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釋放古典之美

Sonus Faber Lumina III搭配
Marantz 8006系列
文｜蔡承哲

印
象中，本刊也有好一陣子

沒有寫過搭配的實戰單元

了。今天的搭配組合則是

Sonus Faber入門級喇叭搭配Marantz中

階款訊源與擴大機。不論是預算分配

還是總體售價上都非常合理。這樣的

搭配能不能符合自己的需求？聲音表

現能合自己所好嗎？本次實戰將為你

解答。

自家唯一唱盤加訊源

我們應該先從最源頭，掌管音樂

播放的訊源開始看起。本次搭配的訊

源是Marantz ND8006，這是Marantz

現役中唯一一台同時支援網路串流、

USB、CD三種播放方式的訊源。在CD

的部分，除了CD之外ND8006還可以讀

取CD-R / RW上的MP3檔或WMA檔。

在USB的部分，ND8006可以接收到

DSD256規格的音訊。在網路串流的部

分，透過HEOS這個D&M集團推出的

APP，可以直接連接Tidal、Spotify等各

大音樂串流平台。甚至還支援Amazon 

Alexa、Google Assistant、Apple Siri等語

音助理。除了傳統的有線串流之外，

ND8006也支援無線傳輸，包含藍牙、

2.4G/5G雙頻Wi-Fi、Airplay 2等。最

後，ND8006也備有傳統的同軸與光纖

端子。總體來看，除了不能播放SACD

之外，絕大部分的音訊來源ND8006都

可以接收，對使用者來說這種就是最

方便的訊源。

在硬體的部分， N D 8 0 0 6以

ESS9016K2M為核心，最高解碼規格

到達DSD256、PCM 32bit/384kHz。

而在送入轉換晶片之前，會先以

「Lock Range」消除時基誤差，並以

獨家的Marantz Musical Digital Filtering

（MMDF）作數位濾波；這原先是在

SA-10上的技術。透過晶片轉換成類比

訊號之後，後端的緩衝放大則是以自

家的HDAM-SA2分砌式線路放大，並

不依賴現成OP。

ND8006非常重視隔離，包含數位、

類比分開供電；數位用交換式電源，類

比用環形變壓器供電。而且環形變壓器

還加上矽鋼環、鋁合金蓋隔離磁漏。數

位音訊進入ND8006之前還會先以數位

隔離晶片將「類比」訊號隔離在外。在

抑振的部分，CD讀取機構與變壓器也

都有設計專門的金屬底盤。

值得一提的是，ND8006本身有內

建類比音控，並且將直接輸出與經過

音控分為兩組RCA端子輸出，確保直

出不會經過音控汙染。另外耳機放大

也是單獨使用一組HDAM-SA2作放

大，並且還具備三段增益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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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級、唱放全新設計

說完訊源，接著看擴大機。

PM8006是只接受類比訊號的純綜合

擴大機。如果有長期關注Marantz發展

的音響迷，應該會發現Marantz擴大機

其實可以分為兩類，一個是使用自家

HDAM線路的AB類放大，一個是功率

放大級採用nCore的D類放大。PM8006

則是前者等級最高者，使用HDAM-

SA3線路作放大，具備8歐姆時70瓦，4

歐姆時100瓦的輸出功率。

為了提高CD輸入的品質，PM8006

將單獨一組HDAM-SA2緩衝放大線

路，專門給標示著CD字樣的RCA輸

入，而其他RCA輸入則共用另外一

組。這代表PM8006內部有2組獨立的

緩衝放大。前級放大則是全新設計，

以電流負回授放大電路減少負回授的

使用，增加前級放大的速度與頻寬。

PM8006並沒有採用其他4位數編號常

見的可變電阻音控，而是改採JRC出品

的高精度級進電阻陣列音控晶片，具

備更好的聲道對稱度、分離度、訊噪

比。最終功率放大上，由於採用LAPT

晶體管、超大環形變壓器、高速蕭特

基整流二極體，以及縮短訊號路徑，

讓PM8006具備45安培的瞬間電流輸出

能力，這種高電流輸出能力一般不是

同價位機種所具備。

PM8006也內建MM唱頭放大，其採

用的Marantz Music Phono EQ就是將兩

種典型的RIAA等化線路，NF型與CR

型合而為一；以兩段放大獲得更優異

的訊噪比。PM8006同樣對屏蔽十分講

究，環形變壓器同樣以矽鋼環與鋁合

金蓋防止磁漏。電源與變壓器也被放

大散熱片與類比線路分隔，盡可能減

少干擾。

在實用度上，除了內建MM唱放

之外，PM8006也有前級直出、後級

直入等相應端子。喇叭端子則設計

了兩組，除了方便用家切換兩組喇

叭之外；也可以使用Bi-Wire，增加

音響性能。PM8006依然備有三組傳

統EQ，分別是50Hz±10dB的BASS、

900Hz±6dB的MID、15kHz±10dB的

TREBLE。用家可以適當使用，解決部

分空間造成的問題。

最好入手的Sonus Faber
有了訊源、擴大機，最後還要有喇

叭。本次實戰的Lumina lll是Sonus Faber

最新推出，也是目前旗下最入門的落

地喇叭。雖然應該是為了簡化工序、

壓低售價，Lumina是目前Sonus Faber唯

一採用傳統方正箱體的系列。但是不

但依然維持義大利製造，外型也同樣

Sonus Faber Lumina III
產品類型：3音路4單體低音反射式落地喇叭。使用單體：29mm DAD軟半球高音×1，150mm紙盆高音×1，150mm紙盆低音×2。頻率響應：40Hz–24,000Hz。靈敏
度：89dB。平均阻抗：4歐姆。分頻點：350Hz、3,500Hz。重量：15.9公斤。外觀尺寸（WHD）：228×989×277.7mm。參考售價：90,000元。

Marantz ND8006
產品類型：串流CD播放機。使用晶片：ESS9016K2M。最高解碼規格：DSD256、PCM 32bit/384kHz。數位輸入：RJ45×1、USB（DAC）×1、USB（硬碟）×1、
光纖×2、同軸×1、藍牙、Wi-Fi、AirPlay 2。輸出：光纖×1、同軸×1、RCA×1（Fixed）、RCA×1（Variable）、6.3mm耳機×1。訊噪比：110dB。動態範圍：
106dB。諧波失真：0.001%。外觀尺寸（WHD）：440×106×341mm。參考售價：52,800元。

Marantz PM8006
產品類型：綜合擴大機。輸出功率：70瓦（8歐姆）、100瓦（4歐姆）。輸入端子：RCA×5、RCA（MM）×1、RCA（直入）×1。輸出端子：喇叭×2、RCA（前級
輸出）×1、RCA（Recorder）×1、6.3mm耳機×1。阻尼因數：100。訊噪比：106dB。諧波失真：0.02%。外觀尺寸（WHD）：440×128×379mm。參考售價：
52,800元。

進口總代理：環球知音（02-25165028）

ND8006是Marantz唯一同時具備CD、USB、網路三種輸入方式
的訊源，還具備獨立的耳機放大線路，以及音量控制，使用非常

靈活。

ND8006有豐富的輸入端子，甚至還支援藍牙、Wi-Fi、
AirPlay 2。ND8006除了內建音控之外，還將經過音控與直出
的端子分別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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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經典的「木紋+皮革」，延續它們家

一貫的獨特氣質，一看就知道是Sonus 

Faber的喇叭。

Lumina lll的高音是Sonetto系列下放

的DAD（Damped Apex Dome）29mm絲

質高音。Sonus Faber這種單體的特色是

會有一個尖錐頂在軟半球高音前方，

用來抑制高音單體的共振，讓單體性

能更好。5吋中音單體同樣從Sonetto系

列下放，振膜採用紙漿、棉、麻等組

成的複合式纖維，並在中央防塵蓋打

上「SF」的字樣。只有2只與中音相

同尺寸的5吋低音單體不是Sonetto系列

下放，而是採用與中音單體類似的複

合纖維製成，並採用長衝程設計。一

共4顆單體都鑲在漂亮的多層木板上，

除了美觀之外，也強化抑振的效果。

用家可以在黑色、雞翅木、核桃木三

種花色中選擇自己喜愛者。除了正背

之外，側面與頂部則使用黑色皮革封

住，提供奢華視覺效果。

Lumina lll雖然是低音反射式設計，

但反射孔並不在背面，而是在底部。

而且口徑比尋常反射孔大上一圈，約

有成人拳頭兩倍大。

Bi-Wire大法催盡實力
試聽在本刊2號試聽室。筆者是用

網路串流，將音樂訊號透過網路進入

ND8006內。Filter選擇第一檔，Lock 

Range選擇最窄。另外因為PM8006與

Lumina lll都具備兩組端子，因此也

有使用Bi-Wire接法。有個小發現是

ND8006雖然可以透過第三方App操

控，但還是建議HEOS這個自家App；

因為它會自動檢測內部韌體，如果有

新版本則會自動更新。

第一件想知道的是，PM8006推動

Lumina lll聽起來契合嗎？其實聽起來

還真的不錯，Marantz帶點溫度的聲

底，配上Lumina lll纖細柔美的氣質，

是很適合聽一個下午的組合。在驅動

力方面，Lumina lll平均阻抗是4歐姆，

而PM8006此時能夠輸出100瓦；以這價

位而言功率十分充足，已經能夠很好

地駕馭喇叭。

不過音響迷都知道，一套系統特

質大部分都還是由喇叭左右。這次實

戰個人的心得分析起來，應該比較多

是Lumina lll的特質。另外還有一點，

Lumina lll因為是低音反射孔直接面對

地板，而地板的材質會影響低音的表

現；像這次實戰系統的低音部分，個

人覺得有點被試聽室地板鋪滿的地毯

吸收一些。

濃烈而細緻

第一個吸引人注意的特質，個人認

為是寬闊的舞台呈現。Lumina lll只是

個用5吋低音的小型落地，但表現出來

的舞台大小像是足足大上兩號的喇叭

所發出者。舞台空間大，才有更多空

間安排表演細節。

PM8006綜擴有4歐姆100瓦輸出。有直入後級以及前級直出的功
能，也有傳統的3組類比EQ與平衡可調整，非常實用。

兩組喇叭端子可以個別控制開啟，也可以同時開啟作Bi-
Wire。輸入的RCA端子中標示CD者具備專屬緩衝線路，可以
將最重視音質的訊源接上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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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是細膩的音樂表現。雖然

不能說是聽過中最好者，但明顯超越

此價位給人的期待，果然直接採用高

階型號的中高音單體就是不一樣。而

且在Marantz的催化之下，整體聲音表

現是有濃度的，如果一般同價位的表

現是水彩畫，那此套系統更接近油畫

給人的感覺。因此這套Marantz搭Sonus 

Faber完全沒有類似價位常有的冷淡生

硬感，滿富類比味。

比如聽「 J o h n  W i l l i a m s  i n 

Vienna」的「Devil's Dance」，小提

琴在有濃度的木頭味之下依然能夠聽

見足夠豐富的擦弦、把位細節。而

且強奏激烈的橋段也不會變尖銳，

依然柔軟滑順。而像是「Belafonte at 

Carnegie Hall」，Harry Belafonte的歌

聲有著人喉厚度與紮實感，才能重現

歌唱中的情感溫度。

低音提琴好聲

不過這套系統讓筆者眼睛為之

一亮的，則是在低音提琴、大提琴

上的表現。聽Olivier Thiery「bass ad 

libitum」，低音提琴的把位如何上下游

移全部一清二楚，而且反應靈巧，沒

有一般常有的笨重感。同時又充滿著

弓弦摩擦的纖毛感，以及龐大琴身由

強漸弱的共鳴聲。聽Christian-Pierre La 

Marca「Cello 360」，大提琴琴聲能完

全舒張伸展開來，弓弦的紋理與嗡嗡

的音響共鳴音，完全能讓人體會大提

琴的音色之美。

以個人的經驗，這種等級的表現在

更昂貴的系統上也不見得能夠擁有。

猜測是因為中音與低音尺寸與材質的

高度一致性，讓低音提琴與大提琴不

論高低音域都可以維持一致的特質，

聽起來更像現實中的樂器。

而前端搭配Marantz除了音色上的催

化之外，另一個優點就是提供寧靜漆

黑的背景。也許這也是為何這套系統

聽起來舞台大，內中各樂器定位清楚

的緣由。也許有些人認為背景安靜不

是值得大提特提的事，不過在這價位

能夠做到像Marantz如此者還真的不常

見。且由本次實戰來判斷，PM8006甚

至可能有能力搭配更高階的喇叭；雖

然它售價約只有Lumina lll一半左右。

平價不平凡

從本次實戰來看，如何搭配平價

Sonus Faber的答案已經呼之欲出；如果

讀者早已心儀Sonus Faber卻因預算有

限而未入手，這套系統組合可以說是

相當好的參考。個人認為這套組合非

常值得推薦給整套預算在20萬內，且

相當注重音樂內細膩情感表達的愛樂

者。尤其是嗜愛古典小品之人，此套

組合可以說是這個預算之內最理想的

選擇之一。

Lumina lll高音與中音單體由高階Sonetto系
列下放，並搭配2只材質與尺寸都與中音類
似的低音。全數單體都鎖在由多層木板製成

的障板上。低音反射孔不在背面而在底部。

側面與頂部都覆上黑色皮革，讓平價喇叭質

感三級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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