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
次「類比風」的外燴主角，

是Zorin Audio最新的TP-S1黑

膠唱盤。在工作結束後的回

程路上，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就是為

何這部唱盤可以賣這麼便宜？因為無論

作工、用料，還是單純用音質來定論，

S1不應該是會出現在此價位帶的產品。

唯一能理出頭緒的結論，大概就是Zorin 

Audio對於公司未來的設計新方向剛起

步，這部S1不是用來賺大錢的，而是用

來拓展音響市場，提升品牌知名度的，

因此利潤抓得很低。若是換上同等級用

料的國外品牌，定價恐怕至少兩倍起

跳，您說S1超不超值？

更細緻高級的Zorin Audio
既然如此，Zorin Audio的設計新方

向是什麼？個人認為是產品更細緻、

作工更高級，而且整體給人的感覺更居

家，價格也更容易親近。個人對於Zorin 

Audio的最初印象，還停留在當初「音

響論壇」企劃「黑膠專書」時，設計者

黃煥智很熱心的親自將TP-S5A唱盤送來

社內，搭配一支Music Reference唱臂，

與一支LT-1正切磁浮唱臂，讓編輯部作

為參考系統。TP-S5A當時是Zorin Audio

的旗艦唱盤，機身採用全鋁合金打造，

壓克力轉盤厚達6公分，內部使用金屬

軸承套，全機重達近30公斤；不僅馬達

採用分離式設計，就連電源控制盒，也

都是用整塊鋁材去挖出來的。在唱臂末

端，原廠罕見採用鍍鈦處理，使得暗金

色的表面光澤可以永遠亮麗如新。很難

想像在這唱盤背後，耗費了黃煥智多

少的苦心與成本？真是用心良苦。但

TP-S5A在當時是定位於旗艦唱盤，除

了龐大的體積不方便居家擺放，就連定

價也不是一般入門的音響迷可以輕鬆負

擔，在品牌的推廣上有一定難度。也因

此，Zorin Audio的產品設計在過去一兩

年間有了變化，而這個改變的起點，就

從新款的入門唱盤TP-S1開始。

嶄新登場的TP-S1
最早的TP-S1出現在2010年，後來停

產，相隔八年再次改版現身，作工進步

的幅度之大，簡直判若兩人。S1在體積

上的呈現，比起過去的高階唱盤還小上

一號，一般的居家空間擺放沒問題，就

連產品的細部作工，我也給S1豎起大拇

指。S1採用黑色壓克力作為底座，搭配

全鋁合金打造的霧面黑色轉盤，並透過

轉盤纖細的矽膠環穩穩的帶動著，即便

定價更入門，卻依舊有著高階器材的影

子。在抑振處理上，S1採用的是三點式

抑振設計。原本就是機械設計出身的黃

煥智告訴我，三點式抑振向來都是唱盤

最穩固的配重平衡結構。以前自家的高

階唱盤也是採用三點式設計，只是過去

的設計比較大膽外放。這次的S1，在設

Zorin Audio TP-S1
文｜洪瑞鋒

伍萬元唱盤的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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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上稍微收斂一點，將三點式設計藏於

壓克力底座之下，視覺上更顯和諧，但

抑振能力同樣優秀。

S1的腳座本身是全鋁材打造，並在

下方配置抑振橡膠，只要將S1放置在

平穩的基座上，就能為唱臂帶來穩固的

工作環境。S1這次特地將馬達與唱盤合

併處理，採用的是進口的美國Huster AC

交流馬達。黃煥智告訴我，他過去與

Huster的接觸已有八年之久，Huster馬達

轉速平穩、噪音極低，產品耐用度也是

有目共睹，他以第一手用家的身分做擔

保，這品質絕對沒問題。但S1這次因為

成本關係沒採用分離式馬達，在馬達內

部有做任何吸振措施嗎？黃煥智說，就

他的設計經驗，採用AC交流馬達，其

實只要將唱盤底座的穩定性做好，AC

馬達不一定要刻意做成軟性來吸收振

動。而且AC馬達通常需要散熱，使用

軟性阻尼會影響耐用度。S1的馬達配置

部分，是由整塊鋁合金去挖出來的，不

僅剛性夠高，還可以達到第一時間的散

熱效果，這些都是預先經過考量後才做

的決定。您知道嗎？這部S1除了Huster

馬達是對外購買，其餘的所有零件部

分，都是黃煥智在永日進工廠自己加工

製作的，畢竟工業設計本來就是永日進

的本業，工藝水平與零件的精密度，拿

去國際上也絕對上得了檯面，這是Zorin 

Audio的一大優勢。

獨家機械轉速切換設計

在壓克力底座之上，S1採用鋁合金

轉盤，這轉盤不僅紮實，採用黑色霧面

處理的質感也相當棒。當初黃煥智為了

選色，還特地挑出兩款霧面黑轉盤在臉

書上詢問意見。但在我看來，這兩款顏

色都好看，轉盤重達8公斤，表面處理

有質感，所謂的高階轉盤作工也不過

如此。在S1的轉盤之下，Zorin Audio採

用的是陶瓷軸心，並以磁浮設計來杜絕

底盤有可能傳遞的振動。這些過去多數

僅在高階唱盤上才會看見的技術，這次

Zorin Audio特地將它們都搬到S1身上，

所以我才會在內文的一開始說S1的定價

不太合常理。

在驅動系統方面，Zorin Audio一直

以來都是皮帶驅動的信奉者，認為直驅

方式在底噪抑制上會相對難克服，因此

旗下唱盤全數採用皮帶驅動設計。S1使

用的皮帶是特別定製品，不採用常見的

黑色橡膠，而是特別為S1開模製造的矽

膠環。這個矽膠環的本身為一體成形，

中間沒有接點，耐用度比起市面上用黏

接的還高出許多，同時它也沒有傳統橡

膠皮帶，用久會硬化龜裂的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Zorin Audio在這部

唱盤身上，首次用上自家最新的機械轉

速切換設計。這是一種可讓皮帶驅動的

唱盤，可在不用關閉電源的情況下，

Zorin Audio TP-S1
搭配Zorin PSS-9 9吋單點金屬臂。唱盤底座為壓克力材料，磁浮設計，搭配陶瓷軸心。採用鋁合金轉盤，採皮帶驅動。美國Huster AC交流馬達。搭載獨
家機械轉速切換設計。最多可搭配三支唱臂。參考價格：58,000元。製造商：永日進（0919-515222）。

01. TP-S1的作工相當優異，下方採用厚實的壓克力底板，搭配上方鋁合金轉盤，內部採用皮帶驅動式設計，轉速穩定且優異。
02. TP-S1唱盤搭配一支Zorin PSS-9九吋單點唱臂，採用不銹鋼製作臂管，以大型補償角的唱頭蓋設計，方便安裝與調整，末端使用黃銅鍍鈦底
座，用料紮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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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透過機械方式來改變轉速（33又3

分之一，或者45轉）。在S1的Pulley旁

邊，可以看見一個形狀如同ㄣ字形的鋁

合金切換裝置。裝置上方有一個金屬旋

鈕，當您將旋鈕抬起轉一圈，或者下壓

轉一圈，就能直接改變皮帶在轉輪上的

位置來改變轉速。使用方式不僅直覺，

而且還相當流暢，目前僅有在S1身上可

見此種技術，原廠已經申請專利，真是

高明的設計。

這樣的設計有何好處呢？第一：用

家無需停止轉盤就可以直接改變轉速。

第二：採用純機械式的方式改變轉速，

可減少藉由馬達切換而產生的電子問

題。第三：在視覺上有加分效果，畢竟

這種純類比的操控方式，也是玩黑膠的

一種樂趣呀！Zorin Audio TP-S1除了擁

有以上各種足以讓它晉升為進階唱盤的

核心技術；在58,000的產品定價，它還

附上了一支市價18,000元的Zorin PSS-9

金屬單點支撐臂。如果您在未來有考慮

升級，S1最多還可一次安裝達三支唱

臂，在這價位帶裡，S1堪稱唯一了。

在Taste Café進行試聽
這次的試聽環境位在台北市雙城街

的Taste Café，老闆曹世宏在店內主要經

銷兩個音響品牌，一個是管迷精品音響

的Tube Fans，另一個就是Zorin Audio。

曹老闆不僅沖泡咖啡的技術一流，自

己也是爵士與古典音樂的愛好者。Taste 

Café結合了咖啡、音響，以及音樂三大

元素，能將自己的興趣與本業結合，也

是一大幸福。當天的參考喇叭是曹老

闆特別買進，於1973年出廠的JBL L200

喇叭，並以Tube Fans Windsor.120管機驅

動。唱放也是Tube Fans製品，唱頭是

Goldring Legacy MC，讓管機唱幾首歌曲

順一順，換上黑膠系統，就由這次的評

測主角S1，為我們唱歌。

由於咖啡店的有限空間，因此音響

系統可更動的彈性不多，這次聽的都是

曹老闆現場的原汁原味。但即便如此，

我還是聽見了很清晰的音場定位與聲音

細節，音質乾淨透明，層次清晰，可以

在弦樂的拉奏中，聽見略為爽朗的透明

感，完全與當初預想的「管機搭配古

早喇叭」，呈現出截然不同的聲音味

道。這種細緻又靈動的聲音，有很大的

部分反應出我印象中的管迷，這次搭

配JBL喇叭，又將弦樂演奏時靈活的聲

音表情，進一步發揮得淋漓盡致。換

上一張Diana Panton的「I Believe in Little 

Things」，我慢慢感受到S1是一部音染

很低的黑膠唱盤，因為我聽見的音場效

果與錄音質感，與前一張截然不同。音

場從原本第一張略帶寬廣的小提琴協奏

曲，改為更為貼近的爵士演唱。Diana 

Panton的聲線動人，帶有特色的尾音延

伸，聽起來依舊帶有印象中的甜美音

色。Taste Café的音響空間不算大，但絲

毫卻沒有影響黑膠系統聽起來應當活生

即興的演奏質感，尤其播放爵士音樂，

03

05

04

03. TP-S1採用特別為S1開模製造的矽膠環，本身為一體成形，中間沒
有接點，可減少傳統橡膠皮帶用久會硬化龜裂的問題。

04. TP-S1首次採用獨家機械轉速切換設計，可讓轉盤在轉動狀態下，直
接透過機械方式來改變轉速。原廠已經申請專利，這設計真是高明。

05. Taste Café的聆聽空間為半開放式設計，參考喇叭是JBL L200喇叭，
搭配Fans Windsor.120管機一同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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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耳裡的悅耳旋律，配上現場不時傳

出的淡淡咖啡香，那種聽覺結合味覺的

體驗，真是一大享受。

隨著時間過去，我發現我漸漸沒有

再留意S1的存在，看見它平順又穩定的

唱臂，緩緩隨著唱片轉動時共舞著；誰

還管這樣的類比音質，究竟是來自管機

的溫度？還是黑膠唱盤那永不退流行的

迷人魅力？單純盡情享受它就對了。

聽到Diana Panton演唱專輯中的活潑

歌曲，我發現這套音響系統的低頻表

現很真實；不是特別肥厚Q彈的類型，

而是精準傳遞出貝斯手的手指與琴弦

扣撥時的質感，短促又活生，令人不

自覺的隨著旋律於腳尖踏著拍子。而

這個也證明了S1確實是一部在各方面

都設計優良的黑膠唱盤，能夠讓音樂

聽起來夠活生、夠擬真，還能將樂器

唱出截然不同的音色質感，營造出表

情豐富的音樂畫面。

最後，我選了一張宋冬野的「安和

橋北」，人聲的呈現聽起來不是過於寬

鬆軟質的，反而是精鍊，同時刻畫深刻

的。從開場的大提琴，您可以發現這套

黑膠系統的音樂解析力與細節表現特別

好。大提琴共鳴時的聲響沒有太濃厚的

量感而掩蓋細節，反而與音場中刻意

混入的孩童嬉鬧聲，有著強烈對比。人

聲演唱時的細微起伏表現也令人印象深

刻，情感的拿捏適當，不會特別煽情。

而一套音響系統的細節再生之所以會出

色，通常與它的訊源有很大關係。畢竟

就一套音響系統來說，音樂訊號的傳

遞，是一個減法的過程，前端訊源沒留

下的音樂細節，即便末端器材再強大，

也無法「無中生有」，這就是我判定S1

出色的依據。

伍萬元唱盤的奇蹟

每次出門外燴做黑膠唱盤的「類

比風」，老實說與其說是器評，不如

說是一種黑膠聆聽文化的體驗。我特

別喜歡外出與音響迷交流心得感想，

看看他們的聆聽環境，並享受著不同

愛樂者各自珍藏了哪些軟體。這種與

人實際互動的過程，其實與聆聽黑

膠非常相似，因為沒有一次的體驗是

可以精準完美複製的。以前聽劉總編

說過，要評論一套黑膠系統是不容易

的，畢竟光是調整面需要下的功夫，

就能判定一套黑膠系統的生死。但從

基本面來看，如果一套黑膠系統的設

計一切合理，用料紮實，它出好聲的

機率就會高，這是很客觀的評論。

這次試聽TP-S1，它就是一套在各方

面設計都精彩絕倫的作品，濃縮了Zorin 

Audio過去幾年的技術精華，並一一體

現在這套入門唱盤裡。我不知道伍萬元

的黑膠唱盤是否應該稱做為「入門」；

但當您去用心感受黃煥智在這部唱盤上

所下的功夫，能將這部唱盤壓在伍萬元

左右的價位帶，可以說是奇蹟了。

07

08

06

06. Windsor.120是管迷旗下相當知名的器材，無論是作工還是品質都
具有一流水準，這次曹老闆將功率管換成Mullard EL37老管，同樣
好聽。

07. 曹老闆熱情好客，如果您喜歡品味咖啡的同時，感受黑膠搭配管機
的美聲，Taste Café就是您必來的好聲咖啡館之一。

08. 現場同時可見Zorin Audio的高階唱盤TP-S5，可以看見底盤基座採用
三點式結構，全機採用鋁合金打造，搭配分離式馬達設計，抑振能

力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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