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udio Research VSi75
Capriccio Continuo Admonitor 311

輕柔女聲的微醺之夜
在聖誕冬夜裡，與一群喜愛音樂的三五好友在家中喝點小酒，聽著喇叭伴

隨真空管機溫暖的光影，讓緩緩唱出的輕柔女聲彷彿有了生命；這樣的情

境，就算沒有熱鬧的喧嘩聲，光是享受真空管機那無所不在的迷人管味也

夠銷魂的了。

文｜洪瑞鋒

集體試聽｜周靖庭．陳馨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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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聖誕夜會怎麼過？跟一群不

太熟的朋友，在酒精催化下

稱兄道弟有點矯情，已經不

太適合我。反倒是跟幾個喜歡音樂的

死黨，在聖誕餐後喝點小酒，讓自己

在微醺狀態下沈溺在音樂旋律中。這

種沒有社交壓力的環境是我喜歡的，

也因此本次聖誕專題我想呈現的氛

圍，就是跟一群不想在聖誕節上街被

閃到死的單身死黨們，來場放鬆自己

的微醺之夜。同時為了展現真空管機

配上書架式喇叭的聲音調性，在音樂

類型上也刻意鎖定在「輕柔女聲」，

我想對於一群依舊單身的男子而言，

沒有什麼比這種音樂類型更合適的了

（笑）。

搭配器材的參考標準

既然音樂鎖定在「輕柔女聲」，

要符合我參考喇叭就要有兩個標準，

第一：聲音一定要有魅力。至少在中

高頻的詮釋上，要有漂亮、甜潤的光

澤感，配合出色的真空管機，才能顯

示出女聲甜美嬌柔的韻味。第二：外

型作工一定要漂亮。我認為聆聽音響

的過程就跟品嚐高檔法式料理一樣，

食物不僅要色香味俱全，連帶用餐環

境與服務品質都會影響整體的飲食體

驗，因此喇叭的美型外觀，絕對會對

聲音有加分效果。

總結以上兩點，我列出了兩對參

考喇叭。第一對，是我肖想許久的

Capriccio Continuo Admonitor 311。它

的經典性不用多說，一直以來都是我

最喜愛的書架式喇叭之一，尤其是它

高頻純淨的透明度，帶有種特殊的

甜味與飄逸感，列為本次專題個人最

屬意的書架式喇叭一點都不為過。第

二對，則是我對它印象一直很不錯的

Atohm GT1.0。我認為Atohm是很可惜

的品牌，明明喇叭表現如此優異，作

工出色，就是一直無法獲得台灣音響

迷青睞。我偏愛它法式喇叭獨有的高

頻華麗感與活潑音色，高達89dB的靈

敏度，也顯示出它在搭配小瓦數真空

管機的友善程度。如此價格實惠、內

外兼修的喇叭，怎麼樣都要為它平反

一下。

至於真空管機，挑選標準一樣有兩

個。第一，品牌一定要夠經典。好喇叭

搭配好擴大機天經地義，要讓一群單

身男子聽到喇叭唱出心生酥麻的嬌柔

女聲，前端真空管機的等級一定要夠水

準。第二，輸出功率我想選擇一大一

小。比起規格動不動就破百瓦的晶體

機，真空管機求好不求量的有限功率一

直讓人有所顧慮。但既然本次的音樂鎖

定在「輕柔女聲」，同時又是在輕鬆無

壓的狀態下聆聽，我想測試看看除了個

性搭配之外，擴大機的輸出功率大小究

竟會對聽覺造成多少差異性。參考到以

上兩個挑選標準，最終我選擇每聲道備

有75瓦的Audio Research VSi75，與每聲

道僅有8瓦的Audio Note IZero。

四組搭配經驗

若純粹以聽感的「愉悅度」來說，

我認為第一組以311搭配IZero的聲音非

常誘人。是的，我用「誘人」來形容，

代表我真的聽到一種具有吸引力的聲

音，讓我的耳朵不自覺豎起，就好像吃

到主廚精心調配的料理一般，那種感

動是很直覺的。IZero雖然每聲道僅有8

瓦，但卻可將311通透的高頻保留幾絲

管機的溫度，讓女聲聽起來特別醇美，

真空
管機

Audio Note IZero→
真空管：ECL82×4。輸出功率：8瓦（8歐姆）。
工作模式：AB類（前4瓦為純A類）。外觀尺寸 (WHD)：290×195×260mm。
參考售價：77,400元。
進口總代理：優聲學（02-25361129）

← Audio Research VSi75
真空管：6H30×2、KT120×4。輸出功率：75瓦（8歐姆）。頻率響應：1.0Hz-70kHz（-3dB@1
瓦）。外觀尺寸 (WHD)：368×235×413mm。重量：16.5公斤。參考售價：350,000元。
進口總代理：鈦孚（02-25700395）

Audio Research VSi75 vs. Capriccio Continuo Admonitor 311

音
響
論
壇

155 

音響論壇AudioArt



即便解析力不是四組之首，但在適度的

音量下，這樣的組合無論是個性搭配還

是表現能力，都符合我所定下的「輕柔

女聲的微醺之夜」，這組搭配就算不是

最終定稿，排名相信也很前面。

當我將擴大機由IZero換成VSi75，

聽見的解析力與透明度特別強，讓先

前藏在後方的音樂細節一一湧現。在

中低頻的展現上，速度不算凌厲，但

充裕的量感與略帶慵懶的調性，符合

微醺聖誕夜的場合，算是四組搭配整

體表現最傑出者。

第三組則是以GT1.0搭配VSi75，這

組的優勢在於高頻的華麗感非常鮮明，

雖然GT1.0的高頻厚度比起311略微遜

色，但有別於第一組略帶溫暖的緩慢

調性，此組可聽見Atohm喇叭擅長的高

解析與活潑音色。舉例來說，在Mazzy 

Star演唱的「Flowers in December」裡，

這組搭配便可將藏在音樂身後的小提琴

拉奏解析得非常清楚，耳朵不用使勁去

聽，就能獲得最多的音樂情報量。但高

解析的個性走向，與本次設定的聖誕情

境有些許出入，因此沒選這套定稿。

最後一套則是GT1.0搭配IZero，一

樣，聽見的聲音也很棒，除了音質音

色沒有第二套出色之外，這套門當戶

對的平衡性大大抓住我的耳朵。GT1.0

一貫流暢的音樂性，配上小瓦數卻又

高頻甜滋滋的IZero，有種說不出的

「異國美感」，這組搭配老實說也讓

我非常心動。

答案揭曉

最後，考量到聲音表現的整體性、

器材的外觀，以及個人對於311的偏

愛，最終選擇第二套（311+Vsi75）作

為定稿。這套組合不僅有著完整的表

現能力，在音質音色上，也因為更高

的定價而佔優勢，而它略帶鬆軟的低

頻彈性，也符合我所定下的「微醺」

主題。拿這套組合來聽Zooey唱歌是一

大享受，即便專輯錄音是偏向Lo Fi、

以大量人工殘響營造懷舊感，VSi75卻

可流暢表達出聖誕佳節那溫馨的音樂

氛圍，將音樂身後的和聲與前端的主

唱拉出很好的人聲對比，若能在微弱

燈光下聆聽，看著真空管在眼前忽明

忽暗，這樣的親暱感我想沒幾個人抗

拒得了。

在聽Frente!演唱時，可以聽見女人

聲的質感非常好，帶有種女孩嬌滴滴

的音色，同時又不會因為真空管的修

飾而減損真實性。當播放到第二軌的

吉他演奏時，此組搭配可精確再生樂

手俐落的刷奏力道，顯示VSi75高於一

般真空管機的控制能力與驅動力，可

享受的歌曲類型早已不限定於輕柔女

聲的簡單編制。

由於此套組合的透明度出色，因此

在聆聽Mazzy Star時，在真空管活生調

性的襯托下，讓電吉他破碎音效很自然

的漂浮在空間中；音質帶著純淨質地，

聽起來不混濁，就連歌曲中的口風琴，

311與VSi75的搭配也能再生出迷人的綿

密感，配合旋律呈現略帶寬鬆的味道。

這樣的美聲就算不喝酒，相信也能從中

感受到令人心醉的微醺韻味，我想這大

概就是真空管機的經典魅力吧！

A Very She & Him Christmas / She & Him 
DSO55CDTW，金牌大風

She & Him是個人非常推薦的樂團，Indie Pop的曲風，在編曲用上大量的人工殘響與懷
舊調性營造Lo Fi風格，知名演員Zooey Deschanel甜美的嗓音演唱M. Ward的作品更是
天生一對，文青音響迷必備！

Marvin The Album / Frente!
923902，Mammoth

成軍於1989年的Frente!來自澳洲墨爾本，雖然在主流市場沒有知名度，但個人偏愛女
主唱直率的演唱風格與樂團曲風，專輯錄音也非常用心，值得推薦，尤其是最後一軌

的「Bizarre Love Triangle」更是必聽的經典曲！

Among My Swan  / Mazzy Star
Capitol 724382722427，金牌大風

喜歡Mazzy Star不用理由，因為女主唱的歌聲實在太迷人了！他們運用大量電子吉他
的破碎音效呈現虛幻感，無論任何時間點聽都可放鬆心靈。本張專輯從第一軌到最後

一軌都好聽，想在CD架上多一張品味非凡的專輯，本張絕對少不了！

Capriccio Continuo 
Admonitor 311
兩 音 路 低 音 反 射

式 。 頻 率 響 應 ：

3 9 - 2 1 k H z。靈敏
度 ： 8 7 d B 。 阻
抗： 4 - 8歐姆。外
觀尺寸  ( W H D )：
185×350×280mm。參考售價：198,000元。
進口總代理：巴洛克（02-25167050）。

Atohm GT 1.0
兩 音 路 低 音 反 射

式。頻率響應： 4 5 -
3 0 k H z。靈敏度：
89dB。阻抗：6歐姆。
外觀尺寸  ( W H D )：
200×330×265mm。
重量：12公斤。參考
售價：110,000元。進
口總代理：藝聲（02-
23917999）。

搭配
喇叭

推薦
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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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另一番掙扎。四種排列組合只

能擇一，全部聽完之後，按照瑞鋒設想

的情境，要微醺、又要有交談氣氛，

那麼Atohm明亮清晰、細節豐富的聲

底只好忍痛放一邊（其實GT 1.0搭Audio 

Note IZero是我最心動的搭配，英法聯姻的

好聲完全能用嚴格器評標準看待，管機暖

味調和此喇叭活潑高頻又賦予些許軟質，

很耐聽）⋯那麼，把陽光的Atohm放一旁，

看看Capriccio Continuo Admonitor 311呢？

ARC VSi75能夠把這對311唱得有力、有

重量感，少了甜美卻多了細節，連電子音

效的輕重對比、人聲樂器分離度都掌握得

很好，唯一的問題是我不願意為了中低頻

的包圍感犧牲甜潤的高頻。所以最後我中

意311與IZero的組合，聽起來，喇叭光澤不

至於黯淡，卻多了幾許柔美，昏黃燈光下，

這種聲音更添氣氛。有趣的是，比較難驅動

的311讓我聽見IZero小小破音，沒想到竟更

抓住我耳朵！因為瑞鋒選的軟體本身有刻意

失真的音效，搭上極微失真，反倒蹦出另

種氛圍。明知管機賣點在於偶次諧波失真，

這還真是我頭一回聽破音聽得心甘情願啊！

聽「Marvin the Album」時，失真較少，高

頻自然，音樂聽來水乳交融；聽「A Very 

She & Him Christmas」，配合專輯音效，人

聲厚度適中，也有暖味，親密感加分；聽

「Among My Swan」，管機逐漸瀕臨破音，

但是微醺時，「音響二十要」早就拋諸腦後

了唄？

筆者過去單身的時候，聖誕節如果不

是和家人聚餐，就是找來三五好友一起在

家小酌，在嬉鬧與紙牌中度過。沒有另一

半、沒有菸酒、沒有交換禮物都無妨，最

不能少的就是整晚陪襯的音樂，當然音樂

要符合大家的胃口，而瑞鋒選的She＆Him

與Mazzy Star都是筆者熟悉的樂團，至於要

如何能在酒酣耳熟中釋放自己？就看當晚

的音響搭配了。先說管機，ARC VSi75與

Audio Note IZero各有優勢，VSi75由於瓦數

大，低頻控制與動態較好，對呈現電子迷

霧重重的Dream Pop有很好的效果，缺點是

管味較不明顯，也需要更多時間暖機；而

IZero的音質、音色都散發金黃色的管味，

其中頻凝聚又精緻，呈現的女聲甜美有魅

力，較可惜的地方在於小瓦數，得搭配靈

敏度高的喇叭才能發揮。再來談到書架

式喇叭Capriccio Continuo Admonitor 311與

Atohm GT 1.0，兩方都各有本領；311的解

析力好，中高頻表現突出，中低頻的部分

須搭配瓦數大的VSi75較能伸展；而GT 1.0

頗有鑑聽個性，靈敏度也較高，能充分反

映前端器材的個性，搭配IZero最能聽到真

空管的醇美質感。筆者思量許久，對於上

述兩組最理想的組合，最終以管味的濃郁

來抉擇，男人們畢竟難得相聚，若只談工

作、理想未免太壓抑，而甜美、醇厚的真

空管音色最能喚起男人內心柔軟的一面，

因此筆者最終選擇Atohm GT 1.0與IZero，是

真情流露的一時之選！

周靖庭

失真是美麗，唱到破音也讓人聽得心甘情願

陳馨右

男人真情流露的時刻

集體
試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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