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soteric K-01Xs
Esoteric是一家很誠實的公司，從他們在Grandioso K1與K-01Xs之間的幾乎相同作法來看，他們捨不得把K-01Xs做得差一
些，讓K-01Xs的內部與K1保留差距。老實說，除了機箱真的有差之外，看不出有什麼理由捨K-01Xs而買K1。
文｜劉漢盛

沒理由不讓它掛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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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oteric K-01Xs
類型 SACD唱盤
推出時間 2018年

轉盤機構
頂級VRDS-NEO VMK-3.5-20S讀
取系統

最高支援
解析度

DSD 22.5MHZ、PCM 32/768

數位輸入端子
RCA同軸×1、AES/EBU×1、
光纖、USB×1

數位輸出端子 RCA同軸×1、AES/EBU×1
外接時鐘端子 有

類比輸出端子 RCA×1、XLR×1
頻率響應 5Hz-55kHz（SACD）
總諧波失真 0.0008%（1kHz）
訊噪比 120dB
外觀尺寸
（WHD） 445x162x438mm

重量 31公斤
參考售價 699,000元
進口總代理 勝旗（02-25974321）

參考器材
擴大機：Spectral DMC30SS前級
喇叭：ATC SCM100 ASL雙主動式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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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音響二十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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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俱樂部 

20-50萬元 

10-20萬元 

5-10萬元 

5萬元以下 

50萬元以上

Esoteric是一家很特別的日本廠

商，我們都知道他的母公司

是TEAC，他們另外還有一

家關係企業Tascam。TEAC創立時間是

1953年，正好是我出生那一年。老一輩

的音響迷應該都有用過他家的錄放音

器材。一家公司能夠走過六十五年歲

月，真是不簡單。而Tascam則是TEAC

的分公司，創立於1971年，公司名稱

本來是TASC（TEAC Audio Systems 

Corp.）。咦？怎麼沒有最後二個AM

呢？TASC公司是TEAC創始者之一出

來創業的，在1971年時為了把TEAC

的產品賣到美國，所以才成立了TASC 

AMerica Corp.從此變成Tascam。後

來Ta s c a m專注在專業音響領域，

與TEAC的家用分流。

站在制高點

那麼Esoteric呢？這是TEAC為了朝

更高級音響產品進軍而設立的公司，

成立於1987年。怎麼這麼巧，音響論

壇創刊在1988年，可見那個時代真的

是Hi End音響的黃金年代啊！Esoteric

第一個推出的產品就是分離式的CD轉

盤P-1與數位類比轉換器D-1，現在音

響迷早已習慣這種分離式數位訊源，

但不要忘了，1987年時，CD唱盤才剛

開始流行，Esoteric推出P-1/D-1等同於

音響界的超跑啊！在P-1身上，VRDS

（Vibration-free Rigid Disc Clamping 

System）也首次露臉，成為全世界最著

名的讀取系統，一直到今天都還沒有被

超越。

1988年，Esoteric推出第一部CD唱

盤X-1，這個編號就一直沿用到今天。

1997年，為了慶祝公司成立10周年，

Esoteric推出P-0 CD轉盤，這部CD轉盤

在當年也是轟動武林，如果您能買到二

手貨，說不定還能唱得很好。2003年，

Esoteric第一次推出SACD唱盤，並給予

型號X-01。看到沒，這樣的編號方式就

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用的。

連SACD都暢銷
2008年，Esoteric開始推出SACD

軟體，原本這是因為大廠都宣布不

再生產SACD，而Esoteric的產品卻是

以SACD唱盤著稱，加上前社長大間知

基彰（Motoaki Ohmach）本來就喜歡音

樂，於是決定購買版權以SACD復刻古

典音樂名版。一開始都還要靠廣為宣傳

來賣片子，沒想到因為復刻品質很好，

馬上就成為音響迷的搶手貨。有多搶

手？幾乎是一到貨就搶光，如果您上官

網去看，就會發現幾乎大部分曲目都已

經完售絕版了。後來大間知基彰退休之

後，Esoteric SACD的發行工作就轉給他

個人擁有，不過還是使用Esoteric的品

牌名稱。

回顧這些Esoteric的歷史，可知這家

公司不僅音響器材了得，連音樂品味

也很高，難怪這麼多年來這塊招牌歷久

不衰。經過這麼多年的演進，Esoteric

的SACD唱盤早已進入K系列。最早的

K系列是K-01 SACD唱盤，於2010年推

金 外放活潑爽朗

木  溫暖內斂親和

水  柔美中性溫潤快速熱情衝擊  火

厚實飽滿穩重  土

音響五行個性圖

小提琴線條 纖細 中性 壯碩

女聲形體 苗條 中性 豐滿

女聲成熟度 年輕 中性 成熟

男聲形體 精鍊 中性 壯碩

男聲成熟度 年輕 中性 成熟

大提琴形體 精鍊 中性 龐大

腳踩大鼓形體 緊密 中性 蓬鬆

Bass形體 緊密 中性 蓬鬆

鋼琴低音鍵弦振感 清爽 中性 龐大

管弦樂規模感 清爽 中性 龐大

樂器人聲十項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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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軟體
孔德拉辛指揮維也納愛樂的德弗札克「第

九號交響曲」很久沒聽了，這次拿出來複

習，還是要讚歎演奏詮釋的精妙與錄音的

優異，超大的動態範圍到處可聞，如果您

能夠開大聲聽，就能充分感受到孔德拉辛

的指揮功力了。

焦點
① 採用與Grandioso K1一樣的雷射讀取
系統。

② 跟K1一樣用四個變壓器。
③跟 K 1一樣每聲道用四顆 A K M 

AK4497。
④價格比K1便宜70萬日圓。

建議
搭配任何擴大機或喇叭都可以。

出。到了2014年，推出第二代K-01X，

今年2018年又推出第三代K-01Xs。為何

會有Xs系列的誕生呢？因為汲取了旗

艦系列Grandioso的養分。

難以下筆

早二個月，我就寫過這個系列的

二哥K-03Xs，現在又寫K-01Xs，感覺

好像怪怪的。其實這是個「美麗的錯

誤」，本來K-03Xs是安排給別的編輯

寫的，因為沒有說清楚，主編就分配給

我，我也就帶回家聽了，並且寫出評

論。沒想到此間代理商說其實K-01Xs

才是要讓我寫的，既然如此，我當然還

是請他們送到我家。比較困難的是，上

次我聽K-03Xs時，就覺得很棒，而且

認為性價比肯定高過K-01Xs。現在要寫

K-01Xs，真的有點難以下筆，因為我聽

K-03Xs就已經覺得很好了，難道要把

K-01Xs捧上天嗎？話雖如此，K-01Xs

的售價比K-03Xs貴那麼多，一定有他貴

的道理，如果不是要追求性價比，而是

絕對值表現，您可以留意以下的敘述。

與K1相比
簡單的說，K-01Xs的雷射讀取系統

與Grandioso的P-1、K1相同，都是最頂

級的VRDS-NEO VMK-3.5-20S。而數位

類比轉換線路則承襲自Grandioso D-1。

至於電源供應，也跟Grandioso系列一

樣，以4個獨立變壓器供電。看到此

處，我相信您開始能夠感受到K-01Xs的

價值所在了：原來K-01Xs就是Grandioso

的變相降價版。沒錯，就是如此，您應

該拿K-01Xs來與Grandioso K-1 SACD唱

盤相比。以這個角度來看，您就會發現

K-01Xs物超所值所在了。

來，讓我們比較K1與K-01Xs的核

心設計：二者使用的雷射讀取系統都

是VRDS-NEO VMK-3.5-20S；二者所

使用的數位類比轉換都是每聲道八

Channels方式；二者都是用8個AKM 

AK4497解碼晶片；二者都用了四個環

型變壓器；二者的電源供應線路幾乎

一樣（K1每邊濾波電容多二個）；二

者的數位線路看起來也一樣。這麼說

來，到底K1與K-01Xs有哪個地方不一

樣？老實說機箱不一樣，還有數位類

比線路的「線路板」Layout不一樣，但

基本架構是一樣的。

連測試規格都相同

再來比比二者的規格，二者的

訊噪比都是120d B；二者的失真都

是0.0008%；二者的類比輸出大小

都一樣；二者的PCM與DSD相容規

格也都一樣是PCM 768kHz/32bit與

DSD22.5MHz，事實上K1剛推出時的規

格是384kHz/32bit與11.2MHz，現在可能

升級了；二者的石英震盪器都是大型

VCXO。看來只有重量不同，K1重33公

斤，而K-01Xs重31公斤。K1日本售價

230萬日圓，K-01Xs呢？160萬日圓。看

到此處，您不能否認K-01Xs是真正超值

吧？所有的配備都跟K1一樣，售價卻

便宜70萬日圓，這70萬日圓可能是購買

箱體的價差吧？

了解K-01Xs與旗艦系列K1的異同之

後，讓我們回頭來看K-01Xs吧！K-01Xs

的外觀跟K-03Xs一樣，厚實的箱體，

弧形的邊角，細緻的倒角線條，正面側

面頂蓋都看到螺絲，這是Esoteric多年

來一貫的做法，外觀辨識度很高，在眾

多CD唱盤中應該算是第一流的箱體作

工。面板中央是承盤抽屜與顯示窗，左

邊一個電源開關，一個Mode按鈕，右

邊則是六個操控按鈕。

來到背板，所有輸入輸出端子與

K-03Xs一樣，左右二邊是左右聲道的

類比輸出端子，RCA與XLR各一，中

央部分則有數位輸入區與數位輸出區。

數位輸入端子包括RCA同軸、AES/

EBU，USB以及TosLink光纖。而數位輸

出端子則僅有RCA同軸與AES/E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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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有一個外接時鐘端子。K-01Xs

是SACD唱盤，還備有那麼多數位輸入

輸出端子，顯然原廠對於把K-01Xs當作

一部數位類比轉換器使用也很有把握。 

選單設定都一樣

到底面板上的Mode要怎麼設定呢？

很簡單，只要輕按一下，就會進入第

一層選單，選擇輸入端子，包括USB、

光纖、XLR、SACD/CD等。假若您想

唱SACD或CD，就選在SACD/CD那

檔；假若您想唱音樂檔案，就選在USB

那檔，選USB時，請先到官網K-01Xs那

頁下載驅動程式，這樣才能透過K-01Xs

的USB傳送播放高解析音樂檔。K-01Xs

的USB介面可以接受DSD22.5MHz

或PCM 32/768的規格，應該是現階段最

高水準了，您不知道還要等多久才可能

出現真正原生錄音的32/768音樂檔，更

不要說原生DSD22.5MHz錄音。

如果將Mode鍵按住二秒鐘，就會

出現另外一層選單，此時就要利用面

板右邊的左右箭頭鍵來變換選單中的

設定。這一頁選單包括Dout（數位輸

出端子選擇，如果沒使用就關掉）、

Aout類比輸出端子選擇，此處的XLR

有三種可選，一種是Esoteric自家的

ESLA，這個端子是要跟他家其它擴大

機配套使用，XLR2則是美規、XLR3

則是歐規。UPC就是升頻選擇，看您

想升頻幾倍，或升成DSD也可以。這

套升頻線路是K-01Xs的特色之一，您

一定要試試看，到底哪種升頻是您覺

得聲音最適當的，如果不使用就太可

惜了。DSDF就是DSD數位濾波，只有

開或關二檔。APS就是自動節電，出廠

時設定在30分鐘，只要沒有訊號輸入

就轉入Standby狀態，您可以自己設定

節電時間。DPaoff就是顯示窗的燈光控

制。CLK就是外接時鐘。這些都是基

本設定，很容易的，可以依照自己的

需求而設定。

四個環形變壓器

打開頂蓋，可以發現K-01Xs箱體內

部分為上下二層，而每層又分為左右二

邊。上層是讀取系統、相關電源供應線

路、中央是數位處理線路，左右二邊則

是數位類比轉換線路。來到下層，可以

看到四個環形變壓器，以及搭配的濾波

電容。老實說，擁有四個一樣大環形變

壓器的機器並不多，一個供應給二聲道

類比輸出級，另外二個供應給左右聲道

DAC，最後一個供應給雷射讀取系統

與伺服線路、操控顯示數位處理相關線

路。如此一來各不相干，能夠達到最低

的雜訊干擾。在這方面K-03Xs就只有二

個變壓器，要統包所有的供電。

讓我們簡單看一下數位訊號進入

K-01Xs內部之後，是經過哪些處理步

驟。各種數位訊號進入內部之後，會被

大型VCXO石英震盪器（時脈）鎖住，

統一時基，接著經過升頻線路，看用家

選擇哪種升頻處理？或不升頻。接下來

數位訊號被送入DSP，用在K-01Xs身上

的DSP是35bit運算能力，用在K-03Xs的

是34bit運算能力。您可不要以為二者只

差1而已，這麼說好了，34bit運算能力

是24bit的1024倍，35bit則是24bit的2048

倍，您說二者相差多少？

總共8個DAC
經過數位處理之後的訊號才被送入

AKM AK4497 DAC晶片，這顆晶片是

32bit 2聲道專用，如果是K-03Xs，每聲

道使用二顆AK4497，以4個聲道來處理

成一個聲道；如果是K-01Xs，每聲道使

用四顆AK4497，以八個聲道來處理成

一個聲道。採用多個DAC晶片來處理

數位轉類比的好處是可以降低失真，不

過從規格上看，K-01Xs與K1、K-03Xs

的總諧波失真都是0.0008%，可能再低

也低不下去了，您知道小數點後面要擁

有3個0的失真有多難嗎？一般機器大概

只能有2個0而已。

經過數位類比轉換之後，來到類比

濾波線路，把高頻噪音濾除，接著進入

K-01Xs獨有的HCLD（High Current Line 

Driver）輸出緩衝級，此處使用的OP 

Amp又有不同，K-01Xs使用的是比較

高階的JRC雙OP Muses 02（一顆台幣

1千多元），而K-03Xs使用的是Muses 

8820，K1則使用更高階的Muses 03。

請注意，這個HCLD緩衝級其實是

搭配他家所謂ES-Link輸出端使用的，

這個輸出端借用XLR端子，假若您銜接

的是Esoteric的擴大機，就可以啟動這

個輸出，達成大電流輸出。如果不是接

自家擴大機，不能開啟這個輸出。

K-01X s內部使用的石英震盪器

是VCXO（Voltage-Controlled Crystal 

Oscillator），就算是Grandioso K1也是

使用這個石英震盪器。假若對這個石英

震盪器的精度還不滿意，當然還可以購

買Esoteric的外接時鐘來使用。

看過上述K-01Xs與K1、K-03Xs的細

部比較之後，我相信您已經可以找到

自己心目中的真命天子，以下我要來

說聽K-01Xs的感受了。聆聽的場所在

我家開放式大空間，搭配的擴大機聽

過幾套，喇叭也聽過幾套，最後還是以

我長期的參考系統ATC SCM100 ASL雙

主動式喇叭為定稿，前級則是Spectral 

DMC30SS。

密度高，形體凝聚

K-01Xs的聲音密度高，重量感相

當重，樂器形體凝聚，浮凸，實體感

很好，聽起來就有供電很足那種A類擴

大機的味道。如果以男人來做比喻，

K-01Xs就是肌肉紮實，跟你握手會讓您

覺得一股力量源源不斷傳過來那種。如

果以女人來做比喻，它就是線條浮凸，

身材健美那種美女。如果以雞來做比

喻，那麼K-01Xs就是放山雞，不是飼料

雞。它每唱出一句，都像是從丹田運勁

唱出來的，而不是捏著喉嚨唱的；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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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低頻，都是凝聚力強而且有重量

感的，不會是虛虛散散的；它的鋼琴觸

鍵是能夠感受到手指力道的，而非只有

蹦出幾個音符。

K-01Xs這種唱歌中氣飽滿的表現，

在聽一些老歌手或實力派歌手的演唱

時特別明顯。例如我聽Nat King Cole那

張1956年單聲道錄音「After Midnight」

時，就可以明顯感受到他的嗓音是有

厚度的，不過並不是虛胖的，因為嗓

音凝聚有丹田力道，這種厚度加上磁

性，就構成了他的迷人之處。換聽他

那張著名的「Very Thought of You」

時，雖然這張錄音聲音比較清爽明亮

些，但Nat King Cole的嗓音還是一樣有

厚度，有重量感，是中氣十足那種。

根據我多年聽音響的經驗，這種中氣

十足的歌唱表現大多跟電源供應充足

有關，如果電源供應只是一般般，歌

手原本渾厚飽滿的嗓音也會減輕力道

與重量。K-01Xs內部用了四個相當大

的環形變壓器，這絕對是好聲的關鍵

性設計。

細節輕鬆浮現

再來，K-01Xs的聲音細節非常輕鬆

就能夠浮現。像我聽上述那張「Very 

Thought of You」時，就感覺伴奏的管弦

樂細節特別多，音場的規模好像也大了

一些。或許有些人對於音場的規模大小

沒有什麼經驗，在此我可以這樣說：如

果錄音師原本泡製的音場寬深是100，

到了我們家裡，如果電源極性不一致、

喇叭擺位不正確、黑膠系統調教不正

確、音響器材本身不夠好，這些因素都

會把原本100的寬深音場變成60。如果

一樣一樣調整得當，音場的寬深就有

可能獲得90，至於怎麼樣才是100的音

場表現？老實說我沒有把握，因為沒聽

過原本錄音師所營造出來的100音場寬

深，所以不好說。總之，K-01Xs讓我聽

到的音場寬深是很棒的，音場內的細節

很自然浮現，堂音很清楚，如果說一般

數位訊源的音場寬深是60，那麼K-01Xs

至少也有80-90的表現力。

K-01Xs的解析力與層次感也特別

好，當我聽「巴霍巴利王」電影原聲帶

第一集時，音樂的勁道與重量感不僅

強，而且層次與解析都很好，不會有亂

成一團的感覺。不過也因為解析力高，

也可以聽出這張錄音其實混音加料很

多，如果要論樂器與人聲的音質表現，

嚴格說來談不上自然的美質，但透過

K-01Xs的再生，音樂的龐大衝擊性的確

會震撼到內心深處。有些數位訊源一樣

能夠展現出龐大的音場與氣勢，但在重

量感上可能就沒有K-01Xs那麼好。

有立體感

K-01Xs的小提琴、鋼琴、大提琴是

屬於木頭味比較重的那種，不是清淡

型。例如我聽台灣菁英藝術家三重奏團

的那張「薪傳」，馬上就感受到K-01Xs

所唱出來的音畫屬於油畫，而非水彩。

油畫跟水彩的差別並不在於顏色，而是

在於厚度與立體浮凸感，還有黏稠度，

K-01Xs唱起這張小提琴、大提琴、鋼

琴三重奏時，可以感覺到樂器的形體更

浮凸更3D、聲音的厚度更厚，而且散

發出黏稠度，不是單薄輕輕的聲音。

K-01Xs的小提琴聽起來圓潤又溫暖，即

使拉到很高的把位也不會飆出來，而且

K-01Xs的箱體作工是第一流的，超厚的面板與側板，還
有頂蓋構成銅牆鐵壁，連底板也厚達5mm，加上底下三
個專利避振腳，使得空氣中的振動很難進入機箱內。

從K-01Xs的背板中，可以看出內部線路是左右聲道獨立
分開的，因為類比輸出是分置左右二側的，中央則是數

位輸入輸出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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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能夠聽出木頭味。至於大提琴，那

嗯嗯的鼻音聽起來很舒服，隨時可以感

受到弓弦所引起的細微空氣振動。

用K-01Xs聽鋼琴很過癮，當我聽林

冠廷所演奏的李斯特「12首超技練習

曲」時，我的耳朵簡直就好像是麥克

風，近距離接收到鋼琴琴弦振動所發出

的聲音，那些不斷湧出的音粒一顆顆都

是可以感受到重量感的，是凝聚的，就

好像凝氣成形，而非一顆顆只是空氣而

已。通常，如果相位失真越高，音像就

越無法凝聚，而K-01Xs對音像的凝聚力

特別好，不僅是鋼琴，其他樂器亦然。

大編制解析強

很久沒聽卡拉揚指揮的貝多芬「第

九號交響曲」，這次又找出來聽。從第

一樂章開始，K-01Xs給我的感受就異於

以往，以前聽那些細微的演奏時，聲音

很細緻沒錯，不過沒有這次K-01Xs那麼

有演奏的質感。換句話說，以前聽時，

就好像是畫在紙上的畫，沒有加上陰

影，看起來是很細緻，但沒有真實感。

而這次用K-01Xs聽，就好像畫上加了

適當的光影，讓那些線條產生3D感，

整個話就變得真實了。而當演奏到強勁

時，K-01Xs一點都不亂，能夠顯出音場

中一層層的樂器位置。也由於層層之間

是有空間感的，使得整個音場拉得更深

更寬。而到了合唱時，更能感受到比以

前更清楚，雖然無法知道合唱團有多少

人，但至少已經感受到合唱團是有層次

的。K-01Xs這種對大型管弦樂團的解析

力與層次感真的會讓人豎起耳朵，因為

很明顯的感受跟以前不同。

隨手找出也是很久沒聽的孔德拉辛

指揮維也納愛樂的德弗札克「第九號交

響曲」。這個版本也是動態範圍超大的

版本，從第一樂章的細如髮絲一直到第

四樂章的澎湃洶湧，簡直就好像從陽明

山的文化大學一路爬到七星山頂。這次

用K-01Xs來聽，感覺非常新鮮，動態範

圍比印象中還要大，細節浮現得更多，

音質也比印象中還好，最厲害的是第四

樂章高潮時K-01Xs所顯出的厚重紮實與

清楚的管弦樂層次。K-01Xs的類比輸出

並沒有比一般CD唱盤還高，但是湧現

出來的力道就是紮實，尤其低音弦樂部

聽起來比以前更清楚，細微的弓弦震顫

波動更明顯。

最後來聽Patricia Barber的「Café 

Blue」，以前聽這張SACD時，感覺仙

氣十足，清澈透明飄渺，現在用K-01Xs

聽起來，一樣清澈透明，不過會飄的

仙氣少了些，取而代之的是更好的實

體感，Patricia Barber的嗓音一樣帶有磁

性，不過聽起來更有肉味一些。而那錄

音師特別泡製的仙氣飄渺音場也更清

楚。請注意，K-01Xs的更清楚是陰柔的

清楚，而非白熱的清楚。

沒理由不掛頭牌

Esoteric K-01Xs的聲音表現到底有沒

有比K-03Xs好？我可以大聲的回答肯

定有。到底能不能跟K1 PK？很難說，

不過我實在看不出K1會比K-01Xs好多

少？K-01Xs的箱體作工是第一流的，雷

射讀取系統是第一流的，電源供應是第

一流的，每聲道用了四個DAC晶片也

是第一流的，聲音表現當然也是第一流

的。除了售價不是最昂貴之外，我找不

出有什麼理由不能讓它掛頭牌。  

02

K-01Xs內部分為二層，上層是機械讀取系統、正中央是數位處理線路，
左右二邊則是數位類比轉換與類比輸出級。

K-01Xs的下層是電源供應，四個環形變壓器帶有自己的濾波電容，這是
好聲之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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