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ynaudio 
Xeo 2 
無線也能很發燒！
Dynaudio的Xeo系列是高音質無線傳輸音響
系統的代表性產品，它最關鍵的強大優勢即是
能用無線傳輸獲得不遜於有線傳輸的音響效
果，這是一件很便利的事情，意味著不需另購
器材、訊源、線材，電腦與手機就能良好扮演
主要角色，本篇所介紹最新款式Xeo 2，精實
親人的體積與新一代的箱體設計打破了書架喇
叭與桌上系統的藩籬，讓Hi-End精神再無界
「線」！

無線傳輸主動式書架喇叭  
文╱袁中釩   攝影╱方圓．李春廷

D ynaudio的豐功偉業以及精品般

的外觀設計應該不用筆者再多贅

述，非但在台灣音響市場具有極為響亮的

名號，它們更是具有強大研發製造單體能

力的廠商，所生產的單體廣為世界眾多一

流音響大廠採用。因應無線傳輸世代的到

來，本文主角Xeo 2 所屬的Xeo系列更是

該廠結合了科技與音響專業所激發出的璀

璨光芒。世面上有多如牛毛的無線喇叭產

品，但若要論無線傳輸下所能企及的最終

表現品質，Xeo系列絕對是箇中翹楚，代

表用家們再也無需從音質與便利性中做出

兩難取捨，一套就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正

是其價值所在！

小體積大學問

Xeo 2 喇叭內建藍牙傳輸功能，用手

機、電腦、平板等裝置都可以直接連結發

聲。異於傳統方正設計的箱體，採兩邊較

寬、深度較淺、具弧線造型的ABS材質製

造，不但易於擺位，其低音反射孔也很巧

妙地從背板導出，與其說是孔，不如說是

近似通道的概念，上窄下寬如號角般的導

出設計藏在喇叭背板，使Xeo 2 可以採用

壁掛的方式擺放。

另外，還蘊含許多別家產品看不到的

東西：前障板採鋁合金設計，搭配當家

27mm絲質軟半球高音以及一個MSP中

低音。內建擴大機每聲道具有130瓦的

輸出實力，分別為高音65瓦、中低音65

瓦，不只如此，更內建了DAC，使這套看

起來不大的兩音路書架喇叭儼然就是一套

完整的音響系統。

除了最主要的無線功能以外，背板具

有數位光纖輸入以及支援RCA、3.5mm

的類比輸入，玩法多元，另外還有一個

USB輸入孔，但不是用來輸入音樂訊

號，而是針對日後硬體升級使用；以現今

光纖輸入並非主流來看，Dynaudio對於其

重
要
特
點

1》採27mm絲質軟半球高音、14cm MSP中低音單體
2》內建擴大機每聲道分別以高音65瓦、中低音65瓦獨立驅動
3》內建DAC，與藍牙Apt-x接收功能搭配即可輕鬆無線播放
4》低音反射孔藏於背板，便於擺位與壁掛
5》空間模式Neutral、Wall、Corner可選，輕鬆解決擺位困擾
6》配對模式Red、Green、Blue可選，可由藍牙配對輕鬆切換多組Xeo喇叭
7》搭配Dynaudio自家Hub、Connect可讓無線傳輸效果更上一層樓

瘋音響 器材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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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Xeo 2 採用自家的絲質軟半球高音，與MSP中低音單體的配置，在無線書架喇
叭的領域中是極高規格的對待，絕對感受不到一般無線喇叭為了功能而妥協的其
它重要部分，原廠提供選配腳架及壁掛套件，讓它可以在家中任何一個地方完美
發揮。

gXeo 2 的尺寸相當親
人，不但可以當作一般
的書架喇叭看待，更能
完美達到桌上型系統的
擺放要求，與其內建功
能完美搭配，打破了功
能性與音質之間長久的
兩難拉扯，足謂劃時代
的產品。

搭配器材／ iPhone 6 無線藍牙傳輸

●型式：低音反射主動式、無線兩音路雙單體書架喇叭 ●單體：27mm絲質軟半球高音×1，140mm MSP中低音×1●頻率響應：40Hz~24kHz / +-3dB ●數位輸
入：Toslink (最高192kHz) ●類比輸入：RCA，3.5mm●無線輸入：藍牙Apt-x(16bit/48kHz)；Hub(16bit/48kHz)；Connect(24bit/96kHz)●尺寸：255×173×154 mm
（H×W×D）●重量：4公斤●擴大機功率：高音65瓦×1、中低音65瓦×1●顏色：黑、白●附件：線材、遙控器●參考售價：55,000元

參考軟體

The Eagles：Hell Freezes Over CD

由老鷹合唱團所演唱的現場表演碟，收音品質相當優異，其中
最著名的「Hotel California」更是諸多玩家拿來測試音響系統
的好素材。Xeo 2可以重現良好的舞台感與現場氛圍，吉他的
泛音細節、鼓聲的低頻沉潛，都具有優秀的展示能力。

喇叭的28道試煉 CD

此次採用本張專輯是為了測試Xeo 2的各項表現，以綜合表
現而言，Xeo 2在各種音響表現上完全超越了無線書架喇叭
的框架，令人驚嘆！

無線傳輸品質有著極大的信心，原廠還採

用了Adaptive Bass Technology技術，在

不同負載條件下均可使低頻維持最穩定的

表現。

Xeo 2兩個喇叭有主從之分，訊號輸

入端都安置在主聲道，兩者背板都具有

多種切換功能：可自由切換左右聲道配

置，另有三種空間模式Neutral、Wall、

Corner，讓人針對不同的擺放位置做切

換，針對ㄧ般用家極具吸引力。此外，還

有一個場域切換功能，如果您有三對Xeo 

2，將其分設在Red、Green、Blue，用

手機搜尋藍牙配對時就能在裝置列表顯

示，便於辨識。

遠超預期的無線聲效！

若說到Xeo 2最讓人驚艷的地方，毫無

疑問就是無線播放的聲音效果！筆者以手

邊的iPhone直接藍牙播放，喇叭所呈現的

音像超乎想像的大，凝聚、飽滿、兼具解

析與細膩度，低頻響應雖然官方數據只到

40Hz，但下潛與衝擊力、節奏感等相當

出眾，相信是倚靠精良的體質方能達到；

高頻表現細膩優雅，質感非常好且不尖刺

刮耳。自此，已經將「無線藍牙喇叭」給

人傳統上妥協音質的印象甩到了天邊，筆

者建議大家可以去試聽看看，只要將手機

音量調至7、8成，音壓、形體、規模感

絕對超乎您的預期，無論放在客廳、房

間、壁掛、或搭配電腦來使用，它都是最

輕鬆的好聲解答，雖然要價五萬多元，但

可千萬別忘記，Xeo 2自己就是一套完整

的音響系統，它為您省下了空間、線材、

擴大機、還有麻煩！如此看來，一點都不

貴，還需要等什麼呢？

■進口代理：鈦孚02-2570-0395

f背板輸入多元，除了最核心的
無線功能及內建DAC之外，還兼
具RCA、3.5mm類比輸入、Toslink
光纖數位輸入，以及一個支援硬體升
級的USB插孔。空間場域模式的切
換功能更是一大亮點，藉由優秀的數
位處理技術，讓擺位困難度大幅降
低，輕鬆就有好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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