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
要提到歐洲的頂級音響製

品，玩家們一定會聯想到德

國品牌，然而德國的音響製品並不

是只有價格高昂的產品、也有價格

很大眾化的製品。結合理論（科

學）與實踐（製作技術）一直都是

德國一貫的工業文化，因此Magnat

即使在平價製品的研發製作也非

常重視「科學」、而不是「憑感

覺」，在此為您介紹的Tempus系列

喇叭就是如此。

注重細節與動態表現的製作
Tempus系列在Magnat原廠規劃

中是可以同時應用於Hi-Fi與家庭劇

院的入門級製品，本系列包括五款

製品、其中四款都有在本篇評論中

（只有體型較小的落地喇叭Tempus 

55例外），這次是以Tempus 77落

地喇叭作為左右聲道、Tempus 33書

架喇叭負責環繞聲道、加上Tempus 

Center 22中央聲道喇叭與Tempus 

Sub 300A主動式超低音構成一整套

5.1聲道喇叭系統。

只要想造出好喇叭，就必須

重視單體、箱體與分音器的製

作，Magnat為此在Tempus系列應

用了三項關鍵技術。首先是Fmax高

音單體，由於現在數位流盛行，音

響玩家播放Hi-Res音樂檔的比例很

高，因此Magnat認為高音單體必須

擁有寬頻響應特性才能確保錄音的

細節能完整呈現，儘管Tempus系列

很平價，但原廠仍為它們的高音單

體搭載了強磁性的釹磁鐵以確保細

節再生，並且在開發過程中應用電

腦輔助設計，以特別製作的導波器

結合25mm纖維編織軟半球高音振

膜，使Fmax高音單體擁有寬廣的擴

散性並減少繞射的干擾。

在 錐 盆 單 體 部 分 （ 包 括 中

音、中低音、低音與超低音單

體），Magnat在「FE Dynamics」

單體的開發過程中充分應用德國

Klippel揚聲器量測系統，此系統包

括雷射干涉儀，可以從實際的量測

觀察音圈、音盆的運動與形變，不

斷嘗試優化磁路結構，改善音圈總

Magnat  
Tempus 77/ Tempus Center 22/ 
Tempus 33/ Tempus Sub 300A

展現出高動態、高能量、
非常逼真的電影音效

多聲道喇叭．文╱陸怡昶．攝影╱方圓．李春廷

Tempus系列是Magnat的入門級喇叭系統，雖說價格是入門級，性能卻是
「進階級」：它們能以傲人的速度表現出高動態的特性，解析度高、包圍感
強，電影音效中聲響寫實的程度不僅會讓人彷彿身歷其境，甚至會感覺到畫
面之外「有什麼東西就在你身邊」！

瘋劇院│器材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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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通風散熱（降低熱阻效應影

響）、製作堅固（低振動）的無磁

性金屬框架，盡可能排除電能與機

械損耗、使輸入音訊能「精確」重

播，表現出更高的動態。

重視抑振與音色的一致性
在分音器部分，本系列喇叭全部

採取4階分音、以高品質被動元件組

成，重視分頻網路各音路的相位特

性。在喇叭箱體部分，Tempus系列

都是採用E1-MDF（低甲醛中密度

纖維板）製成、以減少共振，所有

喇叭的箱體結構全部都是低音反射

式，每支低音反射管都以內窄外寬

的Airflex端口使氣流順暢通過、減少

氣流通過的風切雜音。

Magnat就是這樣，在他們與製

品相關的說明文字中很少使用與

聲音表現相關的形容詞，而是盡可

能讓大家理解他家製作喇叭重視哪

些要件，如何以科學為本，藉由不

斷試作與量測優化喇叭的結構與性

能。Tempus系列既然能當成多聲

道系統使用，當然必須重視「音色

的一致性」：Tempus 77、Tempus 

Center 22與Tempus 33不僅搭載了

同一款Fmax高音單體，而且所有高

音的高通分頻點都是3.3 kHz，各款

喇叭的錐盆單體也都使用相同材料

（紙盆+塗層）製作音盆。

很容易擺位，音場寬廣且結像
明確

本篇評測我以D e n o n  AV R-

X6400H環繞擴大機與Tempus系列

作搭配，為了明確掌握Tempus系列

的聲音特質，我在試聽過程中完全

沒有使用AVR-X6400H的Audyssey 

MultEQ32作等化處理，全程多半時

間以「Pure Direct」試聽。於此條件

下播放二聲道音樂軟體時，喇叭是

以「2.0聲道」發聲（超低音喇叭不

發聲），剛好可以考驗Tempus 77

這對落地喇叭的能耐。

多聲道系統左右聲道喇叭擺位規

範是與座位的夾角呈45度（等腰三

角形）至60度（正三角形），我在

Tempus 77落地喇叭

●形式：三音路四單體落地喇叭●箱體結構：低音反射

式●阻抗：4∼8歐姆●頻率響應：22Hz∼45kHz●靈
敏度：92 dB/2.83V/1m●分頻點：320 Hz、3.3 kHz●
額定承受功率：175瓦●單體形式：1吋纖維編織軟半球
高音×1、6.5吋紙盆中音單體×1、6.5吋紙盆低音單體
×2●外觀尺寸（HWD）：1025×296×320 mm●重
量：15.5公斤●參考售價：40,000元（一對）

Tempus 33書架喇叭

●形式：二音路書架喇叭●箱體結構：低音反射式●阻

抗：4∼8歐姆●頻率響應：22Hz∼45kHz●靈敏度：91 
dB/2.83V/1m●分頻點：3.3 kHz●額定承受功率：85
瓦●單體形式：1吋纖維編織軟半球高音×1、6.5吋紙盆
中低音單體×1●外觀尺寸（HWD）：345×200×270 
mm●重量：5公斤●參考售價：25,000元（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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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繞擴大機設定前、邊聽邊擺位的

過程中察覺到Tempus 77真如原廠

所言、它的高音擴散性相當好：通

常我們採取三角擺位法都會把喇叭

toe-in將近30度、讓高音單體正對耳

朵，這樣就能確保前方中央音像的

凝聚力，Tempus 77則只需要teo-in

約5度，若左右聲道夾角為45度還

可以完全不toe-in，這樣在左右兩支

喇叭之間就能呈現出清晰結實的結

像，並且音場寬度能夠輕易擴展到

兩支喇叭外側的空間，即使是經驗

尚淺的玩家，只要願意稍微多花點

時間擺位，就能讓喇叭消失、感覺

到從正前方至前方兩側由各個音像

構成音樂演出現場的畫面。

多數歐陸系喇叭都有著清晰的高

音、Tempus 77也是如此，因此它的

防塵網罩雖然是可拆的，但我覺得聆

聽時不用卸下，高音的細節、光澤感

就已經相當充分，小提琴的弓弦觸感

頗為細膩。在中頻方面，Tempus 77

則是顯得明快而寫實，人聲直接、有

力度，中頻下段則略呈暖色調。很難

得的是這款入門級落地喇叭能表現出

足夠的低頻量感、還維持著相當不錯

的控制力。

平價超低音喇叭也能質量兼具
在「Pure Direct」模式沒有超低

音喇叭助拳的狀態下，以Tempus 

77的低頻量感與向下延伸的能力

已經足以用來聆聽大部分的音樂軟

體，但是我還想試試看Tempus Sub 

300A主動式超低音「能不能在播

放音樂的時候使用」。內行的讀友

一定知道我的用意，我這麼作對超

低音喇叭來說其實是蠻高難度的考

驗：若超低音喇叭的速度不夠快、

「多餘的聲音」太多、音高分辨能

力不夠好，在Stereo狀態用2.1聲道

發聲只會把聲音「弄髒」、還不如

只用2聲道。

Tempus Sub 300A表現如何？

我以「2.0聲道」與「2.1聲道、超

低音分頻點80Hz」兩者作切換比

較，結果後者在Tempus Sub 300A

加入發聲之後，不但能讓我聽見

Tempus Sub 300A主動式超低音喇叭

●箱體結構：低音反射式●內建功

率放大電路：額定輸出120瓦●單
體：300mm長衝程紙盆超低音單體
×1●頻率響應：20Hz∼200Hz●
低通分頻點：50 Hz∼200Hz連續可
調●相位：0度、180度●外觀尺寸
（HWD）：447×355×445 mm●重
量：16.3公斤●參考售價：35,000元
（一支）

Tempus C22中央聲道喇叭

●形式：二音路對稱式點音源中央聲道喇叭●箱體結構：低音

反射式●阻抗：4∼8歐姆●頻率響應：34Hz∼45kHz●靈敏
度：91 dB/2.83V/1m●分頻點：3.3 kHz●額定承受功率：85瓦
●單體形式：1吋纖維編織軟半球高音×1、130mm紙盆中低音
單體×2●外觀尺寸（HWD）：180×460×230 mm●重量：6
公斤●參考售價：15,000元（一支）

重要特點

● 配備最新開發的fmax高音單體
● 釹磁鐵軟半球高音加導波器，有寬廣的擴散性
● 使用Klippel量測系統開發錐盆單體
● 充分應用Magnat FE Driver Dynamics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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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搭配器材為Oppo BDP-203歐
酷版UHD BD播放機與Denon AVR-X6400H環繞擴大機。

試聽條件

瘋劇院 | 器材評鑑

● 超低音喇叭配備300mm長衝程單體、
     峰值功率240瓦
● Airflex低音反射管可降低氣流噪音與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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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低的極低頻，而且與左右聲道喇

叭銜接得毫無破綻，不僅低頻沒有

沒有被Tempus Sub 300A拖慢，反

而顯得更為緊實而敏捷、使低音的

質與量同時獲得提昇，相較於目前

多數中低價超低音喇叭「重量不重

質」的狀況，Tempus Sub 300A是

一個少見的例子，它不只能用在表

現電影音效的多聲道系統，也夠資

格用在「聽音樂的系統」。

細碎的聲響都會讓人感覺到緊
張的氣氛

當我播放電影軟體時，我覺得

這套喇叭表現出來的電影音效比播

放音樂讓人更有感，在電影平靜的

場景中，Tempus系列清晰表現出

開闊的音場、眾多複雜而微小的聲

音成分滿佈在四周，在這樣的狀態

下就能從細碎的聲響感覺到緊張的

氣氛，小小的騷動都好像「有什麼

事要發生」，嚴密的包圍感、非常

真實的聲響，讓我在測試過程中還

有幾次轉頭往後看、誤以為有人從

我後面悄悄進了視聽室，我在評鑑

前還真沒想到這麼便宜的一套喇叭

營造電影中的氛圍能作到這種程

度，看驚悚片時，突然打破寂靜從

身旁竄出來的聲響真的很嚇人！

高動態，「近身」的音效很有
侵略性

先 前 在 聽 音 樂 的 時 候 我 覺

得Tempus 77的音場寬廣而深遠，現

在整套Tempus系列上場播放電影

音效則讓我明顯感受到音像從遠處

向自己逼近的移動感異常明顯，尤

其是「近身」的音效有很強的侵略

性。Tempus系列能把電影音效表現

得如此緊張刺激，我認為主因在於

它們展現出相當優異的動態，要有

好的動態，喇叭本身的控制力（抑

Fmax高音單體 

無論是旗艦或平價喇叭，Magmat的目標都是一致的：就是要把單

體的暫態反應盡可能作到最快，這回Magnat使用Klippel量測系統

的主要用途是優化磁鐵與磁路系統的設計，重視音圈的散熱以確

保長時數連續使用仍維持高敏度，高剛性的金屬框架則可抑制振

動、使聲音更純淨。 

內建D類功放的Tempus Sub 300A

Tempus Sub 300A內建高性能D類功率放大電路，額定輸出120

瓦、瞬間最大輸出為240瓦，背板配備有RCA端子與喇叭端子兩種

輸入端子，其中RCA輸入端子輸入可用於多聲道系統或搭配有超

低音信號輸出的綜合擴大機，喇叭端子輸入則可用於一般沒有超

低音輸出的二聲道擴大機、與左右聲道喇叭組成2.1聲道系統。

POINT

「FE-Dynamic」單體 

無論是旗艦或平價喇叭，Magmat的目標都是一致的：就是要把單體的暫態

反應盡可能作到最快，這回Magnat使用Klippel量測系統的主要用途是優化

磁鐵與磁路系統的設計，重視音圈的散熱以確保長時數連續使用仍維持高

敏度，高剛性的金屬框架則可抑制振動、使聲音更純淨。

PRIME AV



Tempus 77的3音路4單體設計

這款落地喇叭配備了三支170 mm單

體，圖片上面的那一支是它的中音

單體，它負責320 Hz至3.3 kHz的頻

段，Magnat對於喇叭的要求很講究「速

度」，所以它不用一支大口徑的單體

發低音，而是用兩支170 mm單體負責

320 Hz以下的低頻段，並且藉由這樣的

設計與單體特性，使Tempus 77擁有92 

dB/2.83V/1m的高靈敏度。

 

制喇叭單體與箱體的殘餘振動）與

承受功率固然很重要，但還有一個

關鍵是「擴大機推得好不好」。我

認為Tempus系列之所以能「實際

表現出高動態」的主因是靈敏度

高，讓環繞擴大機「很好推」，即

使讓整套Tempus系列喇叭發出巨大

聲響也不吃力，仍維持著良好的安

定性與餘裕，不壓縮動態並減少高

音壓狀態下的失真。

我這次用參考售價99,000元的

Denon AVR-X6400H環繞擴大機與

本系統搭配價位是蠻合理的，而且

AVR-X6400H還推得很輕鬆、只出

七成力就足以讓Tempus系列喇叭展

現出很強的氣勢，要是您的預算很

緊，也可以把環讓擴大機的預算下

修到五萬元左右，即使如此，您還

不必在五萬元環繞擴大機中選擇推

力最強悍的，我建議「以質感為優

先」，找一部音樂質感表現佳、聲

音有韻味又耐聽的環繞擴大機，這

樣就能使Tempus系列喇叭發揮聲音

寫實、中性的特長，兼顧音樂與電

影兩方。

最佳推薦
很多平價音響製品說穿了不過

是節省成本的製作，但是Magnat卻

很明白平價製品要面對的是更多的

使用者，即使製作成本受限，仍然

動用價格不斐的Klippel量測系統參

與研發，以嚴謹的模擬、試作與量

測，使Tempus系列喇叭展現出眾的

性能。以這套喇叭優異的電影音效

與音樂表現而論，我認為它們是用

「入門級價格」可以買到「有中價

位喇叭性能」的超值製品，理應獲

得我們的最佳推薦。

進口代理│秦漢社 0933-031-820

參考軟體

dts展示片volume 
Blu-ray Disc

以這套喇叭播放本片中的電影片段，即使這

回只用到5.1聲道喇叭、還是能展現出良好
的包圍感，音場廣闊而有深度，非常明確地

呈現出音像的移動，速度非常快、衝擊力

強，毫不收斂地表現出電影音效的衝擊力與

緊張感。

Nareh Arghamanyan -
Sergei Rachmaninov. Piano Works 

音樂檔

如今Hi-Res風行，玩家們總是希望聽到更多
的細微成分，Magnat Tempus系列雖為入
門級喇叭，但音染相對低、解析度很高，能

夠細膩地表現出這張專輯的鋼琴音色與演出

空間中豐富的堂音。「聽Hi-Res很有感」這
項特質在入門級製品中相當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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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力評量

個性傾向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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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3 2 1 0 1 2 3 4 5

細節再生

衝擊力

承受功率

整體平衡性

超低音表現

平均水準 優 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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