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ryphon Essence
前、後級
Hi End音響從1950、1960年代開始蓬勃發展，這是第一代。到了1970、1980年代，第一代的音響創立者已經逐漸萎頹，由
第二代接棒，現在很著名的品牌如Burmester、MBL、Gryphon等都是在那個時候興起。Gryphon至今已經進入第36年，生
命力依舊旺盛，其所推出的產品沒有敗筆，無論是擴大機、喇叭、訊源，甚至線材都是頂級音響迷所追求者。

文｜劉漢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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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ryphon創立於1985年，這

家公司以前的擁有者是

Flemming Erik Rasmussen

與Valdemar Martin Borsting，在2018年

創立者Flemming退休之後，公司由

Valdemar，以及公司幾位核心人物共同

擁有，包括總工程師Tom Moller。外聘

的CEO則由以前在奧地利C Seed公司任

職的Jakob Odgaard擔任。Flemming雖然

已經退休，但仍然為公司擔任顧問，而

且產品外觀仍然由他負責設計，2020年

推出的Essence前級與Essence後級就是跟

Ethos CD唱盤外觀同系列的產品，都是

採用三角形主視覺。

價格親民

乍看Essence前級與立體後級（另外

有單聲道版），您會不太習慣它們的

造型，不過看久了也就順眼了，畢竟

Gryphon已經進入另外一個時代，產品

外觀有改變也是正常的。比較吸引我的

是，Essence前級與立體後級的售價竟

然是這麼「親民」（跟他家其他型號

相比），而且Essence後級竟然也是純A

類，這就更讓人驚喜了。

要知道，無論是Mephisto或Antileon

純A類後級，不管是立體機種還是單聲

道機種，其價位都是一般人無法高攀

的。現在竟然推出每聲道50瓦的純A類

後級，這擺明了就是要讓更多人能夠買

得起Gryphon的純A類後級不是嗎？

看到Essence後級每聲道只有50瓦，

您可能會以為它是弱雞，但您知道它的

淨重是45公斤嗎？一部淨重45公斤的後

級，一般廠商可以做出幾百瓦的AB類

後級，然而Essence卻只有50瓦，由此您

就可以窺知它是與眾不同的。我常說，

後級擴大機的重量只會來自二個地方，

一處是電源供應，另一處則是機箱，

電源供應越重代表擴大機的功率晶體吃

得越飽；機箱越重代表箱體抗震能力越

好，這二樣都是好聲必備條件。何況，

這麼重的機箱竟然只做50瓦輸出，這也

代表Gryphon的純A類設計是沒有灌水

的，是紮紮實實的。

設計製造DNA
話說從頭，Gryphon在1986年推出第

一部產品，也就是左右聲道完全分離但

機箱卻結合在一起的Head Amp唱頭放大

器（二個機箱共享一塊面板）。從那時

開始，Gryphon的前級、後級都遵循著

相同的設計規範（DNA），到現在都沒

改變。

到底是那些設計規範呢？第一、純

A類設計。第二、單聲道或雙單聲道設

計。第三、直接交連。第四、線路布

局音樂訊號路徑最短化。第五、機內

配線最少化（少了焊點與配線）。第

六、印刷電路板採用70um厚度（一般

35um）。第七、軍規精密零件。第八、

電源供應左右聲道獨立。第九、機箱採

用無磁性材料。第十、地迴路仔細設計

降低雜音。第十一、高迴轉率，超寬頻

寬。第十二、機箱結構特別紮實，無論

是前級或後級都是如此。第十三、除了

參考器材
訊源：EmmLabs TSDX SE
            EmmLabs DAC 2 SE
            Weiss DAC502
喇叭：Gryphon Panthon
            AER Momentum
            DynamiKKs！Monitor 10.15

Gryphon Essence Preamplifier
產品類型 純A類晶體前級
推出時間 2020年
頻寬 0.1Hz-1MHz（-3dB）
增益 18dB

輸入阻抗
50k歐姆（平衡）
25k歐姆（非平衡）

輸出阻抗
15歐姆（平衡）
22.5歐姆（非平衡）

重量 13.4公斤
外觀尺寸
（WHD） 470×165×385mm

參考售價 468,000元
Gryphon Essence Stereo

產品類型 純A類立體後級
推出時間 2020年

輸出功率
純A類50瓦（8歐姆）
100瓦（4歐姆）
200瓦（2歐姆）

頻寬 0.3Hz-350kHz（-3dB）
輸入阻抗 20k歐姆
輸出阻抗 0.015歐姆
增益 31dB
重量 45公斤
外觀尺寸
（WHD） 470×240×460mm

參考售價 625,000元
進口總代理 亞柏利（02-27765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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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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萬元以上

20-50萬元 

5-10萬元 

5萬元以下 

百萬俱樂部 

10-2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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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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leon系列之外，其餘都採用零整體

負回授設計，只有施加局部負回授。而

Antileon則是為了要提高線性與增加頻

寬，加了一點整體負回授。

唯一50瓦純A類
Gryphon目前線上的產品除了Diablo

擴大機是AB類之外，其他通通是純A

類。而原本Gryphon的純A類擴大機從

DM100以來，至少都是每聲道輸出100

瓦以上（8歐姆負載），Mephisto單聲

道機每聲道輸出200瓦（8歐姆），立體

機每聲道輸出175瓦；Antileon單聲道機

每聲道輸出175瓦，立體機每聲道輸出

150瓦。唯有Essence立體機每聲道輸出

才50瓦（8歐姆），單聲道機55瓦。不

過您也不要小看Essence立體後級，如

果是4歐姆負載，輸出可達100瓦；如果

是2歐姆負載，輸出可達200瓦，這都是

純A類狀態，難怪它的體重那麼重。您

知道Mephisto與Antileon都可以達到1歐

姆負載，單聲道機前者可達1,600瓦輸

出，後者可達1,400瓦輸出純A類，夠厲

害吧！

一套西裝設計

除了每聲道輸出50瓦打破Gryphon的

傳統之外，還有一樣設計也打破傳統，

那就是前級與後級的外觀設計是一致

的。在此之前，Gryphon的前級跟後級

外觀是分開設計的，各有特色，唯有這

次Essence前後級外觀採用一致設計，這

意謂著原廠希望用家買整套西裝，達到

整體最佳表現。以往，Gryphon的後級

很貴，如果再加上前級，預算會大幅攀

高。而現在Essence前級與後級相對平

價，整套買的負擔並沒有那麼重，所以

才會採用整體一致性的外觀設計。

來，讓我們先從Essence前級看起

吧！所謂Essence就是本質的意思，我猜

會用這個名詞，可能是要說Gryphon的

前級、後級本質就是如此，不會因為比

較便宜而改變了它的設計本質。而所謂

設計本質就是前述13項設計規範，也就

是Gryphon產品的DNA。

外觀簡潔

Essence前級面板設計很簡潔，厚厚

的鋁合金面板中央留了一個倒三角形顯

示窗，機箱左右二側設計成弧形鏤空柵

條，視覺好看又有散熱效果。跟以往一

樣，它的電源開關不在背板，而是在面

板底部前沿右側，用手摸一下就有。整

塊面板中央是倒三角形顯示窗，最左邊

有一個小小藍燈，中央一大塊顯示音量

大小與輸入端子、名稱。再往下是五個

標示，由左至右分別是音量往下箭頭、

音量往上箭頭，Mute，Input往下箭頭、

Input往上箭頭。再往下就是紅色飛天

獅，以及一個綠色電源指示燈（Standby

開關）。

打開機箱底部的電源開關就是進

入Standby狀態，手指觸摸一下飛天獅底

下那個綠燈處就是接通可以唱歌，再摸

一下就是進入Standby狀態。請注意，那

個藍色指示燈不是裝飾用，而是顯示內

部狀態，如果在Standby狀態下閃三下，

代表您接的市電電壓是錯的。假若開機

狀態藍燈一直閃，代表您有裝DAC模

組，而且內中Super-Cap超級電容式在充

電狀態。如果小藍燈不閃固定亮著，代

表超級電容已經充飽。

調整選項多

Essence的音量可以觸控，也可以用

遙控器控制，數字顯示為0-42，音量控

制系統是以精密電阻與繼電器所形成

的R2R音量控制系統，這都是跟旗艦前

級一樣的做法。Essence的面板雖然設計

簡潔，但可以進入選單來做調整，不過

要進入選單必須使用遙控器。遙控器上

有Menu鈕，按下去就能進入選單，再

配合遙控器上的上下左右箭頭OK鍵來

選取選項與更動選項。

焦點
① 他家以前所無的50瓦純A類後級。
② 前、後級一致性外觀設計，擺明了整
套購買。

③ 設計製造DNA承襲旗艦作法。
④ 驅動力控制力強，音質醇美。

建議
最好前後級一套西裝搭配，喇叭靈敏度

最好90dB以上。

參考軟體
Mischa Maisky這張「Song of the Cello」內
中收錄了許多大提琴協奏曲、獨奏曲與合奏

曲，提供廣泛的各類曲目，讓大家可以一次聽

到Maisky的各種演奏。加上錄音效果很好，絕
對值得樂迷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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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器上有Monitor鈕，那是用來聽

錄音座的。另外遙控器上有10組輸入端

可供選擇，而且有DAC的三項調整，

假若您有另購DAC模組，就可以調整

Filter、DSD Low Filter，以及0-6dB。

Essence前級的Menu到底可以調什

麼呢？Name Input、Restore Settings（還

原）、Dedicate Input to AV（家庭電影

院）、Green Bias Setup Low、High、

Input Level Match（讓每個輸入音量一

樣大聲）、Brightness（Off、25%、

50%、75%、100%）、Change Start 

Level、Change Max Level。其實這些選

單調整使用原廠設定值就可以，不需

要大幅更動。

Green Bias
這些調整項目中，需要說明的就是

Green Bias，老實說Gryphon的設計想得

太周到了，這樣反而會讓用家迷糊，不

過這也是一番好意。請注意，前級是

不需要Green Bias的，此處的Green Bias

設定都是為了與後級作Green Bias連動

時所設，這項選單中分為Low Setting與

High Setting，Low Setting代表音量的數

字00-09為Bias Low，數字10-19代表Bias 

Medium，數字20-42代表Bias High。如

果是選擇High Setting，數字00-15為Bias 

Low，數字16-25為Bias Medium，數字

26-42為Bias High。為何要提供用家Low 

Setting與High Setting呢？我猜是要配合

用家聽音樂音量大小的習慣。

可另加模組

來到Essence前級的背板，可以看到

中央上方有一大塊「空地」，那是要安

裝另購的Zena DAC模組或唱放模組的安

裝之處（我聽的這部沒有加裝）。Zena 

DAC模組的線路來自Kalliope數類轉換

器，唱放的線路來自Legato Legacy，這

二種模組只能選其中一種，因為空間就

是那麼大而已，容不下二塊模組。假若

有安裝DAC模組，就會看到各種數位輸

入端子，包括USB、AES/EBU、S/PDIF

二組，以及TosLink光纖。

此外可以看到各種端子都是左右二

邊分置，顯示內部線路是左右聲道徹底

分開的Dual Mono設計。這些端子包括

Input 1、Input 2、Input 3、Input 4（Tape 

in）、Input 5（RIAA）、Tape Out，三

個平衡三個RCA Output、一個XLR。

12V觸發1n/Out，Green Bias插孔。此外

還有左右聲道各一的Sub Out（全頻段

輸出），讓用家可以接主動式超低音喇

叭，或接另外一部後級，這對於想玩二

支超低音喇叭的人來說真有用。

電源徹底分離

打開Essence前級頂蓋，可以發現內

部布局完全是左右聲道分離，濾波電容

二聲道總容量高達52,000uF。此外您可

以看到二個淺藍色座固定的環形變壓

器，那是給左右聲道放大線路用的。

二個環形變壓器之間另外還有二個黑

色方形物，那是Recom的RAC20-12SB

與RAC04-05SC277 AC/DC轉換器，這二

個電源轉換器是給面板顯示與操控功能

用的。換句話說，Essence前級的電源

不僅是左右聲道分離，數位與類比也分

離。每聲道都用了16個小濾波電容。

Essence內部的線路板鋪得滿滿的，

沒有空處，另購的DAC模組或唱放模

組到底要安裝在哪裡？就架在後段線路

板上方。這塊另購的模組會以金屬板圈

住，避免跟原來的音樂放大線路產生干

擾。為何會干擾？如果是DAC模組，數

位線路會干擾到類比線路；如果是唱放

模組，MC放大更怕干擾，所以要施加

「圍籬」。

發光條有玄機

看過Essence前級的各種設計之後，

接下來看Essence立體後級。它的面板厚

達30mm，也是一個大大的三角形，三

角形內最明顯的就是一條發光條，一個

飛天獅標誌，以及一個綠色指示燈。電

源開關在底部前沿中央，跟其他後級一

樣。電源開關打開之後就是Standby狀

態，如要開機，觸摸一下飛天獅底下的

小燈號處，此時飛天獅與那條燈就會開

始閃爍大約25秒，接著就穩定亮著，此

時就可以開始唱歌。

比較引人注目的是左右二側的散熱

片，看起來很漂亮，而且散熱面積大，

可以有效散發純A類的高熱。在底部電

源開關左右二邊各有一個小按鈕，左

邊那個是Mode，右邊那個是Bias。所謂

Bias就是選擇Low Bias（5W內純A類，

其餘AB類放大）或High Bias（50瓦都是

純A類放大）。

Bias、Mode切換
而所謂的Mode就是指光條所顯示的

顏色或狀態，Mode有三種，Mode 1出廠

預設面板的光條會發藍光。如果Bias狀

態調整為Low時，光條會轉為綠色，不

過10秒之後就會恢復藍色；如果Bias切

換在High，藍色光條會轉為紅色，不過

也是10秒之後變回藍色。

切換在Mode 2時，光條不會顯示

藍色，而是顯示Low Bias的綠色或High 

Bias的紅色。切換在Mode 3時，除了飛

天獅底下那個小小的電源開啟綠燈還

是亮著，其餘所有的面板燈號都會熄

滅。假若您想知道目前後級是處於什

麼顯示Mode狀態，也可以按那個Mode

鈕，如果面板上那條光條顯示三分之

“ 什麼音樂聽了都特別紮實，而且推力綿綿不絕。”

   Gryphon Essence前、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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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條，就是Mode 1，顯示三分之二白

條，就是Mode 2，顯示整條白條，就

是Mode 3。

Essence後級面板上的光條還可以顯

示機內故障狀態，如果光條左半邊變成

紅色，代表左聲道線路有問題；光條右

半邊變成紅色，代表右聲道有問題。此

外，如果紅色光條緩慢閃爍，代表機器

溫度太高；如果是快速閃爍，代表有直

流輸出或高頻震盪。

前級聯控Bias
假若您只買Essence後級，Green 

Bias的切換如前所述。而當您同時買

了Essence前級與後級，就必須以內附

的Green Bias連接線來將前、後級Green 

Bias插孔連接起來，此時Green Bias的改

變就會自動由前級的音量調整來控制，

除了原本的Low與High偏壓之外，還會

多出Medium偏壓。

或許您會懷疑，Green Bias會不會影

響聲音表現？不會！因為這個線路不在

音樂路徑上。還有，如果要開啟前、後

級連接的Green Bias功能，要先把後級的

Bias設定在High Bias模式。如果後級是

設定在Low Bias模式時，前級與後級連

動的Green Bias無法啟動。

無論前級傳給後級的訊息是Bias 

Medium或Bias High，後級都會當成Bias 

High；只有前級傳送Bias Low訊息時，

後級才會切換為Bias Low狀態。假若將

前、後級之間那條Green Bias連線拿掉，

後級就會恢復手動切換Bias。若是您買

的是單聲道機，Green Bias線要如何從前

級連接二個單聲道呢？當然要加一條連

線把二部後級串起來，至於如何連接，

說明書上都有詳細解說，用家可以自行

閱讀。

超大電源供應

來到Essence後級背板，可以看到一

個XLR輸入端子（沒有RCA端子），

四個他家特製的喇叭線端子，以及一

個12V連接端子與一個Green Bias連接

端子，此外那個電源線母插是20安培

規格，不是一般的15安培，這是因為

純A類擴大機吃電很兇，所以要用20安

培規格。

打開Essence後級頂蓋，一個巨大的

英國Noratel環形變壓器躺在箱體前方中

央，容量是1,350VA，這個變壓器有二

組繞組，意思是左右聲道放大線路獨立

供電。而供應面板顯示操控的電源也是

獨立的，用的也是Recom AC/DC電源轉

換器，不過被濾波電容遮住，看不到。

再來可以看到每聲道有8個18,000uF/50V

濾波電容。而在輸出級上每聲道還有4

個同樣的濾波電容，所有的電容總共電

容量來到440,000uF。再來可以看到左

右邊緊貼散熱片的功率輸出級，使用

的功率晶體是Sanken 2SA1186（PNP）

/2SC2837（NPN），以及2SA2223

（PNP）2SC6145（NPN）互補對稱功

率晶體（不要忘了Green Bias Low其實

就是AB類），每聲道10個。假若您買

Gryphon的擴大機，我相信都是衝著純A

類而來，所以，除非您在聽背景音樂，

或想節能，否則我建議您隨時設定在

High Bias上。

Essence前級的外觀與他家其他前級不同，這是以倒三角為主視覺的
設計，與Essence後級一致。面板中央的顯示方式依循以前的做法，
顯得高雅美觀。 Essence前級的左右側特別設計成弧形鏤空柵欄，讓機內的純A類熱度

能夠有效散出。

Report | 器材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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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ta線耳目一新
聆聽Essence的場地在我家開放式

大空間，搭配的數位訊源有emmLabs 

TSDX SE CD轉盤、DAC 2 SE數位類

比轉換器、Weiss DAC502。喇叭則是

Gryphon的Panthon（萬神殿，90dB、

4歐姆）。聆聽期間也曾搭配A E R 

Momentum喇叭，還有DynamiKKs！ 

Monitor 10.15，不過這二對喇叭的整體

表現能力不如Panthon，我就不說了，所

以最終定稿還是以Panthon為主。

老實說，Gryphon從前級、後級，到

喇叭的整套搭配的確能夠發出與眾不同

的聲音。而且，加了Gryphon的Vanta線

材之後，更是「如虎添翼」。其實說如

虎添翼也不太對，因為Gryphon本來就

是有翅膀的獅子，所以應該說用了Vanta

線材之後，整體聲音表現又往上提升一

層，而且有讓人耳目一新的感覺。有關

Vanta的線材沒有什麼資料，只知道導體

採用銀金導體。以前Gryphon的線材都

沒有使用這種銀金導體，音響迷也都知

道市面上使用銀金導體的線材是哪家？

我用了Vanta線之後，整個聲音的光澤、

甜度、精氣神都提升了，所以聽起來才

會有「耳目一新」的感覺。建議口袋夠

深的用家可以添購Vanta線材。

聲音醇美

老實說，當我聽這整套Gryphon

前、後級、喇叭時，印象是跟我以前

聽過的Gryphon大功率純A類後級沒

什麼差別啊！它們的音質特別醇美，

聲音密度特別高，有黏滯感，高中低

頻段聲音都特別沉穩；高、中、低頻

的控制力超好，無論什麼音樂聽了都

特別紮實，而且推力綿綿不絕，根本

不會去想到Essence後級只有50瓦（搭

配Panthon時是100瓦）。尤其聲音的實

體感與重量感很好，例如吉他、鈸、

打擊樂器、鋼琴、人聲，腳踩大鼓的

噗噗聲，甚至小提琴的聲音線條都能

呈現這種實體感與重量感。

在此我想先解釋我所謂的音質醇

美。您有在家煮貢丸湯的經驗嗎？奇

怪，明明是一樣的某某牌貢丸，怎麼家

裡煮的味道單薄不好喝，去店裡吃的湯

頭就很棒呢？其實差別就在於您在家裡

煮貢丸湯的是用自來水，店頭用的是煮

肉的高湯。無論是中餐或西餐，高湯都

佔了重要的地位，那就是吃起來、喝

起來醇美的重要因素之一。Essence、

Essence的音質就是有如高湯的醇美，那

是有厚度有美味的聲音，跟一般平價擴

大機的單薄乏味不同。

靈巧乾淨俐落

讓我先說聽鋼琴獨奏時的感受，當

我聽ECM唱片那張Arvo Part的「Alina」

時，雖然只是單純的一部鋼琴演奏，但

依然可以從鋼琴的高、中、低音鍵音響

效果中窺知音質、音色、觸鍵質感、觸

鍵反應、音粒的實體感、重量感，還有

低頻向下自然延伸的表現。

再聽也是E C M唱片的Va l e n t i n 

S i l v e s t r o v那張「B a g a t e l l e n u n d 

Serenaden」，這也是鋼琴獨奏，內中可

以聽到當Silvestrov輕輕彈鋼琴時，音粒

好像珍珠在銀盤中滾動般靈巧，一顆顆

Essence的背板上各類端子左右分置，明顯的是Dual Mono線路設計，
而且還提供左右二組超低音輸出。比較特別的是背板中央上方有一

塊空下來的地方可以安裝另購的DAC模組或唱放模組。圖中已經安裝
DAC模組，上面有各類數位輸入端子。

Essence前級的內部可以清楚看出是左右聲道線路完分開，包括電源
供應。內中的濾波電容每聲道高達26,000uF。圖中所顯示的是沒有裝
另購模組的狀態，如果有加另購模組，線路板後端會有一區以金屬板

隔離、架高於線路板之上。

   Gryphon Essence前、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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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淨俐落，琴音不會拖泥帶水。

說到解析力，Arvo Part的「Tabula 

Rasa」也可當作測試。內中的「Cantus 

in Memory of Benjamin Britten」是為弦

樂團與鐘的演出，那有如湖面的平靜

細微波動中隱藏了弦樂的絲絲縷縷。

如果音響系統的解析力不好，您聽到

的就會是一片糊成一團的弦樂群。而

這套音響系統讓我聽到的有如檜木紋

理，整體音樂是檜木，而弦樂的絲絲

縷縷解析則是紋理，這套Gryphon系統

不僅能夠完整的再現音樂的完整平衡

性，又能讓內部紋理透出，這就是解

析力的最佳詮釋之一。

極低頻盡出

Essence後級雖然只有50瓦，但充

足的電源供應讓它推起低頻、極低頻

的能力遠超出您的想像。當我聽Malia 

and Boris Blank那張「Convergence」

時，「Turner's Ship」一開始很低的極

低頻竟然可以推出來，當然Panthon喇

叭本來就是全頻寬，要再生極低頻沒

有困難，不過也要擴大機能夠擁有源

源不絕的推力，才能夠把極低頻推出

來。聽過「Convergence」中的其他曲

子，如「Celestial Echo」與「Touching 

Ghosts」、「Magnetic Lies」等，我對

Essence後級的推力已經毫無懸念，當然

這是限定在喇叭靈敏度90dB以上，如果

是86dB以下的喇叭，我就不敢說了，因

為我沒有親自試過。

飽滿圓潤

Essence唱起小提琴如何？聲音不會

粗、不會尖，不會硬，琴音線條有勁，

不是軟柔那種，而且很有光澤，那種

光澤是Gryphon擴大機特有的，帶有一

點金黃色的光澤。當我聽「The Hilary 

Hahn Encores」時，琴音就如上述，線

條是飽滿圓潤的，不是扁平的。而伴奏

的鋼琴聽起來實體感與重量感都很好。

聽夏漢演奏的聖桑「第三號小提琴協奏

曲」（Sinopoli指揮紐約愛樂）時，那

把琴除了甜潤光澤美之外，夏漢的演奏

讓琴音聽起來格外婉轉。聽帕爾曼那張

「Itzhak Perlman Selected Highlights」時，

Essence可以明顯地分辨出希拉蕊、夏漢

與帕爾曼三把琴的音質音色差異，又能

同時展現各自不同的美處。當然，整體

的錄音效果聽起來也不同，那是不同的

錄音空間、器材、錄音方式所造成的差

異，這套前後級都能夠清楚呈現。

中頻寬廣

Essence唱起人聲表現如何？我先聽

Joan Baez那張「Diamonds and Rust」，

她的嗓音不是瘦的，不是尖的，不

會過份清亮，而是適度的清亮又有

厚度，而且圓潤。再聽Eva Cassidy的

「Songbird」，她的嗓音跟Joan Baez一

樣是有肉的，不是單薄的，甜度比Joan 

Baez更高，嘹亮紮實有勁的程度也比

Joan Baez更好。雖然二者的嗓音不同，

但都可聽出不同的美感。

再來是男聲，我聽法蘭克辛納屈的

「Reprise Rarities」Volumes 3，法蘭克辛

納屈的嗓音很熟悉，就是寬廣的中音加

上特殊的質感， 溫暖中又不失清亮，嗓

Essence後級的外觀跟以往的後級完全不同，最顯眼的就是倒三角
形主視覺，以及那條藍色顯示條。這樣的外觀設計也告訴大家，

Gryphon開始進入另外一個時代。

Essence後級的散熱片設計得很漂亮，而且表面積很大，散熱效率高。

Report | 器材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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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重量感很好，中氣飽滿，感覺就好

像是他站在喇叭中間唱歌。接著聽Tom 

Jones那張「Surrounded By Time」，同樣

也是飽滿有勁的嗓音，他的音域比法蘭

克辛納屈還高，嗓音中所蘊含的力量也

比辛納屈還強，而且更寬廣。Essence

能夠把二者之間的差異清楚呈現。再

聽Bob Dylan的「The Best of the Bootleg 

Series」，Dylan的嗓音比前二者還單薄

些，但有一種特殊的滄桑銳利感，雖然

不是溫暖厚實的嗓音，但Essence仍然能

夠唱出美感，穿透力強，但仍然不會刺

耳或失去肉聲。

溫暖寬鬆

Essence前、後級的大提琴表現如

何？我以Janos Starker那張德弗札克大提

琴協奏曲、柴可夫斯基洛可可變奏曲為

例。有些人聽Mercury唱片的錄音覺得

太粗太刺，不夠溫暖，其實這都是不

對的。如果您有用Gryphon的擴大機來

聽，就會發現原來人家的大提琴錄音是

那麼的溫暖，那麼的寬鬆，而管弦樂

的動態範圍是那麼的寬廣，而且充滿力

量，而且密度很高。聽大提琴會太粗太

刺是整體系統過於硬調的關係；聽管弦

樂太粗不夠溫暖也可能是音響系統無法

承受那麼巨幅的強弱對比。而這些對於

Essence而言根本不是問題，它們表現

出來的大提琴是溫暖的，美質的，寬鬆

的，高密度的，拉到高音域甚至還會覺

得有甜味。寬鬆飽滿軟質又帶著堅實的

線條形體就是Essence的大提琴表現。

再聽Mischa Maisky那張「Song of 

the Cello」，此時可以感受到大提琴的

嗯嗯鼻音特別迷人，寬鬆的擦弦質感

也能夠讓人放鬆，而且大提琴是有實

體感重量感的，不是輕飄飄的聲音，

也不是扁平的聲音。老實說Essence中

頻、中低頻的飽滿紮實與密度絕對是

它們的賣點之一。

密度高有黏滯感

Essence的弦樂四重奏表現如何？密

度高、有黏滯感，又能夠絲絲縷縷，而

且演奏者演奏時的力度變化清楚透出。

當我聽Juillard String Quartet所演奏的貝

多芬弦樂四重奏OP 59 No. 2時，我聽到

的聲音木頭味十足，大提琴的共鳴很豐

富，小提琴油亮滑潤，而四把弦樂器

融合之後產生很好的密度與黏滯感，而

且和聲很美。老實說，弦樂四重奏的音

響效果至少要表現到這樣，聽者才能真

正了解作曲家寫和聲的造詣與苦心，

Essence無疑能夠讓我們聽到作曲家腦中

的弦樂四重奏音響效果。

再聽Oslo Quartet所演奏的舒伯特弦

樂四重奏「死與少女」。當演奏到激烈

處時，Essence所呈現的音響效果簡直

就好像管弦樂一般那麼強勁；而演奏到

緩慢哀傷處時，四把弦樂器的絲絲縷縷

簡直如我們吃肉條般可以一絲絲剝開。

同樣的，弦樂的密度也很高，而且小提

琴清晰而內斂，用力拉也不會飆出來。

此外，聽這首曲子時也跟貝多芬那首一

樣，細微的強弱對比與快速大幅度的強

弱轉換都表現得很好，這代表Essence的

暫態反應非常快，而且擴大機輸出的餘

裕非常寬，控制力非常好，才能讓弦樂

Essence後級面板的設計看起來很簡潔，好像沒什麼顯示功能，事實
上那條藍色光條可以做很多種內部功能的顯示，看到不同的顯示方式

或顏色，就可知相對應的功能。

Essence後級的背板上使用的是自家訂製的喇叭線端子，只有XLR輸
入端，沒有RCA輸入端。此外還有一個小小的Green Bias，作為與前
級連線之用。圖中是單聲道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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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奏的強弱變化有如跑車的瞬間加速

與倏然剎車。

空間感自然

Essence的空間感表現也特別好，讓

人能夠看穿音場深處的各種細節，還

有在空氣中飄揚的樂器尾音。當我聽

Diana Krall的「Live in Paris」時，明知

這種現場錄音也是事後在錄音室中混音

而成，但混音師就是能夠混出有如現場

的感覺，包括現場觀眾的細微雜音。而

聽林憶蓮的「不必在乎我是誰」時，

錄音師刻意製造出來的細微歌唱回音特

別清楚，同時也營造出很大的空間感。

Essence傑出的空間感以極自然不強調的

透明感讓人聽起各種音樂時更有現場感

與真實感。

Essence唱起大型管弦樂又如何呢？

大家都知道這是Gryphon擴大機與喇叭

的強項，不過我要讓大家知道的是「控

制力」。聽大型管弦樂時，只要是稍微

夠水準的擴大機或喇叭都能夠表現出磅

礡的氣勢，乍聽之下都很過癮，好像

聽起來都差不多。其實決勝關鍵就在於

控制力，也就是所有的樂器都一起大能

量發聲時，要如何維持內中各聲部的清

晰？許多控制力不佳的擴大機此時發出

的聲音摻雜了很多的失真、崩潰，導致

聲音變得模糊。道行不夠的人聽熱鬧，

會以為這樣的聲音就很棒。而內行的人

聽門道，把聽覺的注意力集中在內聲部

上，馬上就聽出高下了。

控制力強

在此我先用一張比較簡單的唱片來

了解Essence的控制力，那就是大家都

有的Denon唱片「竹竹」。這張唱片最

常見的「誤區」就是低頻量感太多，許

多人還沾沾自喜，以為自己的聆聽空間

很棒、音響效果很棒，其實那是聆聽空

間低頻共振所引起的低頻放大效果。試

想，「竹竹」唱片中所使用的竹製樂器

有哪種是可以發出那麼強烈的低頻？有

哪種是可以發出那麼低的音域？如果沒

有，您所聽到能撼動牆壁地板的低頻從

何而來？

「竹竹」這張唱片的重點是要唱得

清爽、唱得彈跳、唱得活生、各種樂器

要唱出真實的演奏質感，尤其低頻要能

聽出那是什麼東西所發出的聲音，而不

只是一團低頻而已。還有，要能夠把空

間感唱得很真實。如果能夠把「竹竹」

唱得好聽，就有可能進一步把大型管弦

樂唱得好。

彈跳有勁

Essence能夠將「竹竹」唱得好嗎？

可以！各種敲擊竹樂器的接觸質感很真

實，軟硬適中，但又能夠聽出堅實的接

觸剎那聲音。而且，還能夠清楚聽出

竹製樂器的形體大小，因為可以從敲

擊之後所發出的共鳴長短、模式來分

辨。還有，那些比較低的聲音聽起來都

是飽滿的，凝聚的。此外，無論是形

體比較大的低頻、或形體很小的細碎敲

擊，Essence都能夠讓我聽到彈跳的快

速反應。能夠有上述的聲音表現，證明

Essence是很靈巧又很有力、控制力很強

的擴大機。

Essence後級內部做法與他家其他後級一樣，
巨大的雙繞組環形變壓器坐鎮中央，二側是

濾波電容，內部配線極少，電源供應的配線

也採用螺絲鎖緊，而非焊錫。功率輸出級線

路直立於散熱片旁邊，取其直接散熱。

Report | 器材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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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聽蕭士塔高維契與史特拉

汶斯基的幾首交響曲來測試Essence大

型管弦樂的表現能力。先說鄭明勳指揮

費城管弦樂團的蕭士塔高維契「第四號

交響曲」。第一樂章一開始充滿緊張氣

氛、張力十足、鑼鼓齊鳴的龐大聲音撲

面而來，整個管弦樂總奏除了雷霆萬鈞

的氣勢之外，聽起來還很彈跳，而且

內中的樂器也可分辨出弦樂、木管、銅

管、打擊樂器等。光是這第一樂章的幾

處極強極弱對比表現，就讓我對Essence

這50瓦的驅動能力與控制力佩服不已。

再聽Andris Nelsons指揮波士頓交

響樂團的蕭士塔高維契「第十號交響

曲」。第二樂章的音樂氣勢猶如萬箭齊

發，各聲部的聲音不斷射向聆聽者。

Essence聽起來可以感受到那緊張的壓

力，但又可以清楚分辨各聲部的聲音，

不會砸論崩潰混成一團。

溫柔狂暴並陳

再聽Yannick Nezet-Seguin指揮費城管

弦樂團的史特拉汶斯基「春之祭」。就

說第一幕中的「Spring Rounds」，那是

溫柔與狂暴的對比， Essence所呈現的

實力是小聲夠清晰細緻，大聲夠震撼又

不失真，而且一直維持很好的音質。老

實說每聲道輸出50瓦的擴大機推90dB喇

叭，能夠有這種千軍萬馬直奔而來的氣

勢，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不過，

由於Panthon是4歐姆喇叭，所以此時

Essence後級應該說是100瓦才對。即使

如此，這100瓦也真的厲害。

或許您會以為這樣飽滿震撼的聲音

聽起來速度反應可能會比較慢，剛好相

反，無論是聽哪種類型的音樂，Essence

的暫態反應都非常快，包括細緻的巴洛

克音樂或弦樂四重奏亦然。或許您會以

為這樣的聲音特質聽起來會比較鈍，不

夠靈巧。剛好相反，這套系統的解析力

很高，活生感很好，無論是高頻段、中

頻段、低頻段聽起來都很靈巧，不會因

為中頻、低頻飽足而變得臃腫。

例如當我聽希拉蕊演奏的佛漢威

廉士「Thomas Tallis幻想曲」時，樂曲

的漸強漸弱漸快漸慢變化特別明顯，

可以窺知Essence的暫態反應以及動態

表現很好。聽蕭士塔高維契的交響曲

時強弱對比更是寬幅。就算聽馬友友

的「阿帕拉契圓舞曲」，那只是一把

大提琴的獨奏，都可以明顯感覺他演

奏時忽快忽慢忽大忽小聲的轉折很快

速，很活生。

最接近的時刻

Gryphon會推出每聲道只有50瓦的純

A類後級，的確出乎許多人意料之外。

但從他刻意推出Essence前級來搭配後

級的作法，卻又可以窺知Gryphon的好

意，這根本就是讓更多人有機會親炙

Gryphon純A類擴大機啊！雖然Essence

前、後級的售價大幅降低，但機內的設

計製造DNA卻跟旗艦沒有不同。或許這

是我們最接近Gryphon純A類美好世界的

難得機會，有意進入Gryphon純A類俱樂

部者千萬不要錯過了。

Essence前級附有一個漂亮的遙控器，這個遙控器上有Menu控制鍵，
可不要遺失了。

Essence加了Gryphon的Vanta線材之後，更是「如虎添翼」。導體採
用銀金導體。

   Gryphon Essence前、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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