放器衛星導航

無線電

使用音源線

使用無線電專用線(需另購)

有3.5音訊輸出孔的裝置，都可以透過本公司專用音源線接

收音訊，由藍牙耳機收聽

另外也可透過本公司的無線電專用線，連接無線電與藍牙耳

機。無線電專用線上有按鍵安裝在摩托車把手上，可按下發

送PTT

安裝於摩托車手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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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情境-1 單人使用，手機+藍牙導航+藍牙測速器

*備註:藍牙耳機配對導航後，導航的藍牙

未關閉，藍牙耳機與藍牙測速器容易無法

配對，請先關閉導航的藍牙，配對完成後

再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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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先將GARMIN導航藍牙與手機藍牙配對

步驟2:再將藍牙耳機與GARMIN導航進行配對(配對完請先關

閉GARMIN導航藍牙)

步驟3:最後將藍牙耳機與藍牙測速器進行配對，並開啟

GARMIN導航藍牙，就可以同時使用手機，導航，以及測速器

(GARMIN導航)

(GARMIN導航)

(GARMIN導航)

(藍牙測速器)

(手機)

(藍牙測速器)

配對完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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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情境-2 兩人對講+手機+藍牙導航(非手機導航或

GARME)+藍牙測速器(有線輸入)

配對方式說明:

步驟1.

將前座藍牙耳機開啟主動搜尋模式，後座耳機開啟被動搜尋

模式，等前後座耳機紅藍燈停止閃爍，即完成對講配對

配對完成示意圖



18

步驟3.

將前座藍牙耳機開啟被動搜尋模式，使用導航搜尋前座藍牙

耳機，與導航配對連結，便完成與導航的配對動作

步驟4.

使用2.5轉3.5音源線將測速器與前座藍牙耳機進行連結，即

完成音訊整合動作

步驟2.

將前座藍牙耳機開啟被動搜尋模式，使用手機搜尋前座藍牙

耳機，與手機配對連結，便完成與手機的配對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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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情境-3 兩人對講+前座連手機+藍牙導航(非手機

導航或GARME)，後座耳機+藍牙測速器

配對方式說明:

步驟1.

將前座藍牙耳機開啟主動搜尋模式，後座耳機開啟被動搜尋

模式，等前後座耳機紅藍燈停止閃爍，即完成對講配對

配對完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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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3.

將前座藍牙耳機開啟被動搜尋模式，使用導航搜尋前座藍牙

耳機，與導航配對連結，便完成與導航的配對動作

步驟4.

將後座藍牙耳機開啟被動搜尋模式，使用藍牙測速器搜尋前

座藍牙耳機，與藍牙測速器配對連結，便完成與導航的配對

動作

備註:兩台耳機關機後重新建立對講時，第一次配對請先由

前座按下對講按鍵啟動對講，才能成功確保音訊分享

步驟2.

將前座藍牙耳機開啟被動搜尋模式，使用手機搜尋前座藍牙

耳機，與手機配對連結，便完成與手機的配對動作



多人連線對講-方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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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

在A，B耳機於待機狀況下，長按A耳機對講鍵進入主動搜尋

模式，再長按B耳機主按鍵進入被動搜尋模式，兩機對講按

鍵亮燈後即完成配對

步驟2.

在B，C耳機於待機狀況下，長按B耳機對講按鍵進入主動搜

尋模式，再長按C耳機主按鍵進入被動搜尋模式，兩機對講

按鍵亮燈後即完成配對

此時A，B，C完成三人配對，並同時開啟B，C對講，請先按

下C對講按鍵結束對講，繼續下一步驟配對D耳機

此時A，B完成兩人配對，並同時開啟A，B對講，請先按下B

對講按鍵結束對講，繼續下一步驟配對C耳機

配對完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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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3.

在C，D耳機於待機狀況下，長按C耳機對講按鍵進入主動搜

尋模式，再長按D耳機主按鍵進入被動搜尋模式，兩機對講

按鍵亮燈後即完成配對

步驟4.

將A，B，C，D全部關機並靜待10秒

步驟5.

將C，D開機，並按下C主機的對講按鍵，啟動C，D對講，此

時CD對講燈慢閃

此時A，B，C，D完成三人配對，並同時開啟C，D對講，請先

按下D對講按鍵結束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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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對講皆完成，再陸續打開原先配對裝置(手機、藍牙導航

、藍牙測速器...等)即可，最多可連接8台主機

若有外接導航或是測速器的需求，可將裝置連接在A耳機上

，若外接裝置為語音格式，A、B、C、D都可以接收到外接裝

置的音訊

步驟7.

將A開機，並按下A主機的對講按鍵，啟動A，B，C，D對講，

此時ABCD對講燈慢閃

步驟6.

將B開機，並按下B主機的對講按鍵，啟動B，C，D對講，此

時BCD對講燈慢閃



多人連線對講-方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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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

在A，B耳機於待機狀況下，長按A耳機對講按鍵進入主動搜

尋模式，再長按B耳機主按鍵進入被動搜尋模式，兩機對講

按鍵亮燈後即完成配對

步驟2.

在B，C耳機於待機狀況下，長按B耳機對講按鍵進入主動搜

尋模式，再長按C耳機主按鍵進入被動搜尋模式，兩機對講

按鍵亮燈後即完成配對

此時A，B，C完成三人配對，並同時開啟B，C對講，請先按

下C對講按鍵結束對講，繼續下一步驟配對D耳機

此時A，B完成兩人配對，並同時開啟A，B對講，請先按下B

對講按鍵結束對講，繼續下一步驟配對C耳機

配對完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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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3.

在C，D耳機於待機狀況下，長按C耳機對講按鍵進入主動搜

尋模式，再長按D耳機主按鍵進入被動搜尋模式，兩機對講

按鍵亮燈後即完成配對

步驟4.

將A，B，C，D全部關機並靜待10秒

步驟5.

將全部主機開機，並連續按下兩次A主機的對講按鍵，啟動A

，B對講，此時AB對講燈慢閃

此時A，B，C，D完成三人配對，並同時開啟C，D對講，請先

按下D對講按鍵結束對講

連續按兩下



當對講皆完成，再陸續打開原先配對裝置(手機、藍牙導航

、藍牙測速器...等)即可，最多可連接8台主機

若有外接導航或是測速器的需求，可將裝置連接在A耳機上

，若外接裝置為語音格式，A、B、C、D都可以接收到外接裝

置的音訊

步驟7.

連續按下兩次C主機的對講按鍵，啟動A，B，C，D對講，此

時ABCD對講燈慢閃

步驟6.

連續按下兩次B主機的對講按鍵，啟動A，B，C對講，此時

ABC對講燈慢閃

26

連續按兩下

連續按兩下



與其他耳機連線

步驟1:

長按M1系列耳機主按鍵超過五秒進入配對模式

步驟2:

將他牌主機開啟配對手機方式啟動配對

步驟3:

完成配對後，主按鍵與對講按鍵燈號將會顯示藍色慢閃，即

完成與他牌耳機配對，進行語音通話

注意:因各家軟體相容性問題，所以他牌耳機會將M1系列耳

機當作手機，啟動對講時他牌耳機將無法接聽電話

與他牌耳機連線

27

按下超過五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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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耳機軟體

連接電腦端
充電數據線步驟2.

在關機狀態下，將主機插上充電線，另一邊接上電腦(不可

用蘋果系統)

步驟1.

於DIMTON官網下載想更新的軟體版本(因更新檔案為執行檔

，防毒軟體會誤判刪除程式，請先關閉防毒程式與防火牆直

到執行完更新流程為止)

步驟3.

長按主按鍵與減按鍵超過五秒，直到主按鍵閃一下紫色燈後

熄滅

步驟4.

在電腦上安裝已下載的更新軟體，依照安裝步驟，直到軟體

開始執行由0%-100%，即開始更新(99%時會特別的久，請稍

微耐心等待，更新過程中請勿斷電)

按下超過五秒

按下超過五秒



主按鍵與＋鍵同時按下超過五秒

步驟5.

完成後即可拔開充電線，並在關機狀態下長按主按鍵與加按

鍵，清除耳機配對資料，清除完畢後，等待10秒後再開機

步驟6.

在重新配對您的手機與藍牙裝置，即可確保正常執行

注意:本公司軟體不需要每版更新(例:更新1.7不用更新1.5.

1.6)，也沒有高版本不能降回低版本的問題，若不小心更新

失敗導致無法開機，請再重新連上電腦，重新執行一次更新

程式即可

BLUERIDER M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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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內容物

長方形魔鬼氈 X1

新型抗噪耳麥組 X1

圓形魔鬼氈(大) X2

USB充電數據線 X1

圓形海綿墊 X2

背夾 X1(EVO)

3M子母扣 X3(非EVO)

鐵夾 X1(EVO)背夾背膠 X1(EVO)

操作安裝說明書 X1

操作/安裝說明書

2.5轉3.5音源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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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喇叭

安全帽上視圖

線材較短為左側
線材較長為右側

因應歐盟安規，喇叭

可單獨拆下，安裝請

確認喇叭貼近耳朵，

以得到最好音效

安全帽耳窩比較貼近耳朵

可直接貼上圓型魔鬼氈

圓形魔鬼氈(大) X2

安全帽耳窩離耳朵較遠，

請先貼圓形海綿墊墊高喇

叭位置

圓形魔鬼氈(大) X2圓形海綿墊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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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叭請如圖示黏貼，黏貼時喇叭

頭須注意不要卡到耳朵，穿戴安

全帽時較為舒適。

請確認喇叭安裝於耳朵正

中央，確保喇叭提供最好

的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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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帽內襯圖

長方形魔鬼氈 X1

先將安全帽內襯拆開

，再將長方形魔鬼氈

貼在安全帽內襯，將

麥克風圓盤部分黏上

魔鬼氈，扣上內襯固

定麥克風

麥克風結構圖

麥克風固定座麥克風海綿套

麥克風收音孔

外側

內側

使用時請保持麥克風外側的BlueRider字樣朝外

安裝麥克風

34



請調整麥克風位置於嘴巴正前方，並距離約1公分左右效

果最好。

麥克風位於嘴巴正前方

麥克風為彈性抗噪結構，可大幅衰減風切聲與物理震動，

使用時請保持麥克風外側的BlueRider字樣朝外

麥克風偏離位置，收音效果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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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主機 (M1/M1-S 子母扣)

需要先比對一下預定安裝位置，確認該位置曲面是否過大，

若需要外接連接線，可將主機稍微安裝高一些，預留線頭高

度，避免安全帽放置桌面時，線材頂到主機。

子母扣已於出廠時貼於產品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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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量避免縫隙

可先將主機放置定位，注意機身兩側曲度會不會過大，如果

曲度過大容易有掉落的風險，若背面與帽體縫隙小代表適合

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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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確定後，先將黏貼處擦乾淨，確保背膠發揮最大效用

再依照選擇的位置黏上子母扣，靜置30秒，將會黏的更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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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主機後的子母扣與安全帽上的子母扣用力按壓結合，再將

耳麥組USB插上主機，然後將多餘的線材收到內襯中

將耳麥組USB插上

多餘的線材收到安全帽內襯縫隙

39



安裝主機 (EVO-背夾 )

M系列 EVO/E-one主機背面 固定座正面

主機背面有滑槽設計，將固定座黏貼於安全帽外，固定座位

置請選較平緩處

需要先比對一下預定安裝位置，確認該位置曲面是否過大，

若需要外接連接線，可將主機稍微安裝高一些，預留線頭高

度，避免安全帽放置桌面時，線材頂到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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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確定後，請先將帽體清潔乾淨，確保最大黏性

再依照預定安裝的位置黏上子母扣，靜置30秒等膠更牢固

固定座背面 3M背膠

需先將3M背膠黏貼於固定座背面，再黏在安全帽外

先按壓背夾中間部分，再按壓左右較軟的部分

步驟1黏貼背膠與固定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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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主機從背部滑軌滑入定位，再把麥克風連接線插上，再將

露出的線材收進內襯中，完成安裝

1.確認固定座固定完成，將

主機透過滑槽安裝到定位

2.將喇叭線插上

3.將多餘線材收到安全

帽內襯

步驟2安裝主機到固定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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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主機 (EVO-鐵夾)

非必要安裝金屬鐵夾，要扣在安全帽塑膠殼上才需要

先安裝鐵夾於固定座上，請注意鐵夾安裝方向，安裝後將無

法拆除

主機
方向

安全帽
方向

組裝完成示意圖

步驟1安裝金屬夾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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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2安裝固定座在安全帽上

使用彈簧背夾固定座時，請先將帽體內襯拆開，用力拉開金

屬背夾，並將金屬背夾滑入帽體與內襯的空隙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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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取下主機，將扣具上方往後壓，確認主

機已離開卡扣軌道，再將主機取出

步驟3安裝主機到固定座

1.確認固定座固定完成，將主

機透過滑槽安裝到定位

下壓釋放卡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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