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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響論壇A
AVM SA6.3
就像是解析力最高的蔡斯鏡頭
聽拉蘿佳演奏的拉威爾「G大調鋼琴協奏曲」，要重現此曲靈動活生奔放的色彩很難，我沒料到AVM SA6.3竟然可以表現
的這麼好！它不但以超凡入聖的解析力，將這份演奏的所有細節完全呈現，還能將演奏中的強弱起伏充分展開，音場寬
度、音像定位與深度層次更是立體分明。與其他強調解析力的擴大機不同的是，SA6.3的精確解析與豐富音樂情感竟然可
以和諧並存，在我聽過的音響器材中，同時具備這兩種優點的產品，實在少之又少。
文｜陶忠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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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M SA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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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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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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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美中性溫潤

樂器人聲十項評量

識AVM這個德國Hi End音響

的黃裕昌，他把我拉到瑩聲的產房，興

品牌這麼多年來，我要老實

奮的指著AVM SA8.3後級告訴我，這款

小提琴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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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AVM實在是個完全不

後級聲音太棒了，我自己買了一台。我

女聲形體

苗條

中性

豐滿

懂得包裝自己的音響廠家，即使新任老

說我知道啊，因為你在賣AVM。他說

女聲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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闆Udo Besser入主，將AVM從內到外都

不是這樣，他買的那台SA8.3不是店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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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到更精緻、更有精品氣質的層次，

要賣的，是放在他自己的家裡，給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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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們的產品外觀依然素淨如昔，沒

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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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多餘裝飾或是花俏造型。他們的

這時我才恍然大悟，也才開始好

技術與規格實力明明非常優異，但是卻

奇SA8.3到底有多大的魅力，讓黃裕昌

Bass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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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不標榜什麼特殊技術或獨家技術，

每天在店裡還聽不夠，下班回家還想繼

鋼琴低音鍵弦振感

清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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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得在市場上炒作話題。就連AVM的

續聽。要知道黃裕昌不是一般的音響店

管弦樂規模感

清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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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特質也是一樣，非常中性、非常均

老闆，他也是真正愛樂成痴的音樂迷，

衡，播放各類音樂都恰如其分，但或許

每天看他在臉書分享喜愛的古典音樂

就是表現太過四平八穩了，讓人說不太

與唱片，我知道那些不是賣音響的業

出它的個性與特色。簡單的說吧，AVM

配文，而是真心喜愛音樂的分享文。這

的器材像是精密的儀器，是給真正內行

麼喜愛音樂的黃裕昌，自己花大錢買

的專家用的。但其實只要懂得行銷包

下SA8.3後級，就算是成本價，要買下

裝，AVM的器材也可以是「會唱歌的藝

這款旗艦後級也絕對不便宜吧，你說他

術品」，這樣肯定會吸引更多家用市場

是不是AVM的超級代言人呢？

的玩家注意。

因為黃裕昌的推薦，讓我對AVM
Ovation系列新一代的後級重新燃起興

超級樂迷的選擇
話說去年12月的圓山音響展中，我
發現AVM竟然出現了一位非常有說服

趣。這期SA6.3後級剛好送來社內測
試，等級雖然比SA8.3低一階，但是同
樣讓我對它的聲音表現充滿好奇。

參考器材
訊源：PS Audio Directdream DAC
Norma HS-DA1
喇叭：Wharfedale Elysian 2
Spendor G455

類型
推出時間
輸出功率
外觀體積
（WHD）
重量
參考售價
進口總代理

AVM SA6.3

AB類立體聲晶體後級擴大機
2019年
200瓦（8歐姆）、350瓦（4
歐姆）
430×130×355mm
21公斤
400,000元
瑩聲（02-28053569）

力的超級代言人，吸引我想要再一次好
好認識他們新一代的擴大機。這位代言

最誠實的音響廠家

人，就是高雄南方音響的老闆黃裕昌。

Ovation是AVM的旗艦系列，目前

你一定認為我搞不清楚狀況吧。黃裕

共有SA6.3與SA8.3兩款立體聲後級，外

昌自己就是AVM的經銷商，當然會說

加MA6.3與MA8.3兩款單聲道後級。型

AVM的好話，怎麼能算是代言人呢？

號中的「.3」代表不久前才升級的最新
版本，我立刻想要知道SA6.3到底與前

銷AVM，我當然不會被吸引。但其實

代SA6.2有何差異？沒想到不但官網上

不是這樣。那次我在音響展巧遇來逛展

隻字未提，網路上也查不到任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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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軟體
除了米開蘭傑利詮釋的拉威爾G大調鋼琴協奏
曲之外，拉蘿佳在1973年錄製的這張唱片是
我最喜愛的版本。拉蘿佳的身材矮小，手也不
大，但是卻能克服先天限制，充分掌握此曲動
靜快慢之間的大反差變化。此曲對於音響系統
的控制力、速度感與解析力也是極大考驗。

聆聽環境
本刊2號聆聽間（長5.4米，寬4.4米，約7坪）
使用調音設備：聲博士擴散板
日本Tiglon、
Sound Art黑樺木音響架

好不容易查到了（就在南方音響的官網

10對MOSFET功率晶體，峰值電流輸出

上），但是卻完全看不出亮點。你看，

高達180安培。每聲道同時用上這麼多

AVM果然又犯了不會說故事的老毛病，

對功率晶體，好處是每顆功率晶體的負

好不容易推出升級版本，竟然不多加些

擔減輕，可以在最佳線性範圍內工作，

吸引人的特點，還可趁機漲價，但是他

失真可以大幅降低。缺點是用上這麼

們卻沒有這樣做。

多的功率晶體，配對成本肯定很高。通

S A6.3到底升級了哪些地方？第

常這種設計與這種驅動力的擴大機，應

一，機箱裡20個濾波電容（每個容量

該屬於價位帶更高的產品才對。相較之

10,000uF）全部換成打上AVM品牌的定

下，AVM的定價實在合理。

製品，規格與前代相同，但是品質管控

寫到這裡，我要插播介紹一下SA8.3

肯定更嚴格，只是AVM一本低調作風，

後級，因為我發現SA8.3的升級項目

沒有拿出來說嘴。第二，韌體更新，但

裡，竟然在線路中多加了兩支真空管。

是到底更新了哪些地方？AVM也沒宣

為什麼同系列的SA6.3沒有加上這個線

揚。第三，喇叭端子升級為品質更好的

路呢？唯一的解釋是，AVM的工程師其

製品。第四，輸出功率從前代8歐姆225

實並非一板一眼只重視測試數據，其實

瓦、4歐姆325瓦，變成200瓦與350瓦。

他們也很懂得調音，或許SA8.3加入真

老實說差異真的不大，8歐姆的輸出功

空管聲音更好，SA6.3不用真空管聲音

率甚至還很誠實的降低了25瓦，大多數

就很好了。總之，我相信AVM的工程師

廠家根本不會這麼精確的標示規格，但

其實是很感性、很懂聲音、也很懂得音

AVM還是很誠實的這麼做了。

響的樂趣的。這次SA6.3就真的讓我聽

音響論壇A
到了感動的聲音。

超額供電能力

接著我研究了SA6.3的線路與技術，

這才發現其實它有很多亮點值得介紹

進入實際試聽，首先，有關驅動力

啊！先說電源供應，機箱中央那顆大型

與控制力的描述可以跳過，不是SA6.3

環形變壓器是特別定製的，不但噪訊

不夠力，而是不論大編制交響曲或是

低，而且容量高達1,000VA，一般擴大

「天使與魔鬼」都難不倒它，跟本不

機很少見到如此重量級的配備。不但如

用擔心這方面的問題。比較傷腦筋的

此，SA6.3竟然還分三組獨立供電，分

是試聽室裡沒有更難推的喇叭可以測

別供電給功率輸出級、輸入級與邏輯控

試SA6.3的實力，不過我相信SA6.3驅動

制線路，一方面避免邏輯控制線路的晶

大多數喇叭都不成問題。值得一提的

片噪訊傳到主要音樂路徑，另一方面可

是SA6.3唱Steely Dan經典名曲「I.G.Y.」

以確保輸入級穩定供電，不會因為功率

的表現，此曲乍聽像是一般流行音樂，

建議

輸出級的用電大幅變化，而導致輸入級

如果音響系統的暫態不夠快，你可能一

可盡量搭配中高頻解析力優異，而且具
備大動態重播能力的喇叭。

供電不穩。位於機箱兩側，靠近功率

點也聽不出此曲厲害在哪裡。SA6.3則

輸出級的地方，每聲道設置了10顆打上

是極少數可以激發出此曲明快節奏感與

AVM品牌的濾波電容，兩聲道容量總計

躍動感的擴大機。請相信我，在我試過

200,000uF，這種陣仗在同級對手中也是

的擴大機中，九成以上都唱不出此曲的

排在前段班的。

興味，SA6.3真的不簡單。

每聲道動用10對功率晶體

讓人驚訝的微動態描繪能力

焦點
① 電源供應線路極度充沛，功率輸出
級、輸入級與邏輯控制線路各別獨立
供電。
② 每聲道配備10對MOSFET功率晶體，
峰值電流輸出能力高達180安培。
③ 控制力與驅動力強悍，足以驅動大多
數喇叭。
④ 暫態速度明快，可以充分展現樂曲的
躍動節奏。
⑤ 微動態的描繪能力非常出色，可以展
現樂曲的豐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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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態快到極致

再說功率輸出級，SA6.3每聲道配備

聽聽看弦樂的表現，播放Ly d i a

AVM SA6.3

外觀
很少後級像SA6.3這般有螢幕，有這麼多按鈕，還有許多設定項
目，那些按鈕是用來進入設定選單操作使用的，選單裡可以設定
負載阻抗、螢幕亮度、自動開機等等功能。

背板

內部

背板上有XLR與RCA輸入端子，還有觸發連動端子。質感非常好的
喇叭端子是只有SA6.3版本才有的，USB端子則是韌體升級使用。

特別訂製的低噪訊大型環形變壓器容量有1,000VA，兩側各有10顆容量
10,000uF的AVM訂製濾波電容。後方的輸入級線路板直接與輸入端子
焊接，符合最短訊號路徑要求。

AudioArt
Mordkovitch演奏的史特勞斯「小提琴奏

琴協奏曲」，鋼琴觸鍵不只通透純淨，

它的解析度超高，不用擔心會漏失任何

鳴曲」，Lydia的小提琴演奏非常柔軟

還有著微微的圓潤感。抒情樂段柔美如

細節。它的色彩演藝極度鮮明而真實，

優美，大多數擴大機都可以唱得很好

歌，快速音階粒粒分明，而且有如行雲

可以忠實還原景物的色彩原貌，不會人

聽。我沒想到的是，SA6.3竟然連最微

流水一般流暢。激昂樂段奔放揮灑，強

覺得沈悶，也不會鮮豔濃郁到過頭失

弱的尾韻與揉音起伏也能清晰描繪，將

弱起伏毫不壓抑。SA6.3就像是技巧高超

真。有些鏡頭特別鮮豔、反差特大、細

Lydia的演奏提升到更柔軟、更細膩、

的演奏家，游刃有餘的將此曲各種艱難

節特別銳利，乍看很討喜，其實最微妙

更唯美的境界。SA6.3這樣的表現真的

樂段輕鬆詮釋到位。你要說這樣的表現

的色彩過度與微反差已被破壞，這種狀

讓我驚訝，因為這種極致的微動態描繪

太四平八穩也行，因為任何高難度樂段

況不會出現在蔡斯鏡頭上。有些廠家輕

能力，通常是小功率擴大機才擅長的項

都難不倒它，重點是它讓我完全領會了

易的就在自家鏡頭掛上APO複消色差標

目。SA6.3每聲道動用10對功率晶體，

這份演奏的靈巧之美、抒情之美，以及

籤，乍看技術很強，其實實際成像並未

照理說元件誤差難免，勢必抹煞音樂

激昂奔放的張力。四平八穩的擴大機，

達到真正APO水準，蔡斯鏡頭也不做這

中最細微的情報，沒想到SA6.3非但沒

可以讓我得到如此深刻的感動嗎？顯

種事。蔡斯鏡頭很少標榜APO，因為他

有這種問題，反而還能將音樂中最微

然SA6.3的表現不只四平八穩，它還能盡

們對APO有更嚴格的標準。事實上，每

妙的表情刻劃得入木三分。我要老實

情釋放音樂最強大的感染力。或許我應

一顆經典蔡斯鏡頭，都能呈現APO的高

說，在我聽過的擴大機中，SA6.3的微

該這樣說，音響性上，SA6.3的確十足理

水準色彩表現，根本無需靠APO這個標

動態描繪能力絕對也是排前幾名的。為

性又精確，但是音樂性的表現上，SA6.3

籤加持。蔡斯鏡頭的好，你唯有實際用

何SA6.3可以達到這麼高的水準？唯一

其實是非常感性而充滿情感的。

過才知道，當你看到用蔡斯鏡頭拍的實

的解釋是，SA6.3的線路真的夠精確、
失真真的夠低，而且元件配對真的夠嚴
格夠講究。

聽拉蘿佳演奏的拉威爾「G大調鋼

就像最經典的蔡斯鏡頭

然可以如此真實細膩，那影像的立體感

SA6.3的全面表現，讓我聯想到了最

竟然可以如此栩栩如生。攝影與音響的

經典的德國蔡斯鏡頭。玩相機的朋友應

本質是相通的，請把上述蔡斯鏡頭替換

該知道，每個品牌的鏡頭都有各自的特

為SA6.3，就是我這次試聽這款後級的

色，蔡斯鏡頭是我認為表現最全面的，

心得總結。

音響論壇

輕鬆對付任何艱難樂段

際成像，你才知道那色彩階調的表現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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