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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之一世紀的凝鍊—
樂音25週年紀念平衡訊號線
文｜李陵

在寫到主題之前，我必須要挪用一些篇幅，來感
念剛剛過世的「音響論壇」顧問劉仁陽先生。

時間，運氣好找到一二張，就能讓我高興好幾天。
劉顧問挑唱片是錄音與演奏兼顧，絕對不會像某些

在我的音響生涯中，有幾位對我影響極為深遠的

發燒唱片播放一二次便被束之高閣。遺憾的是，在

前輩：「音響論壇」劉總編引領我走上了音響之路；

我的音響系統裡，無論播放哪一張CD，總是要與記

劉仁陽顧問讓我看到了、看懂了這條路上的美好風

憶中劉顧問播放出來的效果差上許多。近幾個月，

光；士林曹醫師是讓我這些年來，得以始終堅持音響

在更換器材、仔細調聲、喇叭重新擺位之後，播放

之路的精神指引。蔡醫師則是直到近二年才有緣拜

「劉仁陽談唱片」裡的CD總算開始有點樣子。還來

見，「恨晚」。

不及喜悅，便得知了劉顧問過世的消息。心裡五味

音響論壇A

我進音響圈不算早，並沒有機會聽到劉顧問成名

雜陳，最終化為仰天一嘆。

的美國Altec 9862喇叭（如果我沒記錯，搭配的後級

我遺憾，這些年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沒能再次

先是美國Counterpoint SA4 OTL真空管後級，後來又

拜謁劉顧問，當面向他道謝曾經的那些音響教誨。

更換成美國Audio Research M300真空管後級）。後

僅藉此文，向劉顧問獻上最後的道別。

來劉顧問更換了美國Infinity IRS V，我也因緣際會

地聽到了劉顧問的音響系統。當時驚為天音！讓我

樂音唱片行邁向25週年

第一次真正理解美國Stereophile與The Absolute Sound

印象中，我似乎才寫過樂音20週年紀念線材不

裡面所描述的音響境界究竟為何，顛覆了我以往對

久，怎麼會有25週年紀念線材出現呢？問過樂音小

於音響的觀念與成見。這次的聆聽經驗，也成為我

林，原來是小林在二手市場裡找到一種相當優質的老

日後多年撰寫音響文章的基石。等我與劉顧問真正

線芯，試製了訊號線喇叭線電源線都有出眾的效果，

熟悉以後，他的喇叭已經又更換成同為Arnie Nudell

於是便預定為25週年紀念線的材料。樂音小林本來的

（Infinity三位創始人之一）設計的Genesis One。擴

如意算盤，是花個幾年時間慢慢在二手市場裡累積一

大機也換了全套德國MBL。劉顧問這套音響系統

點存貨。等樂音唱片行真正25週年了，材料的數量也

也是我聽得較為熟悉的系統。當時我們幾個年紀相

就夠了。沒想到幾位老客戶聞風而來，立刻下訂了幾

近的小編輯，找到機會就往劉顧問家裡跑。劉顧問

套線材，讓小林手邊的庫存瞬間清空。等我下訂單的

也很親切大方，每次去都悉心招待。讓我們享受頂

時候（是的，我現在對樂音小林有充分信心，有新線

級音響的同時，也學習了各種聆聽與調聲的技巧。

可以直接下單，毋庸試聽），居然已經不夠材料造喇

劉顧問雖然從未真正參與「音響論壇」的編輯與經

叭線。而且是連single wire的喇叭線都不夠料，遑論

營，但是卻透過言教與身教影響了一整代的「音響

我原本要訂的bi-wire特製版。結果我只買到平衡訊號

論壇」評論員。考慮到「音響論壇」日後在大中華

線與電源線各一。喇叭線嘛，樂音小林說他再想辦法

音響圈的群眾基礎，劉顧問可謂影響深遠。

幫我特別造一對（話說，小林這麼說的時候，是一年

劉顧問對於大中華音響圈另一大貢獻，便是為

以前），希望今年之內能拿得到。有鑑於此，我已經

音響迷們精挑細選了250張唱片。是的，分成上下

跟小林講定，卅週年紀念線我先留一套！本來要直接

二集的「劉仁陽談唱片」絕對是當今世上，最為權

付訂金，結果小林不收，嘿嘿嘿。

威的發燒唱片榜單。迄今為止，我仍然在亞馬遜書

25年是一段很長的時間。想想自己移民至加拿大

局與二手市場裡孜孜不倦地尋找這些CD。每隔一段

也才二十出頭年，真沒想到樂音已經要邁向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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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音25週年紀念線，小林迄今為止最優秀的作品。

我問樂音小林：「從20週年邁向25週年，造線的理念可有

材？」小林答：「Genesis One四件式喇叭、MBL 6010晶體

變化？」小林的答覆是：「樂音始終的堅持還是中音為

前級、MBL 9010大力晶體後級、英國BBC LS3/5a小喇叭、

本、聲音要有對比與陰影變化、久聽不累等。不過因為不

彈弓楊老改到出血的Altec A5 Ultra古董喇叭。」

同音響迷會有空間大小與喇叭尺寸的差異，另外不同年齡

再問：「中港台三地的音響雜誌你都熟讀，哪幾篇是你

不同心理層次也會形成不同的聆聽需求。所以現在更趨向

記憶最深的？」小林曰：「彈弓楊老在香港發燒音響撰寫

於針對每一位音響迷不同的需求、不同的預算，與不同的

的一系列Altec A5改良文章。音響論壇早期有篇超級IC前級

音響美學來推薦、修正線材。」

製作的文章。音響論壇早期主筆王克剛玩美國Soundlab A3

「開店這麼多年，最感慨、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麼？」

靜電喇叭的系列文章。音響論壇主筆李陵剛移民去加拿大

我問小林。小林這麼回答：「約莫就是『音響論壇』黃金

時在搞搞震克服環境的文章。香港發燒音響刊登指揮家關

時代的主筆群陸續離職、甚至有往生的。」「看著音樂界

迺忠剛到台灣與移民加拿大的一系列搞搞震文章。」

與音響界的前輩們從中年進入老年，然後一些同年的主筆

最後一個問題：「如果不考慮預算，你目前最想買的

們從年輕變成中年。當年的滿腔熱血、妙筆生花逐漸對

音響器材是什麼？」小林這麼說：「因為職業所需，我每

音樂與音響降溫，轉變成虛應故事、應卯式的文字生產機

天聆聽音樂的時間極長。再加上自己愛玩，各式各樣不同

器，或者天下太平、無風無浪、只求生活的上班族。」

規格的訊源軟體眾多。所以不會追求最極致的音響美學，

「當然最感慨的還是台灣淺碟型的音樂與音響市場。」

而是以好玩、有得玩為優先。」「想要的喇叭很多：楊老
改到出血的Altec A5 Ultra古董喇叭、英國Audio Note AN-E

我又問：「談談25年來，你印象最深刻的五件音響器

最高規格喇叭、英國ATC SCM100主動式喇叭、日本Sony
SS-A7古董喇叭、美國JBL 4350巨型喇叭、美國Magico 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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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最深的器材與評論

207

Column ｜專欄

喇叭。訊源有：美國Playback數位訊源、中價位的惰輪LP

Boulder 1160晶體後級（原廠電源線，沒有墊材）。KEF

唱盤、日本Esoteric V9000卡座、Sony TPS-L2初代卡帶隨身

Blade喇叭。喇叭線是樂音二十週年紀念喇叭線三線分音

聽。擴大機呢，暫時只想買中壢羅財熾師傅手工打造的單端

訂製版。訊源與前級均透過Ayre L5電源濾波器（搭配樂

或者推挽PL156真空管擴大機。線材方面，會想試試大名鼎

音MaxPower純銀電源線）供電。牆壁的插座已經更換為

鼎的荷蘭Siltech線。」我有點訝異，小林竟然會想買Magico

Hubbell醫院級。25週年紀念線是用在訊源與前級之間。

M6喇叭。小林回答我：「造型設計很棒囉。」

開聲200小時之後，我必須說，25週年紀念線是樂音小
林迄今為止最靚聲的作品。句號。

25週年紀念線

照例從音質音色談起。我以前寫樂音20週年紀念線的時

在樂音20週年紀念線裡，小林使用的是一種較為罕見的

候，認為那是小林最沒有樂音味道的線材。結果25週年紀念

古董美國西電（Western Electric）線芯。這25週年紀念線，

線更進一步，讓傳統受眾多樂音粉絲喜愛的「樂音味」淡化

則是回到了古董德國Klangfilm線芯。小林說，這線芯原本

到只存在於尾韻之中。而另一方面，25週年紀念線忠實反映

是1960年代錄音室中的專業麥克風傳輸線，內部有六條多芯

前後端器材與錄音本身音質音色的能力，犀利到令人髮指。

純銅線。除此之外，由於年代久遠，小林也說不出太多名堂

聽25週年紀念線聽得愈多，我愈說不出來這線音質音色上的

來。可以確定的是，此線芯相當罕見，即使以小林在網路上

個性。反而是我對Ayre、Boulder、KEF的個性愈來愈熟悉，

蒐購古董線材的豐富經驗，也沒能屯到多少貨。

也對DGG、Decca、EMI、Telarc、CBS等各大廠牌的錄音特

25週年紀念訊號線裡，每聲道用了二股這Klangfilm線芯

色認識更深。在寫20週年紀念喇叭線的時候，我用「出家眾

絞繞編織。除了一層金屬屏蔽網之外，就是樂音小林特別構

自己在山裡採摘、然後清炒的山菜」來形容其音質音色。25

思的結構。有點類似當代線材的編織法卻又小有不同。主要

週年紀念線則讓我想到了用「川燙」處理的日本明蝦壽司。

的關鍵是線芯與線芯之間可以容納大量的空氣。然後就是最

油脂的成分更低，味覺卻更為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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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層的銀色防靜電隔離網。我問小林，線材裡多空氣有何好

完全原味的音質音色，加上極高的密度，使得25週年紀

處？小林的講法是：空氣擁有任何人工批覆介質都無法達到

念線非常適合聆聽二、三件樂器的室內樂。我最近常聽的一

的聲音特色，所以25週年線材的結構上特別強調空氣。

張CD是DG版、阿格麗希與巴倫波英雙鋼琴演奏會的現場錄

外觀上，25週年紀念線沒有金屬環、沒有木盒子，或者

音。這是我在前輩士林曹醫師家裡聽到多聲道影音版，然後

真皮之類的裝飾點綴，就連XLR接頭看起來也稀鬆平常。樂

再到亞馬遜書局蒐購而來的頂級鋼琴錄音。播放這張CD，

音小林說，那不起眼的XLR接頭其實是以往Power Source鄧

我聽到了飽滿、華麗、厚重而不失靈活的史坦威鋼琴之聲，

老闆用在旗艦線材上面的接頭，沒有鍍上奇奇怪怪的東西，

特別是在重播弱音的時候，觸鍵質感真是棒透了。雖然不

聲音最直接。樂音近年的線材都會附贈超冷處理與光子力

若以往Altec A5 Ultra時期的鋼琴那麼「悅耳」，但卻更接近

煲線機處理的服務，不過25週年紀念線只有光子力煲線機處

真實、現場的鋼琴質感，也更接近我在曹醫師家裡聽到的

理，不附超冷處理。小林說超冷處理會讓Klangfilm獨門的味

鋼琴。是的，在聆聽25週年紀念線的過程中，我不時想到的

道跑掉，所以省略，並不是成本問題。

形容詞便是「真實」。加上了25週年紀念線之後，我的音響

做為參考，25週年紀念線的價格是一對1.5公尺25,000
元。希望本文刊出時，樂音小林還有貨供應。

系統在重播樂器、人聲的時候更為精實、綿密、潤澤，不見
得更「美」，但是更接近現實生活裡接觸樂器、人聲的經驗
（不一定是在音樂廳）。對於喜愛古典音樂的音響迷而言，

出乎意料卻又意料之中的好聲

25週年紀念線絕對是難得的好線。

試聽樂音25週年紀念線的器材如下：Ayre DX5xe DSD
全能訊源（附Telos二代端子保護蓋、Telos二代保險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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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而自然的細節

楊老Nickel Power Ultra III Alnico 50 + Ge電源線。墊材則

老實說，音質音色這回事就像喝葡萄酒，要有點經驗才

是臺灣精品Obit B-050複合金屬墊加上楊老的水晶珠）、

容易體會。所以我上面寫到的優點，並不見得每位音響迷

Ayre KX-R Twenty前級（附Telos二代端子保護蓋與二代保險

都能理解。但是25週年紀念線豐富、自然的細節，只要是調

絲。線材是Nickel Power 0.2 Alnico 128 + GE平衡線、Nickel

聲、擺位不太離譜的音響系統，應該都能輕易聽出。

Power 0.1 Nano RH Alnico 200 + GE電源線。前級下方墊

還是一句老話，25週年紀念線並不會強調音響迷所重視

了Finite Elemente Cerabase Compact陶瓷滾珠避震腳）、

的各項「音響」細節，而是增加音場內、音樂裡的情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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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子上加了Telos貼片調聲。

例如同樣的雙鋼琴演奏，就會發現觸鍵的音色微妙變化增加

為明確，木管組各件樂器也很清晰，華格納繁複華麗的配器

了，強弱層次更豐富了，踏瓣的效果也更明顯了。音場的

更能充分展現。好奇換上手邊另外幾對平衡訊號線，重新開

寬、深度雖然沒有明顯增加，但是空間裡的殘響、反射音都

聲三分鐘之後，我只能嘆句「曾經滄海難為水」，然後火速

更多更細膩，錄音空間的形狀也更明顯。也就是說，更「如

換回25週年紀念線。

臨現場」。
我有一套當年DG出版的「莫札特全集」CD。以往一直

樂音史上最佳訊號線

覺得這套錄音效果普通、甚至有點悶，就好少聽。那天隨手

音質音色棒、細節又豐富，其他的音響要素還會差嗎？

抽了張小提琴協奏曲第三、五號出來（慕特獨奏，卡拉揚指

當然不可能。與樂音小林之前的20週年紀念線比較，我只能

揮柏林愛樂伴奏），一播之下，讓我相當意外。原來覺得有

說，二對都是好線，但是新線確實更優秀一點。找得到貨的

點濛的錄音，現在竟然聽著還不錯。獨奏的小提琴定位形體

話，買哪一對線材都絕對不會出錯。

都好、小提琴組也不會糊成一大片，琴聲的質感與甜度都

我不知道樂音小林如何能在資源如此有限的情況下，還

可以接受。我又找出幾張以往覺得普通的CBS、DG老錄音

開發出25週年紀念線如斯優秀的訊號線。我只慶幸，還好有

CD，確認這些CD現在聽來完全可以接受，真是意外之喜。

買到一對。當然我也很懊惱，以訊號線的表現推斷，沒買到

剛好收到新訂的一套荷蘭阿姆斯特丹皇家音樂

的25週年紀念喇叭線肯定靚聲到沒天理。且看小林何時能交

院SACD，曲目是華格納樂劇「羅安格林」，指揮Sir Mark

貨講好幫我量身定制的Bi-Wire喇叭線吧！
截稿之後，我將25週年紀念電源線也加入系統。初步印

音場又寬又深（我不知道有沒有比以前寬深，因為沒在

象竟然比25週年紀念訊號線更好！且待我煲上幾百小時，再

Altec A5 Ultra上播過），層次井然，空氣感豐富。但對我更

來寫它一篇。

具意義的是最容易被掩蓋的第二小提琴組與中提琴組現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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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der。一播之下，嗯，SACD的音場層次感確實不同凡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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