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合空間美感與發燒聲響的最大值

羅東穩力音響Avantgarde Uno Fino 
Edition調整之旅
文｜蘇雍倫

台
灣地方不大，各縣市卻有擁

有差異很大的不同風情；我

們平常討論本地Hi End音響

市場，一些業界大事件卻也都較常進行

於雙北地區。但若來看到我們音響媒體

相對少造訪的東部區域，其實論消費水

準、經銷商對發燒態度之用心程度，我

敢說是絕對不落後的！這點，從宜蘭羅

東穩力音響，就絕對能證明。

全盤整合的大行家

記得在兩年前的一個炎夏，我報導

了一個位於宜蘭礁溪的獨立音響空間案

例，當時是我第一次與穩力賴老闆接

觸，印象就超級深刻！那是因為穩力賴

老闆不僅有清晰的邏輯與表達，同時由

於本身專業度極高，而且從室內設計、

裝潢、空間規劃、音響器材搭配、調

音、甚至環控設備，通通都有涉獵，所

以賴老闆總能花上不少時間和我一一解

釋音響空間從無到有的所有建構步驟以

及需要克服與講究的困難點。

這次，又有新的案例要來探究，本

次直接先約在穩力音響羅東的門市，提

早到了店內，賴老闆和老闆娘這回先在

店內和我簡單介紹案例本身的背景以及

穩力這次幫忙規劃的機緣。這次的業主

本身也是位於羅東，建案屬於獨棟，內

部為辦公空間與住宅混合的形式。由於

建築本身有辦公室的緣故，所以樓面積

非常寬敞，加上由於是業主自行建造的

樓房，樓層高度也比一般住宅高大。

本次穩力規劃的、由Avantgarde Uno 

Fino Edition為主的音響空間，位於建築

的三樓，樓層的格局本身，根據賴老闆

表示，從平面圖來看有點類似九宮格的

構造，格局方正，周邊的部分有衛浴空

間、臥室、泡茶間以及書房，而音響系

統就是位於九宮格的正中央，是半開放

式的大客廳，客廳後方連接同樣是開放

式的廚房與餐廳，客廳另外一邊則是與

一個半露天之陽台空間以一個大面積落

地窗隔開。賴老闆說，這次會參與這個

空間案例，是因為業主其實之前就與穩

力買過另一套音響系統，當時擺放於舊

住宅，而這個新的獨棟建築，則是去年

才落成，要準備興建的時候，業主就再

度找上賴老闆，表示要在新的居住空間

放入第二套音響系統，而之前購買的那

套音響也會順勢移到新樓房的二樓。而

新的這套Avantgarde Uno Fino Edition，

會是以兩聲道聆聽為主，雖然也有裝設

大型投影布幕與投影機，不過並沒有額

外規劃成多聲道的喇叭配置。而這個案

例，雖然業主一開始就有規劃音響空

間，不過另外有與室內設計師配合，

所以穩力要做的事情，除了器材挑選建

議、搭配、調整、配線安排，再來就是

要與室內設計師溝通，在不破壞業主與

室內設計師要求的視覺規劃下，要透過

自身的調音功力，讓器材可以在這個空

間中發揮最佳表現。另外，由於這個空

間也有女主人要使用，為了創造更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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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簡明的操作型態，賴老闆也執行了

環境控制設備的安裝，把該空間內所有

燈光、使用模式、器材連動等等使用情

境，通通整合起來，只需要透過一個平

板電腦，就能輕鬆控制所有設備。

大空間體質的優與劣

實際來到業主空間之後，整體空間

第一印象就是大！配合客廳前面的半露

天陽台以及四周開闊的視野，讓我心中

覺得能住在宜蘭還真是人生一大享受！

賴老闆說，這個半開放聆聽空間，寬度

約有8-9米，深度由於包含後方開放式

廚房餐廳，應該有10-11米，樓高則是超

過三米，這已經是扣掉木作天花板的高

度。當一步入這個空間，雖然是極為寬

敞明亮舒適，但我馬上感覺到，這可能

不是一個很好「整治」成發燒取向的音

響空間。賴老闆看到我的疑慮，馬上表

示，這裡確實要費點心才能搞好！環顧

四周，賴老闆表示，業主本身偏好清水

模的牆面風格，所以可以看到每一面牆

幾乎都是這樣的設計，由於是業主對設

計師的要求，賴老闆當然也就無法在上

面裝設額外會破壞視覺美感的吸音、擴

散材料。

而Avantgarde Uno Fino Edition是這次

的重點，其實本刊第一次有消息曝光，

是在361期的人物採訪報導，當時剛結

束圓山音響展，Avantgarde國際業務經

理Jérôme André展期間有來訪，就是和

我們報告這對喇叭的消息；根據該篇

報導，Uno Fino Edition這對喇叭本身可

以視為「小一號的Uno XD」，Jérôme

當時也說過Uno Fino Edition就是要讓

更多聆聽空間沒有特別大、同時又對

Avantgarde號角喇叭有興趣的玩家可以

更適合擁有之作品。可是！今天羅東案

例的半開放式客廳，可是相當的大！賴

老闆說，最後會挑選這對喇叭，當然不

是不知道它的設計初衷，不過這也是與

業主溝通之後，對於外型、預算考量之

後的選擇；好在賴老闆以及穩力旗下的

工作團隊，其對調音的功力可能是東台

灣第一了！這些空間、器材先天上的限

制，必定能夠在穩力團隊的巧手與用心

之下，綻放出最美妙的成果。

透過有限的條件作到最好

在拜訪當天，除了賴老闆夫婦之

外，也有兩位年輕的工作人員隨行，這

天，穩力團隊也要順便現場再次進行聲

音微調，並帶來電腦，要以Avantgarde

獨家的XD低音管理軟體來進行DSP

數位設定與低頻段的EQ微調。雖然

Avantgarde Uno Fino Edition型號裡面沒

有XD，但它可是不折不扣能夠支援這

個項目的最新世代Avantgarde喇叭。賴

老闆笑說，這回浩浩蕩蕩帶這麼多人過

來，可不是因為我要來採訪所以做做

樣子！而是因為對於Avantgarde喇叭，

穩力已經很有銷售與調整經驗的了，賴

老闆說，Avantgarde喇叭確實體質非常

01. Avantgarde Uno Fino Edition雖然在之前某次音響展時，原廠代表就
已經和本刊介紹過，不過一直沒有親眼看過本尊！沒想到這次會是

以這樣的方式與它見面，透過穩力團隊的精心調整，也讓我真正

見識到這對喇叭的強大實力。Uno Fino Edition基本上就是小一號的
Uno XD，只有主動式的低音單體部分與Uno XD略有不同。

02. 視聽空間前方就只有這個請設計師製作的木造矮櫃，裡面擺放了兩
聲道與影像的訊源以及擴大機。分別是Blue Sound Vault 2i數位串流播
放機、老闆已經接上硬碟，內有許多儲存好的音訊檔；擴大機為T+A 
R1000E帶CD唱盤串流擴大機；以及Pioneer LX500 4K藍光播放機。

03. 在擺放喇叭的後牆，由本篇主圖可以看到其實是一片大落地窗，雖
然打開時有風景、採光也較好，但是因為反射音太多，音響效果會

稍微扣分一點。穩力團隊以自動控制系統裝設兩層式的窗簾，拉起

後，能有效讓聲音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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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但是它需要很長時間的熟化，今天

過來，主要是因為距離剛裝好喇叭到現

在也過了一兩個月的時間，喇叭的聲音

有改變了，所以還需要再行微調至更合

適的EQ模式；另外，賴老闆也要檢視

一下環控系統操作介面還有一些需要優

化的地方。穩力的團隊，給我的感覺，

就是極致細心，真正優質的服務，總是

在器材成交之後才開始。

究竟穩力團隊在這個半開放式大空

間要如何調整Uno Fino Edition呢？由於

側牆無法再多作吸音，老闆說空間中唯

一能著手的地方，就在於地板先鋪上大

面積的地毯，再來就是在客廳與陽台間

落地窗的地方，還有另一邊泡茶間隔間

那邊，裝上自動窗簾，並可由環控系統

來控制開闔。

除了被動式的物理性調音材料之

外，最重要的就是要靠Avantgarde獨家

的XD低音管理軟體來處理了！賴老闆

和我說，團隊工作人員與老闆的耳朵，

就是秘密武器。在沒有透過原廠麥克風

量測的情況下，穩力團隊會透過不同音

樂類型的實際播放，一邊微調曲線，一

邊驗收，反覆測試到讓系統的聲音，能

符合用家的聆聽偏好。賴老闆也說，這

天來的工作人員中，本身正好都有演奏

樂器的經驗，他們會根據許多對樂器、

鼓聲在現場演奏時的聲音真實樣貌，作

為調音時心中的基準。而賴老闆雖然

沒有玩樂器的經驗，但是他在店內測

試、銷售音響器材可是非常有心得，對

於「正確的聲音」有相當程度的認知與

高標準，能夠透過手邊現有的條件「處

理」出好聲，只要願意多花時間與耐心

來調，一定還是可以成功。

一切融合，成果非凡

在本次案例，系統前端設備都隱藏

在由設計師訂製的木造矮櫃中，視覺

上非常簡約，其中兩聲道的訊源為Blue 

Sound Vault 2i數位串流播放機、老闆已

經接上硬碟，內有許多儲存好的音訊

檔；擴大機為T+A R1000E帶CD唱盤串

流擴大機；另有Pioneer LX500 4K藍光播

放機、同樣也有接上有儲存多部影片的

硬碟。在左右聲道Uno Fino Edition的後

方地面，可以見到是穩力早已與工程團

隊溝通好所預留的電源開口，電源線可

以就近連接Uno Fino Edition，因為其內

有主動式低音。

而業主所選的Uno Fino Edition，標

誌性的號角為雅緻之淺香檳色，與其空

間內的木質裝潢、清水模牆面等素雅風

格配色，搭配起來確實非常好看。關於

Uno Fino Edition，前面有說過，它其實

定位就是小一點的Uno XD，兩款在高

音與中音之號角開口直徑是一樣的，內

部的中音、高音單體也相同。唯一不同

處在於下半截箱體內部的主動式低音，

Uno XD有兩組十吋單體、內建一共

1,000瓦D類放大線路，Uno Fino Edition

則縮減為僅一組十吋單體、內建500瓦D

類放大，低音反射孔朝下；由於少一組

低音，所以Uno Fino Edition的整體高度

也小於Uno XD。

這天穩力音響團隊透過原廠軟體，

先給我看了之前儲存的校正曲線，並且

也讓我現場比對啟閉經過DSP修正之不

同聲音表現；在完全沒有修正之情況

下，在這麼大的空間裡面，很明顯有較

長的殘響，修正之後，聲音變得比較俐

落、細節變多、低頻相當凝聚。另外，

在客廳後方的窗簾，也有非常明顯的

調音作用，透過環控預設的模式，其實

在切換成純兩聲道模式時，背後的窗簾

是拉開的，因為屋主希望純聽音樂的時

候，可以順便看到外面的風景，屋內的

光線也會明亮許多；但是由於窗簾拉開

後，光滑的玻璃面增加了很多反射，推

論會形成過於明顯的二次發聲點，聽起

來尤其是在音像凝聚這個環節上，會比

較弱化；在這個時候，如果手動將窗簾

再度闔起，就可以聽到明顯的改善。雖

04. Avantgarde Uno Fino Edition內建有主動式的低音，兩邊喇叭都需要插電，這個地上位置開的剛剛好的插座，就是穩力團隊事先與室內設計
師溝通好的作法，可以讓現場視覺效果達到極簡化！

05. 這就是自動控制的遙控介面，左邊的平板是可以拿下來在室內到處使用的，背面是一個無線充電板，平板的操作介面也是穩力團隊編寫
的，可以方便使用者作最直覺的操控，包括視聽、燈光、冷氣等，都可以一手掌控。

06. 這天穩力除了賴老闆之外，也一同來了兩位年輕的工程師，一起在這個空間內再度調校音響系統的聲音，非常細心，優良售後服務真的沒
話說。

04 05 06

On Location | 現場報導

音
響
論
壇
70 

音響論壇AudioArt



然預設的窗簾模式，在實際上來聽並非

是最佳音響表現之狀態，不過若作背

景音樂來聽，其優良的音質與音色，還

是可以感受的出來；另外，賴老闆特別

和我說，在這個大空間裡面，依然可

以感受到Avantgarde號角喇叭的強大能

量感，他要我可以試著走到客廳後方的

開放式廚房位置，那邊其實離聆聽位置

非常遠，不過在不會過大的音量下，即

便我站在那邊，確實可以聽到足夠的聲

音強度，聲音傳到那邊，也不會有明顯

的衰減或音質上的劣化，Avantgarde的

喇叭真的有非常強悍的體質，即便Uno 

Fino Edition是相對比較小一點的型號，

但它的實力，經過細心調整之後，這次

透過在如此寬大的空間來聽，我敢說絕

對還是非常夠用。

最終微調，正道理念

當天穩力團隊含賴老闆三人，一整

個下午花了蠻多時間一直不斷調音，為

了修正出新的校正曲線。賴老闆表示，

Avantgarde這套軟體，其實能調整的範

圍僅在500Hz以下，藉由低頻的優化，

來達到整體聲音的均衡性。我馬上點

頭如搗蒜，因為我到羅東採訪的前一

天，才剛好參與由總編主導的教育訓

練，本期所刊出的教育訓練，正好也

是針對「好的低頻」作訓練主題，所

以對於「低頻優化之於聲音的影響」可

說是記憶猶新。沒想到馬上就又可以在

Avantgarde喇叭以及穩力音響團隊的現

場處理過程中，再度被印證。賴老闆同

時也說，他認為針對低頻段去調整，不

只是在Avantgarde喇叭上，就他的調聲

經驗來說，即便是其他品牌的音響器

材，其實都是在低頻這個部分去搞好，

就是出好聲的關鍵，我現場也與穩力團

隊分享了總編教育訓練的心得，賴老闆

也說雖然他沒與總編討論過，但感覺他

的理念其實與總編有些不謀而合了。由

此又再次證明，穩力音響團隊，一直都

是在最正確的道路上，提供最發燒、最

講究的調音服務。

最後，老闆給我看他們忙了兩個小

時後，終於設定出來的新曲線，這是針

對那天喇叭最新的熟化狀態、以及器材

適當熱機之後，才定稿的校正方案。老

闆除了跟我解釋新的曲線有哪些微調之

外，重點還是要我親自比對新舊曲線所

對應的聲音表現。在套用新的曲線後，

在低頻段的punch更為緊實，低頻更充

足、但不浮濫，像是在爵士鼓的鼓點，

就更為清晰且富有層次與細節。播放國

語人聲，歌手嗓音更為厚實且有實體

感，內部的紋理也更明確，這些，都是

低頻優化、細心微調後，都能影響到的

神奇聲音進化。

發燒文化，炙熱燃起

本回現場報導，就在團隊與屋主皆

滿意的成果中，暫時告一段落。賴老闆

說，其實Avantgarde真的很好，但是以

他的經驗，喇叭要真正「被馴服」，達

到最好聽的狀態，可能要長達接近一年

的時間，他還請如果對Avantgarde喇叭

有興趣的準用家，要多點耐心去聽、去

調整、讓它熟化。當然，如果您是跟穩

力音響買，賴老闆會盡心盡力的協助、

並給予含金量甚高之建議。

雖然我並不常因為工作來到宜蘭，

但是在這兩次與穩力音響配合的採訪過

程中，都讓我學到非常寶貴的經驗。

同時也讓我體會到很不一樣的「發燒文

化」，這也是穩力賴老闆一直想要藉由

銷售音響器材，來推廣之核心精神。不

管您是以什麼預算買什麼樣的器材，不

管您的居住空間是豪宅還是小套房，其

實發燒精神，是無貴賤之分的。這次羅

東行，拜穩力音響團隊與Avantgarde的

喇叭、獨家校正軟體所賜，讓我對器材

調整、音響空間處理、整體規劃的知識

吸收，又更上一層樓了！希望閱讀本篇

報導的您，也能有所共鳴。

07. Avantgarde獨家的XD低音管理軟體這次現場操作，只需要連接至電腦，就可以使用，非常
方便。

08. 這個案例的客廳空間真的很大！可以看到左手邊是屋主的泡茶間，中間以大面積玻璃門隔
開，同樣也可以拉上窗簾吸音。

09. 整個空間幾乎都是以這樣的清水模牆面裝飾，這對調音是一大考驗。
10. 雖然沒有裝設多聲道，但天花板有隱藏式投影機（看電影就以兩聲道模式播放），這是把
投影幕降下來播放電影的樣貌，擁有這樣的大視聽空間真的是人生一大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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