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聽音樂，即使四坪
也能享受Hi End之聲
訪台中沈醫師
文｜劉漢盛

一
個大約四坪的房間能夠有什麼驚人的音響表現？如

果我問音響迷，恐怕沒有人會說什麼正面的稱讚

話。假若您看到室內的照片，先入為主的觀念更是

不可能讓您覺得這個房間會有好聲。四坪大小就是台灣一般公

寓房間的大小，裡面塞滿很多的黑膠唱片、CD、還有自己裝的

管機，聆聽位置與喇叭的接近您可以想像，老實說也沒有什麼

空間可以做喇叭的擺位與聆聽位置的挑選，事實上聆聽位置只

能靠著牆，旁邊就是出入的門。

沈醫師的四坪聆樂空間

可是，就在這樣一間看起來其貌不揚的擁擠小房間中，我卻聽

到了具體而微的音場表現，錄音中的層次深度定位都可以表現出

來。更重要的是，樂器與人聲的音質音色之美表現都很好，完全可

以聽到音樂中該有的美質。即使是大型管弦樂，在這個小空間中的

感受也可以等比例放大為大空間中所聆聽到的各種要素。當我在台

中沈醫師家中的四坪聆聽室聽過各種音樂軟體之後，我決定要把這

次所聽到的經驗寫出來，告訴大家：聽音樂，即使四坪也能享受Hi 

End之聲。

台中沈醫師今年雖然才四十幾歲，但卻已經是個資深音響迷，

特別是DIY迷。他早在學生時代就已經迷上音響DIY，還曾經在音

響雜誌上投稿，二十幾年下來，累積了無數真空管機的DIY經驗。

這二年，他更把自己的經驗累積成一部電源分離真空管唱頭放大

器，名為Medusa，這也是我與沈醫師認識的開始。

有一天，沈醫師在臉書上問我有沒有興趣聽他自己DIY的真

空管唱頭放大器，而且是電源分離式。我一口就答應了，因為從

臉書的往來中，我感受到沈醫師是一位對音響、對音樂有高度熱

忱的音響迷。隔沒多久，沈醫師的Medusa就寄到了，雖然外觀

沒有廠製機那麼精緻漂亮，但鐵箱卻很堅固。那次的Medusa聆聽

經驗，我曾寫在普洛影音網上，連結如下：www.audionet.com.tw/

thread-7477-1-1。

01. 這是左側牆，可以看到除了窗簾之外，沒有其他處理，而聆聽時窗簾
就是圖中這個樣子，並沒有拉開。音響架就擺在這裡。

02. 這是右側牆，也是一幅窗簾半開，牆面沒有什麼處理，不過底下都是
唱片與其他物品。

03. 這就是211管機，每聲道可以輸出12瓦，可不要以為機器上那二個大小
不一的變壓器是輸出變壓器，那只是211管的燈絲變壓器。

沈醫師的四坪聆聽空間正面圖。我是在聆聽位置拍

攝的，室內已經擺滿物品，可說連走路都要小心。

正面中央疊著四件箱體，那只是211後級的電源供應
而已，而211管機就是旁邊那個沒有化過妝的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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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過Medusa之後，也陸續看到沈醫

師把Medusa拿給一些音響迷試聽的消

息，並且也在高雄音響展上看到沈醫

師，以及他的Medusa。2016年12月17

日，藉著到台中華笙音響做Audionet、

Crystal Cable講座之便，沈醫師邀請我

到他家聽他的整套系統。由於沈醫師

住家就在華笙音響附近，我就欣然答

應了。就這樣，我跨入沈醫師四坪聆

聽室的王國，在這個王國裡，沈醫師

幾十年的音響生涯全部都在裡面，淬

鍊出四坪的Hi End音響精髓。

回憶李富桂小房間之聲

我說「四坪的Hi End音響精髓」並

非隨便的形容詞，而是真有所本。在

我的印象中，小空間聽到好聲音的第

一個印象是三十幾年前，我在李富桂

家裡所聽到的。那個空間也是一般公

寓的小房間，當時李富桂用LS 3/5A加

二個被動式超低音（就放在小喇叭下

面，也充當喇叭架）。在李富桂那個

小房間中，我聽到了精緻細微、平衡

好聽的聲音，雖然小空間不可能表現

出大空間那種排山倒海的音響氣勢，

但我聽到的一切都如等比例縮小的建

築或汽車模型，音場的表現是那麼的

真實，層次深度定位更是清晰無比，

更重要的是音樂的平衡美感能夠盡

顯，這才是我輩音響迷必須追求的高

峰，不管聆聽空間是大是小。

而這次，我也在沈醫師家中聽到

如此的表現。有意思的是，沈醫師用

的是早期的Wilson Audio WATT/Puppy

（5.1版），這對喇叭與當年李富桂

所使用的LS 3/5A底下各加一個超低

音可說是異曲同工之妙。我記得當年

李富桂這個小房間裡面也擺滿許多黑

膠唱片，而沈醫師這個四坪小房間裏

面也是塞滿黑膠唱片。還有，我記得

當年李富桂用的好像也是真空管機

（Quicksilver），而沈醫師的真空管機

更嚇人。難道是這麼多的巧合，讓沈

醫師這個四坪大的聆聽空間也發出等

比例縮小的好聲嗎？

只用12瓦管機
前面說過，沈醫師早在學生時代就

已經自己迷上音響DIY，從此一頭栽進

真空管機的世界中。他說這些年來收

集的好管子花了他幾百萬台幣，我猜

這也是他動念製造Medusa唱頭放大器

的原因之一吧？本來我以為Medusa真

空管唱頭放大器的分離式電源供應已

經夠厲害了，但沒想到沈醫師正在使

用的真空管後級竟然用了四件分離式

電源供電，這才是真正的厲害啊！這

部真空管後級採用GE 211管，每聲道

一支，輸出12瓦。一般人對於這12瓦

輸出都會嗤之以鼻，認為這樣的瓦數

小聲聽音樂可以，哪談得上什麼動態

範圍或大編制樂曲的再生。可是，我

在沈醫師那裏所聽到的音量卻是大聲

的，而且動態範圍很大，更驚人的是

即使開得大聲，也沒聽出聲音有什麼

空虛軟腳的感覺，更沒有瀕臨失真崩

潰，一切都還是那麼的紮實，聲音的

密度與重量感比許多大系統還好。

什麼？一部12瓦的真空管後級還談

得上聲音的密度與重量感？即使連上

百瓦的晶體機也很少聽到總編稱讚聲

音的密度與重量感啊！沒錯，沈醫師

這部每聲道只有12瓦輸出的真空管後

級的確可以再生出聲音的密度與重量

感，小提琴拉到高把位也不會飆出來

刺耳，一切都抓得緊緊的，擁有很好

的控制力。

為什麼區區12瓦的真空管後級能

夠發出連上百瓦晶體機都不一定能有

的聲音的密度、重量感，還有控制力

呢？根據我的經驗，這是超大的電

源，以及使用級間變壓器、輸入／輸

出變壓器的好處，我聽Audionote管機

時也有這種感覺。多年以前，好友陳

其清也是浸淫於真空管機DIY中，我就

不只一次聽過他所DIY的小瓦數真空管

後級驅動第二代的B&W 801，他的空

間很大，801在他手製的小瓦數管機驅

動之下，一樣發出震撼的動態範圍，

還有就是很好的密度、重量感與黏滯

感。多年前在陳其清家裡的聽感跟這

次在沈醫師四坪大空間的聽感其實是

類似的，只是陳其清家裡空間大，音

樂規模感更大，弦樂的黏滯感很強，

沈醫師這裡則沒有那麼強的黏滯感。

獨一無二的211後級
電源，電源，沒錯，好聲的來源首

要就是電源，事實上電源也是成本最

高的零組件。沈醫師的211真空管後級

採用四個獨立電源箱，不過並沒有採

用輸入變壓器或級間變壓器。而前級

則在Line Out的地方採用了輸出變壓器

（20k：500），前級只有二級放大，

級與級之間採用RC交連，並沒有使用

級間變壓器。至於整流與穩壓都採用

真空管（0A2/0B2等），不過只有前級

穩壓，後級是沒有穩壓的。沈醫師的前

級當然也是自己做的真空管前級，但前

級的電源供應就不像後級，用了四部分

體電源，而是與唱放Medusa共用，即使

如此，也已經足夠前級使用了。

沈醫師的後級架構非常特別，前級

送來的音樂訊號並非直接進入後級，

而是先進入一個稱為Voltage Regulated 

Tube Volume Control（穩壓真空管音

量控制器）的箱子，這個VRTVC的

作用是利用偏壓來控制五極管電流，

以主動方式改變前級送來音樂訊號的

大小，而且左右聲道獨立調整音量大

小，適合前級與後級距離較遠的訊號

輸送。這個VRTVC是藏在圖中那四個

疊起大電源箱的後面，以紙製鞋盒子

充當箱體，充分發揮DIY精神。

而那四個大電源箱中，最底下那個

是開關總成，打開機器時永遠先送燈

絲電壓，再送屏極高壓，關機時則剛

好相反，先關高壓，再關燈絲電壓，

這樣可以保護真空管。底下第二個箱

子則是後級輸入級與驅動級的高壓供

應，此處有真空管整流加上穩壓。上

面算下來第二個箱子則是上述VRTVC

的高壓供應（一樣有真空管整流與真

空管穩壓）。最上面那個箱子則是

VRTVC的次穩壓。

而輸入管與驅動管，還有211功率

管的燈絲變壓器就是後級上那二個大

小不一的變壓器。至於211的輸出變壓

器並沒有安裝在後級上，而是分離式

的，就是在機器後面那二個並排一樣大

的東西。為何輸出變壓器不跟後級合體

呢？沈醫師說這是為了調整測試方便。

或許您會奇怪，怎麼沒有提到211

功率管的高壓供應？有，不過是放在

另外一個箱子裡，也是藏在這四個電

源箱的後面，從正面看不到。211的

高壓供應也是真空管整流，不過並沒

有穩壓。所以，全部算起來，沈醫師

這部後級共有五個電源供應箱、一個

主動式音量控制器（VRTVC），以及

一個主機箱體，這樣的後級架構太龐

大了，廠製機不可能做出來。即使是

DIY，沈醫師也說這樣的架構只能自己

做來聽，不可能對外銷售的。

不緊繃，不尖銳刺耳

我在沈醫師那裏聽過數位流、CD

與黑膠，他所用的CD唱盤是Marantz、

D/A、A/D轉換是Tascam，黑膠唱盤

是VPI TNT HRX，唱頭是van den Hul 

Grasshopper，線材多是MIT，這些器材

都不是昂貴無法負擔者，由此可見沈

醫師追求的是Hi End，而非High Price。

無論哪種訊源，音樂的高頻段與中頻

段都是溫潤的，不會緊繃，也不會尖

銳噪耳。至於說光澤與甜味，我認為

是夠的，不過有些聽慣Burmester那種

華麗光澤的人可能會認為稍嫌不夠。

其實這一點都沒關係，沈醫師只要在

線材上調配，就可以發出更高的光澤與

甜味，但我認為沒有必要刻意去追求，

因為往往為了追求某些「更多一點」，

反而會傷害整體音樂的平衡性之美。

沈醫師音響系統的低頻段表現我認

04. 圖中央那二個並排的黑色方盒子才是211管機的輸出變壓器。 06. 此處還躺著一個隔離變壓器。05. 這是四個疊起來的電源供應器中的最上方那個，是VRTVC的次穩壓。 07. 喇叭後牆擺滿黑膠唱片、CD、各種雜物，還有老收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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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會受限於4坪大的空間，低頻清楚，

Bass音粒凝聚，管弦樂的低頻基礎也

相當厚實，但缺乏我家大空間那種寬

鬆的低頻感受。讓我驚訝的是一般四

坪大的空間一定有許多中低頻、低頻

峰值，不過我所聽到的低頻隆起並不

多，不知是當天播放的音樂剛好避開

了空間固有的低頻峰值？還是因為後

級控制力特佳，降低了中低頻、低頻

峰值對耳朵所形成的壓力？

自然生成的音響室

到底沈醫師在這個房間內施加了什

麼魔法？讓四坪大的聆聽空間也能夠

聽到Hi End的聲音表現？其實，我認

為第一個魔法是沈醫師知道自己想要

追求的音樂平衡性之美，再者也明白

樂器該有的音質音色，換句話說也就

是我常說的真與美，樂器的真，音樂

平衡性之美。假若明白這個重點，就

不會一味地去追求過於明亮的聲音，

而會轉趨溫暖。沈醫師這個聆聽室的

特性就是如此，音樂是溫暖的，溫

潤的，但絲毫不缺清晰透明與高度解

析。

沈醫師的第二個魔法應該是善用自

然的家具唱片擺設等，這些自然的物

品可以適當的吸收擴散反射聲波，雖

然無法做到真正的聲波均勻擴散，但

至少室內的殘響時間相當適合，高頻

段不會聒耳，中頻段甕聲也不存在，

低頻段竟然也沒有明顯惱人的峰值。

環顧室內，左側牆是實牆，掛有窗

簾，但沒有拉開，音響架就是放在這

裡。而右側牆面一半是實牆，一半是

窗戶，此外還有窗簾。我去聽的時候

窗戶並沒有關上，沈醫師說並不會吵

到鄰居，窗簾也沒有拉開。或許窗戶

沒關上也是調聲祕訣之一，因為可以

讓低頻量感適量的逸出，降低小空間

內的低頻峰值壓力。

而喇叭後牆完全不需要處理，因

為黑膠唱片櫃、CD櫃，還有一干物品

等就已經占去三分之二的牆面，剩下

三分之一牆面空著沒有處理，不過也

有窗簾備用。再來是聆聽位置後牆，

此處有三分之一是門，另外三分之二

是實牆，也是完全沒有處理。再來看

地上，這個房間鋪著木地板，沒有鋪

地毯，其實也不需要鋪地毯，因為地

上擺滿各種東西，包括黑膠唱片，能

夠走路就已經不錯了。至於天花板則

是以木作做了二個小角度斜面，在中

心線相交，讓天花板與地板之間破除

了完全的平行。幸好這是斜面而非弧

形，天花板最好不要做內凹弧形，應

該做外凸弧形或斜面，因為內凹容易

產生聲波聚集，而聆聽空間內需要的

是聲波均勻擴散，外凸有助於聲波擴

散。當然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在天花板

安置三度空間的聲波擴散器（不是常

見的二度空間式），這會有助於整個

聆聽空間的聲波擴散。

空間仍為首要

或許我可以這樣說，沈醫師這個

四坪大的聆聽空間，並不是因為刻意

布置的聲學處理而達到聲音平衡的結

果，而是不經意、自然的物品擺放所

產生的。如果是這樣，那豈不是跟我

平常提倡的論點相違：聆聽空間處理

佔50%重要性，器材的搭配與喇叭擺

位佔30%，線材調配佔15%，調聲道

具佔5%。其實不然！聆聽空間使用聲

學處理器材的目的就是要讓殘響時間

適當、聲波擴散均勻、降低駐波產生

的可能性。而這個房間內放置了大量

的物品，而且是不規則的，這些物品

一方面吸收了過長的殘響，一方面也

做了自然的反射，雖然談不上均勻擴

散，但對於聲波的打散也起了一定的

作用。尤其室內有許多重量不輕的物

品（如櫃子、黑膠唱片、電源供應器

等等），這些有重量的物品都會吸收

不同頻率的中低頻與低頻，我猜這個

聆聽室內的有些中低頻、低頻峰值就

是這樣被化解了。當然，如果沈醫師

能在天花板安置一些普利龍做成的三

維二次餘數聲波擴散器，將會讓室內

聲波擴散得更均勻，會讓聲音聽起來

更寬鬆。不過，以我在這個空間所聽

到的聲音表現而言，沒有迫切需要做

天花板的擴散，做了以後有可能反而

破壞了現在擁有的音樂平衡性之美。

學學沈醫師的作法

至於器材的搭配，前級、後級、唱

頭放大器都是沈醫師自己所做，我猜

早已針對WATT/Puppy做了許多針對性

的調整，應該達到很好的器材搭配要

求。而在喇叭擺位與聆聽位置的選擇

上，由於聆聽位置已經貼後牆，再往

前會離喇叭太近，已經無從選擇。而

WATT/Puppy的擺放位置我認為相當適

當，如果要動，頂多也是微調而已，

沒有必要大幅更動位置。而線材調配

與調聲道具這20%，我相信沈師醫這麼

多年來早已定案，更換線材當然可以

獲致不同的聲音表現，不過要能「提

升」才有意義。有關這方面，我相信

沈醫師自己會斟酌的。

在台灣，像沈醫師這樣擁有四坪聆

聽空間的人一定不少，雖然沈醫師的

真空管機DIY能力不是一般人所能有

的，但您可以學沈醫師的做法，把四

坪的空間內塞滿那些唱片櫃、書櫃、

音響器材等，先讓聆聽空間不會有過

長、過短的殘響，讓中頻段不會產生

甕聲，還讓中低頻、低頻峰值能夠被

物品自然吸收一些，如果能夠搭配一

些聲學處理器當然更好。接著就是慎

選器材搭配、喇叭擺位、聆聽位置挑

選、線材搭配等等。我常說，凌亂塞

滿物品的聆聽室比空蕩蕩整齊的聆聽

室好多了，其道理就在此。假若您喜

歡整潔的聆聽室，千萬不要讓它 家徒

四壁」，一定要適當的安裝聲學處理

器，這樣才有可能好聲。

四坪也能享受Hi End之聲
當然，想要調出音樂的真與美，最

重要的是您自身對於樂器的真要有認

識，對於音樂平衡性之美也要有所體

會，這樣您才會有正確的調聲方向指

引，調聲之道才不會走偏。沈醫師的

聲音表現就是示範之一，只要有心，

即使四坪也能享受Hi End之聲。

08. 這是沈醫師的數位訊源，包括Tascam DA/AD轉換器與Marantz 
SACD唱盤，喇叭是WATT/Puppy 5.1版。

09. 這是沈醫師的前級以及Medusa真空管唱頭放大器。

10. 這是沈醫師的黑膠系統，VPI TNT HRX，唱頭是van den Hul 
Grasshopper。

11. 天花板以中心線為界，以薄板釘成二個小角度斜面。

08 10

12. 這位就是沈醫生

120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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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台中沈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