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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響論壇A
Conrad-Johnson
GAT S2+LP260m
音樂的醍醐味

許久沒有與本地音響迷見面的Conrad-Johnson終於再度引進台灣，與其他頂級擴大機相比，他們家產品的售價相對平實許
多，但內部用料卻毫不手軟，讓人好像再度看到Hi End音響蓬勃發展那段期間，各大廠頭角崢嶸的情景。這套GAT S2與
音響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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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260m前後級的聲音兼具真與美，融合柔美與精確於一身，讓人聽到音樂中的醍醐味。
文｜書世豪

Conrad-Johnson GAT S2+LP26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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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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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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器人聲十項評量

在年輕的音響迷知道

氏，而這樣的命名方式在1970年代是

Conrad-Johnson的應該不

再自然不過的作法。與眾不同的是，

小提琴線條

纖細

中性

壯碩

多，但在我剛開始接觸音

他們兩位都不是電子科班出身，也沒

女聲形體

苗條

中性

豐滿

響的那個年代，Conrad-Johnson可是與

有音響相關的背景，兩人唯二的共通

女聲成熟度

年輕

中性

成熟

Audio Research（ARC）齊名的真空管

點就是都是經濟學博士與熱愛音樂。

男聲形體

精鍊

中性

壯碩

名廠，他們家產品並不多，但每一款

如果您經歷過1970年代就會知道，在

男聲成熟度

年輕

中性

成熟

都足稱經典。上一次Conrad-Johnson在

那個個人電腦尚不普及、網路還不發

大提琴形體

精鍊

中性

龐大

本刊出現是162期（2002年3月）評論的

達的年代，年輕人不會拿烙鐵自己DIY

腳踩大鼓形體

緊密

中性

蓬鬆

20週年紀念前級ART，算一算已經是14

音響還真不多見，所以他們兩人憑著

Bass形體

緊密

中性

蓬鬆

年前的事了。當時負責評論的劉總編

一股熱情就在1977年創辦了Conrad-

鋼琴低音鍵弦振感

清爽

中性

龐大

所做的分析最為精闢，遂在此引述：

Johnson（以下簡稱CJ）。同年他們

管弦樂規模感

清爽

中性

龐大

「在十幾年前真空管機盛行的年代，

推出第一部產品P V-1真空管前級，

橫擋在Conrad-Johnson前面的是Audio

1979年推出第一款後級產品MV-75，

Research這塊大石，在後則有無數小廠

1981年則推出著名的Premier One真空

扯著它的後腿，所以雖然他家機器聲

管後級。Premier One為什麼著名？因

音了得，但總是無法大紅大紫。而最

為當時大家都還認管機只能做出小瓦

近十年由於Hi End奢華風盛行，他家

數（80瓦以內）的後級，而CJ卻大膽

機器樸素的外觀又無法與許多精緻炫

的將Premier One的輸出功率一舉推到

麗者爭寵，以致於Conrad-Johnson始終

200瓦，成為史上第一部做到這麼大

被低估了。」沒想到這一段話到現在

功率的Hi End真空管後級擴大機。正

依然適用，而這一低估就低估了將近

因為兩位創辦人兼設計者並非科班出

二十年，Conrad-Johnson始終沒有在台

身，所以敢為人所不敢為，往往有許

灣大紅大紫，甚至還一度斷了代理，

多創新之舉。很多教科書上明文禁止

直到今年才由此間代理商鈺笙取得本

的手法，他們都敢嘗試，像是對負回

地代理權，並在四月高雄音響展正式

授這件事的看法，在當時他們的觀念

與本地音響迷見面。

就顯得非常先進。縱觀他們家歷年來

AudioArt

推出的產品，可以發現它們並沒有一

音樂至上

定的公式與規則，只有一個最高指導
原則，就是「音樂至上」（Musicality

者來說又是新品牌，就讓我在此為

First），這點也跟ARC早期以「高度傳

大家介紹一下吧！Conrad-Johnson的

真」（High Fidelity）為宗旨的設計原

兩位創辦人是William Conrad與Lewis

則大異其趣。

Johnson，品牌名稱就是取自兩人的姓

喇叭：Zingali Twenty Evo 1.2

參考軟體
Tony Bennett上一次與鋼琴家聯名推出專輯
是跟Bill Evans合作，那張專輯早已成為經
典。這次他請來老手Bill Charlap合作推出這
張「重回幸福」，想必又會是另一張經典。
這次演唱Jerome Kern的14首經典，有鋼琴
單獨伴奏，也有爵士三重奏和鳴，整體錄音
效果一點都不誇張，卻很能彰顯聲音的美
感。（88875145742，台灣索尼）

音響論壇

既然已經過了這麼久，對許多讀

參考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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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回授的前級Premier Seven，更誇張

極管併聯放大。2004年，他們又推出

CJ的創舉還不僅止於此，像是他

的是它還是左右聲道與電源分離的三

比PS電容更高檔的鐵氟龍（Teflon）

們在1983年推出的Premier Three前級

件式設計。1991年他們更大膽的把PS

電容，並將之應用在ACT2旗艦前級身

上面首度採用了CJD（Conrad-Johnson

電容用來取代MV125後級電源部分的

上。2009年推出同為限量的旗艦前級

Design）polystyrene電容，polystyrene簡

濾波電容（一般用的是電解電容），

GAT，首度採用真空管與MOSFET混

稱PS，中文「聚苯乙烯」，相對於一

以求得更好的聲音表現。1997年推出

血的設計，這次我聽的則是第二代產

般常用的PP（polypropylene，聚丙烯）

的ART前級可說是CJ的另一個高峰，

品GAT S2。從以上發展軌跡看起來，

電容，PS電容不但價格更高，聲音也

採用他們稱為「混合式三極管電路」

CJ不但在電路上屢有創新，而且非常

更細膩。1988年，他們推出第一部零

（Composite triode circuit），將多支三

注重電源，在元件的使用上也非常大

積極創新

膽，從沒停止創新的步伐。

只有一個增益級
聆聽環境
跟上次來相比，鈺笙的這間聆聽間增加了更多
的擴散板與吸音材料，天花板也有二次餘數擴
散板，地板則是整片的地毯，非常類似一般的居
家空間，而這也是他們希望給消費者的感覺。

Conrad-Johnson GAT S2
類型

2015年

Anniversary Reference Triode，一方面代

使用真空管

6922×2

表這是週年紀念機種，另一方面這部

輸入端子

頻寬

音響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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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這套前後級的聲底乾淨透明，用家務
必注意周邊的電源處理與線材搭配，
莫讓不乾淨的電源影響了它們的整體
表現。
② 由於聲音平衡且動態寬廣，所以這套
前後級搭配剛性或柔性的喇叭應該都
會有很好的表現。

後來才轉為量產品。但是我這次要
寫的GAT是什麼意思呢？我查了原廠

25 dB

網站，看了許多資料，竟然都沒提到

20V rms

GAT代表的是什麼？後來在一篇評論

2Hz->100kHz

100 dB（2.5V輸出下）

裡終於找到，原來是Great Anniversary

失真
（1.0V輸出）

低於0.15% THD or IMD

Triode，文章中也提到這部前級還有向

100歐姆

他們公司的客服總監Carwell Gatling致

相位

外觀體積
（WHD）
重量

參考售價

反相

483×122×391mm
15.9公斤

1,200,000元

Conrad-Johnson LP260m
類型
推出時間
使用真空管

真空管單聲道後級擴大機
2012年
M8080×1
6N30P×2
KT120×8

輸入端子

單端（RCA）×1

輸出功率

每聲道輸出270瓦

輸入阻抗

敬的意味。第一代的GAT與第二代的

GAT S2有什麼不同呢？根據原廠的說
法，電源的穩壓部分不但電路做了升
級，同時電容量也增加了，另外輸出
端的交連電容也增加了，而且不管是
電源電容或輸出端的交連電容都是採
用最高等級的CJD鐵氟龍電容。
綜觀CJ的歷代旗艦前級，ART用

100k歐姆

了10支6922真空管，A C T2用了4支

輸入靈敏度

1.5V（額定功率下）

小訊號失真

低於0.2%（中頻段）

6H30，而GAT S2只用了2支6922，看

頻率響應

20Hz-20 kHz +/-0.1dB

哼聲與噪訊

104dB（額定功率下）

相位

建議

前級其實是他們工廠內用的參考機，

哼聲與噪訊

輸出阻抗

② LP260m採用與旗艦ART後級一樣的
電路架構，但在用料與外觀上稍有妥
協，價格卻差不多只要ART後級的一
半，實在非常超值。
③ GAT S2前級聲音細膩動人，但又不失
細節與動態表現，LP260m驅動力非常
強大，展現出大功率管機特有的寬鬆
美質。
④ 整體聲音活生、快速、反應靈敏，音
質優美是這套系統的最大特色，聽大
編制音樂層次分明，充滿音樂的感染
力。

單端（RCA）×6
（一組EPL錄音輸入）
劇院輸入（RCA）×1
單端（RCA）×2
EPL錄音輸出（RCA）×1
劇院輸出（RCA）×1

音響論壇A
增益

最大輸出

① GAT S2延續傳奇的二十周年紀念前級
ART的旗艦血統，但整體線路改為混
血式設計，同樣全球限量250部，內部
用料頂級。

您知道A RT代表的是什麼嗎？

推出時間

輸出端子

焦點

真空管晶體混血前級擴大機

外觀體積
（WHD）

正相
482×205×482mm

起來好像沒什麼脈絡可循，但其實一
直遵照著C J的一貫設計理念，就是
「只有一個增益級」。在ART前級身
上，CJ採用每聲道5支6922雙三極管併

重量

37.65公斤

參考售價

800,000元

聯的作法達到降低輸出阻抗的目的，

鈺笙（04-26221880）

去掉了一般前級的陰極隨耦器（緩衝

進口總代理

級），所以只有一個增益級。也因為
這樣的緣故，CJ的前級都是反相輸出
的，不過那是絕對相位，並不影響聲

Conrad-Johnson GAT S2+LP260m

01. 雖然GAT S2的各項功能採用數
位控制，但也僅止於控制部份，
內部電路都還是以類比的方式進
行，完全沒有數位的介入。
02. 實在很難相信GAT S2這一部旗
艦前級竟然只用了兩支真空管，
不過也可以想見它內部的複雜程
度絕對令人乍舌。這兩支6922
用四層1/4圓形的壓克力保護
著，營造出典雅的氣息。
03. 我在鈺笙的聆聽間聽到的聲音
乾淨無比，Entreq最大的接地盒
Olympus Tellus絕對功不可沒，
而且這邊的系統是全套Entreq的
設備都用上，效果更為全面。
04. 當天搭配的喇叭是Zingali Twenty
Evo 1.2，雖然沒有如同Client
Name Evo系列一樣的超複雜箱
體，但是同樣採用Zingali經典的
兩音路號角設計，聲音表現直接
快速。

01

02

03

04

AudioArt
音表現。而GAT S2也是採用只有一個

用M8080單端三極管作放大以取得較

出與我印象中完全不同的聲音，讓我

增益級的手法，只是把後端的緩衝級

大的頻寬，接著以陰極耦合的方式連

更加期待這次的器材外燴。

換成了MOSFET。在調整音量的時候，

接下一級的2支6N30P作分相並驅動下

GAT S2的後面會傳來答答答的聲音，

一級的8支KT120五級管，並且採用超

那是因為它使用繼電器控制電阻來做

線性（Ultra-Linear）的接法，取得高達

當Khatia Buniatishvili的

音控，一檔是0.7dB，共有100階，是非

270瓦的輸出功率。有這麼多年設計大

「Motherland」（88883734622，台灣索

常精密且好聲的音控方式。

功率真空管後級的經驗，CJ的功力早

尼）一放下去，我馬上就被CJ所發出

就爐火純青，除了在元件的選用上可

的美聲給收服了，我聽到的鋼琴琴音

以著墨之外，他們還採用特別訂製的

是這麼的美、這麼的真，宛如一部真

變壓器。

實的平台鋼琴在眼前演奏一般真實，

最超值的大瓦數後級
本來搭配GAT S2前級的應該是ART

只為您一人演奏

去年差不多這個時候，我來到鈺笙

從低到高的鋼琴觸鍵是如此的真實又

上一段時間，另一方面您知道ART後

這間剛完工沒多久的聆聽間試聽Client

飽滿，充滿光澤又立體，裡面鋼琴家

級要賣多少錢嗎？足足是這次搭配的

Name Evo 1.5，這次再來卻發現聲音更

腳踩踏瓣的聲響是這樣的明顯，現場

LP260m的兩倍！從使用的真空管、輸

好了，一方面是因為對這樣的空間來

的空氣感是如此的明晰，就像是把人

出功率、外觀尺寸，甚至重量看來，

說， Client Name Evo 1.5龐大的能量可

放到音樂廳裡面，鋼琴家為您一人演

ART後級幾乎與LP260m一樣，可以

能難以化解，Twenty Evo 1.2的大小更

奏那樣真實。這麼好聽的琴音，怎麼

推斷兩者是採用相同的電路架構，但

適合。另一方面不但空間經過熟化，

會讓人不瞬間就被收服呢？Twenty Evo

是內部用料與外觀稍有不同，但要接

同時也做了更多的聲學處理調整，再

1.2的聲音外放開朗，而CJ的聲音內斂

近兩倍的價錢？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

來應該就是CJ的功勞了。要來做這次

細緻，剛好收互補之效，兩者的共通

會覺得LP260m是相對合理的選擇。

器材外燴之前，我的心裡是充滿了期

特色就是直接又快速，則收到加成之

權衡之下，此間代理商選擇了用兩部

待的，因為我早就心儀C J的聲音許

效。像是在聽裡面的第6首，一開頭萬

LP260m驅動Zingali的Twenty Evo 1.2喇

久，可是一直苦無機會一親芳澤。今

頭竄動的感覺，這套前後級就把裡面

叭作為示範。LP260m延續CJ在1981

年八月音響展看到CJ的蹤影，搭配由

琴音裡面的微動態表現得非常好，聲

年推出Premier One傳承，輸入級採

我評論的Client Name Evo 1.5，竟然發

音溫潤又有厚度，鋼琴的篤篤聲聽起

音響論壇

後級，但是一方面ART後級還要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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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 S2前級外觀

GAT S2前級背板

GAT S2只用了兩支6922真空管，若不是兩支外露的真空管，還真會讓 GAT S2前級背板上最顯眼的莫過於那塊大大的限量銘板，上面有著限
人以為它是一部晶體前級。CJ很早就開始採用微處理器做控制，所以 量版的序號。它有2組前級輸出，還有一組劇院（輸入）輸出，另有一
GAT S2面板上並沒有一般常見的旋鈕，而是以按鈕取代。
組EPL（輸入）輸出，其實就是錄音輸出。

來非常明顯，琴音也充滿彈力。聽第7
首，鋼琴家左手按下低音觸鍵之後，
琴音整個泛開，像是水波漣漪一樣傳
遞到整個空間，這樣的質感真是美極

得亂之外，聽起來也不疾不徐，展現

系統展現出非常敏捷的速度感，一點

出大功率管機特有的寬鬆特質。

都沒有拖泥帶水，也不會讓人感到有
任何的遲疑，就是非常自然的達到整

牽動聆聽者的情感

個樂團所創造出的澎湃感。接著小提

聽Renaud Garcia-Fons的「Paseo a

琴獨奏出來，琴音的線條是像小吸管

Dos」時真的讓我有點嚇到，第3首低

那樣有形體與厚度的，而不是細得像

音提琴的撥彈與鋼琴質感真是美到一

是一條快斷掉的絲一樣，弓弦交會之

個極致，低音提琴與鋼琴都帶著一絲

際還有密密麻麻的細節附在形體上，

柔軟的質感，讓音樂除了直接無隱之

後來，鋼琴家漸次加強力道，也讓人

這樣傑出的質感表現可說是CJ的最大

外，又多了一絲美感。接著聽Adele

感受到一次又一次不同的層次變化，

特色，可以讓人聽到音樂裡面最美的

的「25」，裡面的鼓聲顯得精確又紮

而就算這麼輕柔的彈，琴音依然充滿

醍醐味。再聽感上真是美妙。這套前

實，Adele的嗓音渾厚又充滿感情，讓

圓潤光滑的質感，而不會因為小聲就

後級的聲音是屬於內斂的，所以它們

人聽到她優異的歌唱技巧之外，還感

失去光澤。

對於質感的表現非常優異，但一般來

受到她演唱時所投注的感情，牽引著

說，內斂的器材都有拖慢的問題，或

聆聽者的每一根神經。這樣說來，CJ

者說藉由緩慢的速度感讓質感聽起來

這套前後級的聲音是溫暖豐富的，那

接著拿出許納德罕演奏的「貝多

「變好」，但對於GAT S2這種旗艦等

就代表它們不夠精確，不夠「理性」

芬小提琴協奏曲」（DG 00289 479

級的前級來說，當然不會用這種「偷

囉？不是，它們聽起來非常精確，只

2011，環球），裡面弦樂群的弦振感

吃步」，而是紮紮實實的「做好做

是質感的美更為突出，觸動感性的

非常明確，低音部演奏時更可感受到

滿」，讓音質優異、音色精準，又反

成分更高。像是「Caetano Veloso Live

那股低頻下潛的威力，那不是單薄的

應快速。裡面弦樂群的速度也不會因

At Carnegie Hall With David Byrne」

微量低頻，而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厚實

為柔而顯慢，而是讓人聽到充滿活生

（Nonesuch 7559-79880-7，華納）裡

感受，當樂團齊奏時更會讓人有一種

感的快。大編制的交響樂團演奏還可

面的第7首，這是一首簡單的小曲，但

更貼近音樂現場的感覺，這就是CJ嚴

以聽到LP260m傑出的控制力，不僅各

透過這套前後級的表達，簡單的曲子

守的「音樂至上」理念的最佳表現。

聲部被解析得一清二楚，一點都不顯

一樣可以聽到豐沛的感情，這樣的情

了。第8首鋼琴家一開始像是在撫摸
琴鍵一樣的輕柔彈奏，這麼弱音的表
現依然難不倒這套前後級，我可以感
受到極度的輕柔，但又不失細微的變
化，整體聽起來還是充滿著微動。到

活生又寬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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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樂團從弱奏拉到強奏的瞬間，這套

Conrad-Johnson GAT S2+LP260m

LP260m後級外觀

LP260m後級背板

LP260m的外觀依然維持傳統真空管後級的標準作法，面板上僅有電源 從LP260m的背部可以看到兩個大型的傳統EI變壓器，左邊是電源變壓
開關。它的護罩採用半固定式，以螺絲穩穩鎖在箱體上，一路延伸到 器，右邊則是輸出變壓器，兩者不僅牢牢鎖在機殼上，底部還有橡膠
後面連變壓器也包在裡面，要拿起來還得費一番工夫。
墊用來抑制振動。

AudioArt

詩醉浪漫，絕美無倫

感因子來自優異的各頻段表現，加上

聽起來都美極了。在樂曲快速的轉折

豐富的細節與寬廣的動態表現，讓歌

的時候，這套系統也非常適切的表現

將近40年歲月過去，當年的對手

手的嗓音充滿溫柔的質感，又有紮實

出該有速度感。在聽「Quatuor Ebene

ARC雖然還健在，但早已轉手，成為

的力度表現，歌手演唱的表情自然豐

Schubert」（2564648761，華納）這

大集團下的一個品牌。而CJ到現在都

富無比。如果您聽Tony Bennett與Bill

張室內樂的時候，裡面那種一層一層

還是由William Conrad與Lewis Johnson

Charlap合作的那張「重回幸福」覺得

疊上去的弦樂質感表現得非常出色，

兩位在掌舵，雖然推出產品的速度也

平淡無奇，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在

幾件樂器交疊出截然不同的聲響效果

許不如大集團，卻穩紮穩打，持續為

這套系統上我聽到的Tony Bennett的嗓

透過這套前後級的表現顯得如此真切

消費者提供最好的聲音與服務。相對

音厚實，但絕不混濁，搭配Bill Charlap

而寫實，而且兼具動人的美感，裡面

於台灣市場的低估，CJ在香港與中國

輕盈靈巧的鋼琴，展現出契合的聲音

的樂器質感乾淨透明，最難表現的弱

市場卻一直經營得很好，長期下來也

美感。這套系統所表達出來的絕美中

音演奏時，也一點都難不倒GAT S2與

培養了一群死忠的愛用者，可見他們

頻，說真的還真的很少在其他擴大機

LP260m，樂器的形體聽起來一點都不

的好聲音是獲得音響迷認同的，缺的

身上聽過，國外的評論寫到CJ的聲音

會細瘦，而且細節依然豐富，GAT S2

只是推廣與行銷。在香港與中國，CJ

就好像是從動圈單體喇叭換成靜電喇

果然不愧是旗艦前級！在聽「Ultimate

有一個浪漫的名字叫做「詩醉」，我

叭那樣大的差異，雖然有點誇張，但

Reference」UHQCD時，這套系統不

個人覺得非常切題，因為他們家的聲

也頗有幾分傳神。

但能把第一首樂曲中那種「快馬加

音就是如「詩」如畫，聽了會讓人癡

鞭」的感覺表現得非常好，也能展現

「醉」。但這樣飽含情感的聲音裡面

出「卡門」裡面的輝煌氣勢，更能把

卻是無數精密的理性計算，才有可能

激情探戈（ED46-46011，響韻）裡

「Pink Panther」裡面bass那種扣撥琴

達到。GAT S前級延續第一部CJ創業

面有多樣的樂器，我想聽聽看這套前

弦的質感完整表達，裡面每一個考驗

作PV1的血脈，LP260m則承接世界

後級在詮釋不同樂器質感時的表現，

都輕鬆過關。CJ果然沒有辜負我的期

第一款大功率真空管Premier One的傳

沒想到這一聽又讓我嚇到，因為它

待，這次的器材外燴讓我又再次見識

統，堪稱Conrad-Johnson最具代表性的

們表現出來的聲音是非常快速，與我

到頂級音響的另一種美學境界。

作品，它們獨特的優質美聲也絕對會

全方位的考驗

讓您對頂級音響又有另一番不同的見

裡面的手風琴、小提琴、鋼琴的質感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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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聽到的完全不同，更誇張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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