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ilson Audio  
Sasha Series 2
我去採訪過Wilson Audio二次，對於他們研發製造喇叭的嚴謹態度有很深的體會。成立公司40年
來，他們不斷的致力於諸多細節的關注與改進，而每次的升級或改換型號都可感受到真正有端出

牛肉，而非為了漲價虛晃一招。其中，從WATT/Puppy演化而來的Sasha更足以代表他家這種鍥而不
捨、為求盡善盡美的精神。

文｜劉漢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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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記得2014年CES時，Wilson 

Audio突然展出其紀念40週

年而推出的Sasha Series 2

嗎？當我第一眼看到它時，直覺的感

覺它長得越來越像Alexia了，簡直就是

小一號的Alexia。當時在現場只有拍

照，但沒有發出聲音，所以我並不知

道這Sasha第二代的聲音能夠達到什麼

程度？

全面提升的第二代

2014年6月3日，當我第一次在高雄

創世紀音響聽到Sasha第二代所發出的

聲音時，心裡對Wilson Audio研發人員

的敬意馬上又多了好幾分。為什麼？

因為我聽到的是充滿創世紀音響室的

聲音，這間音響室不小，但體積不大

的Sasha Series 2所發出的聲音卻是那麼

的寬廣、龐大、雄壯。老實說，如果

我閉著眼睛，你說正在唱歌的是Alexia

我也信。Sasha Series 2並非只是改個型

號、換個單體、箱體增大些、外型稍

微改些而已，它真正做到全面提升的

地步。

表面上，Sasha第二代只不過不再使

用內凹鈦高音，而改採XLF等已經在用

的CST（Convergent Synergy Tweeter）

絲質軟凸盆高音單體。為了搭配這個高

音單體，高音／中音箱體也做了改變，

原本一個斜面的高中音箱體改成二個斜

面。為了因應這項改變，高中音箱體的

側面造型也改了，箱體的長寬高也增大

了一點。再來就是背面，那個高中音

箱體後面多了跟Alexia一樣的高音投射

角度調整，調整階度是20個（說明書有

詳細的調整說明，第一代只有四階），

可以精確的把高音聚焦在聆聽者耳裡。

您看，Sasha Series 2是不是越來越像

Alexia了？

為了因應高音單體的改變，Sasha

第二代的高音面板採用X材料，中音面

板採用S材料，低音箱體採用X材料。

為何只有中音面板採用S材料呢？這是

經過多次實驗量測的結果。實際上，

整個Sasha Serids 2的箱體振動經過改良

後，已經比第一代降低30%左右，這是

相當大的進步。至於內部分音器當然

也因為使用不同的高音單體之後而有

所調整，不過Wilson Audio一貫對分音

器的詳情是秘而不宣的，我們就不必

追問了。在此我可以說：Wilson Audio

每次改型都會端出牛肉，這次的牛肉

特別大塊。

從WATT開始
或許有些讀者對於Sasha的演進歷史

有興趣，就讓我在這裡簡單說一段故事

吧！我們都知道，Wilson Audio第一對

喇叭並不是WATT/Puppy，而是WAMM

（Wilson Audio Modular Monitor）。這

是一對以Dahlquist DQ-10，加上ESR靜

電高音喇叭，以及Bruan小Monitor所組

成的怪喇叭，原本只是老闆Dave Wilson

自家的創意而已，就如許多DIY迷一

般，也沒想要商業化銷售，純粹自己享

受。沒想到1981年Dave Wilson將這對喇

叭拿到北加州Garland Audio音響店發表

時，竟然賣出二對。其中一對的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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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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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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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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器材
訊源：emmLabs CDSA SE 
擴大機：Gryphon Athena前級 

Gryphon Antileon Signature後級

Wilson Audio Sasha Series 2

類型
三音路四單體落地低音反射式
喇叭

推出時間 2014年

單體 
1吋軟凸盆高音單體×1     
7吋紙盆中音單體×1     
18吋低音單體×2

頻寬 20Hz-27kHz+/-3dB

靈敏度 92dB

分頻點 250Hz/2,000Hz

平均阻抗 4歐姆

外觀尺寸
（WHD） 1146.1×355.6×562.4mm

重量 93.89公斤（一支）

參考售價 1,500,000元

進口總代理  鴻機（02-2741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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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Peter McGrath，當時他是邁阿密一家

音響店老闆，後來成了著名的錄音師，

也是日後Wilson Audio在美國國內的行

銷經理，一直到今年一月我在CES碰到

他，依然是這個頭銜。WAMM號稱到

府服務，只要你買，Dave Wilson就親

自到府安裝調聲，成為當時罕見的行

銷手法。

WATT（Wilson Audio Tiny Tots）是

他家第二個產品，這是一對金字塔形

狀的小書架喇叭，當年Dave Wilson開

發這對喇叭，主要是用來自己錄音時

鑑聽用的，因為WAMM這麼個大傢伙

不可能拿到錄音現場，他需要便於攜

帶但是又夠精準的鑑聽喇叭，所以才

做出WATT。到底WATT這個名字怎麼

來的呢？Tiny Tots是Dave小孩唸的幼稚

園名稱，他覺得這個名字有趣，就用

它來命名這對喇叭。本來這對WATT是

非賣品，但是Dave太太建議他拿出去

賣，在1985年時，這對喇叭開價4,500

美元，沒想到竟然大受歡迎，就此奠定

了Wilson Audio日後發展的基礎。

當年的WATT雖然好，但總是缺了

雄厚的低頻基礎，許多用家拿當時很

有名的Entec SW-5或 L2-F20超低音來

搭配，沒想到也很搭，就這樣流行起

WATT搭配Entec超低音使用的風潮。在

當年，台灣有賣WATT，也有賣Entec超

低音，只要是年紀60歲左右的音響迷

都曾經歷過那段WATT搭配Entec超低

音的日子。現在，Entec L2-F20超低音

在網路上還可以看到二手貨，賣價不

到1,000美元，回想當年大家風靡的往

事，真是不勝唏噓啊！

終於搭配Puppy
眼看著E n t e c大賺超低音錢，自

家少賺很多，這當然不是辦法，

Wilson Audio終於在1989年推出與

WATT搭配的超低音Puppy，就此奠定

了WATT/Puppy的完整架構。當年推

出Puppy時，WATT也已經進入第二代

（編號515）。這套完整架構從第一代

一直演進到第八代，進入第九代時才

被Sasha取代（2009年）。不過，為了

強調Sasha源自於WATT Puppy，Sasha

完整的型號其實是Sasha W/P。有關

WATT/Puppy的各代演進，讀者不妨進

入普洛影音網，詳閱網路主編陶忠豪的

文章：「Wilson Audio Sasha 2發表，兼

談WATT/Puppy歷史大事記」

WATT/Puppy自從成套推出以來，

就一直是他家最暢銷的機種，根據

Wilson Audio的紀錄，到了第五代時已

經到了5,601，這意謂著已經賣出5,601

對。第六代時編號標到9,627，第七代

編號11,867，第八代時到了14,671。這

樣的價錢能夠賣出一萬多對，這在Hi 

End喇叭廠家中應該是少見的，可見

WATT/Puppy在音響迷心目中的地位，

也難怪Sasha要延續W/P的型號傳承。

現在，Wilson Audio Sasha Series 2就

站在我的眼前，仔細端詳，頂上還貼著

40週年（1974-2014）紀念的貼紙，一

家喇叭廠能夠歷經40年還充滿活力，真

是不簡單啊！為了要讓Sasha Series 2發

出好聲，創世紀老闆阿彬說他已經讓它

唱了二個星期，已經漸入佳境了。這

麼多年評論器材，幾乎都是遇上新開箱

的，評論員不可能有時間跟用家一般，

唱上一個月再來認真聽，只能抓緊時間

邊Run邊聽。可以這麼說：評論員在寫

器材評論時，聽到的是該器材的潛力，

寫的也是潛力評估。用家買回之後，經

過仔細搭配與調聲，應該都能發出比評

論員所聽到更好的聲音才對。

與眾不同的1吋7吋8吋搭配
如果我這樣的看法能被大家接受，

那麼Sasha Series 2的真正實力應該會更

令人驚訝。為什麼？因為當天我所聽

到的聲音就已經夠讓我吃驚了，這麼

一對體積不大的喇叭，竟然能夠發出

那麼龐大的音樂規模感，而且下盤還

非常穩固雄厚，唱什麼類型的音樂都

參考軟體
Anne Bisson新推出的「Tales From The 
Tree tops」聽起來跟2009年那張「B lue 
Mind」一樣迷人。在2011年，她還曾出版
過「Portraits & Perfumes」，這張我就沒寫
過了。她從小就學鋼琴，1984年還曾經得過
Etoiles Du Maurier獎，所以片中的鋼琴伴奏
都是她自己彈的。不僅鋼琴彈得好，她還自

己作曲，可說典型音樂才女一個。這張CD錄
音跟「Blue Mind」一樣傑出，也一樣好聽。
（CAMCD 4335，Joy Audio）。

焦點
① 從第一代升級到第二代，端出大塊牛
肉，不僅高音單體改為跟XLF一樣的
CST軟凸盆單體，高中音箱體也從一個
單一斜面改為二個斜面，高頻聚焦更精

準。背後的高音角度調整也從原本的4
階改為20階，使得定位更精確。再來高
中音箱體側面造型也改過，箱體也更大

一點。

② 動態範圍寬廣，從最細微的聲音到最強
大的低頻都能清楚展現，不會崩潰。

③ 個性中性，音色辨識能力強，同時兼具
中性與自然之美。

④ 性價比高，值得購買。

建議
① 雖然規格上靈敏度92dB，但最好還是
搭配大功率晶體機，這樣才能獲得最佳

的低頻控制力與寬廣的動態範圍。

② 喇叭投射角度與高音的聚焦角度要仔細
調整，才可獲得最浮凸的定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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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飽滿。此外，即使音量開大，高頻

段也不會覺得聒耳，明顯的甜味與溫

潤的成分增加了。

為什麼第一次聽Sasha Series 2就有

驚艷的感覺呢？仔細分析其原因，那

個CST軟凸盆高音單體與7吋紙盆中音

單體的「相互扶持」應該是重要的因

素。以前Wilson Audio一直使用著Focal

鈦合金凹盆高音單體，那也是著眼於要

跟SEAS中音單體搭配之故。事實上，

從一開始，WATT就使用了1吋凹盆高

音單體與7吋中低音單體，二者的分頻

點設在3.7kHz，這意謂著要讓中音單體

承擔大部分樂器的基音，高音單體只不

過是負責樂器泛音而已。幾年前Dave 

Wilson跟太座去了一趟維也納，聽過幾

場音樂會之後突然驚覺，自家的喇叭所

發出的聲音跟現場還是有所差距。經過

與協力喇叭單體廠的討論研發，做出目

前使用在每個型號上的7吋紙盆中音單

體，這才讓Dave找到在音樂廳聽音樂的

感覺。

由於這個新的7吋紙盆中音單體的

特性與以前的高音單體特性不搭，驅使

Wilson Audio重新找尋能夠與之搭配的

高音單體，這才會有目前這個CST軟凸

盆單體的誕生。

第一次使用軟凸盆高音單體

其實軟凸盆高音單體早已存在市場

幾十年，Wilson Audio不可能不知道，

也不可能沒有拿來嘗試過，只不過以

前Wilson Audio有他想要的聲音特質，

而軟凸盆高音單體在當時不合他們的需

求，所以一直沒有使用。這麼說來，是

這個新的7吋中音單體改變了一切？沒

錯！不知您有沒有留意到，市面上三音

路設計的喇叭很少使用7吋中音單體，

大部分都在4-6吋之間，用了6吋中音單

體已經算大了。為何Wilson Audio長期

以來要選用7吋單體呢？我猜是因為唯

有7吋單體才能夠再生出夠豐富夠寬廣

夠飽滿的中頻段，而這中頻段正是各種

樂器與人聲出現最頻繁之處。

問題是，7吋中音單體的性能必須

非常好，它的高端頻率響應要能夠往上

延伸、反應要夠靈敏才行，否則就必須

另找低端頻域能夠再往下延伸的高音

單體。最早WATT的7吋中音單體可以

延伸到3.5kHz，這已經是非常高的頻域

了。我不知道目前Sasha Series 2的高、

中音單體分頻點設在哪裡，但我猜應

該比一般三音路喇叭的分頻點還低，也

比原來WATT還低，否則就不需要捨原

本的鈦合金高音單體而另尋CST單體。

Wilson Audio應該是一方面研發能夠發

出豐潤中頻的7吋單體，另一方面也發

展能夠發出更低頻域的高音單體，二相

搭配之下才能達到他家對中頻段的需

求。至於為何一直採用紙盆中音單體？

我採訪過許多喇叭設計者，他們的說法

幾乎都一樣：紙盆單體在音色上有其特

殊之處，再生小提琴、鋼琴與人聲特別

好聽。

二個8吋低音單體的妙處
Sasha Series 2底下的低音箱從第一

代Puppy以來，就使用二個Dynaudio 8吋

低音單體，一直到Dynaudio不賣單體為

止。您有沒有注意到7吋中音單體與8吋

低音單體的尺寸只差1吋而已？很少看

到這樣設計的三音路喇叭。為何Wilson 

Audio要這樣設計呢？根據當年Dave的

說法，設計Puppy箱體時事先設定寬度

不能超過WATT，既然有這個大前提，

←外觀
Sasha Series 2與前一代最大
的不同在於改用CST軟凸盆單
體，這個單體跟底下那個7吋
紙盆中音單體形成最佳搭配。

→側面
第一代Sasha的高中音箱體側
面是單一斜面的，而第二代則

改為二個斜面，使得高音單體

的投射角度更為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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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音單體最大就只能採用8吋。8吋的低

音單體有什麼好處？因為錐盆面積不

大、振膜質量一定比較低，所以動作非

常靈敏！而採用2個8吋當然是要讓低音

域由二個單體來分擔，可以提高承受能

力與降低失真。大家對WATT/Puppy的

評語一直都是動態範圍大、低頻控制力

強，解析力高，這就是二個8吋低音單

體的巧妙之處啊！

分音器秘密不外露

Wilson Audio的分音器一直是他家秘

密，我二次去原廠採訪，看到的都是用

黑色環氧樹脂封起來的「分音磚塊」，

無法一探內部究竟。我查到的WATT 3

分頻點是3.7kHz，而當時的中音尺寸

標示6.5吋，實際上應該也是7吋。至

於Puppy 2的低音使用的是二個7.5吋

（應該就是現在的8吋），負責頻域大

約是30Hz-130Hz。老實說3.7kHz的分頻

點非常高，這意謂著那個7吋單體的高

端頻域能夠達到3.7kHz，如果當年記載

的規格無誤，這個7吋中音單體的頻域

涵蓋130Hz-3.7kHz，幾乎涵蓋大部分人

聲與樂器經常出現的範圍，這代表當年

在設計WATT時，就已經打算要讓中音

單體負責大部分頻域，那個高音單體只

是負責樂器泛音而已。

經過這麼多代的演進，Sasha Series 

2的分頻點應該調整過了，但精確的

資料我並沒有。到底分音器使用什麼

元件呢？根據Wilson Audio自己在以前

WATT/Puppy說明書中所言，電容器採

用的是音響級的Propylene電容，電感是

採用OFC線繞製的空氣芯電感，內部

使用的線材是「Time Coherent Wire」，

這種線材不是MIT就是Transparent。比

較特別的是他家強調元件的誤差低於

0.1%，這就太厲害了。

全面襲來的聲音

把Sasha Series 2的一切交代清楚

之後，讓我們開始聽它吧！當天搭

配的前級是Gryphon Athena，後級是

Gryphon Antileon Signature，數位訊源

是emmLabs CDSA SE SACD唱盤。現

場的擴大機跟數位訊源我都熟，喇叭

應該也熟，至少第一代我聽過。可

是，當我播放STS Digital錄音室的那

張「Siltech 1」第一首「頑皮豹」時，

心中真的充滿驚奇，因為我聽到的是

「全面襲來」的聲音，就好像高高的

排浪撲天蓋地湧來一般。音場是那麼

的寬廣與寬鬆，聲音是那麼的雄壯，

內中樂器的解析是那麼的清楚，低頻

音粒是那麼的凝聚，而且往下延伸的

軌跡一點都不模糊，那敲擊的鐘琴

打擊點一顆顆浮凸在空氣之上，傳入

耳朵的是來不及分辨的眾多管樂器演

奏，但此時耳朵卻一點都沒有壓力，

也不會聒耳。老實說，光是這第一首

「頑皮豹」就幾乎已經把Sasha Series 2

的各種性能完整的交代清楚。

來到第二首，那低頻竟然那麼的

飽滿，而且收束快，簡直就像個大水

球。而男歌手的嗓音表現出很美的

磁性，而且又那麼的寬廣，還帶著溫

柔。等電子弦樂出現時，那大片的弦

樂軟軟的鋪在底部，上面有左右不同

位置飛奔的電子樂器高音，營造出生

動的左右定位，更美的是整體音樂寬

鬆龐大。來到第三首，鋼弦吉他的伴

奏也是寬鬆的，女歌手的嗓音清甜靈

巧又寬鬆，等到低頻出現，又是一顆

顆如水球般那種軟Q又凝聚的音響效

果。從鋼弦吉他、女歌手嗓音一直往

下到低頻音粒，在在都那麼的美，這

不正是Sasha Series 2的高、中、低頻表

現力的寫照嗎？

第四首是Nat King Cole的Sunny Get 

Blue，由於錄音的關係，他的唇齒音比

較突出，但也不會噪耳。而那弦樂群軟

軟綿綿細細緻緻厚厚鬆鬆的，真是太美

了。第五首Wies Ingwersen的Wailin Wall

除了女歌手嗓音甜美之外，那低頻形體

一顆顆清楚異常，而且是漲得飽飽的，

彈性十足的，這又是很美的低頻音響效

果。這是量感足、控制力佳、往下延

伸夠的低頻表現，毫無疑問這是Sasha 

Series 2的強項之一。此外，那鐘琴溫柔

敲打出來的音粒也是形體感清晰的漂浮

在空氣中，這也體現了Sasha Series 2中

高頻段的美感。第六首又是鋼弦吉他與

迷人的Bass起頭，光是聽那一顆顆紮實

又龐大又帶著彈性的低頻，就讓人渾身

舒暢，好像吃得飽飽的大字一伸躺在沙

發吹冷氣那種享受。

←高中音箱體
為了因應高音單體的投射角度，高中音箱體的

側面造型也做了改變。

↓高音調整
Sasha Series 2的高音可以做20階的細微角度調
整，上一代只能做四階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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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頻控制收放很好

這張「Siltech 1」聽過，Sasha Series 

2的高、中、低頻段表現與美處已經顯

出十之八九，我感受到的高、中、低頻

銜接更圓順，更完整，以往稍帶剛性的

高頻段柔軟度增加，中頻段人聲的寬厚

清晰兼具，能夠顯出不同嗓音的不同

寬厚高亢或甜潤，辨識能力更強。而

低頻段的表現一直是WATT/Puppy的強

項，Sasha Series 2也不例外，動態範圍

寬廣，承受大功率能力強，不容易崩

潰，而且低頻解析力高。

接下來我聽Yarlung Records那張

David Howard所演奏的「單簧管二重

奏、三重奏、五重奏等」（78874）。

一單簧管從低音階一路往上吹到高音

階，聲音圓潤甜美有水分不說，管狀氣

柱浮凸，演奏者手指按鍵的細微雜音與

吹氣吸氣的感覺都很真實。而鋼琴琴鍵

的彈性也可以聽得分明，好像可以看到

踏瓣壓放琴弦一般。從單簧管與鋼琴的

音質音色表現中，我可以感受到Sasha 

Series 2的音質表現真的越來越好，音

色則是中性帶點暖。再來，鋼琴的觸鍵

鏗鏘感覺實體，琴弦振動的泛音豐富，

但鋼琴並不會過份龐大，這說明Sasha 

Series 2除了細節很多之外，低音收放控

制得很好，不會產生多餘低頻，造就鋼

琴過於龐大的錯誤。

第二首加入小提琴，此時的小提琴

清麗凝聚，線條刻畫深而清楚，但又不

失委婉軟質。而單簧管與鋼琴同樣維

持該有的形體，圓潤的管狀氣柱體現

了Sasha Series 2中頻段的豐潤，但卻不

會過度。就跟鋼琴的低音鍵一樣，形體

該多大就多大，完全再生錄音時的模

樣，不會自己刻意膨脹放大。在這首曲

子中，小提琴、單簧管、鋼琴低音鍵也

剛好代表Sasha Series 2的高中低頻段，

當那三條旋律交叉盤旋時，音響效果真

是美啊！

由於是現場錄音，音樂廳中觀眾的

咳嗽聲營造出非常大的空間感，這又再

度體現Sasha Series 2細節豐富的特性。

有些人可能誤以為細節只存在於高頻

段，事實上能夠讓我們感受到真實空間

感的細節更多是存在於中頻段與低頻

段，讀者不可不察。

什麼進就什麼出，很少加料

接下來聽Marten Record ings的

「Supreme Sessions 1」。第一首女歌手

嗓音一出，會讓人有在現場聽沒透過麥

克風聲音的錯覺，因為平常加在錄音中

的那些香精色素通通不見了。接下來

Bass的扣彈與鋼弦吉他也有如沒透過麥

克風一般那麼的直接。而第二首的薩克

斯風跟套鼓的真實感更是讓人直呼過

癮，透過Sasha Series 2的再生，錄音時

有沒有加料一覽無遺，不！應該說一聽

就能清楚分辨。這說明了什麼？說明

你餵Sasha Series 2吃什麼？他就吐出什

麼，自己很少加料。

一路聽下去，Sasha Series 2所展現

的直接無隱與中性特質不斷出現，那收

束快又帶著彈性的腳踩大鼓噗噗聲，那

硬調的Bass扣彈聲，那鋼弦吉他的手指

滑動雜音，再再都是那麼的直接。來到

第十軌「死與少女弦樂四重奏」，弦樂

的直接又嚇了我一跳，真的就像站在四

重奏團旁邊聽演奏，沒有多餘的弦樂尾

音，沒有加上去的味精甜味，耳中聽到

的都是這四把琴的原味。此時突然感

覺Sasha Series 2的樂器形體大小特別的

真實，沒有誇張，沒有膨脹。這跟我聽

「頑皮豹」時的寬廣龐大音樂規模感真

的是強烈的對比，其實這種該小就小、

該大就大的音場表現充分體現了Sasha 

Series 2的中性、傳真特質。

能分辨各種化妝

接下來聽Dynaudio新出版的測試片

「Kissed By A Song」。第一首女歌手

深深吸一口氣開始唱歌，馬上套鼓跟

01. 整個Sasha Series 2的體積比
上一代要大一點，不過肉眼看

不出來，高、中音網罩也分成

二塊。

02. 高雄創世紀音響聆聽室全景。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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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s跟上，很明顯的我又聽到加了味精

色素的錄音，但我必須說加得真好，這

是每個人都會喜歡的，就好像加了香精

的杏仁粉，聞起來那麼香，沖泡起來那

麼柔潤好喝，讓人不願面對那是假的的

事實。第二首的慵懶女聲以及溫潤的鋼

琴、龐大的弦樂伴奏又讓人沈浸在高明

的美妝中，世上少有麗質天生的美女，

我們現在所建立的美女標準其實都是巧

妙的化妝術下產生的。Sasha Series 2讓

我們享受到這種化妝後的美女，但也清

楚告訴我這不是麗質天生的，這就是它

的真假辨識能力，也是樂器音色的辨識

能力。

連續幾張流行音樂之後，我拿出

EMI那張「Simply Sarah」，為的是測

試小提琴與鋼琴的寬鬆程度。一般較差

的系統會把這張CD的小提琴唱成尖銳

緊繃，鋼琴則是光澤甜味與水分不夠，

入耳的會是單薄尖銳的聲音。而Sasha 

Series 2呢？小提琴聲音線條圓潤，拉到

高把位也不緊繃，琴音的光澤甜味與水

分都很足。而鋼琴的音粒凝聚不鬆散，

觸鍵鏗鏘有力，形體不會過於龐大，其

比例跟我們在音樂會現場所聽者接近。

可以這麼說，無論是小提琴或鋼琴都是

高度傳真又具有自然美感的表現。

再來是Tacet那張「What About This, 

Mr. Paganini?」。當第八軌溫柔溫潤甜

美又細緻委婉的小提琴一出，真的會

讓人覺得Sasha Series 2是千面女郎，原

本錄音是什麼面貌，它就忠實的呈現

出來。此處的小提琴委婉美感與鋼琴豐

富的低音弦振泛音會讓人誤以為Sasha 

Series 2一直就是這麼的溫柔。

既高度傳真又美感盡顯

當我播放Esoteric那張柴可夫斯基

「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Glazunov

「A小調小提琴協奏曲」（Abbado指

揮柏林愛樂，Maxim Vengerov小提琴）

時，龐大的管弦樂氣勢又回來了，而小

提琴的委婉溫柔、充滿纖毛的擦弦質

感更不用說，Sasha Series 2此時顯出既

高度傳真又美感盡顯的特質。還記得

Wilson Audio更改中音與高音單體的初

衷嗎？不就是想要展現更接近現場音樂

會的感覺嗎？毫無疑問，Sasha Series 2

做到了。

再來一張鋼琴協奏曲吧，我挑的是

Zimerman自己指揮演奏的蕭邦「第二號

鋼琴協奏曲」（DG 289 463 563-2）。

前奏開始，Sasha Series 2就呈現出龐大

的管弦樂規模，此時弦樂的絲絲縷縷清

楚異常，管弦樂內聲部的木管銅管旋律

進行也能清楚浮現，尤其木管的和聲

真是美極了。從這段管弦樂中，可以聽

出Sasha Series 2在各頻段的音量平衡性

很好，都是飽滿的，沒有貧弱不足的感

覺。等到鋼琴突然彈出那強勁的一擊，

更讓人感受到那琴鍵的觸鍵紮實感覺。

接下來鋼琴的演奏力度有如狂暴的颱風

不斷拍打著琴鍵，Sasha Series 2都能夠

清晰帶過，而且演奏者運指力度的強弱

變化很清楚，顯然Sasha Series 2的細微

強弱對比與龐大的強弱對比都表現得很

好，使得整體音樂的動態範圍表現到一

個寬廣的極致。

最後我還是以「音響論壇」300期

紀念那張「DG黃金錄音精華」來做最

後的總體驗收。這張CD雖然具有測試

目的，但Sasha Series 2卻聽不到一絲卡

關，每首曲子都是輕鬆掠過。小提琴

的光澤豐富、線條飽滿，大提琴寬鬆

帶著黏滯感與漂亮的鼻音，人聲更是

飽滿有勁，鋼琴的音粒晶瑩、木頭味

足，任何一項「音響二十要」都難不

倒它。整張聽過，我認為Sasha Series 2

那個軟凸盆高音單體與7吋中音單體除

了讓音樂更為和諧之外，同時也更添

幾分光澤與甜味。

性價比真的無敵

認識Wilson Audio老闆Dave Wilson

多年，對他實事求是的精神五體投地

的佩服。光是一個箱體，他們就可以

持續幾十年做研究，為的就是做出共

振最低的箱體。而近年來對單體的研

究也不遺餘力，以至於造就出全面提

升的成果。就我這次聽Sasha Series 2的

經驗，真擔心上一級的Alexia銷路會受

到它的影響。毫無疑問，經過這麼多

年的市場考驗，Sasha Series 2仍然會是

他家銷路最好的型號，因為它的性價

比真的無敵啊！

03. 當天搭配的數位訊源emmLabs CDSA SE SACD唱盤。
04. Gryphon Athena前級擴大機。
05. Gryphon Antileon Signature立體聲後級擴大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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