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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是目的，技術是手段

DALI原廠專訪
文｜劉漢盛

Music is Our Objective，Technology the 

Means。音樂是目的，技術是手段。這句話是

DALI的中心思想。您可不要以為DALI只是喊喊

口號而已，事實上他們是真正有在推廣音樂，丹

麥非常著名的樂團Lukas Graham Band 就是

DALI的代言人 。此外，在DALI的官網上，您

也可以看到有二欄關於藝人的內容：Mus ic 

Room，Street Musicians。裡面介紹許多藝

人，DALI也贊助他們一些活動，這些都是DALI與

音樂的實際關連。

01∣不斷成長的DALI

02∣SMC軟磁複合材料的秘密

03∣殺手級產品Rubicon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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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不斷成長的DALI
文｜劉漢盛

DALI，這家丹麥喇叭廠的全名是Dan ish Aud ioph i l e 

Loudspeaker Industrial。然而，很多人不知道1983年創廠

時所用的名稱並非Danish Audiophile，而是Danish American。

為何要稱為丹麥美國呢？這是因為當年創廠時，是跟美國Cerwin 

Vega喇叭廠合作的，所以名之。如果要從頭說DALI的歷史，那

就要從前老闆Peter Lyngdorf說起。Lyngdorf是個音響迷，也是熱

衷開發新產品的音響玩家，早在1976年他就經營音響器材進口生

意，第二年創立Hi Fi Klubben（Hi Fi Club），其實這是一家音響

店，沒想到經營得法，Hi Fi Klubben一直展店，一直到今天在北

歐與荷蘭就有80家店。我在2000年第一次去採訪DALI時，他們告

訴我已經有50家店，經過14年，多了30家，以音響行業而言，已

經難能可貴，應該也是全世界規模最大的音響連鎖店。

自己生產喇叭自己賣

由於自己店內對喇叭的需求很大，所以Lyngdorf乾脆自己

設廠生產，除了供應自家連鎖店之外，還可賣給別人。多年下

來，DALI的經營已經有很大的轉變。Peter Lyngdorf目前已經很

少直接參與事物，只是股東而已。他曾另外開創Tact，後來也轉

賣了，也曾投資NAD與Snell，目前則是Steinway Lyngdorf的創始

者，以這個品牌去推廣他對的音響理想世界。什麼是他的理想音

響世界？主動式喇叭、包括Room Correction、一體規劃，完整解

決方案等等。

採訪過程中，提到Peter Lyngdorf，他們笑談以前很怕他來

廠裡，因為他總是有很多點子會冒出來。一有新點子，他就要廠

內的工程師馬上研發，往往打亂了原本的工作計畫。後來他們乾

■02	 一進門的接待處跟我的印象一樣，沒有什麼改變，牆上貼著音樂家海報，顯示DALI跟音樂有密切關連。

■03	雖然是工廠，但內部乾淨整潔，有極簡的北歐風格。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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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請Lyngdorf不要來工廠，好好在外面做他喜歡的研究工作，讓

工廠能夠按照計畫生產。您知道嗎，以前DALI的第一對旗艦喇

叭DALI 40就是Lyngdorf設計的。而DALI有一套要用鑰匙打開電

源開關的Gravity前、後級也是他下令研發製造做為自家參考擴

大機，只因為不滿意別人的擴大機。而以前的旗艦喇叭Skyline

與Megaline也是他提出構想的。

充滿理想主義的旗艦產品

您知道嗎？Skyline喇叭看起來像是一個梯形從中剖開，變成一

對喇叭，它的喇叭箱體是沒有背面的，也就是空的，那是Dipole

設計，讓往前的聲波與往後的聲波結合一體，這種作法主要是想

創造一個跟樂器發聲一樣的音場，當年的Skyline高音使用的是40

吋長的鋁帶，中音與低音單體則是傳統錐盆單體。這條鋁帶的質

量大約等於一個1吋高音單體振膜的質量，但是發聲面積卻有1吋

高音單體的20倍。從這個角度去想，您就會瞭解為何DALI的高級

型號喇叭至今都還堅持使用軟凸盆高音單體與鋁帶高音的混血設

計。

老實說Skyline喇叭推出並不成功，因為當年音響迷無法接受

這麼「前衛」的想法，所以很快就停產了，這次我去採訪，原廠

提供的Timeline中甚至忘了提起Skyline系列。DALI另外有一型旗

艦喇叭Megaline也是因為Peter Lyngdorf的奇想而推出的。這對喇

叭只有二音路，但高度卻有231公分，而且分三個獨立箱體往上

疊成。其中高音採用鋁帶（15x755mm，三條），另外就是12個

中低音單體。第一代由於採用的中低音單體尺寸較大，體積實在

■01	這是DALI的丹麥工廠，佔地18,500平方

米，我2000年去時是這個樣子，2014年6

月25日去時也是這個樣子。

■04	辦公室一角，還是簡單樸素實用的設計。

■05	架子上這些雜誌都是DALI有上廣告的雜誌，顯然推廣產品不遺餘力。

■0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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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巨大了（第一代採用12個12吋中低音單體），所以後來改為中

低音單體尺寸較小的第二代與第三代（第三代採用6.5吋中低音單

體）。Megaline早已停產，這次我去工廠時，聽他們說倉庫還有

三對，有興趣的人不妨趕緊跟此間代理商聯絡，看能否以特價買

到這種巨大的喇叭。

鋁帶高音的做法深植腦中

由於Megaline喇叭太巨大了，一般音響迷不可能購買，只能

拿來做為DALI研發實力的展現，所以雖然設計理念正確，產品傑

出，但還是不得不停產，把重心轉往一般人負擔得起的樸素型號

上。事實上，2002年推出的EUPHONIA系列算是他家箱體比較

豪華的開端，而且採用鋁帶高音與軟凸盆高音混血設計，這樣的

設計從2002年一直延伸到現在都沒有改變，只是箱體製造越來越

漂亮，而且單體也慢慢改為自己廠裡製造，2012年推出的Epicon

系列可說把箱體的美發揮到極致，而2014年推出的Rubicon系列

更是把Epicon的技術精華通通融入其中，包括單體也採用他家專

利的SMC（Soft Magnetic Compound）軟磁複合材料。讓人驚

奇的是，Rubicon系列的訂價卻出奇的低，現任CEO Lars Worre

說Rubicon系列的訂價只有別家同級產品的60%，任何人只要一

聽就無法回頭了，這也是名為Rubicon的原因。

時間過得真快啊！從2000年我第一次去採訪，到2014年6月

25日我二度造訪，當年負責帶領我參觀工廠的生產部經理Lars 

Worre已經升任CEO，而DALI的規模與營業額也都擴大了。2000

年我去時工廠只有目前DALI本廠，佔地18,500平方米，2009年

■06	紅點就是有代理商或經銷商的地方。

■07	台灣也釘了一個紅點，那就是極品。

■08	為何她們沒有椅子呢？難道工廠苛待員

工嗎？非也！原來丹麥法律規定雇主要

提供可以升降的辦公桌椅，讓員工工作

時可以以各種高度工作。這二人當時把

辦公桌調高，站著辦公。

■06

■07

■08



PRIME AV  125 

DALI於寧波成立直屬工廠，佔地6,000平方米。寧

波工廠由丹麥母廠派人設置管理，除了用本地人

之外，其他一切管理跟丹麥一樣。寧波廠只生產

最低階產品，其他絕大部分產品都在丹麥母廠生

產。

逐年成長

而從1983年創立迄今，這麼多年來，只有

2008年金融危機時營業額下降15%，其他每

年都緩步成長。目前一年生產240,000支（不

是一對，因為有些是超低音，有些是中聲道）

喇叭，行銷65個國家，其中丹麥本國銷售約佔

■10	 	這位就是目前DALI的CEO	Lars	

Worre，2000年我第一次去採訪

時，他擔任生產部經理，當時就

是他帶領我參觀工廠的。

■09	 DALI每隔幾年就會推出自家的測試

片，目前已出到第三集，毫無疑問

DALI的人是喜歡音樂的，否則無法

選出這些讓人喜歡的錄音與歌曲。

■0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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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其他91%外銷。在辦公室內有一幅DALI全世界代理商地

圖，上面標示密密麻麻，北美加拿大尚未打入市場，美國有二個

經銷商，墨西哥也有一個經銷商。

而歐洲經銷商最多，光是DALI自己相關所屬的Hi Fi Klubben連

鎖店在北歐與荷蘭就共有80家店。DALI母廠目前有165人，其中

14人為研發工程師，這樣大規模的喇叭廠真的少見。

音樂是目的

Music is Our Objective - Technology the Means。音樂是目

的，技術是手段。這句話是DALI的中心思想。您可不要以為DALI

只是喊喊口號而已，事實上他們是真正有在推廣音樂，丹麥非常

著名的樂團Lukas Graham Band 就是DALI的代言人 。此外，在

DALI的官網上，您也可以看到有二欄關於藝人的內容：Music 

Room，Street Musicians。裡面介紹許多藝人，DALI也贊助他

們一些活動，這些都是DALI與音樂的實際關連。放眼世界上的Hi 

End音響廠商，有這樣做的還真少。此外，DALI每隔幾年也會推

出自家的測試片，目前已經出到第三集。從他們所選的音樂內容

來看，毫無疑問DALI的人是喜歡音樂的，否則無法選出這些讓人

喜歡的錄音與歌曲。

■11	 這是DALI的聆聽室之一，在工

廠內有三、四間聆聽室，我們

聽過二間，這是其中一間比較

大者。這間聆聽室跟我2000年

去時差不多，沒什麼變化，不過

聲音表現相當好，是經過仔細量

測布置的。畫面中正在試聽新

的Rubicon系列。

■12	 這是DALI自家設計的Gravity前

級，電源要用鑰匙打開。

■13	 這是Gravity後級，電源一樣要

用鑰匙打開。

■14	 看到那二個大紙箱沒？那不是隨

便擺的，而是經過量測，用來吸

收低頻的。此外，窗簾後面還有

紙箱與喇叭，這些都是吸音體。

■15	 老實說這間聆聽室中所使用的器

材都不是什麼最新最貴者，反而

是相當普通的器材。不過他們

也有如Classe這類頂級器材。

您知道嗎？我去時用來播放的

並不是Gravity，而是圖中這部

便宜的NAD綜合擴大機C	375	

BEE，而我聽到的音響效果卻讓

我誤以為是Gravity前後級所發

出，真是「太離譜」了。到底是

我的聽覺有問題？還是Rubicon

喇叭太好？或者NAD	 C	 375	

BEE是一部「不出世」的好產

品？真該借一部在我家聽聽看。

■11

■12

■14

■1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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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I發展年表
1983
DALI創立，創立的原因是創立者在北歐擁有多家連鎖

音響店，需要大量的喇叭，於是乾脆自己設廠生產。

1986
工廠遷到	Noerager	Hobro

現址。

1987 
推出第一對高級喇叭	DALI	40，以及	DALI	40	

SE，這對喇叭頂部以暗色玻璃裝飾，看起來

質感高級，台灣曾經進口過。

1990
開始外銷。

1996 
推出最頂級的Megaline參考級喇叭，這型喇

叭採用鋁帶單體與錐盆低音的混血設計，性

能優異。

2001 
成立DALI	Germany	sales	office，外銷國家一直增

加。

2002
推出	Euphonia系列，這是DALI開始注重

箱體造型的開端。

2004
推出Helicon與Concept系列。

2005
成立UK	sales	office。

2006 
推出Mentor系列，這年DALI外銷國家超

過50個。

2007 
	推出Helicon	MK2系列。

2008 
推出Motif	LCR、Helicon	400	LE	25

週年紀念機種，還有	Lektor

系列。

2009 
第一次推出吸頂喇叭Kompas	6M，成為

the	Phantom系列一員。

2010 	
推出Ikon	MK2系列，其中IKON	6	MK2贏得

歐洲	 EISA	獎，獲得的獎項是「European	

Loudspeaker	 2010-2011」。12月又推出	

Phantom	Lektor。

2011
推出Fazon	F5喇叭，以及Zensor系列。其中	

Fazon	F5又獲得EISA	Award，獎項是「Best	

Product	AUDIO	DESIGN	2011-2012」。這年

外銷國家達到65個。

2012
研發成功以軟磁合成材料SMC（Soft	

Magnetic	Compound）做成單體的中

心極片，大幅提升喇叭單體的性能，第

一次用上的喇叭是Epicon	系列。而	

Epicon	8又獲得EISA獎項，項目是「Best	Product	

HIGH-END	AUDIO	2012-2013」。

2013
推出DALI第一個主動可攜式藍芽無線

傳輸喇叭Kubik	FREE	+	XTRA，又獲

得	EISA	獎。

2014
推出Rubicon系列，同樣也採用SMC技

術，低音單體採用自家廠內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