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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a Hewitt： 
「郭德堡變奏曲」

CDA30002，上揚

在聖誕節的寒冷冬夜裡，若能靜下

心，為自己泡杯咖啡，就這樣懶洋

洋地躺在沙發上，靜靜聽著赫維特

演奏精彩的「郭德堡變奏曲」也是

一種享受。琴音不僅柔美光潤，還

能在旋律交連中聽見赫維特驚人的

情緒掌控，是值得靜心品味的專輯。

莎拉克勞克蘭：「透明」

07822189702，台灣索尼

還記得電影「X情人」那首經典的
Angel 嗎？只要聽過的人，都會為莎
拉克勞克蘭的優美嗓音感到難以忘

懷。專輯中的編曲尤其用心，無論是

低頻的 punch感，還是透過樂器音色
營造出的迷人空間感，都為這張專輯

證明它難以取代的經典地位。

Pat Metheny 
「Wha'ts it all about」

755979640，華納

獲獎無數的爵士吉他手Pat Metheny，
這次將過往的流行經典歌曲以吉他重

新編曲，透過出神入化的彈奏技巧賦

予歌曲全新生命。專輯錄音不僅優秀，

不同歌曲搭配特定的吉他彈奏，透過

絕美的音色變化以達到最佳的音樂感

染力，是您無法錯過的吉他獨奏專輯。

之前就想搭一套簡易、方便又好聲的無線數位

流系統，尤其筆者為蘋果用家，因此這套音響系統

最好能支援蘋果的隨身裝置，省略複雜設計，讓

用家真正感受數位流的便利性。由於 CMS 50列

為 Focal錄音室的鑑聽喇叭系列，為了避免聲音過

於「嚴肅」，為此我特地找來聲底輕鬆寫意的 La 

Rosita Zeta，以蘋果 AirPort的無線傳輸方式作數

類轉換，希望在 Focal力求音樂高傳真度之餘，為

聲音添增些許韻味。

若您之前聽過 Focal的家用喇叭，在初次聆聽

CMS 50時或許會有些不習慣。有別於傳統 Focal

較注重於高頻華麗感與中頻厚度，本次的 CMS 50

皆維持三段均勻的平衡度，但該有的低頻量感依舊

存在，只是沒有以往那麼強調罷了。由此可見 CMS 

50力求中性精確，講求無染以再生錄音應有的樣

貌。聆聽 Angela Hewitt彈奏「郭德堡變奏曲」，

會發現 Focal在

行的高頻延伸仍

然出色，琴音鏗

鏘有力，段落分

明，在具水分的顆粒感下帶有靈巧的活生感。當大

力彈奏低音鍵，不僅低頻線條清晰可見，控制力也

讓人滿意。聆聽流行音樂專輯，人聲與樂器的比例

非常精確，其形體是紮實的，與一般龐大卻虛胖有

所不同。或許是配上 La Rosita的關係，聆聽吉他

演奏時，可感受到一股輕鬆自若的自在感，這無形

也增加了音樂的可聽性。最重要的，聆聽過程僅需

一台 iPad，即可享受數位流帶來的便利性與優美的

觸控介面。同時，CMS50於背板更提供了五組的

音頻可調，方便用家針對自家環境作微調，只能說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呀！

Result / 搭配成果
聲音精確快速，可一窺不同專輯的錄
音樣貌。

音質音色表現非凡，活生感出色。

高頻細節豐富，透明度佳。

搭配蘋果裝置即可享受無線播放 
樂趣。

Check Point!

有型，有品味，輕鬆與無線
數位流接軌！ 文｜洪瑞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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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谷光

La Rosita柔美的聲底加上 Focal乾淨、精準的聲

音特質，竟然能呈現出含水量這麼高的聲音，真是

令人驚喜，而且非常飽滿，在聽鋼琴演奏時，音質

細緻綿密，富透明感與空氣感，整體聽起來非常清

爽，同時還擁有良好的解析。雖然低頻下潛與重量

感明顯不夠，但卻很有彈性，所以在聽「烏克麗麗

的聖誕節」時，裡頭的低音提琴相當 Q彈帶勁。另

外，高頻表現也非常迷人，無論烏克麗麗或吉他的

撥彈都非常細緻、清爽且凝聚，而口哨聲則是毫不

乾扁，保有水分，換句話

說，這組合的音色表現很

純粹、可口，是沒有多餘

染色的透明，加上整體表

現非常平衡、和諧，聽感

上就是輕鬆好聽。

陶忠豪

CMS 50喇叭受限於小巧體積，重播規模無法太大，

但是音質純淨度卻是這次專題中最好的喇叭。聆聽 Jan 

Garbarek的薩克斯風吹奏，這套系統是唯一同時展現凝

聚硬質線條、極度純淨的音質與硬中帶軟的質感者，不

但如此，音樂背景也非常純淨，讓鋼琴通透的觸鍵得以

鮮明浮現，高頻餘韻的延伸也非常充足。除了 CMS 50

性能優異之外，這種音質自然、空間感優異的表現，也

是我以往聆聽 La Rosita高價訊源的最大特點，現在用

這種價格就能聽到這樣的表現，實在非常難得。弦樂

音色雖然不特別華麗，但

是聲音清甜滑順，細節豐

富。Sunken Condos 的擊

鼓雖然形體略小，但是低頻

紮實緊湊，有讓人想要一直

聽下去的魅力。

書世豪

La Rosita 改 進 Apple 的

AirPort Express，看似在

傳輸率上居於劣勢，但在

聽感上卻出人意料，這套

組合的最大特色就是有著

非常出色的活生感。La 

Rosita除了針對整個模組

強化之外，另一個重點則是強化電源，而這也是我一

直強調數位流好聲的關鍵。在聆聽大編制的「聖誕夜

驚魂」時，這套系統非常難得的表現得不渾不亂，一

點都不小家子氣。高、中、低頻顯得非常平衡。男中

音的嗓音表現出絕佳的厚度感，完全不會單薄，非常

厲害！這樣柔美舒暢的聽感，使得爵士樂中特有的輕

鬆氣息也完全不遮掩的表現出來，在「一起過聖誕」

中，鋼琴的表現就顯得十分彈跳活生，連續彈奏也清

晰無比。

李建樺

兩個法國品牌搭在一起果

然格外對味，雖然這又是

由專業鑑聽喇叭組成的系

統，但跟 ADAM那套一

樣，聲音有別於傳統鑑聽

喇叭絕對中性的走向，就

像法國高級服飾品牌般質

感特好。最好的例子就是 Fred Hersch那張鋼琴獨

奏，高中低音階的音鍵就算用力敲下，也沒有一點

過於剛硬的琴音出現，耳朵聽到的一律是充滿木頭

味的琴音，尤其高頻泛音柔軟又飽含水分，煞是迷

人。礙於喇叭形體大小的限制，這套系統的音像不

是屬於格外飽滿龐大的類型，但是播放起法國聖母

院那張大考片時就算管風琴的極低頻出不來，卻也

沒有花容失色，合唱團創造的豐富空間迴響均勻的

佈滿聆聽空間。

劉漢盛

以一部無線傳輸數位類比轉換器，搭配一對主動

式喇叭，再配上一台裝入滿滿音樂的 iPad，這

樣就可以唱出美美的音樂了。Focal CMS 50最

大的好處不僅是主動式（50瓦擴大機推高音單

體，80瓦擴大機推中低音單體），而是被板上

有五種可調方式，能夠讓整套系統跟空間條件做

最佳契合。這套系統在聆聽時，高頻段被衰減了

一點點，整體聽來小提琴具有稍暗的木頭味，鋼

琴的晶瑩也有木頭味，很讓人喜歡，完全沒有法

國蔚藍海岸那種明亮的陽光感覺。更棒的是，雖

然喇叭箱體不大，單體也不大，但是卻可以聽到

很好的高、中、低頻段的平衡性，無論是流行音

樂或古典音樂都能讓小空間聆聽者滿足。

Comment / 編輯部試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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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o 5不但先進方便，更是環保典範，
一段時間沒有音樂輸入馬上就會進入

待機狀態，面板的藍燈會變成紅色，

當調整音量時這個藍燈也會閃爍，讓

用家知到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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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udio Xeo 5       
$177,000（含無線發射器）
無線傳輸主動式喇叭。使用單體：35mm高
音單體×1、110mm低音單體×2。頻率
響應：36Hz-22kHz。擴大機功率：高音 50
瓦、低音 50瓦。消耗功率：4–76瓦。待
機消耗功率：0.6 瓦。外觀尺寸（WHD）：
170×992×260mm。重量：16.7公斤。

Xeo Transmitter無線發射器      
輸入端子：3.5mm類比×1、RCA單端×1
組、TosLink數位光纖×1、USB數位輸入
×1。信號傳輸頻率：2.4 GHz。無線訊號
精度與解析度：16bit/48kHz。頻率響應：
20Hz–22kHz。額定輸入電壓：250 mVrms
（3.5mm類比）、1Vrms（RCA單端）。輸
入阻抗：8.2 k歐姆（3.5mm類比）、11.4k
歐姆（RCA單端）。外觀尺寸（WHD）：
120×32×90mm。重量：0.148公斤。
進口總代理：鈦孚（02-25700395）

說 Xeo系列是 Dynaudio近期的力作應該不算太過份，Xeo更是專
注喇叭生產的 Dynaudio擁抱數位流的最佳解決方案，而且類比數
位通吃。只要有 Xeo 5加上訊源，好聲得來全不費工夫！

Dynaudio Xeo 5 06總價 $177,000 50/50W2.4G

劉漢盛的選擇
Jack's Choices

← 無線發射器背板有 3.5mm
類比、RCA單端、TosLink以
及 USB端子，數位類比一應
俱全，同時可以對應 3組 Xeo
主動式喇叭，架設多聲倒也沒

問題。

原廠專門設計的遙控器，質感與同系

列喇叭一樣高級，按鈕大而好用，可

以看出 Dynaudio考量得非常周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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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I Vol 3測試片

  

這張片子並非一般人想像的音效測試

片，反而是很自然的音樂與自然的音

效。唯有自然，我們才能知道器材的

真正實力；唯有自然，我們也才能分

辨器材在音質、音色上的表現能力。

當然，自然之中也會帶有讓您興奮的

音效，這是附帶的花紅。

2007年高雄音響展測試片

  

選曲好聽是我選擇這張測試片的主要

理由。第一首曲子 In The Air Tonight
就非常好聽，而且音效非常好。第 7
首黃昏更是每位曾經失戀者聽了之後

會揪心肝的歌曲。內中 15首曲子各
有風情，錄音也各有千秋，值得重複

聆聽。

鈦孚Dynaudio Xeo測試片

  

這張片子表現的難度很高，從第一首

「Fanfare for the Common Man」就會打
翻一竿子音響，許多人都認為自己已經聽

到很棒的效果了，但當您有一天用更好的

音響系統來聽這張CD時，才會發現原來
以前只是聽到 60分而已。用這張測試片，
您可以精進自己的音響調聲效果。

為何會選 Dynaudio Xeo 5作為這次專題的主

角之一？答案很簡單，因為它太好用了，是真正的

「數位流懶人包」。您只要有一個訊源，它就可以

替您把一切都搞定，讓您聽到美美的音樂。無論是

用類比或數位，都可以把訊號送入發射盒中，發射

盒裡面有數位類比轉換晶片，可以把類比訊號轉成

數位訊號，再以無線方式傳送給主動式喇叭。如果

您用的是數位訊源，那更簡單，例如從筆記型電腦

的 USB連線中把數位音樂傳送到發射盒，連電源

都不必接。只要是您想得到的訊源，包括電視，這

套 Xeo 5都可以最簡潔的方式來讓您聽到音樂。

甚至它也可以當作多室、AV環繞使用。總之，

Dynaudio推出這種懶人包的無線主動式喇叭真是太

優了！

Xeo 5 第 一

個最大的優點是

小提琴弦樂與鋼

琴都擁有濃濃的

木頭味，還不失光澤，小提琴拉到高把位都不會飆

出來，很耐聽。此外，整體聲音都維持著溫暖溫潤

的特色，人聲雖然沒有特別紮實，但卻能夠聽出肉

聲，不會硬梆梆的。還有，Xeo 5所表現出來的低

頻段是有 Q度有彈性的，而非軟綿綿或混濁的。像

聽 2007年高雄音響展那張贈送片的第一首 In The 

Air Tonight 的低頻段表現就是如此。真沒想到這種

能夠無線接收的 All in One喇叭能夠擁有這麼好的

平衡性。

Result / 搭配成果

2.4G無線傳輸。

主動式設計。

兼有數位與類比輸入。

聲音平衡細緻，低頻表現軟Q 
有彈力。

Check Point!

數位流懶人包，好聲馬上來 
文｜劉漢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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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谷光

Dynaudio Xeo 5是這次專題中最簡單的系統，一對

喇叭就搞定了訊源、擴大機、與喇叭本身，但也是這

次最貴、頻段表現最好的系統。音質、音色表現佳，

聲音乾淨無染，密度佳，而且細節非常清晰豐富，尤

其是高頻的部份。以柴可夫斯基的「四季」（管弦

樂版）為例，裡頭打擊樂器與沙鈴的聲響就很細緻清

爽，搭配其他管弦樂部份，整體聽起來層次分明，加

上音像凝聚，定位精準，讓音樂畫面井然有序，所以

Xeo 5的聲音表現是屬於

理性多過感性的類型，聽

起來很紮實。至於低頻則

相當有氣勢，兼具下潛深

度與量感，聽起來又重又

沉，可以直接打入人心，

是非常吸引人的系統。

陶忠豪

Xeo 5是本次專題最簡潔的系統，不過表現不但沒有因

此打折，甚至已經超越入門水準，聽弦樂的表現最為明

顯，Xeo 5的弦樂線條不但凝聚，而且還有著柔軟自然

的質感，高音的伸展尤其順暢，即使重播犀利強奏樂

段，也沒有絲毫硬質刺耳的感受。鋼琴的表現也極為出

色，觸鍵不但明快，而且有著適當的厚度，並且洋溢著

通透溫潤的光澤感，Jan Garbarek的薩克斯風吹奏也不

扁不硬，散發著自然細膩的質感。低頻表現方面，落地

款的 Xeo 5不但量感充足，

而且擊鼓力道強勁、質感紮

實、速度明快，還附帶毫不

勉強的輕鬆感。整體重播有

一種恰到好處的協調感，

顯然Dynaudio已將數類轉

換、主動放大與喇叭設計完

美融於一爐，讓人自然融入

音樂之中。

洪瑞鋒

這套 Dynaudio Xeo 5主動

式喇叭由於僅需要一部電腦

作為訊源便能發聲，因此

對於不想煩惱喇叭與擴大

機的搭配問題，無疑是個

完美的解決方案。若您之

前聽過 Dynaudio的喇叭，

Xeo 5的聲音可說是完全的

「Dynaduio味」，中性、快速、精確、細節多，這些

讓許多音響迷喜愛 Dynaudio的原因，在 Xeo 5身上都

找的到。音場再生同樣優秀，不但寬深兼具，人聲更具

有凝聚浮凸的立體感，音響效果十足。再來最讓人訝異

的是它的低頻表現，播放低頻段落較為豐富的流行音

樂，Xeo 5不但不見任何為難之色，所再生的低頻量感

與延伸將大間試聽室炸的轟轟作響，在擺位適當的平衡

聽感下，聽起來由其過癮。若您預算夠，空間夠，喜愛

Dynaduio的中性無染，買下這套絕不後悔！

李建樺

真不愧是這次專題中最貴

的耶誕禮物，加上是唯一

的落地喇叭，因此重播的

頻率範圍無疑是最廣的，

不過它的低頻表現仍是讓

我大感驚訝，尤其播放法

國巴黎聖母院那張錄音內

中的管風琴片段。要這對

喇叭發出管風琴那種超級寬鬆龐大的極低頻延伸感自

然不可能，但是它的確發出超飽滿有震撼力的管風琴

琴音，那種強烈的能量感在其他五套書架式喇叭系統

上並無法感受到。會有如此直接、形體明確又不拖泥

帶水的低頻，不但證明 Dynaudio的中低音單體耐音

壓程度超強，主動式的設計也必須記上一筆功勞。除

了低頻外，Dynaudio的高音質感也很棒，就像高級

日本蘋果般，清甜、爽脆又充滿水分。

書世豪

落地式喇叭的低頻就是不一樣！就算是以落地

式喇叭的標準來說，這對個頭不大的 Xeo 5低

頻也確實非常驚人！難怪對低頻永遠不滿足的

劉總編會推薦這對喇叭，不！應該是說這套數

位流「系統」，因為這一對喇叭就涵蓋了您

所想得到的數位流播放方式，不管是最流行的

USB端子、傳統的光纖或同軸數位端子、甚至

是最最傳統的類比傳輸，Xeo 5全都包辦！在聆

聽「聖誕夜驚魂」時，大編制的管弦樂來得快

也去得快，展現出收放自如的暢快聽感，陣陣

低頻更是席地而來，完全沒有拖泥帶水，有人

覺得 Dynaudio的喇叭速度慢嗎？那肯定是沒有

搭對擴大機，我在這對 Xeo 5身上聽到的才是

真正的 Dynaudio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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