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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詩特濃 奧菲斯 如歌（下）

The New His Master's Voice
（Estelon + Doggy Radio）
蔡克信拼貼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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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上篇，筆者介紹了新

購的第二套音響參考

系統，包括Estelon 

XA喇 叭、Orpheus前、 後 級

擴大機與Ayre DX-5萬用數位

訊源以及不用再加避震錐的

Creaktive音響架。

經過兩個多月的聆聽，我體

會到音響再生音樂的技藝真的是

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只有謙卑

精進，才能更接近真實的音樂；

對於那些自認是台灣第一或天下

無敵的，其實是井底之蛙；不論

器材或調音，只有好壞與對錯之

別，並且兩者息息相關，左右再

生音樂的傳真度。

經過仔細喇叭擺位之後，這

一系統除了符合筆者理想中的

全音域概念，也指陳新音響高

度透明中性，極度鋸細靡遺的

方向。

訊源的關鍵

系統中的Ayre DX-5數位

訊源不是同類器材中最貴，或

許也不是最好，但是它已經夠

好，夠中肯傳遞音訊，我不知

道有誰能指出它那裡不好，或

許您只能希望它那裡可以更合

乎您的希望，作為鑑聽或聆

樂，筆者認為適當。

Ayre DX-5雖 然 是 以 中

國Oppo BDP-83 SE藍光訊源

為基構，但是它絕非貼標機，

除了改頭換面，它已經完全脫

胎換骨，從掀蓋機箱大陣仗的

內涵，可以推知為何Charles 

Hansen宣稱這是他們家最好的

訊源。

數位訊源，不論是播放機

或數位流，不論是多高規格，

決生死的關鍵是在數類轉換

（D/A）與類比輸出，其次是

電源供應。DX-5的電源採用2

個Mercury EI變壓器、12個濾

波電容、零負回授多級穩壓，

這些只負責讀取系統與面板操

控，音響線路與數類轉換有另

外的電源與穩壓，這種措施顯

然是頂級器材才會有的設計。

在類比輸出則使用與其頂級旗

艦KX-R前級相同的全平衡零

負回授EquiLock線路，確保

聲音的精準。D/A轉換使用相

當新的Burr-Brown 1766數位

晶片，這是現成好評的晶片，

但是若要更上層樓，更有個性

表現設計者的音樂觀，或許得

學Playback、emmLabs、dCS

或Wadia自己寫。無論如何，

DX-5在這三方面已下極功夫，

另外在避振、QB-9 USB DAC

配備，也都設想周到。

至於原本Oppo頗受好評的

影像再生，DX-5也有強化措

施，筆者暫用不到，不予討論。

如 同Lexicon BD-30、Theta 

Compli Blu、NuForce也 採

用Oppo改 裝， 應 是 著 眼

於Oppo原始配備之方便周全，

特別是DVD、藍光、SACD、

HDCD的授權不用另費周章。重

點是改機各家巧妙不同，能達頂

級才是真正高手，筆者也比較

過其他頂級播放機，認為DX-5

值得這個定價。

以下，筆者特以實體CD，

進一步闡釋這一系統的再生音

樂的音響特質。

全頻段測試

「Diabolus in musica」

（DGG 449 858-2或XRCD 

480 166-4）是音響迷熟悉的唱

片，是阿卡多詮釋帕格尼尼的

類比錄音選樣。其中這首「第

24號奇想曲」，小提琴獨奏近

似急板，由主題與十一段變奏

組成，是測試小提琴中、高音

域暢順、質感的絕佳參考樂

段。在這一系統，不論中音域

的鏗鏘、中高的滑溜、極高的

不絕如縷，弓弦際會的細微擦

滑，都呈現名琴應有的質感、

動態、飄逸，並且弓弦肯定、

俐落透明，沒有糊邊、中性透

明，也有極高頻的曼妙泛音。

「Contrabajisimo cadenza 

」原是已故阿根廷當代探戈大師

匹亞佐拉所作，由義大利The 

Bass Gang改編，四把低音提

琴競奏，不論音樂、音響都

十足發燒，錄音滿分，再生困

難。筆者常用來測試中低、低

至極低的質與量，以及頻應的

順暢度與立體分離度。您應當

聽到左右喇叭前緣各一把，左

中與右中各一把，在調整精準

的系統，您在喇叭四周走動，

每把提琴從高把位到低把位都

應當平順無滯，並且形體保持

明確。您系統的低頻多好，它

就回報多好。這一系統，尤其

愛詩特濃喇叭，宣稱可低達

25Hz，從這曲至少40Hz基音

明確展現，其泛音低於30Hz

毫無問題。為了進一步證明愛

詩特濃的優越極低，筆者再以

「Blackbird」（Sonor Records 

SONCD 2001）的Don't explain 

一曲佐證，這張原本是挪威酷

派爵士樂，由於驚人的音效，

受到香港發燒友極力推崇，也

有德國樂迷特地製作LP，的

確，從這曲一開頭的低音提

琴，就可以讓您知道低音有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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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我說的是極低頻的質與

量，愛詩特濃舉重若輕，相信

奧菲斯也展現功力，如歌的稱

職也可證明。

「友誼─當代薩克斯風作品

輯」（Centaur CRC 2916）中丹

尼索夫作曲的「奏鳴曲─中庸

快板」一段，您可聽到近距離拾

音，鋼琴居後排左中至右中，

薩克斯風在其前中，隨著吹奏

偶有左右搖晃，薩克斯風從中

高至中低不論旋律如何起伏轉

折，柱狀形體保持線性，並且

音符極具穿透性，卻又圓潤不

銳，是難得一聆的當代古典薩

克斯風音樂。

絕佳的鋼琴經驗

德國AYA汽車音響協會與老

虎魚唱片合作，出版一張AYA

測試唱片，我不是車迷，也不

1 Diabolus in musica
 DGG 449 858-2/XRCD 480 166-4

2 Evasioni & Fughe
 NBB NBB11

3 Blackbird
 Sonor Records SONCD 2001

4 友誼─當代薩克斯風作品輯

 Centaur CRC 2916

5 AYA測試唱片，極光

6 20/21：大提琴家羅伯．柏克哈 
 特跨世紀作品輯
 Centaur CRC 3004

7 Spinning Around Our Star
 上瑞，EM 012

8 達拉斯管樂交響樂團

 RR-909，Joy Audio

9 富嶽百景─鬼太鼓座

 VICG-60010

The Dialogue
鵬博，EXTON OVXA-00008

僅此一夜

Columbia 85697 689789

1 2 3

4 5 6

7 8 9

Ayre D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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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這張SACD如何在車內測

試，但我知道拿來家用，非常

實際，也有教育功效，除了第

一、二軌是左右測試與粉紅噪

音音量測試，其他十六軌都是

音樂。並且附冊中清楚告訴您

每軌的第幾分幾秒是極低頻（低

於45Hz）、低頻（45-120Hz）、

中 低 頻（120-250Hz）、 中 頻

（250-3,000Hz）以 至 高 頻

（3,000Hz）。我喜歡以敲擊

樂的第4軌試低頻與極低頻、

第11軌試高頻與延伸，第18

軌試音場寬度是否超出喇叭兩

側與其間定位，另外以第14

軌，Sara K.的歌唱試中頻與

其兩端延伸。愛詩特濃、奧菲

斯、如歌完全過關。

艾略特．卡特的「大提琴與

鋼琴奏鳴曲─慢板樂章」（取自

Centaur CRC 3004），我們可

以看到義大利名琴Fazioli 278巨

型鋼琴不論高低音階均發自左

中位置琴鍵，大提琴在其前音

場正中，除了大提琴之暢順頻

域與潤透質感，Fazioli君臨天下

的音量與頻域的確如臨現場，

令人悸動。要感受Fazioli的威

力，Oreobambo的「Spinning 

Around Our Star」（EM 012）

也是絕佳的經驗，大鋼琴之晶

透高頻、層層下沈又泛音結構

清晰正確的低頻更令人嘆為觀

止，前提是您的喇叭與擴大機

有這個能耐，當然也少不了一

個好訊源。

Hi Fi的真諦
Owen Reed的「墨西哥節

慶」，選自「達拉斯管樂交響

樂團」（RR-909），是評估整

體音響的極佳參考，從音場、

音像、頻寬、動態，高低音量

解晰到樂器實體與氣韻，任何

差錯一聽立判。這一系統印證

了絕佳的錄音也嚴苛考驗再生

的能力，忠實的再生成就動人

的音樂，是接近真正演出的音

樂，而非心目中的想像美聲，

這是現代音響（其實自20世紀

中葉就有的）Hi Fi的真諦。

「Mono Chrome Ⅱ（單色

Ⅱ）」，選自「富嶽百景─鬼太

鼓座」（VICG-60010），這是筆

者第一次聽出這張唱片錄音、

混音的原始面貌，從這一系統

也領會到真正的高解晰、高傳

真，也是文章開頭說音響天外

有天的緣由。這是JVC七十週

年慶的特別製作，已屆1997

年，經過前製試錄比較，終究

採用類比錄音，再以其最先進

的K2介面處理轉製CD。錄製

過程為了掌握大太鼓的透明度

與延響，特別在山梨縣身延町

總合文化會館進行，其他樂器

則在Victor的青山錄音棚錄製。

由於他們的混音幾乎天衣無

縫，在大多數系統可能無法分

辨來自兩個不同錄音空間，但

是在高解析器材，雖然微小卻

是可以辨別。當然這一唱片也

達當今錄音技藝至境，從極低

音量、瞬態反應、層次定位、

空間氣韻，都無懈可擊，經由

愛詩特濃這一系統，您會因其

傳真，感受鬼太鼓座的精、

氣、神而戰慄。

現代音響的高傳真

1977年 由 日 本Stereo 

Sound評論家菅野冲彥混錄

的Audio Lab. Record系列唱

片， 現 在 由EXTON復 刻，

以SACD發行，音效猶勝原

刻。「The Dialogue With bass」

一 曲 取 自「The Dialogue」

（OVXA-00008），也是試音調

音的好參考。二個樂手近距離

拾音，在音場後排，左中至右

中為鼓組，其前左中為貝斯，

兩人對話，提供全頻域各階的

檢驗參考，小鼓鼓皮震動的輕

重、大鼓低沈的質量、高鈸高

頻的延伸、貝斯撥彈的力度與

解晰都是評估或微調的指標，

這也是筆者所謂「降龍十八掌」

最常施用的一招，愛詩特濃系

統當然也得過關。

全能影歌巨星芭芭拉．史

翠珊的「僅此一夜」（Columbia 

85697 689789）錄出紐約「前

衛鄉村」酒館的昏黃，有許多自

然雜音卻極親切的現場氛圍，

可以明顯分辨人聲經由麥克風

的直接聲與觀眾間接喧嘩拍手

聲，還有伴奏的鋼琴、鼓組、

貝斯濃郁卻頻域平順的樂器

聲，充分呈現現場的魅力，遠

比無菌的錄音室來得有味道，

但這是傳真的味道，不是刻意

的加工。愛詩特濃系統也不加

油添醋地再生。當然您也要聽

出史翠珊雖功力深厚，畢竟老

了！

總之，「愛詩特濃、奧菲

斯、如歌」進一步讓我體會到什

麼是現代音響的高傳真。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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