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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and Audio     
Aingel 3205 + Aingel 320C + Aingel 3201 
+ TiKaudio PS-606
預算無負擔的入門喇叭，適合居家小空間
多聲道喇叭  文╱黃世煒   攝影╱方圓．李春廷

瘋劇院 器材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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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台灣的音響迷來說，來自法國的

Highland Audio是比較少人接觸的

喇叭品牌，相對於許多歷史悠久的喇叭品

牌而言，成立時間較短的Highland Audio

在品牌知名度或許不及，還需要一些時日

來推廣，但Highland Audio現在是隸屬於

AV Industry集團底下的八個品牌之一，頗

具規模。AV Industry集團除了喇叭品牌之

外，也經營投影銀幕、音響架等各種影音

相關品牌，能夠滿足家庭劇院消費者的各

種需求。

而Highland Audio在品牌定位上是平

價、整套又適合小空間的喇叭，喇叭設計

上有三個理念，第一是不能太大，要能結

合現代居家裝潢空間、更容易使用。第

二就是不能太貴，喇叭要讓一般消費者

都能買得起，價格太昂貴的喇叭只有少

數人能享受到。第三當然就是聲音一定要

好。目前Highland Audio旗下喇叭系列並

不多，分別只有Dílis、Aingel與Oran三個

系列，提供給不同價位需求的消費者來選

擇。其中高階的Dílis系列和入門級的Oran

系列，本刊在過去242期、244期的雜誌

中曾經作過評測報導，有興趣的讀者可以

回頭找找過去的相關文章來參考，這個月

要介紹的就是中階的Aingel系列喇叭。

採用MTM單體配置

Aingel系列喇叭一共有四個型號，最大

的是落地式喇叭3205、其次是3203，再

來則是書架式喇叭3 2 0 1與中置喇叭

320C。從體型上來看，整個系列箱體最

大的3205也稱不上是大尺寸喇叭，與一

般落地式喇叭相比仍然纖細有致，因此在

喇叭擺位上不需要太大的空間，居家使用

時就不會佔去太多的生活空間，明顯就是

針對小空間所設計的。Aingel系列在喇叭

設計的概念上是很LifeStyle的，非常注重

生活實用性與空間搭配，但外觀不過分花

俏，造型上仍然維持傳統的方正設計，因

此能維持實惠的售價，更適合一般入門

消費者。這一次送來社內的喇叭是體型

最大的3205作左右聲道、書架喇叭3201

作為環繞聲道以及中央聲道320C，另外

搭配的超低音喇叭則是同樣由翊景代理

的TiKaudio PS-606。

左右聲道3205採用兩音路三單體設

計，採用兩只5吋陶瓷表層金屬振膜中低

音單體夾1吋鈦高音單體的MTM配置，模

擬接近自然的點音源發聲方式，降低相位

失真，使音像的定位更加準確，這也是

Highland Audio喇叭一貫的特色，他們家

所有的落地喇叭都是採用MTM設計。另

外高音單體的高度也是經過了特別計算

的，讓用家坐下來的時候能夠剛好對準耳

朵，呈現更精準的聲音效果，同時單體

離地較遠，也能盡量降低地板一次反射

音對聲音的影響。箱體則是低音反射式

設計，在喇叭背面設置了兩只低音反射

孔，因此在擺位時要特別注意喇叭與後牆

之間的距離。

適合小空間的全套系統

環繞聲道3201採用兩音路兩單體的設

計，單體配置上，則是選用了與3205相同

的1吋鈦高音，中低音單體的部份則是尺寸

稍小的陶瓷表層金屬振膜中低音，並在喇

叭背面設置了一只低音反射孔。而中央聲

道320C則是採用兩音路三單體的設計，與

環繞聲道使用了相同尺寸的鈦高音與陶瓷

表層金屬振膜中低音單體，不過多了中低

音單體，採對稱式配置，低音反射孔則是

設置在箱體正面，全系列喇叭採用了相同

振膜材質的單體配置，讓各聲道的音色銜

接更自然，沒有不協調的情況，這就是採

用同系列喇叭組成多聲道系統的優點。

這 一 次 搭 配 的 超 低 音 喇 叭 則

是TiKaudio的PS-606，雖然不是同品牌

的超低音喇叭，但這顆超低音喇叭體型

與Aingel系列喇叭相當匹配，都是十分

適合小空間使用的喇叭，體型不大的PS-

606造型方正，很容易就能夠找到擺放空

間。PS-606箱體採密閉式設計，內建擴

大機功率200W，它搭載了一只8吋長衝程

單體朝下發聲，低頻能量藉由地板反射朝

四面擴散，能量擴散更加均勻，比起單體

設置在正面或側面的超低音喇叭，在擺位

上更具彈性。

結像清晰、纖細有致

看完前面的產品介紹後，接著進入

實際測試的部份，Aingel系列喇叭本身

就是為了小空間設計的喇叭，對於擴

大機的驅動力要求並不是很高，我用

來搭配這套5.1喇叭系統的環繞擴大機

是Onkyo TX-SR353。從器材的價位上來

近年來台灣房價高漲，都會區居住空間有限，連帶荷包也被房貸吃掉大半，許多人家中無法容

納體型龐大的多聲道喇叭，也沒有太多預算購買喇叭系統。Aingel系列喇叭就是為此而生，外

型纖細苗條，不佔空間，同時價格不貴，是人人都負擔得起平價的劇院系統。

本篇器材評測過程在本刊大視聽室
進行，空間長6.6公尺、寬4.12公
尺，約8.2坪。搭配器材為Pioneer 
BDP- LX88藍光播放機、Onkyo 
TX-SR353環繞擴大機。

試聽條件重
要
特
點

1》高音單體採用鈦合金振膜
2》中低音單體使用陶瓷表層金屬振膜
3》箱體採用低音反射式設計
4》落地式喇叭3205採MTM單體配置
5》喇叭造型纖細修長，適合現代居家空間
6》可選擇Bi-Amp或Bi-Wire方式來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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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ngel 320C中央聲道

●喇叭形式：兩音路三單體低音反射式●單體組成：1吋鈦合金振膜高音單體
×1、4吋陶瓷表層金屬振膜中低音單體×2●建議擴大機功率：10-80W●頻
率響應：65Hz-20kHz●靈敏度：84dB●阻抗：6Ohm●分頻點：2500Hz●
尺寸：127×430×230mm（H.×W.×D.）●重量：5.5kg●參考售
價：12,000元

TiKaudio PS-606超低音喇叭

●喇叭形式：主動式超低音●
箱 體 形 式 ： 低 音 反 射 式 ● 單
體 ： 8 吋 長 衝 程 單 體 × 1 ● 頻
率 響 應 ： 4 0 H z - 1 8 0 H z ● 擴
大機最大功率：200W●分頻
點：40-180H z（連續可調）
●尺寸：350×282×295mm
（H.×W.×D.）●重量：10kg●
參考售價：15,500元

Aingel 3201環繞聲道

●喇叭形式：兩音路兩單體低音反射式
●單體組成：1吋鈦合金振膜高音單體
×1、4吋陶瓷表層金屬振膜中低音單體
×1●建議擴大機功率：10-50W●頻率
響應：65Hz-20kHz●靈敏度：84dB●
阻抗：6Ohm●分頻點：2500Hz●
尺 寸 ： 2 3 0 × 1 2 7 × 2 3 0 m m
（H.×W.×D.）●重量：6kg（一對）●
參考售價：13,800元

看，Onkyo TX-SR353與Aingel系列喇叭

都是屬於比較平價的入門產品，價格上相

當匹配，是一般用家能夠實際購買時合理

的搭配選擇，另外藍光播放機則是使用本

刊參考機種Pioneer BDP- LX88。

一開始測試的是3205播放兩聲道音

樂的聲音表現，先將環繞擴大機的EQ關

閉後，確認唱出的是喇叭真正的聲音表

現。這對喇叭一開聲，就展現出不錯的聲

音結像形體，經過後續稍微調整喇叭Toe 

in角度後，聲音畫面更是清晰鮮明。由

於3205的箱體纖細瘦長，窄前面板設計

又限制了單體尺寸，在低頻量感上比較

內斂，在中高頻透明度表現明顯更加優

異，因此它適合播放編制簡單的人聲、流

行樂等，在播放一些大編制的管弦樂上規

模感就比較吃虧，。

想要彌補低頻段的缺憾，我透過擴大

機設定，改以2.1聲道的方式來聆聽，加

入了PS-606之後，原先較為秀氣的低頻

下段就能感受到豐滿的能量，中低頻段更

加厚實，輕描淡寫的鼓聲變得活生有勁。

用這套系統播放音樂時，我會建議一定要

搭配超低音喇叭一起使用，除了下盤表現

更好之外，中高頻也顯得更加寬鬆，例如

播放小提琴時可以聽到弦音更有餘裕，少

了一絲緊繃的感覺，是全頻段表現都有所

提升。

優異的環繞音效細節

至於多聲道電影音效的部份，Aingel系

列喇叭優異的聲音定位與結像，讓環繞音

效感受明顯，在播放「X戰警：天啟」BD

時，除了前方聲道的音效之外，會一直特

別注意到環繞聲道傳來的細微聲響，讓觀

看電影時特別有臨場感，可以聽到本片在

音效製作上加入的許多細節。另外，音效

移動感部分也很清晰，可以清楚感覺到X

戰警戰鬥時，發揮超能力時攻擊的方向與

Aingel 3205左右聲道

●喇叭形式：兩音路三單體低音反射式●單體組成：1吋鈦合金振膜高音
單體×1、5吋陶瓷表層金屬振膜中低音單體×2●建議擴大機功率：10-
90W●頻率響應：39Hz-20kHz●靈敏度：87dB●阻抗：6Ohm●分頻
點：2500Hz●尺寸：1075×220×305mm（H.×W.×D.）●重量：31kg
（一對）●參考售價：33,000元

瘋劇院 器材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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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即使只有5聲道喇叭，依舊可以聽

到豐富的環繞音效細節。

當然Aingel這套系統比較吃虧的部份

還是在低頻效果，由於喇叭體型較小，低

頻能量當然不可能如大喇叭一般龐大，建

議在擺位時，可以讓喇叭稍微貼近後牆一

些，利用空間增加一點量感，另外進行擴

大機設定的部份，記得將所有的喇叭（包

含左右聲道）設定為Small，將低頻全交

由超低音喇叭來負責，這樣一來不但能

有更充沛的低頻力道，前方聲道負擔減輕

後，聲音表現也會提升。

當然Aingel系列喇叭本來就是針對小

空間設計的，五只喇叭包含超低音體型都

偏小，本刊視聽室約有八坪大小，比一般

居家生活空間更大一些，因此稀釋了不少

低頻能量，在這樣的空間中測試其實是不

太公平的，實在不能怪這套系統。若是將

Aingel系列喇叭安裝在小公寓或臥室之類

的空間中就相當適合，在低頻部分也能有

更豐厚的表現。

平價無負擔的入門系統

以Aingel系列喇叭的售價來看，實在

沒有什麼好挑剔的了，一套喇叭含超低音

不到七萬五就能入門多聲道系統。喇叭的

外型修長，不佔據生活空間，多種木紋選

擇又能輕鬆融入空間裝潢，精確的聲音結

像與漂亮的中高頻表現，足夠的音場縱

深，都非常適合在小空間居家環境使用。

想要享受多聲道電影環繞音效的樂趣，又

不想花費太多預算，Aingel系列喇叭就是

那一套不增加太多負擔的系統，推薦給想

要建構入門劇院的小資族群，誰說多聲道

一定要花大錢。

■進口代理：翊景國際02-2823-5251

參考軟體

Evosound Audiophile Film Music - Hans Zimmer Greatest 

Movie Themes CD

好萊塢知名的電影配樂大師Hans Zimmer獲獎無數，這張雙CD是由
布拉格交響樂團及倫敦樂團所演奏，曲目包含「獅子王」、「神鬼戰

士」、「黑暗騎士」、「全面啟動」、「神鬼奇航」、「黑鷹計畫」

以及「末代武士」等知名電影配樂，氣勢恢宏壯闊，喜歡古典與電影

配樂的讀者不可錯過。

金錢怪獸 BD

由喬治克隆尼與茱莉亞羅勃茲主演的金錢怪獸，不是音效誇張動作爽

片，搭載的音效也只有DTS-HD MA 5.1，但本片在音效製作上頗為用
力，豐富的環繞音效，收錄了大量的資訊，利用多樣聲音交疊，營造

資訊爆炸的情境，不需要在槍聲部分誇大震撼感，也不需驚人爆炸場

面，更能讓人投入張弛有度的劇情中。

▍鈦合金振膜高音單體

Aingel系列喇叭全部都採用相同的1吋
高音單體，這只單體振膜材質為鈦合

金，同樣是金屬振膜，鈦合金質量比鋁

合金更輕，造價卻昂貴許多。金屬振

膜的好處是剛性高、延伸好，因此在

高頻端的失真較低，但相較於軟半球

單體，金屬高音的聲音也比較明亮、直

接。在這只高音單體的後方，還使用了散熱鰭片來幫助音圈散熱，在高

輸出時能夠維持聲音安定，增加高音單體的承受能力。

▍MTM單體配置

包含了Dílis、Aingel與Oran系列喇叭，Highland 
Audio旗下所有的落地式喇叭都是採用兩音路三
單體的MTM配置，也就是兩只中音單體夾一只
高音單體的設計，更接近點音源的發聲型態。

這種設計有什麼優點呢？MTM配置最大的好
處，是能夠限制聲波的垂直擴散角度，如此一

來，就能減少來自天花板與地板的反射音，讓

聲音的定位感與結像更明確。

▍Bi-Wire端子設計

雖然Aingel系列喇叭是相當平價的喇叭系列，不
過該有的一點都沒少，落地式喇叭3205與書架
式喇叭3201都具備Bi-Wire端子設計，讓玩家
在連接擴大機的時候有更大的彈性，自由選擇

Bi-Amp或Bi-Wire方式來連接。雖然這樣的設計
在高價位的Hi End喇叭上頭並不稀奇，但許多
平價的喇叭為了節省成本會在端子等細節盡量

簡化，由此可見Aingel系列還是相當用心的。

▍狹長箱體造型

為了讓喇叭容易結合現代空間裝潢，原

廠在設計喇叭外觀時，都是朝向美觀、

苗條的方向去設計，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Ainge 3205前面板相當狹窄，幾乎只能
剛好容納5吋的中低音單體，是現代生
活風格喇叭常見的設計，非常適合空間

有限的現代都會居家空間使用，擺位上

不需佔用太多生活動線，這種狹長型的箱體雖然箱內容積較小，但在音

場縱深方面卻能有不錯的表現。

Highland Audio   重點特色

精緻傾向
剛性傾向
明亮傾向
飽滿傾向
豐滿傾向

外觀作工
音質表現
高頻特性
中頻特性
低頻特性

樸素傾向
軟性傾向
細柔傾向
凝聚傾向
收斂傾向

個性傾向評量
0 1 2 3 4 512345

表現力評量

細節再生
衝擊力

承受功率
整體平衡性
超低音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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