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ryphon Ethos 
自從Gryphon的創辦人Flemming Erik Rasmussen宣布退休之後，大家都睜大眼睛在看這家公司以後會怎麼改變？退休之後
第一件推出的產品Ethos CD唱盤更是大家討論的焦點。果然，這部CD唱盤雖然造型顛覆以往的方形，而是三角形，但其
精工打造的精神沒有改變，讓大家鬆了一口氣。其實，Flemming雖然已經退休，但Gryphon產品的造型設計還是由他來
操刀。

文｜劉漢盛

從現在開始就已經是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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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8年5月慕尼黑音響展時，

音響界接到一個消息，

Gryphon的創辦人Flemming Erik 

Rasmussen宣布退休，公司CEO由曾在

B&O工作將近20年、奧地利C Seed影音

公司擔任過總裁的Jakob Odgaard擔任。

B&O這家廠大家都知道，而C Seed也很

著名，2021年剛宣布要推出全世界第一

部可折疊的165吋Micro LED電視。從這

二份主要資歷來看，Jakob Odgaard絕對

不是吃素的。很快的，2018年8月，新

任總裁Jakob Odgaard就帶著當時最新前

級Zena與最新唱放Sonett來到台灣，一

方面來拜碼頭，另一方面介紹新產品。

大膽造型設計

2 0 1 9年 5月慕尼黑音響展時，

Gryphon推出造型跟以前產品完全不同

的三角形機體CD唱盤Ethos，這部造型

與眾不同的CD唱盤馬上引起音響界騷

動，一方面是因為造型大幅突破，另一

方面則是大家好奇這樣的造型到底是誰

設計的？難道Flemming一退休造型設計

馬上就換人嗎？根據此間代理商詢問原

廠的正解，Ethos的造型仍然是Flemming

設計的，他雖然已經退休，不須去上

班，但還是負責產品外觀的設計。至於

產品內部的線路設計也是由原本的總工

程師Tom Møller率領設計團隊負責，沒

有改變。

或許有些音響迷會覺得Ethos的三

角形機體設計完全顛覆以往的方正造

型，而懷疑到底是不是Flemming所設

計？其實不然，您可能忘了，早在1991

年DM100後級面板上的電源開關，

以及1994年Elektra前級的音量旋鈕，

Flemming就已經使用三角形設計。現在

Ethos採用三角形機體應該也是Flemming

心中30年不輟的心情連結啊！

滿足高端需求

或許也有人會懷疑，在串流音樂

已經佔音樂工業總營業額達83%（美

國RIAA統計）的今天，廠方推出CD唱

盤難道不怕賣不出去嗎？的確，目前市

面上想要找到一部中價位、低價位的

CD唱盤的確不容易，許多年輕人甚至

沒有聽過CD。然而，這不代表CD唱盤

完全沒有市場。想想看，每個人手上那

麼多的CD片，難道通通要丟棄嗎？雖

然串流音樂當道，但實體CD與黑膠還

是有音響迷在收藏，Ethos針對的並非

普及大眾的市場，而是鎖定高端需求的

音響迷，只要金字塔頂端的需求還在，

Ethos就有其市場。

首創CD唱盤升頻處理
說起Gryphon的CD唱盤歷史，就

要回溯到1998年Gryphon的副牌Tabu 

C D P-1，這是全球第一部擁有升頻

（88.2kHz）處理的CD唱盤。2001年，

Gryphon接著推出Adagio CD唱盤，升

頻提高為24bit/96kHz  2003年Gryphon推

出Mikado，這是他家第一部上掀式CD

唱盤，同時升頻也提高到32bit/192kHz

（Signature）。Mikado一直生產到2013

參考器材
擴大機：Gryphon Essence Preamplifier
                Gryphon Essence Stereo
                Spectral DMC 30 SS
喇叭：Gryphon Pantheon
            ATC SCM100 ASL雙主動式
線材：Gryphon Vanta喇叭線
            Gryphon Vanta電源線
            Gryphon VIP平衡線
            Gryphon VIP電源線

Gryphon Ethos
產品類型 CD唱盤/DAC
推出時間 2019年

使用晶片
ES9038PRO×2（24bit/384 
kHz或DSD 128非同步升頻）

輸入端子
USB×1、BNC同軸×1、
AES/EBU×1

輸出端子
AES/EBU×1、RCA×1、
XLR×1

最高解碼規格
USB：32bit/384kHz、DSD512
其他：192kHz

輸出電平
平衡端子4.3V、單端端子
2.15V

THD+N 0.007%（0dB）
S/N比 小於120dB（A加權）
外觀尺寸
（WHD） 480x176x453mm

淨重 13.7公斤
參考售價 1,080,000元
進口總代理 亞柏利（02-27765838）

感

動

指

數

透
明
感

動
態
對
比

強
弱
對
比
與

整
體
平
衡
性 

20
空
間
感

19
細
節
再
生

18
質
感
空
氣
感

樂
器
與
人
聲

17
大
小
比
例

樂
器
與
人
聲

1615
暫
態
反
應

速
度
感
與

14
解
析
力

13
形
體
感

結
像
力
與

12
音
樂
活
生
感

11
定
位
感

10
層
次
感

0908
與
重
量
感

聲
音
的
密
度

07
音
場
寬
深

0603
音
色

02
音
質

01
甜
美
度

高
頻
段

04
飽
滿
度

中
頻
段

05
紮
實
度

低
頻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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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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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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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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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因為無法再獲得Philips CD-Pro 2機

械讀取系統才停止。2011推出比較便宜

的Scorpio，後來2017年升級為Scorpio S。

Gryphon在2015年才推出數位類比轉換

器Kalliope，在此之前一直沒有數位類

比轉換器。您知道嗎？Kallipoe內部首

次以12.5F（法拉）的超級電容供電給

USB輸入端，這麼大的電容量幾乎等同

於電池供電，這是少見的作法。此外，

當年的Kalliope USB輸入端就已經能夠跟

32bit/384kHz規格相容，而DSD更是已經

跟DSD512相容，升頻處理則採用獨特

的210kHz升頻。一直到今天，Gryphon

的產品線上只有這一部數位類比轉換器

而已。至於可供升級的DAC模組則有

Diablo 300、Diablo 120以及Zena模組。

Gryphon有沒有推出過CD轉盤？沒

有！為什麼？因為Flemming一直認為將

CD轉盤與DAC分離並不是好主意，這

二者在連線中就可能會產生許多失真。

所以雖然推出了Kalliope數位類比轉換

器，但一直堅持不推出CD轉盤。不過

Gryphon的CD唱盤有提供數位輸出端

子，如果用家真的想這樣用，當然可以

購買Kalliope。

上掀式設計

終於要說到Ethos了。Gryphon目前

的產品線上只有二型CD唱盤，一部

當然是Ethos，另一部則是2017年升級

的Scorpio S（抽屜進出），二者價差很

大，各有各的市場。請注意，Gryphon

的C D唱盤都只能讀C D光碟，不能

讀SACD，不過可以讀SACD/CD光碟

的CD層。Ethos的外觀設計處處可見巧

思，三角形的機體主要以黑色壓克力製

成，看起來高貴內斂。前面的寬度跟一

般CD唱盤差不多，中央鑲了一個突出

於機體的螢光顯示幕（VFD），可以顯

示各種資訊，包括是否升頻等。這個螢

光顯示幕還可以調整亮度（0、25%、

50%、75%、100%），視用家的喜好調

整。值得一提的是，這個螢光顯示幕的

電源是完全獨立的，不必擔心會汙染到

其他數位、類比線路。

在壓克力機體上方是由一塊厚達

15mm的鋁合金覆蓋，正中央開了一個圓

孔，那就是CD置入處。Ethos設計了一個

弧形「懸樑」，上面有小把手，以手動

開啟圓蓋。圓蓋上開有外圈13個圓孔，

讓CD片轉動時的氣壓洩出，以及散熱。

正中央還有一個圓孔，上有黑色圓片，

那就是CD軸心處。如果您光看圖片，可

能無法感受到這樣的設計有什麼傑出。

非得親自觸摸到這樣的機械結構之後，

才能體會到它的設計、製造之美。

設想周到

打開CD置入蓋，可以看到內部用的

是奧地利StreamUnlimited的CD-Pro8讀取

系統，而且還附有一個鍍金圓CD鎮，

打開蓋子時，周遭還會發出藍光，降下

蓋子時，藍光就消失，這藍光可能是純

粹裝飾、照明用的吧？為了讓CD鎮放

在Ethos上面時不會刮傷表面，Ethos還

附了一小塊圓型軟皮墊，用來放置CD

鎮，這小小的動作真貼心。

Ethos的整個機體由三個壯碩的Atlas 

Spike撐起，可以調整水平。Atlas Spike

由Polyoxymethylene（POM）與鋁合金、

回火鋼組成，光是這三支角錐讓人看了

就對Ethos產生信心。由於是三角形機

體，所以Ethos的類比輸出端子就安置在

左右二側，XLR與RCA各一。而其他數

位輸入輸出端子則安排在更後面，包括

AES/EBU、BNC同軸、USB數位輸入端

子各一，以及AES/EBU數位輸出端子一

個，還有一個12V觸發端子。

四組電源

由於Ethos的箱體面積並不大，所以

內部線路分為上下二層，下層是電源供

應線路，上層才是主線路板，主線路板

採用4層PCB、銅箔厚度70mm。電源供

焦點
① 三角造型獨特又好看。
② 整體機箱打造紮實、避震抑震能力強。
③ 採用最新DAC晶片與升頻處理。
④ 聲音飽滿厚實又不失靈巧，音質特佳。

建議
搭配任何音響系統都會好聽。

參考軟體
蘇顯達這張「台灣情泰然心」是由蘇顯達與葉

綠娜演奏的，出版日期是1999年，雖然是那
麼久以前的CD，但聽起蕭泰然的作品，內心
還是很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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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線路包括二個環形變壓器，以及二個

小方形Traco Power電源供應器，分別供

應類比、數位、顯示幕以及讀取系統四

組獨立的電源。線路板上還可以看到10

個小濾波電容器。

而在類比放大線路上，可以看到

每聲道各有六個小濾波電容（總共

20,000uF），當做類比放大的獨立供

電。這樣還不夠，在USB輸入端上，

Ethos還特別用了二個Maxwell 2.7V/25法

拉超級電容組成的供電系統，這樣的

設計幾乎等於是虛擬電池。其實這種設

計從Kalliope就有，它用的是12.5F電容

量。這種獨立穩定供電設計提供USB輸

入端更好聲的基礎。

二顆32/768
而在上層主線路板上，可以看到左

右二側各有一塊DAC模組，這二塊模

組是可以拆換的，以備未來升級時可以

更換。DAC模組上面可以看到各有一個

ESS Sabre 32bit/768kHz ES9038PRO 八聲

道解碼晶片。這種解碼晶片一個就可負

責八聲道，現在Ethos將八聲道當作一聲

道使用。而由於Ethos的線路架構是平衡

架構，所以等於是四個聲道用於正相，

四個聲道用於反相，這大概已經是最豪

華的用法了。

Ethos的數位解碼除了播放CD之外，

還提供高達24bit/384kHz或DSD128的非

同步升頻。USB輸入端支援32bit/384kHz

和DSD512規格。AES/EBU和S/PDIF

端子與24bit/192kHz相容。另外還提供

了PCM數位訊號7種濾波切換選擇，以

及DSD 3種濾波選擇。這7種或3種濾波

並沒有絕對性的高低好壞之分，純粹是

讓用家自己的耳朵去選擇。

Gryphon從第一代CD唱盤就已經開

始採用升頻設計，也就是說數位訊號進

入機內之後，通通先將原本的規格升

頻，這樣做的理由是可以讓類比輸出端

的濾波線路變得更簡單。Ethos甚至只用

一個銀質雲母電容，做一階濾波處理，

使得類比輸出雜訊更低、失真更低。

純A類雙單聲道
Ethos的類比放大級採用純A類、

Dual Mono無整體負回授平衡架構，這

種類比放大架構從Gryphon創業的第一

件產品唱放就開始這麼做了，這三十幾

年來這種架構都沒有改變。為何不改？

Flemming認為這已經是最好的架構了，

沒有理由改成不好的線路架構。由於是

純A類放大線路，所以在機體類比輸出

端子前方可以看到有散熱片。

Ethos的類比放大採用Melf電阻（碳

膜或金屬膜，沒有引線，做成SMD黏著

式），有著極低的電流電壓雜音特性。

一般CD唱盤從DAC輸出端獲取電流，

再經過I/V轉換為電壓，但Ethos則是以

電壓轉換電壓，再經過Class A放大。音

樂路徑上沒有IC或OP Amp。只有在DC

伺服線路上採用OP Amp，避免直流進

入類比輸出級。

10種濾波
Ethos的使用操作很簡單，顯示幕

上雖然也有Menu鍵與CD播放操控，但

我建議用原廠所附的遙控器來操控比

較方便。遙控器上有一個Menu鍵，按

下去之後會顯現Standby時間、Output 

Gain、DSD Analog Low Pass Filter、

Create Input Name、Brightness、Restore 

Setting、Service Mode等幾項。操作方式

很簡單，就是利用遙控器上的OK鍵與

左右箭頭鍵。Standby設為無限即可，

輸出增益可選0dB或-6dB，建議選沒有

衰減的0dB。DSD類比低通濾波可選On

或Off，建議選On。重新命名其實沒有

必要，除非您另有想法。顯示幕亮度有

0、25%、50%、75%、100%五檔可選。

最後二項重新設定與服務模式可以不必

動它。

Ethos的遙控器上有Up-Samp鍵，

那是開啟機內升頻機制之用，開啟升

頻時，顯示幕上會顯示。Invert就是正

相與反相切換。其他就是幾組輸入端

切換。PCM/DSD就是選擇聲頻數位格

式，Filter用來選擇10種不同的濾波方

式。以上所說的功能都必須透過遙控器

來操控，所以遙控器可不能丟了。

線材表現驚人

聆聽Ethos的場地在我家開放式大空

間，此間代理商還特別送來Pantheon喇

叭、Essence雙單聲道前級、Essence純A

類立體後級作為搭配。有關這套Essence

前、後級的評論，過幾期就會刊登，

在此主要講Ethos。當然，我也單獨以

Ethos搭配我的參考系統ATC SCM100 

ASL雙主動式喇叭與Spectral DMC 30 

SS。用我的參考系統來聽，很容易就能

跟我原有的emmLabs做比較。而用整套

Gryphon的喇叭、擴大機來聽，Gryphon

本身的聲音特質當然是最濃厚了。

聆聽過程中，我也用了Gryphon最新

推出的Vanta喇叭線、電源線，還有VIP

平衡線與電源線。我先是只把Vanta喇叭

線用上，一聽，天啊！整個音場突然變

大了，樂器形體變得更飽滿，人聲、鋼

琴聲變得更寬鬆，樂器泛音更豐富，小

提琴與大提琴的聲音線條變得更浮凸，

音質更甜些。這麼說好了，如果還沒用

Vanta喇叭線前是100分，用了之後應該

“ Ethos聽起來就是已經熟透的甜，聽起來就醇得飄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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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20分。發現Vanta這條喇叭線這麼厲

害之後，我陸續把其它電源線、訊號線

通通換上。

說也奇怪，此時的聲音提升並沒有

像換那條喇叭線那麼大，而是一點一點

增加好處。總的來說，Gryphon的這些

線材走向是一致的，但其效益就好像我

們非常口渴時喝第一口水的滿足感是最

大的，再來第二口、第三口、第四口的

滿足感就會慢慢縮小，也就是邊際效益

越來越低。或許您會問我：既然如此，

光是買喇叭線不就最划得來嗎？其它電

源線、訊號線可以不必買。錯了！人

耳就是這麼貪心，當您經驗過使用整套

線材的聲音表現比光是換喇叭線還要好

時，大腦就會念念不忘了，此時您就等

著天人交戰吧！

音質美

一部售價超過百萬台幣的CD唱盤

最重要的表現是什麼？我認為是音質，

如果音質不好，或聽起來沒有百萬台幣

的價值，其他表現再好也是跛腳。所以

一開始我就以幾張小提琴、大提琴、人

聲、弦樂四重奏CD來測試它。一輪下

來，我不得不承認Ethos定這樣的價錢是

有道理的，因為音質實在太棒了，聽起

來讓大腦覺得非常舒服。

聽小提琴時，我刻意找出以前曾

耿元錄製的「In Concert Vol.1」，還有

「Birth of a Titan；以及蘇顯達演奏的

「台灣情泰然心」。CD放進去，小提

琴聲音飄出來，我馬上就感受到Ethos的

音質之美。同樣一張CD，用別的數位系

統聽時，如果說是還不夠甜，那麼Ethos

聽起來就是已經熟透的甜；如果別的數

位系統聽起來還不夠醇，那麼Ethos聽起

來就醇得飄香。這麼說好了，一般的數

位系統聽起來如果就像進口大草莓那種

甜，Ethos聽起來就像是台灣本地小草莓

那種甜；一般數位聽起來如果像15年威

士忌那種醇，Ethos聽起來就像是30年威

士忌那種醇。我這樣說，您了解嗎？

大提琴迷人

聽大提琴時，我首先聽的就是「孽

子」原聲帶。我喜歡用這張CD來試大

提琴並不是因為它錄得特別好，而是錄

得很難表現，一不小心就會顯得太粗或

太硬。而用Ethos聽時，很明顯的大提琴

的音質變優美了，根本不需要仔細聽就

可以明確感受到。再來我拿李泰祥那張

「自彼次遇到妳」，這張也是難搞片，

片中以小提琴、大提琴、鋼琴伴奏為

主，加上男高音、女高音。所以，雖然

說是測試大提琴的音質表現，但是連帶

的其他也都通通照顧到了。先說Ethos把

大提琴唱得更真實，音質更美。不僅大

提琴如此，小提琴與鋼琴也一樣，顯得

更甜更有水份。而男高音與女高音的嗓

音變得更溫暖，更有肉味，這也是音質

提升的結果。聽過這二張CD，還需要

找其他大提琴錄音來測試嗎？不必了，

已經足夠。

01. Ethos的造型大膽，但卻是越看越順眼，我想Flemming可能是從三角形是最穩定的形狀得來的靈感吧？
02. Ethos的上掀式蓋子設計很特別，圓形的蓋子上還有許多小圓孔，一方面散熱，另一方面也讓CD片旋轉時的氣流不至於影響CD片的穩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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嗓音變美了

聽人聲時，我找出幾張卡拉絲的錄

音，包括「Mad Scenes」、「Norma」

（Serafin指揮米蘭史卡拉）、「Puccini

歌劇詠歎調」、「C a l l a s  L i v e  & 

Alive」，還有EMI出版的「Aria II，A 

Passion for Opera」。先說那幾張卡拉絲

的錄音吧！老實說錄音效果並沒有達到

我的標準，而且差異很大，但我並不是

為了要聽頂尖錄音效果，而是要聽Ethos

能夠把卡拉絲的嗓音唱得如何？一聽

「Mad Scenes」，我就被Ethos的音質迷

住了，因為它把卡拉絲的嗓音唱得太美

了，簡直就像把聲帶的震動質感徹底美

化般。其實我用「美化」這個詞是錯

的，應該是說Ethos讓錄音中的卡拉絲嗓

音更接近原本該有的美質。不僅卡拉絲

的嗓音音質變美了，伴奏的管弦樂音質

也整體提升了，尤其是木管與弦樂的音

質。

或許您會奇怪，為何我要聽卡拉絲

的錄音？如果您有許多她的錄音，就會

知道她的唱片是出名的難搞，很少人

能夠聽到真正的卡拉絲美嗓。這麼說好

了，卡拉絲在世時那麼出名，那麼多人

擠著去聽她的現場演唱會，難道她的嗓

音會難聽嗎？難道她只是歌唱技巧好

嗎？不！卡拉絲的嗓音非常獨特，我從

聽唱片中就可以推估現場的真實嗓音一

定很迷人，只是當時唱片錄音沒有完整

留下她的美嗓，再加上CD製作時的劣

化，還有重播CD系統不夠好，這才讓

我們聽到不夠迷人的卡拉絲嗓音。現在

透過Ethos，讓我馬上感受到比以前更好

的嗓音美質。

再來說那張很多大牌男女歌手的

「Aria II」。這是從很多專輯中擷選出來

的詠歎調，幾乎每首曲子的音效特質都

不同。雖然錄音效果參差不齊，但可以

聽出二個共同特點，第一個是所有歌手

的嗓音都更美了，我所說的「更美」當

然是跟我以前聽的印象相比，例如帕華

洛帝、多明哥、卡芭葉、溫德利希等，

這是因為Ethos本身優美音質所致。第二

個共同點是整體聲音變得更寬鬆，沒有

那麼緊繃，沒有那麼硬，顯得更溫暖。

直覺就能判斷

或許您又要說，總編怎麼有把握說

是音質更好呢？要怎麼分辨？其實分辨

音質好不好基本上是直覺，不過也要大

腦累積夠多的比較性Data，才能夠分辨

出音質層次的高低。所謂直覺就是拿二

種白斬雞給你吃，大部分人馬上就能直

覺分辨哪隻雞的肉質比較好。或者拿二

個芭樂給你吃，您一定直覺就能分辨那

顆芭樂的肉質比較好。拿二個蓮霧給你

吃，您一定直覺就能分辨那個蓮霧肉質

好、甜度高。分辨音質也是如此，即使

沒經驗者也能夠分辨高低，有經驗者更

不用說了，Ethos的音質表現就是如此。

飽滿圓潤

讚歎過Ethos的音質表現之後，接下

來我要說Ethos的飽滿特質。無論是小

提琴、大提琴的琴音線條，Ethos都是

03. Ethos的顯示幕大體上遵循以往的傳統設計，採觸控，除了簡單的播放操控之外，還有Menu設定。顯示幕同時也會顯示相關資訊。
04. 這是Ethos的輸入輸出端子，左右聲道類比輸出端在比較前端，數位輸入端在比較後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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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飽的、脹滿的，圓潤的。無論是鋼

琴、人聲，Ethos的聲音也是飽飽的、

有實體感的、有重量感的。即使是管弦

樂，Ethos的聲音也是飽滿的，可以填

滿整個空間的。Ethos這種飽滿的特質

就好像我們吃帝王蟹，有時蟹腳裡的肉

瘦瘦的，沒有填滿整個蟹腳殼，那就是

因為這隻帝王蟹養太久了，蟹肉慢慢流

失所致。或者是冷凍蟹放太久了，也會

讓蟹肉萎縮。如果說一般的數位訊源是

養太久的帝王蟹肉，Ethos就是剛從海

裡捕獲的活帝王蟹肉。這種新鮮的帝王

蟹腳肉很飽滿，很有彈性，很鮮甜，充

滿水分，還帶有黏滯口感。有關Ethos

的飽滿特質我就不舉音樂軟體為例了，

因為每張都是如此。

空間感特好

Ethos的空間感特別好，可以聽到錄

音空間中的各種細微樂器聲音。不僅如

此，Ethos還可以分辨出不同錄音場所的

不同空間「聲紋」，還有留在錄音中的

錄音底噪（錄音過程中所產生的細微噪

音）。例如我聽張雅晴與王文娟那套貝

多芬全本小提琴奏鳴曲時，跟聽阿格麗

姬與Theodosia Ntokou所彈的那張貝多芬

第六號交響曲雙鋼琴版時，Ethos很清楚

的就把二處不同錄音場所的空間感特質

清楚呈現。雖然這二張唱片在錄製時可

能有加上一些人工的殘響調整，但還是

可以清楚聽出不同的空間感特質。日本

人把這種存在空間中非常細微的聲音稱

為「騷動感」，的確如此，如果音響系

統空間感夠好，細節呈現夠豐富，就可

以聽到空間中那種細微的空氣騷動感，

也就是我所謂的空間感。Ethos能夠呈現

優異的空間感，也代表它能夠發出豐富

的細微聲音細節；還有本身的訊噪比很

好，噪音很低，能夠讓所有的音樂訊號

浮現出來。

活生有彈性

Ethos的暫態反應很快、很有彈性，

這種特性在聽巴洛克音樂、打擊樂時特

別明顯。例如我聽Alexandra Conunova

所演奏的韋瓦第「四季」時，就覺得弦

樂的彈性特別好，聲音鮮活又不噪耳。

有些器材聽這張CD時雖然反應很快，

很有彈性，但可能會太外放，容易有侵

略性。而Ethos卻不會有侵略性，不會

噪耳。

又例如我聽Flim & the BB's那張

「TriCycle」時，從那迷人的腳踩大鼓

與Bass聲的快速收放中，就可知道Ethos

的暫態反應能力，而且那低頻真的很有

彈性，不是死死一團低頻，其實這也是

這張「三輪車」最迷人之處。其實不僅

是低頻，這張唱片大部分是用電子合成

器錄製，但Ethos聽起來卻很活、很有彈

性，又很厚實。

動態寬幅

Ethos的動態範圍寬幅，突然出現的

極大極小聲聽起來寬鬆，沒有壓縮的感

覺。例如我聽Andris Nelsons指揮波士頓

交響樂團的蕭士塔高維契「第四號、第

05. Ethos的CD放置處有打細孔，幫助機內散熱。打開蓋子時會出現藍光，不過蓋上之後藍光就熄滅，應該是視覺效果吧？
06. 這是Ethos的腳座，採用他家Atlas Spike，可以調整水平。Atlas Spike由Polyoxymethylene （POM）與鋁合金、回火鋼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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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號交響曲」時，就有一種音樂被

「解放」的感覺，那就是動態範圍能夠

完整的表現出來所致。熟知蕭士塔高維

契交響曲的人都知道，他的音樂中隨處

可聽到非常安靜與晴天霹靂的極大動態

範圍對比，所以聽他的交響曲時，最好

先把音量定在最大聲時音響系統還能夠

忍受的程度。如果以樂曲中小聲的段落

作為音量標準，我保證您就算有三對喇

叭也不夠燒。

再來聽「炎黃第一鼓」時，更能夠

感受Ethos的動態範圍寬廣好處，音樂中

即使很小聲的細碎聲也能聽出實體感，

而不是虛虛的聲音。而當大鼓猛力捶打

時，聲波的能量就好像路邊消防栓被

撞斷般，強勁有力的粗水柱沖天而起。

Ethos這種小聲時還能保持實體感、大聲

時強勁又「大港」（台語）的聲音特質

真的不是一般數位訊源能夠相比的。

Ethos其他「音響二十要」的表現也

都很傑出，老實說我聽不出有什麼缺

點。唯一要注意的是最好不要搭配中頻

段與低頻段太濃厚的音響系統，因為這

樣很容易會讓人誤解Ethos的解析力不夠

高，或暫態反應不夠快。

勝過串流

最後我要拿Ethos跟串流做比較，不

過請注意，Ethos因為沒有播放串流音樂

的功能，所以我是以自己的串流播放系

統來跟Ethos做比較，選的就是CD與串

流都有的音樂軟體。例如李泰祥的「自

彼次遇到妳」或Andris Nelsons指揮波士

頓交響樂團的蕭士塔高維契交響曲等。

比較過多張CD之後，我要坦誠的說：

還是Ethos勝出。當然，我們都知道串

流音樂傳送到家裡之後，還要經過路由

器、網路線才能進入串流播放機，路由

器用的電源是什麼水準大家都知道，

網路線的影響大家也都知道，講白了

就是串流音樂所經過的關卡比播放CD

還多，所以聲音表現不如CD也是合理

的。如果加了音響級網路交換機、把所

有電源都升級、用發燒網路線之後，串

流會不會勝過實體CD呢？我不知道，

但以Ethos來說，應該還是穩操勝券。

已經是經典

Gryphon Ethos絕對是一部各方面表

現都很優異的CD唱盤，假若您激賞它

的外觀設計，那更是世界獨一無二的藝

術品。至於它的售價，永遠有人會認為

很貴，也永遠有人會認為值得。無論認

為很貴或認為很值得都不是我關心的重

點，我的重點是，在CD唱盤「凋零」

的時節，Gryphon還肯下那麼深的功夫

去打造出Ethos這麼傑出的CD唱盤，雖

然這也是生意經，但總是讓人佩服主

其事者的企圖心與眼界。10年後，當

別人找不到CD唱盤來播放心愛的CD

時，您卻還能與時俱進的升級Ethos的內

部，這份聆樂的滿足感是很難估值的。

Gryphon Ethos無疑從現在開始就已經是

經典了。

07. 這是Ethos的數位輸入端子，包括USB與BNC端子，AES/EBU端子不在圖片中。
08. Ethos的上掀蓋子以一根壯碩的弧形橫樑撐起，美感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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