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聽聽 iListen 
臺灣第一綜合性有聲內容平台 

 

 

 

使用說明  

1. 1.下載 APP：請至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商店搜尋並下載安裝「i 聽聽 iListen」

APP，亦可掃描下方 QR Code 下載 APP。 

 

  



2. 喜好設定：首次開啟 APP，須先完成喜好設定，設定您的「年齡」與「喜好主題」，APP

將為您量身打造個人化專屬閱聽推薦。 

 

 

3. 開始閱聽：進入 APP 首頁後，可從首頁或各分頁「聽書」、「聽節目」和「聽新聞」，從中

選擇您喜愛的專輯，再點選「曲目列表」，點選欲聆聽的曲目開始閱聽。 

 

 



4. 登入會員：進入 APP，點選「帳號」，進入帳號頁面後，點選畫面最上方的「訪客」，選

擇「中華電信多元帳號」登入，或其他第三方帳號方式完成登入。（註：本 APP 支援中華

電信用戶透過 4G/5G 行動網路自動認證登入） 

 

 

 

  



 常見問題  

【會員帳號】 

1. 如何註冊成為 i 聽聽會員？ 

歡迎透過以下方式加入 i 聽聽會員： 

1). 至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商店搜尋並下載 i 聽聽 APP。 

2). 開啟 APP，點選「帳號」後，再點選「訪客(登入可享受更多服務)」即可選擇多元

帳號登入方式成為 i 聽聽會員，可以選擇的方式如下： 

• 選擇「中華電信多元帳號」登入： 

中華電信用戶可選擇直接採用中華電信會員帳號登入。若開啟「使用中華電信網路

自動認證」功能，當中華電信用戶使用 4G/5G 行動網路連線時，不需要輸入中華電

信帳號密碼，即可自動驗證完成登入。 

 

• 選擇「第三方帳號(Apple/Goolge/Facebook）」登入： 

使用者可直接使用所屬的 Apple/Google/Facebook 等第三方帳號登入使用 i 聽聽

APP。 

 

• 選擇「註冊帳號」： 

請填寫本人使用的手機號碼（即為 i 聽聽帳號），設定一組登入的密碼與暱稱後，點

選「取得驗證碼」，系統將立即發送簡訊至您的手機，請將簡訊碼回填於註冊頁面

後，點選「確認註冊」，依系統提示完成註冊。 

 



2. 如何啟用在中華電信申辦的 i 聽聽帳號？ 

至中華電信申辦 i 聽聽後，可以透過以下步驟開啟 i 聽聽 VIP 會員權限： 

⚫ 新門號申辦（尚無中華電信會員帳號者） 

1). 至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商店搜尋並下載 i 聽聽 APP。 

2). 開啟 APP，點選「帳號」後，再點選「訪客(登入可享受更多服務)」。 

3). 進入登入頁面後，選擇「中華電信多元帳號」登入，使用新申辦手機門號註冊為中

華電信門號，依畫面指示完成註冊，即可完成登入。 

 

⚫ 已有中華電信帳號之會員申辦 

1). 開啟 APP，點選「帳號」後，再點選「訪客(登入可享受更多服務)」。 

2). 進入登入頁面後，使用 4G/5G 網路連線，選擇「中華電信多元帳號」登入，即可自

動完成認證登入。(開啟「使用中華電信網路自動認證」功能，即可一鍵自動登入) 

 



3. 如何免費體驗/試用 i 聽聽？ 

您申請 i 聽聽帳號了嗎？還沒有的話，請先參考常見問題中「如何註冊成為 i 聽聽會

員」喔！  

新註冊會員享有 7 天免費體驗，於免費體驗期間即可享受無限暢聽海量有聲內容的服

務。於體驗期結束後即轉為免費會員僅能收聽部分免費有聲內容 。 

 

 

4. 如何修改密碼？ 

1). 開啟 APP，進入「帳號」頁面，點選「設定」。 

2). 點選「修改密碼」，依照畫面指示，輸入「新舊密碼」後，點選「送出」，即可完成

密碼變更。（密碼規則需要至少 8 碼以上內含英數混合） 

3). 若採用「第三方帳號登入(Apple/Goolge/Facebook）」，需先至「設定>帳號管

理」功能中，完成手機綁定（即設定 i 聽聽會員帳號），才能使用「修改密碼」的功

能。 

 



 

5. 如何查詢／刪除已登入的授權裝置？ 

1). 開啟 APP，進入「帳號」頁面，點選「設定」。 

2). 點選「裝置管理」，即可自行查詢該帳號登入的授權裝置。 

3). 如欲刪除已登入的裝置，只須於本功能中，在欲刪除的裝置上由右向左滑動，並點

選紅色的「刪除」按鈕，即可完成刪除裝置的動作。 

 

 

【付費與訂閱】 

1. 中華電信用戶申辦「i 聽聽」的資費方案為何？ 

中華電信用戶可至中華電信門市、神腦門市臨櫃申辦，基本月租方案價格說明如下： 

(1) 費用說明（付款方式）： 

  月租費 149 元；申租本服務之用戶，不另開立發票 ( 非發票類服務 )。 

  最短租期一個月，未滿一個月仍以一個月月租費計費。 

(2) 付網代碼：P209 

 

2. 透過 iTunes App Store (APP 內購買)的注意事項 

如果您預計或是已經是透過 iTunes App Store 訂閱 i 聽聽服務，請您務必留意以下注

意事項： 

1). 因 Apple 公司限制，i 聽聽無法透過您的訂購資訊查到您所訂購的 Apple ID 或 i

聽聽帳號。若欲查詢透過 iTunes App Store 訂閱的  i 聽聽帳號，請使用訂閱本服

務之手機，於 APP「帳號」頁面中，點選「聯絡我們」，將透過 iTunes App Store 

訂閱的「收據編號」填寫於 Email 中，並將系統自動列出的「裝置識別碼」，一起提



供給 i 聽聽客服小組，客服人員將會盡快為您協助與確認。 

2). 若是透過 iTunes App Store 訂閱 i 聽聽服務，其開通及終止都必須由 Apple 通

知 i 聽聽進行，無法由 i 聽聽客服小組為您取消／開始訂閱。 

3). 同時，為了保護您的資訊，Apple 公司將不會提供第三方任何您的訂購資訊，因此

如果有任何訂閱／費用上的問題，麻煩請透過 Apple 支援 向 Apple 公司反應及

詢問。 

4). 當 iTunes App Store 因故無法完成收費，iTunes App Store 將會先暫停扣款，並

且通知 i 聽聽終止您的服務。日後當 Apple ID 的付費管道恢復正常後，就會針對

未取消的訂閱重新開始每月自動扣款。 

但由於 iTunes 【不會】通知 i 聽聽要將您的服務再次開通，i 聽聽也無法透過任何

方式恢復您的訂單，因此請務必至 iTunes App Store 取消 i 聽聽的訂閱再重新訂

閱，以便恢復 i 聽聽 VIP 會員的使用權限。 

5). 如果您的 Apple ID 是綁定信用卡或電信業者，且發生扣款失敗的狀況，需要麻煩

您洽詢信用卡公司/電信業者，或是透過 iTunes 客服查詢。 

 

【操作與功能說明】 

1. 無法成功安裝／更新 i 聽聽 APP？ 

【Android 版 APP】 

當發生無法順利下載 i 聽聽 Android 版 APP，可能的情況有以下兩種： 

1). 當裝置中的記憶體空間不足：建議先嘗試刪除其他不需使用的 App、圖檔、檔案...

（盡量釋放至少 60 MB 的裝置內存空間）後，再重新嘗試下載。 

2). 當開啟 APP 後，跳出要求更新的畫面，但 Play 商店更新進度條卻卡住；或是當開

啟 APP 時一直顯示要求更新（但一直無法更新成功，亦無其他錯誤訊息）。 

建議先開啟 Play 商店並暫停所有的更新動作，並且重新開機。重新開機後應可排

除問題。 

如果您進一步問題需要協助，歡迎您隨時透過 i 聽聽 APP > 帳號 > 聯絡我們，來信至

客服小組詢問！ 

（透過本功能填寫客服信件，將會由系統將自動帶入您的使用的裝置名稱、版本序號...

等系統資訊，以便加快客服人員了解與協助處理您的狀況。） 

 

【iOS 版 APP】 

如果更新 i 聽聽 iOS 版 APP 時發生安裝沒有反應，或是下載安裝檔到一半卡住、顯示

等待中，無法刪除、也無法開啟的狀況，多數是因為網路或是系統等問題造成的，請參

考以下四個步驟並且依序進行排除： 



1). 將手機重啟電源（重開機）。 

2). 重置網路設定：進入 iOS 行動裝置內的「設定>一般>重置」，點選「重置網路設

定」，重新連結網路後，測試是否可以正常完成安裝/更新。（註：本操作將會重置

Wi-Fi 網路和密碼、行動網路、曾使用的 VPN 和 APN ...等相關設定。 

3). 重新登入 App Store 中的 Apple ID。 

4). 透過「管理儲存空間」將 i 聽聽刪除後，再次重新下載安裝。進入 iOS 行動裝置

內的「設定>一般>用量>管理儲存空間> i 聽聽」，點選「刪除 App」，將 KKBOX 

刪除後，應可正常安裝/更新。 

如果已嘗試以上四種排除方式皆無法成功安裝/更新、或有進一步問題需要協助，歡迎您

隨時透過 i 聽聽 APP > 帳號 > 聯絡我們，來信至客服小組詢問！（透過本功能填寫客

服信件，將會由系統將自動帶入您的使用的裝置名稱、版本序號...等系統資訊，以便加

快客服人員了解與協助處理您的狀況。） 

 

2. APP 重新安裝或更新後，我聽的「最近收聽」、「訂閱專輯」和「收藏曲目」還會保留

嗎？ 

i 聽聽 APP 中的「最近收聽」、「訂閱專輯」和「收藏曲目」等功能，其紀錄均是紀錄在

您所屬的 i 聽聽帳號中。 

更新 i 聽聽 APP 版本不會影響您原有的收聽、訂閱與收藏紀錄，更新完畢後原有的紀錄

仍然會存在。 

若是重新安裝 APP，僅需重新登入原有使用的 i 聽聽帳號，即可取回原有的「最近收

聽」、「訂閱專輯」和「收藏曲目」紀錄。 

 

3. 單一帳號可同時在多台裝置中登入播放嗎？ 

單一 i 聽聽帳號，可於多台裝置上登入，同一組帳號最多僅能三台裝置同時線上收聽。 

 

4. 如何設定播放模式？（循序／隨機／播放速度） 

使用 i 聽聽 APP 線上收聽有聲內容時，您可以透過 APP 播放頁面調整並設定各種播放模

式與設定，相關設定方式如下： 

 

• 切換循環模式：點選「循環模式」的圖示進行切換。 

✓  單曲重複播放：重複播放目前正在收聽的有聲內容 

✓  全部循環播放：重複播放正在收聽專輯中的所有曲目內容。 

 

• 循序/隨機模式：點選「雙箭頭」圖示切換循序/隨機模式。 

✓  循序播放：依照專輯曲目順序依序播放。 



✓  隨機播放：隨機播放專輯中的所有曲目。 

 

• 調整播放速度：點選「1.0X」，可調整有聲內容播放速度。 

✓  1.0X：依照正常速度播放。 

✓  1.2X：以 1.2 倍的速度播放。 

✓  1.5X：以 1.5 倍的速度播放。 

✓  2.0X：以 1.5 倍的速度播放。 

 

 

5. 如何找到我的閱聽紀錄？ 

開啟 i 聽聽 APP 中，點選「我聽」，即可在「最近收聽」頁面中找到您的閱聽紀錄，本

頁面支援斷點續播功能，您可以「最近收聽」頁面中於點擊任何一首曾經收聽過的曲

目，APP 即會從您上次收聽中斷的時間點繼續為您播放該有聲內容。 



 

 

6. 如何訂閱和追蹤喜歡的專輯？有更新會推播通知嗎？ 

若您使用 i 聽聽 APP 進行線上收聽的服務時，若有喜歡的專輯或節目，可以於「專輯介

紹」頁面，即可按下「訂閱」追蹤該專輯的更新進度，若該專輯有更新內容，您即可在

「我聽>訂閱」頁面中，快速進入您喜歡的專輯，繼續收聽最新的內容。 

 

※小提示：登入 i 聽聽帳號，訂閱專輯的紀錄將會記錄在雲端中，跟著帳號，不會因為

APP 刪除或換手機而專輯訂閱紀錄消失囉！ 

 

7. 如何收藏喜歡的有聲內容，打造自訂播放清單呢？ 

1). 如何收藏喜歡的有聲內容(曲目)：在聆聽 APP 的海量有聲內容時，如有喜歡的有聲

內容，想要反覆收聽，可以透過以下方式「收藏」有聲內容： 



✓ 與 APP 中「專輯>曲目列表」，於想收藏的曲目點選「星星」，即可完成收藏。 

✓ 與 APP 中「播放頁>目錄」，點選「星星」，即可完成收藏。 

 

2). 哪裡可以找到所有已收藏的有聲內容：您可於「我聽>收藏」頁面中，查詢到已收

藏的有聲內容，所有已收藏的曲目將組合成專屬於您的個人播放清單，從此處點選

播放已收藏的有聲內容，將會依「收藏」頁面中的所有有聲內容，依序播放所有

「已收藏」的有聲內容。 

※小提示：登入 i 聽聽帳號，收藏紀錄將會記錄在雲端中，跟著帳號，不會因為 APP 刪

除或換手機而專輯訂閱紀錄消失囉！ 

 

8. 可以將有聲內容/節目下載離線閱聽嗎？ 

i 聽聽 APP 所有的有聲內容/節目僅提供線上收聽，不提供離線閱聽功能。 

 

9. 有支援斷點續播嗎？ 

i 聽聽 APP 可以從以下兩處支援斷點續播的功能，從上次聽的地方接續收聽： 

1). APP 首頁的「快捷播放器」：此播放器會記錄您上次使用最後一次聆聽的有聲內容

與收聽時間點，點擊「播放」鈕，即可從上次斷點接續播放。 

2). APP「我聽>最近收聽」：您可以「最近收聽」頁面中於點擊任何一首曾經收聽過的

曲目，APP 即會從您上次收聽中斷的時間點繼續為您播放該有聲內容。 

 

10. 如何分辨哪些有聲書是真人/明星朗讀，哪些是 AI 智慧語音朗讀的呢？ 

i 聽聽 APP 中「聽書」有分為真人朗讀/配音或由 AI 智慧語音朗讀的分別，若為 AI 智慧

語音朗讀(機器人語音)，專輯封面上會標註【i 主播 朗讀】，則為使用 i 聽聽之 AI 智慧語

音朗讀的有聲書。 



 

 

11. 我想提供建議／意見回饋？ 

若您有進一步問題或建議，歡迎您隨時透過「 i 聽聽 APP > 帳號 > 聯絡我們」，來信

至客服小組詢問！（透過本功能填寫客服信件，將會由系統將自動帶入您的使用的裝置

名稱、版本序號...等系統資訊，以便加快客服人員了解與協助處理您的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