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
在很多人覺得音響貴，所以

便宜又好的器材，就成了我

們特別關注的對象。就在不久之

前，我留意到Hi-Fi Choice雜誌上有

一篇評論，對象是英國名廠Cyrus

的入門綜擴ONE +書架式喇叭ONE 

Linear的組合，評論員給了五顆星的

滿分評價，其中聲音品質（Sound 

Quality）和購買價值（Value for 

money）等細項也都是五顆星滿

分，評論員最後下的結論是：「很

簡單，這是今年最明智的選擇」。

因為這套產品價格不貴，真的

能有這麼好嗎？讓我興起了向代

理商借來聽看看的念頭，沒想到因

此又聽到另一個好消息，就是台灣

代理商也希望能推廣這樣的套裝組

合，給了一個非常超值的優惠價

格，只要49,900元，另外還送一

條英國The CHORD Company喇

叭線，這未免也太便宜了吧！等於

不用五萬元，就能把Cyrus設計的

綜擴、喇叭，以及一條升級線搞

定，更加深了我試聽看看的興趣。

超值、多功能的綜擴
先來看當中的綜擴ONE，它雖然

是Cyrus最入門、最平價的綜擴，但

千萬不要以為它是省成本的簡單製

作喔，恰恰相反，事實上，ONE可

說是Cyrus經營歷史當中非常重要的

代表作。在1984年，Cyrus就曾推出

過一款名為ONE的綜合擴大機，因

為價格便宜、推力不凡，當年被視

為是英國最超值的綜擴之一，ONE

因此成了許多玩家的入門磚，銷售

成績亮眼，也為Cyrus提升不少能見

度。時隔多年之後Cyrus再推出相同

型號產品，就是在向經典的ONE致

敬，而且也希望能喚醒消費者當年

對ONE的印象，就是「超值」。

而對今日消費者來說，聽音樂的

方式比以前多很多，所以超值這項

價值已經不限於用料，還能是「使

用方式」上的超值。Cyrus這次推出

的ONE，功能就特別豐富，數位、

類比通吃，幾乎能滿足今日入門消

費者的所有需求。

Cyrus ONE除了是一台兩聲道

綜擴，它也提供了耳擴、藍牙、唱

放等功能。在它的背板上配置了5

組RCA立體聲輸入，最右邊的就

是做為唱放之用，而最左邊的標

示了AV，這組能採取AV直通模式

Cyrus 
ONE + ONE Linear

近年罕見的超值
入門玩家別錯過

多功能綜擴 + 書架式喇叭套組．文╱韓享良．攝影╱方圓．李春廷

我常聽到入門玩家買音響時會抱怨兩件事，一是今日音響器材的種類太多變，系統的組

成讓人很傷腦筋。二是價格不便宜，尤其是如果要買多部器材時，累積起來的價格會讓

人有壓力。如果你也有這樣的困擾，那麼這套Cyrus ONE套裝組合絕對是你的寶，因
為代理商採取套裝方式銷售，喇叭和擴大機已經搭配好了，另外還多送一對高品質喇叭

線，買回家直接就能聽音樂，更重要的是價格超便宜，可說是近年罕見的超值。

瘋音響│器材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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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pass音量控制），讓ONE能

做為多聲道系統中驅動兩聲道喇

叭的後級，強化左右聲道的表現。

餘下的其它三組輸入消費者能自由

運用，所以你可以讓ONE同時連

接：黑膠唱盤、CD播放機、電視

機、遊戲機和家庭劇院系統，這幾

乎已經涵蓋現代人的所有常見需

求。重點是，ONE還支援藍牙，而

且內含aptX解碼能力，只要訊源也

支援aptX，就能進行高品質的無線

傳輸與播放。

而在後端連接器材部份，除了

能連接立體聲喇叭，ONE也提供了

6.3mm耳機輸出，夜深人靜時想聽

音樂，就能搭配耳機聆聽。如果未

來有升級想法，那麼ONE的背板上

還有Pre Out前級輸出，能跳過內部

的放大電路，讓你可以搭配性能更

強的兩聲道後級，提升整套系統的

音質，Cyrus ONE就是這麼的多功

能、這麼的靈活。

獨家阻抗匹配功能
功能這麼多，核心的功放電路做

的好不好呢？Cyrus推出ONE是為了

向自家經典產品致敬，自然不會砸

自己招牌。

打開ONE的上蓋，裡面一顆紮實

的變壓器配置在機箱的前方，佔據

近二分之一空間，後端有大容量濾波

電容，相關的穩壓線路也都做的很完

整。為了讓小體積的ONE能有大推

力，內部採用D類放大電路，並且是

Cyrus所開發、結合線性電源的混血

版本（hybrid Class-D engine），能

有更好的特性，失真率更低。最

後，Cyrus ONE能輸出每聲道100瓦

功率，面對市面上的中階至入門喇叭

都有足夠推力可以因應。

然而內行玩家就知道，擴大機

有推力還不夠，更重要的是與喇

叭的「匹配性」，這部分也是入

門玩家最頭大的地方。而這部分

Cyrus ONE有一個獨家的特異功

能可以因應，稱之為SID自動阻抗

匹配功能（Speaker Impedance 

Adjustment），能依據連接的喇叭

正面特點

Cyrus ONE的機箱正面高度不高，兩個旋鈕卻設計的特別大，為的就是操作順手。

左邊的旋鈕是訊源選擇、右邊是音量控制。訊源旋鈕的最上方就是藍牙，只要把檔

位切到這裡，就會自動進行藍牙訊號搜尋。而電源開關是藏在訊源旋鈕下方。當開

機之後，兩顆旋鈕旁會亮起一陣白光，非常醒目。而音量旋鈕下方，則是還有一組

6.3mm耳機輸出。

重要特點

● 支援藍牙無線播放
● 支援黑膠唱盤播放
● 配置耳機輸出
● 提供AV直通模式
● 提供Pre Out前級輸出功能
● Cyrus ONE功率輸出100瓦
● 具備獨家SID功率匹配功能
● 喇叭配置Kevlar中低音單體
● 擴大機與喇叭搭配聲音互補
● 全套價格不到五萬元

Cyrus ONE綜擴 

●設計：多功能立體聲綜合擴大機 ●放大電路：D類 ●輸出功率：100瓦(8Ω)●無線連接：藍牙，含aptX ●有線連接介面：5組RCA類
比Line IN輸入(含AV Bypass和MM唱放)、Pre Out前級輸出、耳機輸出 ●尺寸(H.W.D.)：85×220×390mm ●重量：5.72公斤 ●參考售
價：Cyrus ONE綜擴+Cyrus ONE Linear書架式喇叭全套特惠價49,900元，再加贈The CHORD Company Clearway喇叭裸線或同級品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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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阻抗值，自動調節適當的輸出功

率，如此一來，就能讓擴大機與喇

叭有更好的功率匹配，輕鬆就能讓

系統呈現出理想的聲音效果。

不過採用本套組合的消費者，其

實應該是根本不用操心的，因為除

了SID技術之外，本套組合中的書架

式喇叭ONE Linear，幾乎可說是針

對ONE所開發的，接下來我們就來

看喇叭的部分。

Cyrus的第一款誠意之作
在以前，Cyrus並沒有書架式喇

叭產品，是在推出了新一代的ONE

綜擴之後，才推出了第一款書架式

喇叭ONE Linear，目的就是要讓入

門消費者有容易搭配的選擇，原廠

甚至稱這樣的組合為「Cyrus ONE 

Hi-Fi入門套組」（Cyrus ONE Hi-Fi 

Starter Kit），可想而知，這兩款產

品會有不錯的搭配性。

O N E  L i n e a r的價格相當便

宜，如果單獨購買的話，一對不

到兩萬元，再加上是出自英國名

廠，我原本以為應該只是「小朋

友」尺寸，沒想到取得之後，發

現比我預想的大了不少，有

305×200×295mm。當然，喇叭

好壞不是論尺寸，但是從很多做工

細節就能看出原廠的誠意。

我拿到的ONE Linear是白色外

觀版本，表面有工整細緻的亮面漆

處理。在頂板部分，對著光線，還

能看到淺淺的霧面Cyrus Logo，可

見原廠想採取簡約、低調的設計風

格。再細看，面板前方有膠質邊

框、細緻網罩，如果取下網罩，高

音前方有金屬網保護，底下則是編

織振膜中低音單體，振膜上有明顯

的壓紋，通常這樣設計是為了抑制

盆分裂，能提升聲音品質，怎麼

看，都不像是兩萬元以內的平價喇

叭產品。

單體部分，ONE L inear的高

音是採用 2 5 m m絲質軟半球高

音，中低音則是125mm，振膜採

用的是Kevlar材質編織而成。所謂

Kevlar，是由杜邦公司所開發的一

背面特點

Cyrus ONE的背板配置非常豐富，有5組RCA

類比輸入，最右邊的一組是MM唱放之用，可

搭配黑膠唱盤。而最左邊的一組具有AV直通功

能，可以融入劇院系統，強化左右聲道的聲音

效果。餘下的三組就是讓消費者自行運用，以

平價綜擴來說能連接的訊源數量相當多。而在

類比輸入的左邊還有一組Pre Out輸出，能讓

Cyrus ONE扮演前級角色，搭配其它後級，等

於為消費者預留了未來的升級空間。

瘋音響 | 器材評鑑

POINT

紮實的電路設計

打開Cyrus ONE的頂蓋，可以看到一個330VA環形變壓器，佔據

了機箱前半部近一半的空間，後端搭配多組大容量電容，能提供

快速、穩定的電源供應。為了在小箱體內獲得大功率，ONE是採

用D類放大電路，而且為了音質，不採用現成模組，而是自行開

發出結合線性電源的混血式電路，擁有更低的失真表現。

除此之外，Cyrus ONE還有獨家的SID喇叭阻抗匹配技術。一般

D類放大電路在面對不同阻抗喇叭時，頻率響應會有不夠精準

的狀況，而SID這項技術，會在開機時先對喇叭（負載）輸出一

個測試訊號，以取得喇叭的阻抗值，然後調整擴大機的功率輸

出，以達到阻抗匹配的效果，讓Cyrus ONE不僅擁有高效率、大

功率、低失真，還很聰明。PRIME AV



種材料，質地極輕、也極強韌，防

彈背心就是採用這種材料。而這樣

的特性也很適合製成振膜，所以今

日有許多Hi-End大廠是採用Kevlar

振膜，而不到兩萬元的ONE Linear

直接就採用了。單體後方的音圈部

分，特別採用雙繞製、鍍銅鋁合

金音圈，具有輕質量與高磁力特

性，能強化對振膜的控制力。

ONE Linear的箱體是採取低音

反射式設計，背後有大口徑反射

孔，理論上能強化低頻延伸，近牆

擺放時還能強化低頻段的量感。而

Cyrus也強調，面對這款第一次推

出的書架喇叭，他們是採取很嚴謹

的態度，還採用了獨家的電腦分析

技術「Delayed Cumulative Spectral 

Analysis」，能預先分析、找出箱體

上強度不夠的地方，能在設計階段

就進行補強與修正，降低箱體諧振

機率，提升音質。

有藍牙超方便，用手機就能聽
接下來談這套組合的聆聽感受。

一開始在思考器材搭配的時候，突

然想到，其實這套系統根本不需

要再搭配任何其它器材，直接就

能聽了，因為ONE本身就有藍牙

功能，組合中也有喇叭和喇叭線

了，用手機藍牙配對就能聽音樂

了。這對預算有限的入門消費者來

說應該很有魅力，不到五萬元買回

家直接就能開聽，不需多花一毛

錢，等未來有預算，可以再來慢慢

升級搭配其它訊源器材。

Cyrus ONE的藍牙最多能配對三

部器材，代表家裡可以多人使用。

有了藍牙功能，也等於讓這套系統

可以透過智慧手機和網路接軌，我

就直接試聽Spot i f y、KKBOX、

YouTube和其它網路電台的音樂內

容。我知道，對「嚴肅」的音響迷

來說，用藍牙聆聽只能算是「休閒

式的運用」，畢竟來源不是高規

格（例如Spotify），又多一層無線

傳輸的轉換，聲音質感自然有上

限，但此時我已經能感受這套組合

的部分優勢。

耳機輸出也不容小覷

除了能組成兩聲道系統、以喇叭進行聆聽之

外，Cyrus ONE前方還配置了6.3mm耳機輸

出，能連接耳機聆聽。原廠特別強調，這組

耳機輸出是採用AB類耳擴放大電路，當連接

耳機時，是由內部環形變壓器直接供電給耳

擴電路，所以呈現的動態與控制力都不會輸

給專門的耳擴，對於有興趣採用耳機聽音樂

的朋友，這無疑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加贈The CHORD Company Clearway喇叭線

台灣代理商為了讓消費者免去搭配與採購線材的煩惱，特別多送

一組喇叭線，也就是由英國品牌The CHORD Company所推出的

Clearway裸線（或5米同級品）。Clearway這條線並不簡單，它是

2015年時該廠為了慶祝成立30周年所推出的產品，採用了當時最

新的技術。例如導體部份，Clearway採用了14 AWG的無氧銅導

體，並採用與PTFE相近的FEP物料進行絕緣，這是電介質材料中特

性非常好的一種。而在屏蔽部分，是採用雙層高密度的金屬箔，所

以讓它的線身閃耀著亮銀

色光芒。Clearway的聲底

中性、音染也低，優異的

特性讓它獲得了英國What 

Hi-Fi？雜誌2015年最佳喇叭

線材獎的肯定。

POINT

Cyrus ONE Linear書架式喇叭 

●設計：2音路2單體、低音反射式書架式喇叭 
●阻抗：8歐姆●頻率響應：(±3dB)：50Hz-
2 4 k H z  ●單體：2 5 m m絲質軟半球高音、
125mm Woven Kev l a r振膜中低音  ●尺寸
(H.W.D.)：305×200×295mm ●重量：14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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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說，聲音有不錯的平衡感

（從中低頻至高頻段），而且中高

頻的細節表現頗為到位，只要調整

得宜，可以獲得很清晰的結像，能

聽到一定程度的音場，聲音的密度

感也不錯，尤其是中頻段竟然能給

我一定的溫暖與飽滿的感覺。這點

並不簡單，因為我聽過很多平價小

系統，播放網路串流時會有聲音扁

薄、內虛的現象，尤其是中頻，人

聲一虛，聲音就不可能好聽了。而

這套系統於中頻段有出色的凝聚

力，大大提升了它的音樂魅力。

唯一比較受限的，是極低頻的延

伸與能量感，這是所有書架式喇叭都

會面臨的物理限制，建議可以近牆擺

放（非貼牆，仍要給反射孔預留運作

空間），就能有一定的改善效果。

播放高解析，音質更上層樓
接下來我嘗試挖掘這套系統

的音質極限，以筆電為訊源，搭

配Manhattan II DAC，使用它的

USB DAC功能，播放DSD等高解析

音樂檔案。而在聆聽空間部分，這

套系統畢竟是入門等級，建議對應

中小型空間，對聲音密度會更為有

利，我最後挑選的視聽空間大約是

一般台灣家庭的書房大小，採取正

三角形擺法，喇叭靠近後牆。

如此設定之後果然效果大幅提升

了，尤其是解析力明顯增長，聲音的

細膩度、細節的完整性都有增強，這

點並不意外，畢竟高解析檔案的資訊

量比較高。而更令我欣賞的是，聲音

的密度、樂器的質感、音場的深度、

動態範圍⋯等各方面都有成長了，好

像一個人的精、氣、神突然都飽足

了一般，這就是擴大機與喇叭的功

力，也代表這套系統的性能不俗，有

挖掘的空間。

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對這套系統

又有新的認識，我發現，它能呈現

相當清晰、輪廓分明的音像，而且

喇叭不需要很大的Toe in角度就能達

到這樣的效果。而在結像良好的狀

況下，這套系統能展現出優秀的密

度，尤其中頻段人聲有肉感、有厚

度，而且質感很自然，沒有明顯染

色，整體表現相當成熟。

而在聲音風格上，很多音響迷在

搭配喇叭與擴大機時，會講求聲音風

格的「互補」，而Cyrus在開發這兩

款產品時，本來就是互為搭配，所以

在聲音風格上似乎也有刻意互補的設

定。其中ONE綜擴的聲音是比較溫

厚的，這樣的特質讓這套系統能展

露出溫暖的聲音效果，特別是中頻

人聲部分能有濃厚的感覺。而ONE 

Linear喇叭的聲音是比較清新、理性

的風格，對於線條刻劃較深，讓它

與ONE搭配之後，能為中高頻增添更

多細節，將音場刻劃得更深，也讓聲

音變得更為明朗，不會因為ONE綜

擴的濃厚聲底，就讓聲音有溫吞的感

覺，讓整體聲音更為清新、平衡，也

更活潑。

播放鋼琴格外好聽
聽久了又能感受，整套組合的聲

音是偏向溫和的路線，它不是速度

最快的類型，也沒有特別誇張的動

態，但是舒服的風格、有厚度的中

頻，讓它擁有很高的音樂性，非常

適合播放溫潤的樂器演奏。我發現

我特別喜歡用它播放鋼琴，琴音甜

美而溫潤，而且帶有厚度，幾乎沒

有曲目不好聽。我也很喜歡用它播

放厚嗓的人聲，人聲有厚度，情感

也很濃郁。如果伴奏中有中低頻段

的鼓聲或是提琴，這套系統雖然無

法呈現很低的延伸，但低頻仍然有

十足彈性，會讓整首曲子更動聽。

聽到後來，真不像是五萬元內

「一整套系統」所發出的聲音，果

然源自英國名門正廠的產品就是不

一樣，Cyrus ONE這套組合雖然價

格便宜，雖然是針對入門玩家設

計，有各種功能性，但仍然非常嚴

謹的保留了傳統音響迷所要求的

溫暖、厚度、甜味、平衡感與音

樂性，確實是一套很好的Hi-Fi入門

套組（Hi-Fi Starter Kit），非常超

值，錯過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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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 Getz / Getz & Gilberto CD

我非常喜歡這張專輯，慵懶、閒散，旋律

卻又十分動人，很適合搭配一杯好咖啡放

輕鬆聆聽，然而很多平價系統因為聲底

太乾太硬，多半會打壞這張專輯的閒適

感，而Cyrus ONE這套不會，其所呈現
出來的人聲略帶暖度，樂器的撥彈也有厚

度，讓人聽起來很舒服，音樂也更有感染

力了。

帕爾曼的電影琴聲 CD

帕爾曼的小提琴聽來行雲流水，尤其是第

二曲「女人香：探戈」非常迷人，感覺透

過琴音似乎可以「看到」探戈雙人舞的種

種動作浮現於眼前⋯走位、沈步、弓箭

步、轉圈⋯熟練的動作也顯現了兩名舞者

的默契與情感。偶爾出現的低頻伴奏雖然

不狂，但有很好的彈性，加上前後排樂器

的定位清晰，讓人十足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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