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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M10惹來的埋怨而生
Audio Note

M8 Line Signature 分體式前級放大器
文｜陳海川

全文輯錄自香港「Hi Fi音響」2015年3月號



▲左／右聲道獨立之音量調節器 ▲自家製純銀靚牛負責平衡輸入分
相

▲東京光音高級6檔音源選擇掣 ▲油浸4N純銀箔，附有20芯純銀
引線，並以厚重銅殼包裹，Audio 
Note自家專利發燒電容。

▲純銀線配合55%鎳鋼芯繞製而成
的雙C-core極品輸出牛

▲單一母板的Line amp電路

▲獨立的Tantalum鉭膜電阻砌成的
級進式（22級）音量調節器

▲德律風根6463
雙三極管

▲Phi l ips JAN 
6189W雙三極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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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零開始，Aud io  No te前級的型號正是由零到拾

（Zero→10），但當中缺四，即為M Zero及M1、

2、3、5、6、7、8、9、10。表面睇就只得十個型號，實

則當中某幾個型號還包含不同的變奏或分支，例如M2，在

M2 Line、M2 Line Balanced之間就有分連或不連帶唱放版

本，並再分支出獨立的M2 RIAA唱放。又例如M3、M5、

M6及M8皆有Line、Phono及RIAA等版本之同時，M8更備

有一頂級版本，即本篇主角M8 Line Signature。

下一部（步）M10
　　單從數字排序論輩份，M8的上級型號是M9，何解小標

題一下子就越級跳上M10，難道當M9無到？豈敢！成因一

是屬性，一是血脈！M9全名為M9 Phono（本刊257期「煮

酒」主角），僅此版本，嚴格來說不純粹是前級，而係一

套大幅側重唱放電路的出位作品，即極級唱放帶前級，以

一小撮極級黑膠發燒友為目標客戶。故此，在情在理，乃

Line amp之身的M8 Line Signature，其直屬上級型號，該

是同為Line amp之M10。

　　更重、重、重要一點，M8 Line Signature並非Audio 
Note的常規型號，之所以出現，正是因M10而起，也可說

因M10惹來的埋怨而生！

回應發燒民情
　　有跡可尋，M8 Line Signature並非Audio Note的常規

型號，大家只管瀏覽廠方網頁，即會發現並無刻意提及M8 
Line Signature。其實，此Signature版之出現，乃係由部份

地區玩家的意見，也可說是抱怨而催生。

　　據了解，當一套三大件（一台Line amp兼控制中心，

拖兩台單聲道供電器）的M10面世以後，除價格之高叫不

少發燒友望門興嘆外，原來還有好一部份玩家雖然消費得

來，但見M10那三大件的體積，需要佔用的空間，實在感到

消化不來！確實，在下多年來也曾遇過不少，雖有心有力

玩Hi-End甚或Top-End，但家居可供發燒之空間卻相當有限

之〝無癮〞個案。

　　Audio Note之強勢領導人Peter Qvortrup雖未有拿著一

支筆、一本拍紙簿，再加張摺櫈，走進人羣中聆聽民意，

但當部份代理向廠方反映其所屬地區之實況及民意以後，

最終，Peter就以M8 Line Signature來回應發燒民情。最值

得慶幸的是，這下回應並非叫發燒友〝聽住先〞的臨時方

案，而係貨真價實，將M10電路移植過來再濃縮的設計。

全文輯錄自香港「Hi Fi音響」2015年3月號



▲Audio Note自家專利的油浸銅
箔、純銀引線，兼以厚重銅殼包裹
的發燒電容。

▲Sogon Mains Cable純銀電源線

▲兩大支ELNA大水塘濾波電容 ▲雙單聲道電源降壓牛

▲雙C-core牛充當扼流圈（Choke 
coil）

▲鑲有AN小金牌的神秘電容

▲Ei Yugoslávia ECL-
82三／五極同體管

▲ P h i l i p s  J A N 
6X5WGT

▲R a y t h e o n  J A N -
5651WA二極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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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二亦即一變二
　　將一套三件的M10濃縮成兩件，亦等同將原先單件的

M8擴充成兩件，主要借鑒於M10的擴建部份為供電系統。

　　一直以來，M10最叫人驚嘆的部份，就是那兩大件單聲

道架構的供電器，該是市場上首部左擁右抱如此重型獨立

供電器格局之前級，一套廠方自詡無論電流或電壓表現均

超越電池供電的設計。三件頭前級不罕見，但純粹供電，

以單聲道格局出現，更是如此大規模、高規格卻罕見，足

見Audio Note的膽機設計對供電系統的非一般高度重視！

故升級版M8，亦可說是濃縮版M10的M8 Line Signature，

由一大件變成兩大件之後，新增又重秤的一大件正是重頭

戲，重量級的獨立供電器。雖未至於M10般搞每聲道供電器

獨立成一大箱，但M8 Line Signature的獨立供電器一箱之

內仍是貨真價實、清脆俐落的雙單聲道格局（看圖）。想

當然，連接到Line amp的供電線亦是左／右聲道各一。

　　當市電進入M8 Line Signature電源後，隨即分派到兩

獨立的電源降壓牛去。這表示，從一開始，左／右兩聲道

的供電功夫已獨立進行。其後的兩大支ELNA大水塘濾波電

容，以兩大隻雙C-core牛充當扼流圈（Choke coil），以

至兩份對稱的供電電路，想當然每聲道獨立地各佔一份。

每份供電電路上均以三類膽分工，Raytheon JAN-5651WA
二極管負責穩壓，Philips JAN 6X5WGT負責全波整流，Ei 
Yugoslávia ECL-82三／五極同體管，負責強化驅動力。然

而，至觸目者，肯定是電路板上兩盒頂上鑲有AN小金牌的

神秘電容，以及那支橫躺在電路板外，Audio Note自家專利

的油浸銅箔、純銀引線，兼以厚重銅殼包裹的發燒電容。

電路上還選用高燒級的Tantalum 鉭膜電阻及Black Gate電

容。此外，在主要電路上均採用經處理的實木夾板充當電

路板，這肯定是其校聲、整治諧震的手段！

純銀（臍帶）
　　至於內部接線，當以純銀線為主。其實，從總電源線

接駁座背後開始到保險絲，再接到降壓牛，就已用上自家

的Sogon Mains Cable純銀電源線。輸入如是，輸出亦如

是，連帶接到Line amp的兩根電源（臍帶）亦為Sogon 
LX96純銀線。不單只用料講究，更做到不強逼用家機疊機

或上下層擺放，因兩根電源（臍帶）各長達十呎，這意味

可帶來極高之擺位自由度。故只要你喜歡或有需要，擺到

天各一方，又或將供電器藏到遠處、暗處，悉隨尊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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靚聲純銀
　　單睇用料多寡，放大器（Line amp）部份的確較剛才

供電器簡單，其實內裡差不多件件猛料！至有睇頭的是靠

近面板左側的一對輸出牛（每聲道各一），Audio Note自

家製的專利作品，以純銀線配合55%鎳鋼芯繞製而成的雙

C-core極品靚牛，其矜貴程度，就如極級霜降和牛。也就

是Audio Note至重要的靚聲利器。輸入方面，因M8 Line 
Signature沿用Audio Note至耍家的單端兼無負回輸放大架

構，但XLR平衡式接駁必不可小，即又再需要出動自家製純

銀靚牛負責分相，就是藏在靠近背板左側的兩個圓柱形金

屬屏蔽鼓之內。

　　另，橫臥在放大電路板上，銅光閃閃的四支音頻濾波

電容，看似跟獨立供電器那兩支差不多，實為更名貴的油

浸4N純銀箔，附有20芯純銀引線，並以厚重銅殼包裹，

Audio Note自家專利發燒電容。

　　整套前級放大電路採取單一母板格局，母板上有一支

Philips JAN 6189W雙三極管負責輸入級，再配合德律風根

6463雙三極管充當緩衝級，兩聲道每支各用一半。前級放

大電路的底板，同樣選用有校聲、整治諧震功效的經處理

實木夾板，取代最常用的合成纖維或聚合物電路板，且較

獨立供電器所採用的為厚。

　　在這等不起眼的細節上亦經過仔細考量，見不同的處

理手法，足見設計與用料之一絲不苟！

選料豈能不講究
　　操作設備方面，M8 Line Signature沿用如M10般的精

簡、直接架構。面板上僅三顆旋鈕，正中一顆為輸入選擇

掣，左／右兩邊則為兩聲道獨立之音量調節，即可省去加

插左／右聲道音量平衡，省卻因無謂的元件及訊號路程所

帶來的失真損耗。設計考慮周詳之同時，用料亦得配合，

再加上冠上Signature版之名，選料豈能不講究！包括選以

東京光音出品之高級選擇掣，用於輸入選擇。至於對音響

質素起決定性影響的音量調節器，當然不是一般於坊間可

輕易購入的連續可變式電阻器，而係Audio Note自家製，由

一支支獨立的Tantalum鉭膜電阻砌成的級進式（22級）音

量調節器，一套扭起來手感實在又靚聲的發燒精品級音量

調節器。

　　M8 Line Signature背板上，除有兩組供電源臍帶線用

之軍用級重型插座，以及五組RCA、一組XLR輸入外，更為

玩雙功放分音之大發燒早作籌謀，配備RCA及XLR輸入輸出

各兩組。

　　或仍有部份發燒友感到Audio Note前級的造型未免傳統

兼保守，甚或認為這般消費的貨色該有一個奢華的造型！

的確，M8 Line Signature的造型一點也不奢華，但在其精

簡的面板上，鑲有一塊得體的小招牌外，三枚造功細緻的

旋鈕，再配上搶眼又醒目的鮮紅印刷字，可謂精神、典雅

又不失貴氣。

　　曾聽說過，真正的傳統英國紳士均視內涵較外表重

要，外型浮誇、過份炫耀、不必要的高調令人有壓逼感

等，份屬無禮！故此，他們在買入全新的衣服時，或會

特意加工，加添一丁點歲月痕跡，以免衣服太新淨，令

周遭的朋友、同事有壓力。將這套價值觀套用到M8 Line 
Signature身上，就正是恰好的不太高調而精神爽利造型，

內裡則載著豐盛的內涵，表現出高水準的聲音。

總代理：大象行有限公司

定價：HK$63萬（M8 Line Signature前級）

　　　HK$26萬（Jinro Shochu功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