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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響論壇A
Audio Physic Tempo Plus
錯過三十年，現在認識仍不算太晚
音響有時候是很講究緣分的，可能在人生某個階段，您會特別喜愛某個品牌的聲音特質；又或者有些您壓根不會感興趣
的音響品牌，就偏偏在人生的因緣際會下，讓您對它產生好感，感嘆相見恨晚。Audio Physic新推出的Tempo Plus就讓我有
這種感受，這對順應三十週年所推出的喇叭，讓人覺得即便錯過了三十年，現在認識仍不算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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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洪瑞鋒

Audio Physic Tempo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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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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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器人聲十項評量

udio Physic自1985年以來就

配置的距離，進而補足高、中、低頻因

開始設計喇叭，以他們在業

為聲波傳遞至耳朵的距離不同而產生時

小提琴線條

纖細

中性

壯碩

界超過三十年的資歷，照理

間差，以達到精準的時間相位。

女聲形體

苗條

中性

豐滿

女聲成熟度

年輕

中性

成熟

講，應該已經屬於「前輩級」的檔次。

好，這種往後傾斜的箱體設計，老

但當我仔細回想個人與Audio Physic喇

實說在音響界早已不是新鮮事，就算是

男聲形體

精鍊

中性

壯碩

叭的接觸，老實說，除了幾次在音響展

一對喇叭在箱體設計上沒有進行任何傾

男聲成熟度

年輕

中性

成熟

聽過他們家的喇叭發聲之外，在腦海裡

斜角度，透過分音器的補償，也可以進

大提琴形體

精鍊

中性

龐大

沒有太深刻的印象。翻了一下本刊雜誌

行時間相位的修正。但為了維持分音器

腳踩大鼓形體

緊密

中性

蓬鬆

的過去器評，Audio Physic的評測多數

的簡易設計，Audio Physic不僅堅持透

Bass形體

緊密

中性

蓬鬆

已停留達五年之久。直到前陣子他們為

過箱體角度來補足聲波傳遞的時間差。

鋼琴低音鍵弦振感

清爽

中性

龐大

了歡慶公司創立滿三十週年，而推出一

經過他們的實際測試，他們更發現這個

管弦樂規模感

清爽

中性

龐大

系列的喇叭改款計畫，這才又重新喚起

箱體的後傾角度，若能維持在7度傾斜

兩聲道音響迷的記憶。是呀，原來音響

角，此時聲音的相位精準度最高。也因

界還有那麼一個來自德國的一線喇叭製

此，Audio Physic的旗下喇叭，大多維

造商，堅持將設計的每一處細節做到最

持如此的仰角設計。從側面來看，您會

好。如果您來不及參與Audio Physic的

發現Tempo Plus的後傾角度絲毫沒在客

過去，沒關係，人家說談感情靠的是緣

氣；筆直斜切出的箱體線條，為德國喇

分，來得太早太晚都不對；在我看來，

叭增添了直率俐落的感受。從視覺上，

與一個音響品牌的認識也很重緣分，經

您會以為喇叭僅要輕輕一推就會往後傾

過三十年的淬鍊，Audio Physic透過時

倒，但原廠其實早在箱體內部做了完整

間，將過去的經歷醞釀成醇酒，現在初

的重量配置。當您用手輕輕搖晃箱體，

飲，正是時候。

會發現這對喇叭穩得很，不用擔心喇叭

AudioArt
箱體會因為後傾而產生重量失衡。

精準的仰角7度

再來，Audio Physic從早年開始就堅
持採用窄面板的箱體設計。這樣的作

容易發現一件事實，就是他們家的喇叭

法，一來可以減少單體發聲時容易產生

完全是依照聲學概念而打造出的作品；

的繞射問題，二來方便用家將喇叭遠離

由裡到外，從單體到箱體，絲毫沒有例

背牆擺放，營造出立體的音場效果。但

外。以這次要評論的Audio Physic Tempo

要將前面板設計得窄長，會遇到一個問

Plus來說，從筆者一開始為它裝上腳

題，那就是會限制配置於前面板的低

釘，在落地的那一瞬間，它大為後傾的

音單體尺寸，那應該怎麼做呢？Audio

仰角箱體設計，就展現出原廠注重時間

Physic的作法很絕妙，就是將低音單體

相位一致性的概念。藉由錯開單體實際

配置於箱體兩側。在Tempo Plus這對喇

訊源：MSB Universal Media Transport Plus
SACD轉盤、MSB Signature DAC IV
Plus、MSB Diamond Power Base獨立
電源
擴大機：Jeff Rowland Capri S2前級
Jeff Rowland Model 535後級
Audio Physic Tempo Plus
類型
使用單體
頻率響應
靈敏度
平均阻抗
擴大機建議功率
外觀尺寸
（WHD）
重量
參考售價
進口總代理

3音路4單體低音反射式落地
喇叭
HHCT III高音單體×1
HHCM III中音單體×1
Push-Push鋁合金振膜低音單體×2

32Hz-40kHz
89dB
4歐姆
20－150瓦

187×1,000×320mm
20公斤
260,000元（原木色）
280,000元（鋼烤色）
東億（02-26907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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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開Audio Physic的喇叭設計，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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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軟體
這張由Ancalagon發行的「Bach：Sonatas」是
古典音樂迷必須擁有的一專輯，請來Lara St.
John演奏小提琴，Marie-Pierre Langlamet演奏
豎琴，在兩者一來一往的默契下，將古典音樂
的美質發揮極致。專輯中的小提琴與豎琴都
不好表現，中頻太飽滿會將豎琴唱得過於肥
厚，而音質不夠好，控制力不佳者，自然也與
帶有金黃音色的小提琴無緣。（Ancalagon，
ANC139）

叭的箱體側板下方，您可以發現兩個用

用上陶瓷發泡材料的喇叭，在比起同體

網罩包覆的鋁合金低音單體。當擴大機

型，卻使用傳統阻尼的對照組，就多出

在驅動時，兩只低音單體會朝著箱體的

近15公升的箱體容積量。當然，這樣的

外側同時推動，藉由左右包覆而來的低

作法就結果論是近乎完美，但研發過程

頻，營造出更平衡的聽感，原廠將此技

依舊不簡單。因為包括發泡材料的開孔

術稱之為Push-Push。這樣的作法，有別

大小、使用量，阻尼材料，都要經由原

於傳統將低音單體配置於前，產生「迎

廠反覆的精準計算，以便配合箱體尺寸

面而來」的低頻衝擊，Push-Push不僅可

與單體性能，調配出最適合的阻尼量。

讓低頻的塑造更為自然，同時也可以藉

當年KEF在旗艦喇叭Muon身上，也用過

由空間的反射，讓低頻自然的擴散於聆

類似的作法，材料名為ACE（Acoustic

聽空間裡，營造更貼近音樂廳所感受到

Compliance Enhancement），是一種活性

的聆聽錯覺。

碳材料。而Audio Physic這次僅用這種陶
瓷複合式箱體阻尼，便將耐用度、低音

不減損箱體容積的秘密
許多人看到Tempo Plus的窄長箱
體，不免心中開始擔心，這般有限的箱

染、高箱體容積，以及打消箱體駐波等
優勢，全數一網打盡，這品牌的高度技
術含金量可真不簡單。

音響論壇A
體容積可呈現音響迷喜愛的低頻表現

嗎？Tempo Plus的低頻延伸可達32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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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an音響架

焦點
① 聲音各項表現能力極為出色，音色純
淨、音質優美，搭配器材可說遇強則
強。
② 能展現寬深兼具的音場，即便箱體尺
寸看似有限，依然能再生出令人滿意
的低頻表現。
③ 描繪音像的能力精準到位，音像刻畫
立體而鮮明，細節表現相當豐富。

建議
①請盡量搭配溫暖內斂、寬鬆柔美的器
材，避免與喇叭同樣爽朗明亮的聲音
個性。
②喇叭帶有出色的音質潛力，即便越級
搭配也能遇強則強，絲毫不具畏色。
音響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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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最新的HHC III單體技術

這規格怎麼來的？畢竟箱體的實際容

來看Tempo Plus的單體設計。嚴

積，與低頻量感的多寡成正比，這是先

格來說，Tempo Plus是Tempo 25 Plus

天的物理特性。喇叭設計得再美，要是

的三十週年改款。當Virgo與Avantera

低頻失衡，也是徒勞無功。為了解決此

都已經卸下Plus+的命名，改以III來明

問題，原廠找到了解決方案，就是當時

訂，Tempo Plus卻不知為何沒比照辦

隨著25週年Plus+改款所推出的陶瓷複

理？僅卸下25字樣，由Tempo Plus來統

合式箱體阻尼技術（Open Cell Ceramic

稱。所幸，撇開型號上的疑慮，Tempo

Foam）。

Plus可是紮紮實實的三十週年紀念喇

在Tempo Plus的內部，原廠用上了

叭，因為它使用的高音與中音單體，都

一種特殊的陶瓷發泡材料做為阻尼，比

已經全數由最新的HHC III第三代單體

起傳統軟質阻尼會因為時間一久而開始

技術所取代。

受潮軟爛，這種由陶瓷材料製作出的阻

究竟什麼是H H C呢？英文全名

尼不僅更耐用，音染也更低。再來，陶

為The Hyper-Holographic Cone，是

瓷發泡材料本身為多孔結構，內部高達

Audio Physic喇叭慣用的一種混合式振

85％都是氣室體。當單體在進行活塞運

膜材料。使用範圍涵蓋了喇叭的高音

動時，分佈於孔內的空氣，會隨著單體

與中音單體，前者簡稱為HHCT，後者

的動作來自動調節。當振膜往外推，就

則是HHCM；而在Tempo Plus身上，原

將多孔結構的空氣釋放出來；當振膜往

廠可說是兩種最新單體都給用上了。

內縮，則將空氣往多孔結構內擠壓。將

整體來說，HHC III的單體架構與前一

陶瓷發泡材料配置於箱體內部，還可運

代的HHC II並無太大差別，但內部的

用多孔結構來打散箱體內部駐波，可在

用料與製作精度卻更高，聲音表現理

不犧牲太多箱體容積的情況下，將喇叭

論上也應該要比二代更好。說到底，

設計得小巧窄長，同時呈現乾淨飽滿的

HHC III的技術特別在哪？讓我們先從

低頻表現。您知道嗎？根據原廠表示，

它的高音單體開始說起。

Audio Physic Tempo Plus

“ Tempo Plus讓我聽見溫暖且金黃的小提琴音色，浮在空氣中金絲一般的質感，充滿高貴
無比的氣質。如果將眼睛矇起；我還以為是兩對不同喇叭所唱出來的聲音。”

很多人第一次看見Temp Plus，會不

而在HHCM III中音單體身上，設計

Audio Physic喇叭，它很容易表現出

明就理將它的高音單體預設成傳統的絲

的卓越程度也是不遑多讓。振膜採用

佈滿畫面的音樂細節，線條的刻畫也

質振膜。沒錯，如果您單純從高音單體

音色表現與高音單體相近的鋁合金打

是精細深刻，但總覺得溫柔的韻味少

的結構體來看，這只單體怎麼看都像極

造，但在單體後方，原廠用上了獨家

了一點，聲音過於陽剛。這次以Jeff

了絲質振膜。但實際上，Tempo Plus所

的雙層單體框架，將多數容易產生振

Rowland搭配Audio Physic，就讓Audio

採用的HHCT III，其高音振膜的部分，

動的單體零件（例如振膜、彈波等）

Physic的聲音產生不一樣的變化。聆聽

其實是圍繞在「偽絲質振膜」周圍那一

統一鎖在「外框」，而「內框」的部

ECM那張「在水面上唱歌」，小提琴

圈，那個才是真正的振膜發聲體。而中

分，再以特殊聚合物材料做為阻尼，

高把位的火氣瞬間緩和了下來，顯現

央看似絲質振膜的材料，其實僅做為防

將內外框區別開。在內框與箱體之

出小提琴沈靜優雅的迷人氣味。我聽

塵使用，這設計還真是特殊。為何原廠

間，原廠還做了一個緩衝層，讓單體

見的小提琴形體是健康飽滿的，此對

會如此設計呢？因為Audio Physic相信，

框架與主要箱體結構的密合並不是直

喇叭可將浮凸於前的音像，刻畫出逼

若要讓一對喇叭發聲時，能維持最一致

接性的，用來減少單體振動回傳至箱

真又深刻的立體度。留心聆聽，您會

的音質音色，不僅使用的振膜材料要相

體造成音染。總結來看，Tempo Plus的

發現弓弦摩擦之間，琴音的細部紋理

近，就連振膜的發聲模式，也要盡可能

眾多設計，無論是箱體還是單體，其

質感是相當清晰的，沒有霧氣，音場

統一。若您將HHCT III高音單體整個放

實都與聲學概念息息相關。這樣的喇

內的透明度適中，不會因為光線過強

大來看，是不是像極了傳統中音單體的

叭能夠發出如何的聲音表現？讓我們

而瞇著眼，顯露出相當出色的音樂解

發聲結構？原因就是如此。

直接以聽感來驗證。

析力。

AudioArt
中音單體採用雙單體框架

搭配器材

換上A n c a l a g o n發行的
「Bach：Sonatas」，我再次因為HHC

當然，從物理結構來看，採用這種

回顧過去Audio Physic喇叭給我的

III單體的好音質而留下深刻印象。開場

特殊的HHCT III單體設計，代表高音單

感受：飽滿、開放、明亮、快速是他

的豎琴演奏，那緩緩傳遞過來的聲音

體擁有更大的振膜發聲面積，可在相對

給我的記憶點，是相當正統德國喇叭

能量，帶著很好的聲音密度與量感，而

省力的情況下，推動更多的空氣量，減

會有的聲音味道。這樣的個性，如果

且音質聽起來很美，既有豎琴天生具有

少單體因為劇烈動作而產生的熱失真。

搭配器材同樣屬於較為硬朗的風格，

的溫潤光澤，扣撥琴弦所產生的彈性也

採用金屬材料為底，再另外於表面鍍上

容易擦槍走火，讓聲音顯得毛噪。有

相當迷人。當小提開始歌唱，那緊實的

陶瓷的作法，也讓高音振膜獲得更強的

鑑於此，這次的搭配，我想從另一種

琴音線條不會生硬，聲線輕柔，泛音甜

剛性與輕盈質量。同時，為了徹底避免

角度切入暫時撇開器材等級之間的

美，與一旁陪襯演奏的豎琴，一同交融

單體發聲時的振動回傳至箱體，原廠

顧慮，我想讓Audio Physic唱出不一

出唯美的音樂氛圍。從這張專輯，我

在Tempo Plus的高音單體振膜邊緣還用

樣的韻味。左思右想，我選了在上一

也發現Tempo Plus的音色辨識能力特別

上了ACD III（Active Cone Damping）阻

期讓我一聽入迷的前後級組合－Jeff

好。有別於前一張「在水面上唱歌」，

尼技術。也就是利用一個直徑比振膜略

Rowland Capri S2與Model 535。訊源的

小提琴呈現出略微偏冷的淡藍色調，此

小的橡膠環，緊貼於振膜後方，透過橡

挑選則毫無懸念的選擇MSB三件式訊

張專輯的小提琴，我聽見相對溫暖且金

膠的阻尼特性，來消除振膜本身因共振

源。原因無他，就是希望藉由MSB那

黃的音色，浮在空氣中如同金絲一般的

而產生的失真，使得音質更加純淨。單

種溫潤寬鬆又真實的質感，徹底解放

質感，充滿了高貴無比的氣質。如果將

體後方的釹磁鐵磁力系統，也取自於旗

HHC III單體的音質潛力。

眼睛矇起，我還以為是兩對不同喇叭所

制力。

這樣的組合，一開聲就驗證了開
頭的搭配方向是對的。過去幾次聆聽

唱出來的聲音，您就知道這對喇叭對於
小提琴的音色辨識能力有多強了。

音響論壇

下的Codex喇叭，換取更優良的單體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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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體結構
從上方觀察，可以發現Tempo Plus的箱體採用前窄後寬
設計，並在內部的前障板、底座，以及側板部分都進行
了補強，以高剛性的蜂巢狀三明治結構板強化箱體抑振
能力。

外觀
Audio Physic喇叭有很高的辨識度，俐落的筆
直線條，搭配略微後傾的7度仰角，勾勒出一
對喇叭的經典味道。喇叭採用三音路設計，中
音與高音單體配置於前障板，兩只低音單體則
配置於箱體側邊，低頻響應可達32Hz。

初嚐親臨現場的滋味

音響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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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板

鋁合金鋼板底座

Tempo Plus在箱體背後下方，則用上
獨家的振動控制系統，不僅採用高品
質的WBT端子，就連配置於內的分音
器，也用上抑振措施減少音染。

Tempo Plus的腳座與自家Avanti喇叭所使用的相同，透過
兩條鋁合金鋼板將箱體鎖緊，僅留下腳釘與地面達到最
少的接觸面積。上方用來蓋住螺絲的金屬蓋，原廠在內
部也塞入了阻尼泡棉，用來減少振動產生。

來沒有因為受限的箱體尺寸而顯得拘

就感動程度上，確實是一種不同以往的

隨著音樂編制逐漸豐富，Tempo Plus

謹。採用低音單體往兩側發聲的模式，

聽覺感受。

出色的聲音平衡性漸漸顯露出來。例如

也讓低頻得以順著聆聽空間，自然的往

換上流行音樂， Tempo Plus毫無懸

播放Rachel Podger演奏的「韋瓦第：12

外擴張出去。當音響調教得夠平衡，聆

念的再生出令人信服的音場效果。尤其

首小提琴協奏曲」，Tempo Plus完全撐

聽空間不過大，這對小型的落地喇叭，

在播放混音架構複雜的電子流行音樂，

得起弦樂演奏時應該具有的沉穩與均

還真的讓人有種處在音樂廳聆聽現場演

您會真切感受到混音師在後製音樂工

衡，綿密成片的弦樂進退，帶有不輸

奏的錯覺。當然，嚴格來說，以Tempo

程上做了多大的努力。看見那些輕易跳

同價位帶大型落地喇叭的輕鬆感，自

Plus的配置單體與箱體大小來看，要再

脫箱體限制，在空氣中清晰結像的電氣

在揮灑出壯麗激昂的樂曲，讓古典音樂

生如同現場演奏那般強悍的聲音動態，

音效，那絕對是另一個音樂國度的探

的美，直竄人心。順著這張專輯繼續探

或者承受突如其來的瞬間聲音能量，此

索。而在播放獲得金曲獎最佳演唱組合

索，我發現Tempo Plus的低頻表現確實

喇叭依舊有著其上限。但能在有限預算

的MJ116頑童「幹大事」專輯，我也發

相當自然。緩和滾降的低頻延伸，聽起

中，讓我初嚐到這種親臨現場的滋味，

現Tempo Plus的電子低頻聽起來特別紮

Audio Physic Tempo Plus

HHCT III高音單體

三十週年的Tempo Plus喇叭採用原廠最新的HHCT III高音單體技術，看似
絲質振膜的材料其實僅作為防塵使用，圍繞於外圈的，才是高音單體振膜
本身。單體外側同時貼上可減少聲波繞射的吸音棉，顏色改用淺灰色來與
二十五週年喇叭做區分，清楚明瞭。

AudioArt
7度傾斜角

Tempo Plus採用漂亮的後傾7度設計，讓中音單體與高音單體不處於
同一個發聲點，藉此補足聲波傳遞的時間差，達到時間相位一致，搭
配獨特的Push-Push鋁合金低音單體設計，換取更貼近現場演奏的自
然聽感。

HHCM III中音單體

HHCM III中音單體採用鋁合金材質打造，原廠在振膜外側，預先以U形橡膠
圈給予塑型，這可有效降低振膜的多餘振動，提升阻尼特性。單體前方使
用設計獨特的相位錐，在單體後方，則用上雙層框架，徹底杜絕單體與箱
體之間的振動連結，這也是其他喇叭少見的設計。

實短促，其好處是可以將嘻哈饒舌專輯

空間內自在揮灑，在大音量強攻下，就

著強大的聲學概念做為設計基礎，喇叭

那富有節奏的律動感表現得相當清晰；

容易因為箱體尺寸的限制而略顯拘謹。

有著許多未知領域，等待音響迷探索。

尤其播放混音複雜的電子音樂專輯，若

我的建議是，如果您的聆聽空間超過七

Audio Physic喇叭從來不缺音樂的表現

是低頻聽起來少了這種條理分明，層次

坪以上，同時又特別喜歡聆聽帶有強勁

能力，如何表現出令人驚嘆的「音響

清晰的俐落感，在聽覺的感動程度上，

低頻的電子音樂，或者大編制樂曲。老

性」，對他們家喇叭而言，已經是基本

絕對會因此大打折扣。論其缺憾，大概

實選擇Audio Physic旗下帶有更大箱體容

中的基本。我建議真心喜愛Audio Physic

就是當您聽慣在低頻下段有一定規模感

積的落地喇叭，相信才是更好的選擇。

喇叭的愛好者，可以盡可能用不同個性

的高階喇叭（例如社內的Marten Django
XL），會忽然覺得Tempo Plus聽起來會

的搭配器材，讓它們往更寬鬆柔美的

仍不算太晚

方向前進，或許這樣您會越來越靠近

聽過Tempo Plus，我認為Audio Physic

Audio Physic喇叭的甜蜜點。我感嘆錯過

試中，Tempo Plus在低頻下層的飽滿度與

喇叭帶有相當大的潛力可以讓音響迷挖

了它三十年，不過現在認識它還不算太

聲音密度上，若要在本刊約七坪的聆聽

掘，看似簡單的喇叭設計，背後其實有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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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有點不夠過癮。在跨級別的性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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