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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選擇你的         ?

FREECOM 1+

藍牙

防水

自然語音操作

Dynamic MESH Communication

2004年，Cardo 推出全球首個電單車藍牙耳機。
多年來不斷研發出革命性的技術，品牌一直深受
用家信任和支持。獨特的防風技術、業內首款電
單車對講功能、超長距離通訊、自動音量控制、
音樂分享等，都奠定了 Cardo 在業界中的領導地
位。

2015年，Cardo 將動態網絡通訊（Dynamic MESH 
Communication，簡稱 DMC ) 技術注入耳機，透
過網狀網路而非點對點的方式連接耳機，不但大
幅提升連接穩定性、令最遠對講距離增至8公里、

支援多達15人無線對講，更大幅簡化了連接團隊
時的設定，成為真正實用的電單車通訊系統！

Cardo 更是業內首個採用語音操作的品牌，一句
「Hey Cardo」，操作無需再按實體鍵。品牌近年
更與 JBL 合作，給你前所未有的極致音效體驗。

「To deliver cutting-edge connectivity to groups in 
motion」乃 Cardo 的使命，未來我們將繼續秉承
這個理念，為用家創造更多嶄新通訊體驗！

關於Cardo

FREECOM 4+

• 傳統的對講連接方式

• 耳機需要逐一配對

• 適合人數不多或與固定車友通訊使用

1-15人團隊對講

機與機
團隊

最遠 1.6 公里
最遠 8 公里

1-15人團隊對講 1-15人團隊對講 1-4人團隊對講 乘客對講

藍牙 4.1

• 傳統的對講連接方式

• 短距離通訊

• 適合與乘客溝通使用

Dynamic MESH Communication 動態網絡通訊

:
:

機與機
團隊

最遠 1.6 公里
最遠 8 公里

:
:

機與機
團隊

最遠 1.2 公里
最遠 6 公里

:
:

機與機
團隊

最遠 1.2 公里
最遠 3.6 公里

:
:

動態網絡通訊

JBL 音效

藍牙 4.1

• 透過網狀網絡，實現超強穩定性

• DMC 技術容許所有車友一次過配對連接

• 無需逐個耳機設定，是真正實用的團隊對講方案



communication in motion

滾筒操作

USB通話

對講操控

LED 指示燈

媒體操控

PACKTALK BLACK 是 Cardo 旗艦級特別版，

升級採用 45mm 大直徑 Sound by JBL 發聲單

元 ，配合 APP 內 JBL 調音功能，堪稱業內

「最強音質」。全黑造型符合簡約美學同時極

具型格。

採用 Cardo 引以自豪的動態網絡通訊 DMC®  

技術，透過網狀網路而非點對點的方式連接耳

機，除了令連接穩定性和對講距離大幅提升，

更重要是大幅簡化了連接團隊時的設定

，是真正實用的團隊通訊系統！

PACKTALK BLACK 更升級提供3年原廠保用，

讓你安心挑戰極限。

終極音效體驗！ 45mm JBL 發聲單元
原廠升級至3年保用

終極JBL音效 
最強通訊機能

相片分享

尺寸

(高x長x深）49mm x 91mm x 25mm

57g

(直徑x深度)  45mm x 10.1mm

操作無需再按實體鍵，
透過「Hey Siri」「Ok Google」全面操作電話功能。

「Hey Cardo」語音操控

超長對講距離
機與機：最遠 1.6 公里
團隊   ：最遠 8 公里 

1.6

支援其他品牌藍牙耳機
透過 DMC Bridge 將其他藍牙耳機加入 DMC 網絡；
或使用藍牙模式與其他藍牙耳機連接。

x15
1至15人團隊對講 
DMC 技術容許所有車友一次過配對連接， 
無需逐個耳機設定。

Sound by JBL 45mm 大直徑發聲單元
升級至 45mm JBL發聲單元。 
配合 APP 內 JBL 調音功能，堪稱業內「最強音質」。

連接方式 電池

動態網絡通訊 DMC® 
Bluetooth 4.1

支援其他品牌藍牙耳機

850mAh

13小時

1週

4小時

動態網絡通訊 DMC® 
透過網狀網絡，實現超強穩定性。
即使其中一個車友中途離開，整個團隊依然保持連線。

主機

淨重

揚聲器

容量

通話時間

待機時間

充電時間

Cardo Connect 流動應用程式 (APP)
無痛管理對講功能。

內置收音機

防塵防水
提供相當於 IP67 的防塵防水性能。

3cardosystemscardosystemsclsgarage



communication in motion

滾筒操作

USB通話

對講操控

LED 指示燈

媒體操控

相片分享

全方位功能
JBL極致音效

旗艦級的 PACKTALK BOLD 功能全面，配備

40mm JBL 發聲單元，提供卓越音樂享受。

同時配備領先業界的動態網絡通訊 DMC®  技

術，帶來超水準的對講能力。

對比傳統點對點的藍牙連接方式，DMC 透過網

狀網絡技術，同時連接多個耳機，不但將團隊

對講最遠距離大幅增至8公里，穩定度也大大提

高！即使其中一個車友中途離線，整個團隊依

然保持連線！ DMC 技術更容許所有車友一次

過配對連接，無需每個耳機逐一設定，是真正

實用的團隊對講方案！

旗艦級對講功能配合 JBL 極致音效，難怪

PACKTALK BOLD 是市場上最被信賴的通訊

系統。

動態網絡通訊 DMC®
40mm JBL 發聲單元電池

850mAh

13小時

1週

4小時

容量

通話時間

待機時間

充電時間

Cardo Connect 流動應用程式 (APP)
無痛管理對講功能。

操作無需再按實體鍵，
透過「Hey Siri」「Ok Google」全面操作電話功能。

「Hey Cardo」語音操控

超長對講距離
機與機：最遠 1.6 公里
團隊   ：最遠 8 公里 

1.6

支援其他品牌藍牙耳機
透過 DMC Bridge 將其他藍牙耳機加入 DMC 網絡；
或使用藍牙模式與其他藍牙耳機連接。

內置收音機

x15
1至15人團隊對講 
DMC 技術容許所有車友一次過配對連接， 
無需逐個耳機設定。

Sound by JBL 40mm 大直徑發聲單元
配合 APP 內 JBL 調音功能，提供超越同級的音效體驗。

動態網絡通訊 DMC® 
透過網狀網絡，實現超強穩定性。
即使其中一個車友中途離開，整個團隊依然保持連線。

防塵防水
提供相當於 IP67 的防塵防水性能。

20

尺寸

(高x長x深）49mm x 91mm x 25mm

57g

(直徑x深度)  40mm x 9.2mm

連接方式

動態網絡通訊 DMC® 
Bluetooth 4.1

支援其他品牌藍牙耳機

主機

淨重

揚聲器

cardosystemscardosystemsclsgarage



communication in motion

LED 指示燈

對講操控
媒體操控

通話

USB

音量調低

音量調高

PACKTALK SLIM 將旗艦級的機能，塞進僅厚6.5mm的

超薄機身，讓你通訊無阻，保持簡約造型！

配備 40mm JBL 發聲單元及領先業界的動態網絡通訊 

DMC®  技術，帶來超水準的音效和通訊體驗。Cardo 

Connect APP 、「Hey Cardo」語音操控功能；讓你省

卻費時的設定工作，全情享受駕駛帶來的樂趣！

纖巧機身盛載一切強勁功能。低調奢華，簡約不羈，

這就是 PACKTALK SLIM。

相片分享

機身厚度僅6.5mm

超簡約機身
JBL極致音效

6.5mm 超薄機身  |  動態網絡通訊 DMC®
40mm JBL 發聲單元

Cardo Connect 流動應用程式 (APP)
無痛管理對講功能。

操作無需再按實體鍵，
透過「Hey Siri」「Ok Google」全面操作電話功能。

「Hey Cardo」語音操控

長對講距離
機與機：最遠 1.2 公里
團隊   ：最遠 6 公里 

1.2

支援其他品牌藍牙耳機
透過 DMC Bridge 將其他藍牙耳機加入 DMC 網絡；
或使用藍牙模式與其他藍牙耳機連接。

內置收音機

x15
1至15人團隊對講 
DMC 技術容許所有車友一次過配對連接， 
無需每個耳機逐一設定。

Sound by JBL 40mm 大直徑發聲單元
配合 APP 內 JBL 調音功能，提供超越同級的音效體驗。

動態網絡通訊 DMC® 
透過網狀網絡，實現超強穩定性。
即使其中一個車友中途離開，整個團隊依然保持連線。

電池

850mAh

13小時

1週

4小時

容量

通話時間

待機時間

充電時間

防塵防水
提供相當於 IP67 的防塵防水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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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高x長x深）38mm x 69mm x 6.5mm

76g

(直徑x深度)  40mm x 9.2mm

連接方式

動態網絡通訊 DMC® 
Bluetooth 4.1

支援其他品牌藍牙耳機

主機

淨重

揚聲器

cardosystemscardosystemscardosystems



USB滾輪操控

媒體操

對講操控

LED 指示燈

通話

若你對音質有要求，FREECOM 4+ 的 40mm 

Sound  by JBL 發聲單元，定能給你前所未有

的極致音效體驗。

機身滾輪設計，配戴手套亦容易操控；內置

「Hey Cardo」語音操控功能，讓你專注駕駛

，無需再按任何實體鍵。防塵防水規格、內置

收音機、Cardo Connect APP 等亦無一或缺。

FREECOM 4+ 配備基礎的對講功能，可以連

接最多4位車友，機對機距離達1.2公里，更加

支援其他品牌的藍牙耳機！適合用戶初次體驗

對講功能的樂趣。

FREECOM 4+ 極其出色的音質效果和可靠的

對講功能，完美滿足大部分車友日用需求。

communication in motion

相片分享

13小時續航力

自動音量調整
高速行駛時盡享音樂，停車時立即自動調至合適音量。

完美滿足日用需求
JBL極致音效

FREECOM 4+

Cardo Connect 流動應用程式 (APP)
無痛管理對講功能。

操作無需再按實體鍵，
透過「Hey Siri」﹑「Ok Google」全面操作電話功能。

「Hey Cardo」語音操控

長對講距離
機與機：最遠 1.2 公里
團隊   ：最遠 3.6 公里 

1.2

防塵防水
提供相當於 IP67 的防塵防水性能。

支援其他品牌藍牙耳機

內置收音機

1至4人團隊對講

Sound by JBL 40mm 大直徑發聲單元
配合 APP 內 JBL 調音功能，提供超越同級的音效體驗。

x4

20

電池

600mAh

13小時

1週

4小時

容量

通話時間

待機時間

充電時間

尺寸

(高x長x深）49mm x 79mm x 20mm

34g

(直徑x深度)  40mm x 9.2mm

連接方式

Bluetooth 4.1

支援其他品牌藍牙耳機

主機

淨重

揚聲器

cardosystemscardosystemsclsgarage



communication in motion

相片分享

Cardo Connect 流動應用程式 (APP)
無痛管理對講功能。

乘客對講
x2

13小時續航力

40mm 大直徑發聲單元
超越入門水平，提供清晰悅耳的音質。

40mm

自動音量調整
高速行駛時盡享音樂，停車時立即自動調至合適音量。

防塵防水
提供相當於 IP67 的防塵防水性能。

支援其他品牌藍牙耳機

內置收音機

FREECOM 1+

電池

600mAh

13小時

1週

4小時

容量

通話時間

待機時間

充電時間

尺寸

(高x長x深）46mm x 79mm x 16mm

34g

(直徑x深度)  40mm x 8.2mm

連接方式

Bluetooth 4.1

支援其他品牌藍牙耳機

主機

淨重

揚聲器

音量調低

通話/媒體操控

USB

音量調高

對講操控

LED 指示燈

FREECOM 1+ 齊備日常駕駛所需功能，包括防

塵防水、內置收音機、清晰語音通話、乘客對

講、自動音量調整、1星期待機、13小時續航、

低耗電連接穩定的藍牙4.1和專用 Cardo 手機 

APP 等等。

當然，只看表面規格並不足夠，實戰表現才是

選購耳機時最重要的一環。你能夠想像眾多低

檔耳機的常見問題，例如耳機「拆聲」、收音

不清晰、風切聲降噪能力不足、藍牙連接不穩

、標榜耐氣候大雨後卻機身入水、續航能力不

足要經常充電、對講功能介入太慢不能傳遞完

整句子、使用半年後線材開始接觸不良......

一律不會在 Cardo 產品上發生。

FREECOM 1+ 是你的日常騎行夥伴，讓你擁有

穩定可靠的耳機體驗。

清晰可靠
入門首選

20
cardosystemscardosystemsclsgarage



對講

             動態網絡通訊 DMC®

團隊人數 1-2 1-4

支援其他品牌藍牙耳機

操作

     Sound by JBL 音效

               自然語音操作

音樂及 FM 分享

自然調節音量

連接性

同時連接兩個藍牙裝置 
(如 GPS 及智能電話)

內置 FM 收音機

Cardo Connect 流動應用程式 (APP) 

一般規格

防塵防水

耳機 40mm 40mm JBL

收音咪 棍咪 棍咪和線咪

電池工作／備用時間 13 小時／ 1 星期 13 小時／ 1 星期

機與機對講距離 * 乘客對講 最遠 1.2 公里

團隊對講距離 * 乘客對講 最遠 3.6 公里

保養期 2 年 2 年

DYNAMIC

COMMUNICATION
MESH

1-15 1-15 1-15

40mm JBL 40mm JBL 45mm JBL

棍咪和線咪 棍咪和線咪 棍咪和線咪

13 小時／ 1 星期 13 小時／ 1 星期 13 小時／ 1 星期

最遠 1.2 公里 最遠 1.6 公里 最遠 1.6 公里

最遠 6 公里 最遠 8 公里 最遠 8 公里

2 年 2 年 升級至 3 年

* 有效距離或按實際環境而變

配件

魔術貼套裝 頭盔套裝頭盔套裝

FREECOM 4+
FREECOM 系列 PACKTALK 系列

FREECOM 1+



DYNAMIC

COMMUNICATION
MESH

Hong Kong & Macau Distributor
Telephone
WhatsApp 
E-mail
Website CLSgarage

: (852) 2377 4838
: (852) 9242 2425 
: info@clsgarage.com
: www.clsgarag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