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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o Pro
MONDIAL Series

我猜
想很少有專業喇叭廠

會像Audio pro這樣

執著於創造Life Style

商品，該公司推出的瘦長型、能與薄型電

視搭配的喇叭，款式非常多而且各有特

色，更讓人感到驚奇的是每款喇叭的聲音

表現都能保持一貫的高水平。

縫皮外觀是M系列最讓人驚奇的
部分

發表過一系列專屬搭配薄型電視的產

品之後，Audio pro公司或許覺得老只是

在木料、金屬等箱體打轉不見得會有大突

破，因此近期推出使用皮質材料作為箱體

外觀的MONDIAL系列。

這樣的想法與做法雖然不是空前卻

有創意，之前已有廠商將皮革披覆在

喇叭箱體上，不過大多只是局部點綴不

像MONDIAL系列如此大規模採用。使用

皮革作為箱體外觀有什麼優點，個人認為

可以與家裡的皮質沙發有最好的視覺搭配

性，尤其是當家裡使用L型沙發，兩者的

搭配性更好。再來，皮質箱體的調性較柔

和可以修飾薄型電視的金屬感，讓空間的

視覺感更暖調。

世事總是一體兩面，有正面當然也有

反面，皮革箱體保養、清潔與木頭箱體做

比較就是個問題，木頭箱體不需要怎麼照

顧，只要用抹布擦拭就可以，可是皮革箱

體就不是哪麼容易處理，平時就必須注意

清理灰塵，必要時再以保養油擦拭，才能

持續保持亮麗外型。

箱體的單體配置高度符合坐在沙
發的耳朵高度

介紹過皮質箱體的優缺點，接著我

們來觀察各聲道喇叭的設計。左右主聲

道M.5採用二音路三單體落地型低音反射

式設計，發聲單體排列為兩只 3.5吋中低

音單體夾著一只 1吋高音單體，高音單體

的高度刻意設計過，與聆聽者坐在椅子上

時的耳朵高度大約相同，聆聽高度會是最

好狀態。

中央聲道也是採用常見的三單體設

置，左右兩只中低音單體夾著高音單

體，因為中央聲道是採用橫置式擺放，所

以喇叭發聲時會有較好的垂直擴散度，如

此將可稍微提高中央聲道的音場軸線。書

架式設計的M1是標準的二聲道設計，高

音與中低音單體各一，因為體積小所以容

易擺放，使用時可以擺放在櫃子上或者是

掛在牆壁上。

分頻點設在 6kHz的優點，90dB
高效率的優勢

原廠將喇叭的分頻點定在 6kHz，看

起來似乎沒什麼，實際上卻有很重大的意

義。人聲中頻大約在 2kHz左右，所以人

耳對於這個頻率附近的音頻特別敏銳，有

任何閃失特別容易發現，因此當然喇叭將

高音與中低音的分頻點設在這個頻率時特

別容易出現問題，但很可惜的是絕大多數

單體特性讓設計師不得不將分頻點設在

2kHz。MONDIAL系列使用的低音單體卻

很獨特，因此也讓它的分頻點可以向上提

升到 6kHz，如此一來聲音便不容易出現

銜接頻率不良的狀況，聽感尤其是人聲部

分表現將會更好。

除了每款喇叭的分頻點都在 6kHz之

外，它們的靈敏度也都不低，所以對於

擴大機的搭配限制也就不大，根據實際試

用，不管是輸出功率只有 7瓦、21瓦的

真空管擴大機，還是輸出功率達到 140瓦

的環繞擴大機，都能與這套喇叭系統有很

好的搭配性。因此消費者決定選購這套系

PRIME AV器材評鑑

這次測試本地代理商並未送來同廠超低音喇
叭，因此為它們搭配Yamaha超低音YST-
RSW300CH，沒想到兩者的搭配性竟然很好；
如此好的效果竟然是由兩個品牌的喇叭接力完

成，100Hz以上由Audio Pro負責、100Hz以下
由Yamaha擔當，真是不可思議！或許這時候的
效果該歸功於擴大機的自動調整。
由數據來看，這套喇叭系統與原廠推出的超低音

有最好的頻率銜接與音質搭配，所以建議使用者
能與同系列超低音搭配最好，如果不行至少也要
先尋找同廠其他系列超低音搭配，再來才是尋求
他牌搭配方式。

原廠ace sub最佳搭配

與空間、家具有最佳搭配感的多聲道喇叭系統

多聲道喇叭系統
文／張峰嘉  攝影／方圓．李春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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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中央聲道
●低音反射式設計● 2音路 3單體，採用 1吋高音一支，3.5
吋中低音單體二支●頻率響應︰ 100Hz-22kHz●靈敏
度︰ 87dB●平均阻抗 8歐姆●分頻點 6kHz●外觀尺寸︰
300x110x150mm●參考售價：13,000元

書架式設計的M1是標準的二聲道設計，高音與
中低音單體各一，因為體積小所以容易擺放，使
用時可以擺放在櫃子上或者是掛在牆壁上。

統時，不需為了如何搭配而傷腦筋。

建議搭配主動式超低音一起使
用，將會補足喇叭不足的低頻

實際聆聽時發現，這套系統的聲音表

現在中高頻段比較突顯，原因在於它所

使用的中低音單體尺寸較小，低頻量感

以及頻率延伸相對無法與大尺寸單體比

較。我們觀察原廠數據，它很清楚地告

訴我們它無法表現太低的頻率；以落地

型的M5為例，原廠標示的響應頻率為

70Hz-20kHz，這個數據很清楚地告訴我

們，它對於太低的頻率再生能力有限，換

句話說用它聆聽音樂你會覺得它的低頻不

夠震撼、量感也不強。除了M5以外其他

型體較小的款式，譬如M1、M3、M4也

有同樣的狀況。所以搭配主動式超低音一

起使用，將會補足喇叭不足的低頻。

不同的搭配會有不同表現嗎？

也就因為系統的低頻響應不是很

低，同時也因為單體尺寸不大，所以它

的量感並不多，如此一來它們再生影片

音效的能力可能就會受到限制，所以測

試的時候特別為它搭配Yamaha YST-

RSW300CH超低音，讓它們的表現可以

更全面；並不是不願意為它搭配同系列超

低音，而是因為目前同系列超低音SUB.1

與SUB.3必須接受電檢，所以引進速度

較慢。除了Yamaha YST-RSW300CH之

外，亦可為它搭配同廠「Cinema Sub」超

低音，這些產品目前已引進。

一開始測試搭配的環繞擴大機是

Denon A11XV， 訊 源 為Esoteric DV- 

60，後來我們又拿到新世代多聲道環

繞擴大機Yamaha RX-V3800與SONY 

PS3，這時候聽到的聲音表現很有Hi End

感，會這樣講當然有憑有據，這時音樂的

高頻延伸很順暢而且細膩中還帶著鏗鏘的

力道，中頻則是飽滿、圓潤兼備，低頻在

超低音的加持下表現得很有撼動力。

印象中沒有聽過「不好聽」的Audio 

Pro，不管價位高低，這個品牌的喇叭總

能夠提供具音樂性的享受。每一次送來該

廠的喇叭，筆者都一定要親自聆聽，感受

一下每一套喇叭的聲音表現。個人認為

Audio Pro的聲音，在個性上差不多，都

能堅持「音樂性」、「平衡」這兩個難能可

貴的特質。尤其是在家庭劇院上，想要追

求這兩點，幾乎都要花大錢，但是Audio 

Pro替你省下這些錢。

這套喇叭的價位尚可，縫皮造型精緻

有趣，體積小巧容易擺放。試聽時是在

本刊的 10坪聆聽室，要不是它可以發出

豐沛的能量，這套喇叭差一點消失在視聽

室中。怎麼說呢？因為瘦瘦高高的Audio 

Pro，搭配黑色的外觀，很容易被忽視。

不過也因為這樣，在稍加擺位之後，聆聽

時可以讓喇叭的形體感消失。擺位時並沒

有花上太多時間，只有在中央聲道的角度

上稍微做了變換，建議讓單體往聆聽者頭

部投射最好。

聆聽的時候，除了一般的電影DVD以

及BD軟體，我還藉由環繞擴大機的端子

傳送 iPod Video裡面的音樂來聽。好喇叭

就是好喇叭，這些經過壓縮的音樂檔案

（都是mp3格式）都可以發出很悅耳的歌

聲，例如B'z的搖滾專輯，或者柴田淳的

抒情歌，儘管動態範圍天差地遠，但是這

套喇叭都可以展現應該有的效果。加上環

繞擴大機的「添油加醋」後，聽來還比本來

的CD音質要更好。

切回電影軟體，我放入「007—皇家夜

總會」BD Disc，直接切換到機場飛車那

一段，途中發出很多打鬥聲以及金屬摩擦

的聲音。原則上Audio Pro都可以清晰、

冷靜地詮釋這些聲音，不過遇到爆破聲、

撞擊聲這一類需要「Punch」（衝擊感）的

聲音時，就顯得較為含蓄了。畢竟這套喇

叭算小型系統，在 10坪空間中要它表現

盡善盡美無疑強人所難。

搭配超低音，音色錦上添花

這系列喇叭使用的中低音單體尺寸並

不大，低頻再生能力有限因此搭配超低音

是必然為之的動作。這次搭配的超低音並

不是原廠的產品，而是Yamaha的YST-

RSW300CH雖然整體表現很優異，但是

心裡總覺得如果能夠搭配原廠超低音，應

該能使聲音更為和諧一致。我之所以會這

樣想，原因在於原廠超低音使用了ace-

bass特殊設計的工作方式，先前我們試

用過的同廠超低音便是使用ace-bass技

術，它的表現令人十分滿意，因此這套

喇叭系統如果能與同系列超低音搭配使

用，聲音或許會有更不一樣的表現。

左右聲道M.5採用二音路三單體低音反
射式設計，發聲單體排列為兩只3.5吋中
低音單體夾著一只1吋高音單體，高音單
體的高度刻意設計過，與聆聽者坐在椅
子上時的耳朵高度大約相同，聆聽高度
會是最好狀態。箱體外觀狹長、面板窄

而瘦高，底座並以一片大大的圓盤作為喇叭立座。

中央聲道也是採用常見的三單體設置，
左右兩只中低音單體夾著高音單體，因
為中央聲道是採用橫置式擺放，所以喇
叭發聲時會有較好的垂直擴散度，如此
將可稍微提高中央聲道的音場軸線。

中央
聲道

M.1環繞聲道
●書架型低音反射式設計● 2音路 2單體，採用 1吋高音一支，3.5吋
中低音單體一支●頻率響應︰ 100Hz-22kHz●靈敏度︰ 87dB●平均
阻抗 8歐姆●分頻點 6kHz●外觀尺寸︰ 110x160x160mm●參考售
價：15,000元

1》喇叭外觀採用縫皮製作
2》採用一顆一吋絲質高音，兩顆3.5吋中
低音
3》左右聲道設有大型金屬圓盤，提供喇
叭穩固的下盤
4》喇叭造型瘦高，降低繞設的困擾
5》效率高達90 dB，搭配擴大機免煩惱

重
要
特
點

「黑鷹計畫」BD Disc
說來有一點誇張，但是這是真的。聆聽時，Audio Pro和另一
對喇叭擺得稍近，開聲聆聽了一段時間，以為是旁邊那對大
型喇叭的聲音，仔細一瞧才知道，原來是 Audio Pro發出的聲
音。Audio Pro唯一的問題，可能只有受限於體積，在能量上
沒有辦法和大型喇叭相比而已。

表現力評量

外觀作工
音質表現
高頻特性
中頻特性
低頻特性

樸素傾向
軟性傾向
細柔傾向
凝聚傾向
收斂傾向

精緻傾向
剛性傾向
明亮傾向
飽滿傾向
豐滿傾向

個性傾向評量
0 1 2 3 4 512345

參考
軟體

左右
聲道

環繞
聲道

M.5左右聲道
●落地型低音反射式設計● 2音路 3單體，採用 1吋高音一
支，3.5吋中低音單體二支●頻率響應︰ 70Hz-22kHz●靈
敏度︰ 90dB●平均阻抗 8歐姆●分頻點 6kHz●外觀尺寸︰
110x1075x15mm●參考售價：35,000元

「300壯士—斯巴達的逆襲」BD Disc
當斯巴達的軍隊到湖邊時，前方湧現了幾乎掩蓋天空的千萬
隻弓箭，這一段聽過很多次，考驗著音響系統的前方音場表
現，Audio Pro體積雖小，塑造空間的能力卻很強，經過仔
細調整以及擺位，前方喇叭可以在空間中消失。聆聽時則會
覺得音場深度塑造得很不錯，左右寬度尚可。

細節再生

衝擊力

承受功率

整體平衡性

超低音表現

平均水準 優 特優

這系列喇叭箱體除了前障板之外，全部披
覆皮質表面，當然這皮是人造皮並非真
皮。雖然披覆人造皮但是表面還是壓製很

精細的皮紋，視覺感極佳。原廠推出黑色
與深棕色兩種款式方便使用者搭配空間、
家具，不過因為原廠供貨因素，本地目前

僅提供黑色款式，想要購買深棕色款式的
消費者還要再等一等。

黑色、咖啡色任君選用

PA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