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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ufel 
System 6     
硬派、強力、震撼再進化！
文╱袁中釩．攝影╱方圓．李春廷

瘋劇院 器材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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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ufel這個品牌很有趣，它來自於德

國，也因「Teufel」的德文發音近

似「豆腐」，所以也被很多玩家如此稱

呼。然而，Teufel旗下多聲道產品均具有

夠猛、夠勁、夠誇張的劇院聲效表現，獲

得了許多好此道的玩家喜愛，與豆腐給人

既定的軟綿綿印象反差很大；綜合其各

項表現，堪稱極具性價比的精彩之作。

在劇院領域中，Teufel堪稱一個積極進取

的品牌，早在1996年所推出的Theater 8

喇叭，就成為德國第一家通過THX認證

的品牌，自此成為德國當地THX劇院喇

叭的代表，不僅如此，Teufel也成了德國

科隆RTL電視台唯一採用的THX喇叭品

牌，實力不容置疑。

Teufe l不但具有搶眼、強烈的標誌

性格，而且品牌歷史甚久；早在1969

年，Teufel就在德國柏林成立，至今已有

將近50個年頭。該廠早期經營的項目並

非多聲道喇叭，而是偏向販售DIY產品。

然而，它們有要讓普羅大眾能夠用便宜價

格買到好產品的堅實信念，讓Teufel得以

成功走出自己的路。他們從不斷銷售過程

中汲取經驗，等到時機成熟了，就開始販

售自己設計的喇叭，結果非常成功！究

竟有多成功呢？據說光是在1983~1987

年間，Teufel總共賣出超過兩萬多套喇

叭，因此也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開始獲

得各式獎項。

承繼優異的5.2完全THX設計

本刊以前曾經介紹過 T e u f e l家

的S y s t e m 5，而Te u f e l官方宣稱這

套System 6即取代System 5的後繼版

本，大抵維持了同樣的體積、聲道數與

產品定位。如果您沒有看過先前本刊

對於System 5 的介紹，那筆者就簡單

描述這套多聲道系統「異於常人」之

處：System 6與Systme 5都是Teufel劇院

產品中定位中小尺寸的產品，然而具有

非常強勁的市場競爭力，讓眾多的「本

格劇院派用家」熱血沸騰、神醉嚮往。

首先，這套系統內含「兩只」超低音喇

叭，而且每只皆配置了12吋低音單體，箱

體高度深度均將近半公尺，而且都有THX 

Select 2認證。這種超低音規格放在一

般用家的聆聽空間中，通常只要一個就

已經夠猛了，何況還來了兩個！原廠表

示，這組超低音能持續輸出25Hz極低頻

達105dB上下，根本就是猛炸天！

再者，System 6的THX認證不僅超低

音喇叭有，而是「5.2全套」都通過了THX 

Select 2認證；若您仔細比較市面上所謂

的THX喇叭組合，就會發現並非每只喇叭

都有THX認證，有時候超低音沒有、有時

候環繞聲道沒有。而Teufel System 6全部

都有認證，就是實力的證明。也因THX認

證的關係，所以System 6的衛星喇叭有一

些與眾不同的特徵。其一就是左聲道、中

央聲道、右聲道喇叭型號完全一致，這能

使電影音效順暢銜接，呈現最佳的音色一

致性；其二就是獨特的環繞聲道設計，完

全按照THX需求設計來做成型式特殊的雙

面反相喇叭（Dipole），讓它能展現特別

的聲音效果。

從巨觀到微觀，對各項細節優化

話說回來，全新的S y s t e m  6針

對System 5又進行了什麼優化呢？首

先，Teufel擷取了System 5發售以來很多

消費者的使用回饋，針對這些有效的資

訊來做全盤的改款構想。光是從官方部

落格的敘述，就可看出Teufel與很多產品

不同。為了將原本的System 5進行全面

性改良，他們不僅將外觀稍做修正、變

得更現代、更美觀；還回到最基本的設

計圖階段，從骨子裡進行翻新。原廠表

示System 6針對前方聲道喇叭的中低音

單體進行了改正，而且這個改正過程非常

嚴謹，經過了實驗室的測試，以及專業的

Klipple聲學測量，讓新的System 6具有更

清晰的音像以及人聲表現，更有助讓觀影

者融入現場氛圍。

筆者查閱了代理商所給的產品資

料，發現System 6與System 5在喇叭的

聲道數、單體尺寸、體積大小均相去不

遠，帳面差別比較大的，就是由原本S 

5000超低音的200瓦驅動力提升到新版S 

6000超低音的250瓦，意味著能將超低音

的底蘊發揮得更完整，Teufel標稱的超強

如果您想要在自己的家中打造一套劇院系統，而且要的就是全然的震撼與感官刺

激，那就必得要鎖定專為劇院量身設計的喇叭。不過在有限的預算中，要找到震撼

力夠強、超低音夠勁的喇叭並非俯拾即是。本篇要介紹的Teufel System 6，針對

已經廣受好評的前款System 5，做了不少明顯的改進，而且全套（含超低音）都

是THX Select 2認證，還內含「兩只」12吋超低音，價格竟然不到二十萬！

本篇器材評測在本刊大視聽
室進行，空間長6.6公尺、
寬4.12公尺，約8.2坪。搭
配的環繞擴大機為ONKYO 
T X-R Z820，藍光播放機
為Oppo UDP-203 SE 

試聽條件重
要
特
點

1》全套產品有THX Select 2認證
2》5.2配置，內含兩只12吋超低音，輸出功率比舊版更強
3》極低頻延伸標榜達到25Hz
4》前方三聲道達絕佳一致性，中音單體經過優化，劇院氛圍更佳
5》前方三聲道採用平面振膜設計
6》環繞聲道為雙面發聲特殊設計，喇叭為梯形設計
7》支援無線超低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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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6000 SW

●設計：低音反射式●單體：12吋低音單體 ●低頻延伸能
力：25-200Hz ●調整功能：音壓、相位（0-180度）●內建
擴大機技術：D類放大 ●內建擴大機功率：250W ●箱體材
質：MDF ●尺寸：370*474*540mm 重量：23.6kg

▍經過進化的環繞聲道 S 600D

按照THX規範，環繞聲道必須是雙面發聲，也必須位於座位兩側
大約90~110度之間，一組朝前一組朝後，以創造出側向音效的
包覆氛圍感。S 600 D承繼了 S 500 D的雙面反相（Dipole）設
計，有左右之分，擺位時須特別注意。

S 600 D的前作S 500 D設計很大膽，喇叭朝向座位的一面沒有單
體，意味著在座位上聽不到直接音，所以要如何讓牆壁反射音發

揮良好，就是要點。不過對於許多玩家來說，空間條件帶來的難

題不容易被克服，所以新的S 600D改為梯形箱體設計，發聲的角
度更大，不再只依靠反射音就能營造豐厚的環繞效果，有效降低

擺位時空間因素所造成的難題。S 600D的背板（面牆的部份）也
藏了一個5.25吋的低音單體，藉由特殊設計的壁掛架，掛到牆上
之後就能使背板與牆面間保留一些空隙，讓低音單體能夠舒展發

聲，也能擠壓空氣能量，來創造更鮮明的中低頻表現。

S 600 D

●設計：3音路5單體Dipole環繞聲道 ●單體：一吋高音單體×2、4吋中音單體
×2、5.25吋低音單體 ●頻率響應能力：80Hz~22kHz●靈敏度：86dB ●阻
抗：8歐姆 ●承受功率：110W●箱體材質：MDF ●尺寸：335*350*150mm 
●重量：7.2kg

劇院效果就能夠再進一步！

超低音改變設計，支援無線功能

若您想要玩好超低音，尤其還是兩個

同時作動的12吋超低音，那就得要好好

注意擺放的位置。因為超低音就是一套劇

院系統中的靈魂角色，想要讓極低頻幫您

「捲褲管」或是「聲波按摩」，都得要靠

超低音喇叭才能促成。然而，同時擺放兩

個超低音，而且同時作動時，就要注意相

位的問題，如果用得好，雙超低音讓驅動

力更餘裕的特質就會有互相加乘的驚人效

果，這個效果並非指低頻量感會多出一

倍，而是更紮實的能量、更好的層次感、

下潛深度；但若使用不良，就有可能因相

位不合互相抵消，得不償失。所以超低音

的擺放位置也是一門大學問。  

往常許多用家，會將超低音採取對稱

擺位，但若空間因素實在受限，窮盡了所

有「救濟手段」還是搞不定，就會採用

「併排」、「疊放」的方式，當作一組超

低音來使用。為了因應這點，原廠為這款

全新的S 6000超低音加入了無線功能，只

要選配原廠出品的無線發射模組，就能

夠無線連接超低音，這是一個非常棒的設

計，意味著空間擺放不受限，更容易找到

適合的超低音位置，不怕線不夠長。此

外，Teufel更動了這款新的S 6000超低音

喇叭的內部設計。單體由原本S 5000「朝

下方打」改為朝前，低音反射孔的位置也

從喇叭背板改到前方，有助於低頻能量的

舒展，對用家的親和度更高。

環繞聲道造型改變，更易架設

再來，環繞聲道設計也經過了修

改，這款S 600 D環繞聲道維持了舊版S 

500 D三音路五單體的設計，但外觀從方

形改為梯形，可見是為了更易達到水準上

的環繞效果，減少空間因素帶來的變數。

原本S 500 D的設計讓喇叭自身僅能朝前

後發聲，無法朝聽眾方向直接發聲，所以

須得依靠空間反射，擺位的難度也會比較

高，而今新款的S 600 D環繞聲道改變了

發聲角度，更容易得到適當的擺位效果。

S 600 FCR

●設計：2音路3單體密閉式LCR設計 ●單體：25mm高音單體×2、
130mm平面振膜中低音單體×2 ●頻率響應能力：80Hz~22kHz●靈敏
度：91dB ●阻抗：4~8歐姆 ●承受功率：130W●箱體材質：MDF ●尺
寸：310*200*125mm ●重量：4kg ●參考價格：全套5.2聲道198,000元

瘋劇院 器材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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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大氣勢中帶有更佳的控制力
這套新款的System 6承襲了Teufel硬

派的劇院風格聲音，如果要用來聽音樂不

是不行，只是適性也許比較限縮。您可想

成，這套喇叭生來就是為「震撼的劇院效

果」而存在的。本次我搭配同樣具有THX 

Select 2認證的ONKYO TX-RZ820環繞擴

大機來評測，發現System 6的中低頻表

現非常讓人震撼；金屬器械、槍砲彈藥的

擊打聲效能夠呈現密度極高、凝聚的能量

感，碰到爆炸、雷擊的場景時能體會到中

頻至低頻段的厚重體感，音像具體、能量

不散，但又不會嘈雜，就像親臨現場，身

體還會不由自主從椅子上挪動，怕被流彈

波及呢！

System 6這種強猛震撼的聲效，讓

劇院所需的各種「華麗效果」、「人身

感受」都往上再提高一個層次，我認

為System 6在臨場的包圍感與氛圍都

做得比前款更好，經過改良的前方三支

喇叭中低音單體，以及功率調升的超低

音喇叭，讓劇院系統所重的「聽感」與

「體感」更強。大片的低頻襲來時不僅

輕鬆「捲褲管」，甚至還像在「吹電風

扇」，體驗過程中還得數度跳回選單，下

修極低頻的音壓，可見多震撼、多強

猛。Teufel System 6能帶給您身歷其境的

爽快體驗，且更容易擺位，輕鬆就能達到

理想多聲道配置。

想要升級的最佳選擇
若以劇院所需的各項要素來評

比，Teufel System 6無愧於「強悍」一

詞！前方三聲道銜接非常自然，音軌移動

感迅速流暢，沒有音色驟變、斧鑿的痕

跡。不僅如此，側方向環繞音效也相當出

彩，您可發現這五只喇叭渾然一體、彷彿

天成。至於超低音的部分，我想已經不需

再多贅述，只能說同樣的價位帶中，要尋

找一款能夠震褲管、再震到您心坎裡的多

聲道系統，捨它其誰！

■進口代理：佰辰貿易 04-2235-0566 / 

0935-009782

參考軟體

鋼鐵英雄  BD

本片著重於戰爭場景所呈現的逼真氛圍，在System 6的演繹下，機關
槍的打擊感既能表現清脆的金屬聲調，而且帶有紮實的重量感。這種

情形到了飛彈轟炸的場景更顯「慘烈」，System 6能夠在槍砲彈藥不
斷交織的場景中顯現極佳的控制力與音像定位，加上強猛的超低音表

現，讓人內心同受波動，更能帶入深刻情緒。

聖母峰 BD

本片著重於極端的天氣聲效，相信我，若您有機會用System 6觀看
這部影片，碰到片中最震撼的天災場景時，就會同感絕望氛圍；厚

重、猛烈加上包圍感極強的雷聲效果，讓人能夠深切明白，在大自

然的面前，人類實在很渺小。

▍S 600 FCR重要特點

前方三聲道S 600 FCR仍採平面振膜設計，單體也再次優
化。Teufel System 6為了讓音色的連貫性達到極致，使劇院音效
能夠完美地銜接、移動，所以在前方左、中、右聲道都使用了S 
600 FCR來擔綱。S 600 FCR的造型大抵承襲S 500 FCR，但外
觀更為現代化，純粹的消光黑讓質感提升不少。它的高音單體

較高，且略顯扁平的造型更方便裝設在透聲銀幕的後方。S 600 
FCR的中低音單體採用平面振膜設計，這種設計的好處顯而易
見，能夠避免一般常見錐盆振膜因力道難以均勻分布所產生的不

當變形、相位失真，以及盆分裂的問題。不過，平面振膜設計

雖然有著開闊的聽

感，但是發出來的

聲音風格也明顯有

別於一般喇叭，可

能會比較直接、風

格也有些差異，與

一般喇叭互有長

短，所以還是要注

意整體搭配。

▍S 6000 SW超低音設計重點

S 6000 SW超低音喇叭配置了12吋的低音單體，振膜後方搭配強磁力釹磁
鐵，而且箱體尺寸並不小，達到了37x47.4x54cm，重量達到23.6公斤。其內部
建置的擴大機依然為D類放大設計，但功率輸出提升到了250瓦。與舊款不同的
是，S 6000 SW超低音單體配置於箱體前方，且反射孔也位於前方，讓用家架
設系統時能夠更靈活運用空間。

以一般居家環境來說，12吋單體超低音已經是大傢伙了，System 6竟還用上了
兩組超低音，真是一不作，二不休！官方資料顯示，兩組合併使用時能持續輸

出25Hz極低頻。且這款S 6000 SW超低音的功能設計相當單純，背板只有一組
低電平輸出入，可以調整音量和相位、相位則是只有0與180度切換，而且還能
支援方便易用的無線超低音功能，無須再擔心超低音線不夠長，更容易建構智

慧型居家影音系統。

Teufel System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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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耗功率
整體平衡性
超低音表現

平均水準 優 特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