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VM Ovation PA8/SA8.2
坦白說，AVM在Hi End品牌中，並不是掛頭牌的地位，甚至還不被列入「雙B」那一等級。然而，
如果您有機會打開他家的Ovation 系列，仔細觀察內部做法，就會發現任何細節都是Hi End要求。而
當您聽過它們的聲音之後，更會產生「趁現在還賣得不貴的時候趕緊去買」的想法。的確，如果等

到它的名氣跟「雙B」一樣時，恐怕就不是現在的價錢了。
文｜劉漢盛

精確細緻中性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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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 M （ A u d i o  V i d e o 

Manufaktur）在1986年創

立時，老闆是電子專才

Guenther Mania跟另外一位Robert 

Winiarski，由於Mania擁有幾十年設計

電子線路的經驗，很快就闖出名號。

不過，您知道搞技術的與做行銷的永

遠是二種人，Mania長於電子技術，

對設計內行，做出許多讓人讚歎的擴

大機，但卻不擅長經營，只知道悶

著頭把產品做好，只賣到德國國內市

場，從來不懂外銷。所以，雖然公司

早在1986年就成立，但台灣卻很少人

知道。後來AVM經營困難，把所有權

賣給一位生意人，這個新老闆不懂電

子跟音響，所以也沒能讓AVM發揚光

大，反而處於更糟的狀態。在這樣的

背景下，以前在Burmester待過的Udo 

Besser由一位朋友穿針引線，來幫忙

整頓AVM，沒想到Udo看到Mania深厚

的電子設計能力，知道這個品牌如果

好好經營，一定能打出天下，所以乾

脆斥資買下。現在，Udo Besser掌理

公司管理行銷，Mania則仍然負責線路

設計。

三方面提升AVM
AVM自從Udo Besser入主之後，第

一步就是改良箱體，不僅提升箱體的

結構堅固性，更讓外觀走向精緻，高

級質感大幅提升。第二步就是在原有

設計師Mania的既有成就下優化線路

架構與零件，使得AVM的產品脫胎換

骨。第三步更大量採用SMD表面黏著

元件。為何要改用表面黏著元件呢？

Udo說最大的好處是縮短音樂訊號路

徑，同時降低零件與零件之間的相互

干擾（穿孔元件的引線容易引發干

擾），可以讓雜訊降低，失真降低。

至於表面黏著元件的耐電流問題，由

於元件品質提升，除了少數功率擴大

機需要通過極大電流之處，大部分線

路都可以採用表面黏著元件無虞。在

Udo的掌舵下，AVM重新展露光芒。

這次我評論的主角就是他家旗艦系

列Ovation PA8前級與OvationSA8.2後級

（以下簡稱PA8與SA8.2）。

素雅簡單

PA8前級的外觀線條簡單，色調素

雅，但因為使用的頂板與面板厚實，

加上上面的字都是雷射鏤刻而成，看

起來高級質感十足。您知道嗎，光是

面板厚度就達15mm，而且正面、側

面、頂部都看不到一個螺絲，每塊箱

體都是緊密嵌接，精細異常。其實我

們評論員最怕遇上這種箱體設計，一

來不容易拆開，二者怕損傷箱體，但

這種箱體看起來就是高級。

搭配著箱體的設計，PA8的面板

看起來一樣素雅，二個大旋鈕分至左

右，一個負責訊源切換，一個負責音

量大小。中央是顯示窗，顯示窗底下

有五個小按鈕。此外左邊有一個Power

按鈕，右邊有一個Mute按鈕。顯示

窗底下的五個小按鈕沒有任何文字標

示，這是為了美觀吧？其實操控這五

個按鈕很簡單，左起第一、第二個按

金 外放活潑爽朗

木  溫暖內斂親和

水  柔美中性溫潤快速熱情衝擊  火

厚實飽滿穩重  土

音響五行個性圖

小提琴線條 纖細 中性 壯碩

女聲形體 苗條 中性 豐滿

女聲成熟度 年輕 中性 成熟

男聲形體 精鍊 中性 壯碩

男聲成熟度 年輕 中性 成熟

大提琴形體 精鍊 中性 龐大

腳踩大鼓形體 緊密 中性 蓬鬆

Bass形體 緊密 中性 蓬鬆

鋼琴低音鍵弦振感 清爽 中性 龐大

管弦樂規模感 清爽 中性 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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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音響二十要

※  圖示音響二十要」是評論員對單一器材的主觀感動指數，它的顯示結果會隨著器材搭配、空間條
件、身心狀況的不同而改變。如果拿來做二部器材的比較，將會失之偏頗。 

百萬俱樂部 

50萬元以上

20-50萬元 

10-20萬元 

5-10萬元 

5萬元以下 

參考軟體
有一段時間沒有聽這張「DALI CD3」了，從
內中所選的曲子中，可以了解DALI主其事者
是懂得音響的。為什麼？因為每首曲子都是

大考片啊！如果您覺得怎麼低頻那麼多那麼

渾？怎麼高頻那麼刺耳？電子合成器聽不出

質感、管弦樂縮縮的，這些都是錯的。只要

您調整正確，每首曲子聽了都會恍然大悟為

何要選它們。

參考器材
SACD唱盤：CH Precision D1，
喇叭：Quad ESL-2912 

AER Momentum 
Heco New Statemen

   AVM Ovation PA8前級、SA8.2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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鈕是用來選擇選單中的項目之用，等

於是遙控器上的左右箭頭鍵。而第三

個按鈕是Menu鍵與Exit鍵，要進入選單

或退出選單就按這個鍵。而第四個、

第五個按鈕用來改變選取項目數值的

大小，這也等於是箭頭鍵。

這五個小按鈕除了上述功能之外，

也可充當Tuner的預選台，不過必須有

購買Tuner插卡時才會動作。有關Tuner

的操控用家請看說明書，在此予以

略過。此外，PA8還可以選購Sound 

Processor卡，用來改變音調、高音、低

音量感，做為空間補償，如果遇上低

音不足或高音太尖銳，未嘗不是個解

決方案。

當我們打開PA8前級電源時，如

果您用的是真空管輸出模組，顯示窗

就會出現一行字，告訴你現在正在

Warm Up真空管，此時每個字母都會

依序變大，一直到所有的字母都變大

了，本機也就接通了，這項功能相當

有意思。

儀器插卡式設計

PA8的背板上都是插槽，看起來

就像儀器般，代理商送來的配備只有

一個高電平輸入插槽，以及晶體、真

空管輸出插槽各一，讓我比較，所以

也沒有很多的輸出入端子列在那裡。

到底晶體輸出比較好？還是真空管輸

出比較好？我認為二者各有特色，而

且也會因為您使用的線材影響而會對

其產生不同的喜好。以我在測試時搭

配的線材而言，我認為真空管輸出模

組比較好聽，所以定稿也以此為準。

在PA8的背板上有一個小小的電源相位

指示燈，如果亮燈，就表示電源相位

是正確的；如果不亮燈，就表示電源

相位相反，此時要把市電電源反插。

不過這種狀況通常只會發生在電源線

插頭只有二根平行插那種，如果是三

插電源插頭，電源相位應該會是正確

的，如果真的不正確，就要把那跟地

線棒拔掉才能反插了。

打開PA8頂蓋，可以看到內部都

是插槽連接器，這些連接器都是鍍金

的，看起來十分精密。不僅連接器接

點鍍金，Ovation系列所使用的線路

板也都是加厚鍍金銅箔，並且塗上黑

色，加厚鍍金銅箔更耐用，更穩定，

而黑色僅是好看，並沒有讓聲音更好

的功能。箱體前半部是電源供應線

路，後半部才是插槽。插卡設計有什

麼好處呢？一來不必一次花錢全買，

二者插卡可以避免不同線路之間的相

互干擾，這種作法跟許多測試儀器的

做法類似，用家想要哪些功能，就購

買特定插卡。

不僅是輸入端採用插卡，連輸出

端也採用插卡，例如您可以選擇晶

體放大輸出卡（標準配備，上面有

XLR/RCA端子），或真空管放大輸

出卡（選配，可以選RCA端子或XLR

端子），如果有必要，還可加購Tape 

Out輸出卡。而輸入卡除了高電平輸

入、MM/MC黑膠唱頭輸入、FM Tuner

輸入等之外，還有數位輸入卡，這張

數位輸入卡可以昇頻至24/192。屈指

算來PA8總計有八個輸入插槽，三個

輸出插槽，您想得到的用途大概都具

備了。真空管輸出卡採用雙三極管放

大（AVM T83S小管子，其實就是JJ 

ECC83，這是特別訂製的，一支要價75

歐元），每聲道使用一支，採平衡架

構。負責供應真空管的高電壓另有一

組穩壓，與其他各級供電獨立，避免

相互干擾。

PA 8的插卡設計很周到，不管

您插多少張卡在前級上，只有正在

使用的那張卡會跟本機連接，其他

卡並沒有連接上本機，這樣做的好

處是避免雜訊透過地回路流竄到其

他張插卡上面。所有的輸出卡都採

用A類放大，輸出足夠的電流，可

以滿足遠距離後級傳輸需求。此

外，每張插卡上都會有自己的Flash 

焦點
① 機箱設計中規中矩，但作工細緻，顯
見主其事者的細心以及Hi End精神。

② 前級採用測試儀器插卡式設計，每張
輸入卡完全隔離，不會相互干擾，而

且運用靈活，不必買沒用的插卡。

③ 特別注重電源供應，無論是前級或後
級，電源供應都想辦法做到完美地

步。

④ 前級提供晶體卡與真空管卡選配，喜
歡真空管的用家等於是買了真空管前

級。

⑤ 聲音精確細緻中性醇美，高中低頻段
非常平衡，音樂活生感極佳，細節有

如漂浮在空氣中。

建議
① 建議不要分開買前、後級，一套西裝
的搭配才能盡得AVM的聲音特質。

② 由於個性屬於中性自然，如果想要比
較活潑的聲音，適合選擇外放陽光的

喇叭。如果喜歡內斂聲音，當然要選

擇中性或內斂的喇叭。無論是活潑或

內斂，二者都能聽出AVM的美聲。

AVM Ovation SA8.2
類型 晶體立體後級

每聲道輸出功
率

220瓦（8歐姆負載）    
450瓦（4歐姆負載）    
650瓦（2歐姆負載）

頻寬 0.3Hz-400kHz
內調失真 小於0.01%（25W/4歐姆）
總諧波失真 小於0.01%（25W/4歐姆）
訊噪比 大於100dBA
上升時間 1us
迴轉率 大於200V/us
阻尼因數 大於1,000（8歐姆負載）
外觀尺寸
（WHD） 420×432×253mm

重量 42公斤
參考售價 650,000元
進口總代理 瑩聲（02-28053569）

AVM Ovation PA8
類型 晶體／真空管前級

插槽 八個輸入插槽，三個輸出插槽

頻寬 1-100kHz
輸入靈敏度 20mV-450mV

阻抗

輸入阻抗14歐姆（平衡）
6.8歐姆（非平衡）    
輸出阻抗150歐姆（平衡）、
100歐姆（非平衡）

訊噪比 105dB
總諧波失真 小於0.01%
輸入端子 RCA×3
外觀尺寸
（WHD） 430×130×370mm

重量 14公斤

參考售價
375,000元（含RCA in、XLR 
in、RCA/XLR out模組各一組）

模組售價

RCA in、XLR in（45,000元）    
RCA out或XLR out真空管輸出模
組（90,000元）    
MM/MC Phono、DAB&FM 
Tuner、24/192 SPDIF in、
24/192 USB in（6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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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y，相關軟體都已經灌入，所

以只要您買一張新卡，就已經擁有

最新版的軟體。當您插入新卡時，

顯示窗就會顯示新卡內的軟體版

本，大約過了一分鐘，就可以啟動

使用。

在輸出端做音量控制

PA8的音量控制系統採用平衡架

構IC，調整階段為0.5dB，而且左右

聲道平衡度精確到0.05dB。不過，

這個音量控制並非如一般前級，安

置在訊號輸入端，而是與眾不同的

安排在輸出端，就在輸出插板的輸

出級元件之前。換句話說，一般前

級的音樂訊號在從訊源進入前級之

後，就已經先被音量控制系統「掐

住」，縮小訊號強度（請注意，音

量控制系統是把全幅訊號降低，並

非放大，當您把音量旋鈕開大時，

只是減少掐住的量而已，並非放大

訊號）。而PA8前級的音樂訊號進

入前級之後，一直維持全幅訊號強

度與全平衡架構，一直到要輸出之

前才「掐住」。這樣做有什麼好處

呢？原廠說可以降低失真，提升對

線路的控制能力，終究導致更好的

聲音表現。或許您要問：既然有這

些好處，為何其他前級不這樣做

呢？我猜因為必須採用電流電壓耐

受力更高的元件，提升了成本，甚

至還會產生其他必須解決的問題，

所以鮮少前級這樣做的。

PA8的電源供應分二套，一套是

供應微處理器以及相關線路，另一套

是供應音樂訊號放大線路（高級交換

式電源），二者完全獨立，不會相互

干擾。除了二組獨立電源之外，所有

進入本機的電壓都先經過阨流圈／電

容所組成的濾波網路，濾除雜訊。還

有，每張插卡上都還有本身的穩壓線

路，更保證了每張插卡的電源都是穩

定的，不會相互干擾。

二個1,000VA變壓器
前級表過，再來看後級。SA8.2後

級的機箱跟前級一樣素雅，頂蓋上大

大的AVM三個字深深鏤刻，看得出頂

蓋厚度。散熱片分置二側，並非奇特

的造型，而是不會刮手的「乖乖型」

散熱片。面板也跟前級一樣素雅，

厚達15mm，中央是顯示窗，底下五

個操控按鈕，左邊是Power，右邊是

Display調整。這五個按鈕的用法跟

前級一樣，左邊算來第三個是Menu/

Exit鍵，進入選單或退出都要使用這

個按鈕。當您要選擇欲調整的Item時

要按第一個與第二個按鈕。而當您要

改變被選定的項目數值（Value）時，

要按第四與第五個按鈕。選單中有許

多的設定，用家可以自己進去看，一

目了然，說明書也有詳述，在此就不

贅述。比較特別的是SA8.2的選單中

竟然可以選擇喇叭負載阻抗（2、4、

8.歐姆），不過這個用途並不會改變

輸出功率大小，只是為了顯示窗功率

指示的正確計算而已。當我們在聆聽

音樂時，顯示窗會以一條線來顯示連

續使用功率與峰值功率，這對於讓用

家瞭解輸出功率大小有相當程度的幫

忙。至於背板就是喇叭線接端，以及

XLR、RCA輸入端子，此外還有一

個Trigger觸發開關。

打開頂蓋，可以看到內部分為三

大塊，中央那部分上面是電源線路

板，底下則是二個1kVA環形變壓器。

再來左右二邊各有10個濾波電容（每

邊200,000 mfd），這明顯可以看出一

個變壓器與一組電容器各負責一個聲

道，可說是左右聲道獨立的立體機。

再來看到功率輸出級線路板，SA8.2

每聲道各用了24個MOSFET，最大可

以輸出180A電流，當然這只是「瞬

間」，就算是我們家的電源箱也無法

耐得住那麼大的電流持續使用。在直

立的線路板上每邊各有一個120VA環

形變壓器，那是負責供應驅動級電源

的。另外，還有一個小環形變壓器則

負責待機供電，這是因為歐洲環保要

求嚴格，待機耗電限定1W，所以必須

另外給一個小供電。

搭配三套喇叭

聆聽這套前後級的場地在我家

開放式大空間，搭配的數位訊源是

CH Precision D1 SACD唱盤，喇叭則

有三對，包括Quad ESL-2912、ESL-

2912、AER Momentum，以及Heco 

New Statemen。為何沒有選用Pioneer 

S1-ex呢？因為AVM這套前後級的聲

音是比較中性的，可說是細緻內斂溫

暖渾厚型，搭配比較內斂的Pioneer時

必須在線材上下很大功夫，專挑高頻

華麗、比較活潑的線材，所以我就不

搭配它了。

而在搭配Quad ESL-2912時，由於

2912是很中性的靜電喇叭，所以不必費

什麼功夫就能獲得很好的聲音表現。搭

配AER Momentum時，高頻段會有淡淡

的金黃色彩，中頻段比較突出，低頻量

感豐富而且控制力很好。而搭配Heco 

New Statement時，高頻段比較外放，呈

現直接活潑特質。而中頻段同樣也是非

常直接、寬廣，有勁，而且音量龐大凝

聚。至於低頻段，我聽到的是沈穩紮實

凝聚反應快速的特質，不是軟質豐滿那

種。這三對喇叭搭配PA8前級與SA8.2

後級時，各自顯出自家特質，這充分

驗證了這套擴大機的中性。最後定稿時

以Quad ESL-2912的聲音表現為主，其

他為輔。

寬鬆特質

我第一個要說的是寬鬆的特質。

當我聽Nat King Cole那張「The Very 

Thought Of You」時，我所聽到的竟

然是「寬鬆」的聲音，無論是高頻

段、中頻段或低頻段都是寬鬆而不緊

繃的，包括弦樂拉到較高音域時也都

是細緻而寬鬆的，Nat King Cole的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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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更不必說了，寬厚鬆軟又帶磁性。

什麼？靜電喇叭還能「寬鬆」？一般

靜電喇叭不是頻寬有限嗎？聽起來

綁手綁腳的，怎麼會「寬鬆」呢？絕

對沒有騙您，只要擴大機搭配對了，

靜電喇叭就會發出它本來該有的「寬

鬆」。現在這套AVM前後級就是Quad 

ESL-2912靜電喇叭最佳搭配之一，聽

著這張「The Very Thought Of You」

時，一切都好像放鬆了，弦樂群那麼

鬆，Nat King Cole的嗓音也那麼鬆，

不過這種鬆並不是軟弱無力的虛肥，

而是清晰帶著活生感的寬鬆，也是任

誰都會喜歡的寬鬆。

再來，我要說PA8前級、SA8.2後

級的細微強弱變化與細節表現能力真

的太優了。我常說，鋼琴音樂是調聲

必備的軟體，一來鋼琴的真正聲音大

家都很熟悉，說不定府上就有，很容

易拿來比對喇叭發出的聲音像不像真

正的鋼琴。二者鋼琴可以發出全頻段

聲音，觸鍵質感與力度強弱、弦振細

節都可以考驗音響器材。只要鋼琴的

表現調對了，至少也有60分以上了。

細微的強弱變化明顯

現在我就要用鋼琴錄音來測試

這套前後級，我用的是Bach/Busoni 

Goldberg Variations等（MDG 312 1323-

2，Claudius Tanski Piano）。第一首

Busoni的「Nach Der Wendung」聽

完，我發現這套前後級的鋼琴表現非

常傳真，這首曲子很多地方以弱音演

奏，觸鍵卻能聽出輕重力度變化，而

輕輕彈奏時鋼琴飄出來的弦振泛音

卻又那麼豐富。更棒的是低音鍵一點

都不會笨笨的、渾渾的，而是很清爽

的表現出粗弦的弦振。能有這樣的表

現，充分說明了AVM這套前後級可以

表現出非常細微的強弱對比，而且反

應非常靈動，所以才能把低音弦唱得

那麼清爽，不像有些擴大機，低音鍵

聽起來笨笨渾渾，沒有解析力。老實

說，聽過這張鋼琴演奏後，我已經窺

知PA8、SA8.2的大部分表現能力了。

PA8、S A8.2的第三個優點是不

僅傳真，而且音質非常醇美，沒有

雜質，沒有一點粗礫，而且高頻段

抓得住，內斂與透明感恰恰好。我

用Yarlung Recoerds那張「Art of the 

Violin」（05787，Petteri Iivonen小提

琴）來測試，這張小提琴演奏有單

弦、有雙弦、有弱音、有強奏，光是

前面幾首就可以把音響器材的音質長

短處徹底揭露，非常好用。第一首

就是高張力的演奏，一般擴大機很容

易就撞牆飆高音，讓人覺得小提琴生

硬刺耳。可是PA8前級、SA8.2後級

卻讓我聽到充滿張力但卻不會飆耳的

小提琴，那琴音那麼強但卻豐潤，充

滿光澤與水分，而且甜美，表現出又

純又美的音質。來到雙弦處，那細微

的弓弦摩擦振動清楚顯現，而且雙弦

和聲美極了。第三首的撥奏真實已

極，扣弦的質感真實，琴腔共鳴的聲

音豐富，而且木頭味十足。我很驚

訝PA8、SA8.2的小提琴表現，因為印

象中以前的AVM不是這個樣子，當然

以前的印象也可能是錯的。

高中低音平衡，活生感十足

PA8、S A8.2的第四個優點是高

中低頻段平衡，而且音樂活生感十

足，什麼樂器聽起來都帶有自然的

彈性。我用的也是Yarlung Records

的「Antonio Lysy at the Broad」

（27517）。一般人很容易對大提琴

產生錯誤的幻想，以為聲音要又厚又

濃才好聽，殊不知如此一來很容易把

琴弓琴弦該有的彈性與細微接觸摩擦

質感抹煞，而使得琴音不靈活，缺乏

音樂活生感，事實上大提琴的彈性

很足，活生感是很棒的。這張CD處

處都是測試點，我最後特別留心第十

首「Schifrin Pampas」，為何特別挑

這首呢？因為此處的大提琴與伴奏的

鋼琴都是高難度表現，很容易把大提

琴的聲音弄得硬硬的、粗粗的，缺乏

該有的溫暖與彈性。此外，鋼琴的聲

音也很容易變得渾渾的，缺乏清晰

的接觸質感。而高音鍵、中音鍵與低

音鍵也很容易聽出是否有量感上的強

調。PA8、SA8.2讓我聽到什麼樣的聲

音呢？大提琴渾身彈跳，弓施加在弦

上的力度變化與彈性反應清清楚楚。

更棒的是用力拉奏時，大提琴的聲音

仍然保持木頭味，而不會粗硬刺耳。

再來，此處的鋼琴觸鍵質感清清楚

楚，當高音鍵與低音鍵同時演奏時，

高音鍵溫潤木頭味濃，和聲那麼漂

亮，而低音鍵並沒有因為輕輕彈奏而

顯得渾濁，仍然透出低音弦該有的振

動彈性，而且在音量分布上一切都那

麼平衡。看來，PA8、SA8.2真的是優

異的擴大機。

細節漂浮在空氣中

試過鋼琴、小提琴、大提琴之

後，我拿出Mark Levinson本人所錄製

的Red Rose SACD「Mark Levinson Live 

Recordings at Red Rose Music Volume 

One」。這張SACD都是小編制音樂，

但錄音真實中性，音質優美，非常適

合拿來測試音響器材。我挑第六首與

第七首來做說明。第六首是磬跟女聲

溫柔的讀經，一般擴大機很容易把磬

表現得過度突出，而女聲則過於龐

大，這是因為高頻段與中頻段都強調

所致。在此PA8前級、SA8.2後級所

表現出來的是溫潤的女聲，沒有唇

齒音，沒有龐大的形體，發聲吐氣自

然，音像定位清晰不飄移。而敲磬的

聲音一點都不尖銳，反而是接觸質感

清楚、紮實但又尾音悠揚的表現。那

磬的尾音在空氣中輕輕的震盪飄揚，

久久才隱去。這樣的表現告訴我什麼

呢？PA8、SA8.2的高中低頻段量感分

布很均勻，沒有強調，但非常多的細

節漂浮在空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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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首也是女聲旁白，低音提琴

（Bass）主奏，此處的測試重點是Bass

是否能夠發出該有的彈性？而且聲音

線條不是龐大渲染，低頻量感不至於

混濁。一般人往往對Bass有錯誤的期

待，以為低頻量感要很多，很低沈，

很軟Q。Bass的音階是低沈沒錯，但並

不是如鼓聲、管風琴般，而是清爽的

低頻，且帶著很好的彈性與拉弦扣弦

真實質感。如果您聽到的是肥腫遲緩

沒有彈性的Bass，那就代表低頻段的

量感太多了。PA8、SA8.2讓我聽到的

是非常有彈性而且扣彈質感真實的Bass

聲，而女聲仍然是平和的講述著故事

內容，沒有飽滿突出的形體，形體適

中，嗓音濃淡自然。

到此為止，從小提琴一路到Bass，

包括人聲都試過了，PA8、SA8.2表現

出來的是極好的細微強弱對比，活生

的靈動感，優美的音質，真實的樂器

演奏質感，均衡的高中低頻段量感分

布，整體感受是中性平衡的，沒有特

別討好的中頻段與低頻段過度鋪陳，

久聽音樂沒有壓力。

解析力、層次感優

再來，我要測試這套前後級的

銅管表現，用的是「Blue Port Jazz 

Sampler」。這是一張現場錄音的爵

樂，現場雜音多，氣氛足，音像龐

大，樂器質感真實又粗獷，可說是

一張聽了會讓人大呼過癮的C D。

果然，我聽到的是龐大的薩克斯風

演奏，吹氣質感粗獷真實，簡直就

像貼近薩克斯風所聽到者，這並不

是PA8前級、S A8.2後級的刻意渲

染放大，而是錄音的原貌。此時我

還發現一項優點，那就是薩克斯風

背後的樂器演奏，雖然縮在音場

後方，但層次分明。顯然，PA8前

級、SA8.2後級在諸多聲音並陳時，

能夠把它們解析得絲縷清楚，層次

分明。

連續聽過古典音樂、爵士樂之

後，接下來我要用「DALI CD3」來

做綜合測試。前面三首很容易被誤

解，一些低頻量感太多的音響系統

一定會覺得怎麼低頻量感那麼多？

聲音偏向低頻濃厚，有的甚至會覺

得暫態反應遲緩。其實這都是低頻

量感太多所致，太多的原因可能是

用家原本就對低頻段誤解，或者聆

聽空間低頻峰值特別強所致。

第一首Pat Metheny以吉他彈奏

Beatles的「And I Love Her」，吉他

清爽中帶著溫暖，琴弦顯出彈性，

聲音軟質而不渾，這是很平衡的表

PA8外觀
PA8前級箱體表面加工細緻，彎角圓順，結合緊密
卻又看不到一根螺絲，真是精密又細緻啊！

PA8背板
PA8前級的背板可以看出是插卡式設計，想要什麼
功能，就插上那張線路卡，做法有如測試儀器。

PA8內部
PA8內部前半部是二組電源供應，分別負責操控線
路與音樂放大線路，後半部則是插卡空間，所有的

連接端子都是鍍金，而線路板也是鍍金的，可說做

到極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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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顯然PA8、S A8.2的低頻量感

並不會為了討好音響迷而刻意做多

些。來到第二首「How It Feels」，

女聲演唱，以電子樂器伴奏為主，

電子低頻下得很重，但PA8、SA8.2

卻把低頻再生得很有彈性，而且凝

聚，好像一個個很有彈性的橡皮

球，而且粒粒分明，這就對了。再

來，其他伴奏樂器的定位與層次都

很清楚，毫不紊亂的分佈在音場

中，這也顯示了PA8、SA8.2的解析

能力。另外一處可以窺知這套擴大

機細節表現很優的地方就是可以清

楚聽出錄音時所施加的各種人工殘

響與效果，PA8、SA8.2唱出來的是

毫不突出但卻很清晰的聲音畫面。

第三首「Stormy Weather」同樣也是

電子合成器的伴奏，不過歌唱者換

成清越的男聲。PA8、SA8.2把低頻

表現得軟Q飽滿又凝聚，量感過癮，

但不會掩蓋其他樂器的細節。而男

歌手的嗓音甜潤清越，中氣十足，

勁道強但又不會刺耳，可見這套擴

大機能夠承受強勁的音樂訊號，

不會崩潰失真。此外，電子樂器所

營造出來的音場很精彩，各種聲音

在錄音師的炮製下，交織出音響迷

都會喜歡的層次感、深度感與定位

感，樂器的質感那麼鮮明，但卻平

衡不聒耳。當然，PA8、SA8.2的解

析力在此又下一城，讓我清楚聽到

錄音師的各種炮製效果。

SA8.2外觀
SA8.2的箱體跟前級如出一轍，雖然輸
出功率每聲道達250瓦，但散熱片卻很
友善，沒有刮手的危險。

SA8.2背板
SA8.2背板擁有XLR與RCA輸入端子，電
源線則採用20安培規格。

SA8.2內部
SA8.2內部中央是電源線路板，線路板
底下藏了二個1,000V環形變壓器。每聲
道的電源擁有200,000mfd電容量，直接
供應輸出級。驅動級另有一個120VA變
壓器負責供電，可見設計者注重電源之

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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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透明，感覺卻陰柔

第四首是大家都知道的趙聰「春

江花月夜」，此處最難的就是琵琶

要保持清甜與彈性，不能刺耳，電

子低頻要一顆顆凝聚柔韌，形體大

而不散形，尤其掄鼓時一顆顆鼓聲

要有滾動的感覺與鼓皮彈跳感。合

唱要清楚，該有勁時不能軟趴。其

他樂器質感都要清楚，雖然音量細

微，但演奏質感也要能表現出來。

我知道這首曲子只有少數調校得好

的音響效果才能聽出其妙處，然而

在我家，PA8、SA8.2卻輕易的就把

我想要的各種要求都表現出來了。

到底怎麼個好法？第一、那些

電子低頻真是清楚，沒有模糊，沒

有暈開，雖然是那麼的柔軟低沈，

卻依然清楚異常。第二、音場中的

透明感讓人吃驚，那是陰柔的透明

感，但一切的細節卻又看得那麼清

楚，完全沒有強調，也完全不會聒

耳。第三、無論是琵琶彈奏，或其

他敲擊樂器，其演奏的力度是那麼

的清楚，強弱之間的對比沒有被扭

曲，沒有被壓縮，也沒有一絲模糊

感覺。第四、層次清楚異常，琵琶

主奏，人聲合唱、各種樂器安排的

位置都清楚異常的呈現，一點都沒

有含混。以前我用這首曲子聽過很

多系統，有的低頻模糊，有的高

頻刺耳，有的有氣無力，有的聽

起來刮耳。然而，用這套擴大機搭

配Quad ESL-2912，雖然耳裡聽到的

是高度透明、高度解析、高度清晰

的聲音，但我的感受卻是那麼的陰

柔，一點燥火都沒有。顯然，PA8前

級與SA8.2後級的低頻控制力、高解

析能力、低雜訊以及內斂的高頻段

特質造就了這樣的聲音表現。尤其

鼓皮輕輕敲時的接觸彈性竟然都能

夠表現出來，真是不簡單，可見得

在細微的強弱變化以及解析力、細

節方面，PA8、SA8.2真是強啊！

來到第五首，錄音中人聲加了很

多電子回音，樂器也都是電子合成器

做成，整個混音都是「人造」的，但

透過這套前後級的表現，我聽到的不

僅是溫暖的聲音，而且還充滿各種細

節，音場的深度一直往後延伸，即使

最深處的聲音依然那麼清晰。這種聽

了會讓人興奮不已的表現是我以前沒

有感受過的。是AVM PA8前級、SA8.2

後級表現太優？還是搭配了對的喇叭

呢？今天，我總算是聽到AVM的真正

實力了。

低頻沉潛能力強

到 此 為 止 ， 都 還 沒 有 測 試

到SA8.2後級的驅動力、控制力極

限，到底要用什麼來測試呢？我馬

上想到李小沛那張「沛續集」的第

一首「炎黃第一鼓」。老實說，中

國大鼓聲跟西方大軍鼓並不相同，

前者聲波彈性強勁，震撼力是硬調

的；而後者聲波軟沈，震撼力是柔

軟的。想要表現出這二種鼓聲的低

沈需要良好的控制力，而想要彈射

出中國大鼓的強勁聲波則非強勁的

驅動力不可。

認真論起來，我用的三對喇叭都

無法100分的把這張中國大鼓的威力

完整呈現，很多音響迷往往以為自己

聽到的就是100分的鼓聲，其實差遠

了。如果您真正用大喇叭系統聽過，

才會知道原來鼓聲是那麼的震撼。話

雖如此，但我已經可以聽到圓鼓鼓強

勁繃射出來的鼓聲，而且控制力很

好，喇叭沒有聽出有失真的感覺。這

意謂SA8.2後級的驅動力與控制力都很

強，可以把喇叭強烈振動的喇叭振膜

Hold住。至於SA8.2能否將低頻段死命

往下鑽？這在「DALI CD3」那張軟體

中已經充分證明，片中那些電子低頻

該有多低就多低，而且聲線清楚，不

會模糊。

寫 到 這 裡 ， 我 對 於 P A 8 前

級、SA8.2後級的諸多性能已經了

然於胸，最後我要以一張交響曲來

做為整體驗收，我用的是M i k h a i l 

P l e t n e v指揮俄羅斯國家管弦樂團

的柴可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

（DG 453 449-2）。「第五號交響

曲」第一樂章的沈鬱厚重在音響系

統上很難表現，大部分人聽到的是

厚重，但卻沒有靈動。什麼是靈

動？弦樂群演奏時擦弦聲的靈動感

覺。此外，您能聽到濃濃的管弦

樂中各聲部的紋理嗎？木管主奏時

管弦樂的層次還能浮現嗎？管弦樂

總奏時龐大的銅管能量能夠挺得住

嗎？這些要求，PA8前級、S A8.2

後級都給了我滿意的答案，我聽

到了弦樂群細微的擦弦沙沙聲波動

著，我也聽到溫潤甜美的木管，我

還清楚的聽到總奏時各聲部的旋律

線條。而在大音量管弦樂總奏高潮

時，PA8、SA8.2還能穩定不亂，寬

鬆以對，真是優啊！

精確細緻中性醇美

PA8、SA8.2是一套傑出的擴大

機，它們的個性內斂不誇張，但音

質醇美，沒有毛邊沒有粗礫。搭配

不同喇叭時能清楚顯出各喇叭的聲

音特質，這也顯示它的中性。最讓

人喜愛的就是靈動，什麼是靈動？

就是靈活振動，聲波振動得很靈

活，尤其是細微的聲音振動更是靈

活，這讓音樂聽起來栩栩如生。還

有，它的低頻驅動能力很強，往往

會讓人有見底的感覺，但又能緊緊

抓得住。最後，它們的喇叭搭配性

寬廣，各種不同個性的喇叭都可以

唱出好聽的聲音。假若您想體會德

國人精確細緻中性醇美的一面，選

它們就對了。

   AVM Ovation PA8前級、SA8.2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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