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使價位較低，依然世所罕見，值得收藏

Oriole Sound Audio People
文｜陶忠豪

有
一段時間沒有拜訪惠樺，也

沒有仔細聆聽他們的Oriole

管機的聲音了，但是直到

現在，我依然記得第一次見到、第

一次聽到Oriole Sound Audio（以下簡

稱Oriole）管機的震撼。國產音響只能

被當做「土炮」嗎？台灣音響設計者

的聲音品味真的不如歐美嗎？管機的

韻味一定是暈黃溫吞的嗎？所有這些

疑問與偏見，在我見過Oriole的管機

之後都煙消雲散，即使惠樺這次終於

「妥協」，推出價位較低的「People」

真空管綜合擴大機也不例外。

惠樺「妥協」了！？老實說，得

知People即將推出，我一方面充滿期

待，一方面卻不可置信，期待的當然

是Oriole管機的價位終於比較親切，可

以讓更多人擁有惠樺的管機工藝了，

問題是，以惠樺老闆陶先生對於管機

製作執著到近乎偏執的地步，他有可

能在品質或用料上做出任何程度的讓

步嗎？關於這點，在親自拜訪惠樺之

前，老實說，我完全無法想像。

每一個銲點要銲三道

或許你不相信吧！在介紹People之

前，請容我再一次描述陶先生對管機

製作不可思議的執著態度。惠樺的管

機一律採用手工搭棚，機內走線工整

至極，每一條線的每一個轉角都一絲

不苟，配線之間的立體交錯更令人嘆

為觀止，有時我真懷疑陶先生的腦中

是不是裝有一套3D繪圖軟體，否則怎

麼可能構思出如此精密的搭棚線路。

再仔細看，你還會發現線路中的每一

個銲點都紮實無瑕，一問之下，我才

知道每一個銲點都要銲三次，高溫、

中溫、低溫各銲一道，銲完之後再反

覆檢查，一部Oriole管機有將近四百

個銲點，沒有一個銲點例外，不容品

質出現任何誤差。陶先生告訴我，用

這樣的方式做管機，一個月頂多完成

兩台，根本賺不到錢。既然如此，為

什麼還要這樣做？從他的言談中，我

似乎看到了另一個境界，對陶先生而

言，手工搭棚似乎已經超越了實用性

的要求，甚至超越了聲音表現的需

求，而是一種感覺、一種藝術、一種

兩聲道真空管綜合擴大機

推出時間：2015年11月。使用真空管：Tung-Sol KT120×4、Tung-Sol 6SN7×4、Sovtek 
5AR4×1。輸出功率：50瓦，輸出阻抗：4、8、16歐姆。重量：35公斤，外觀尺寸（WHD）：
450×250×380mm。參考售價：150,000元，製造商：惠樺（02-879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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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層面的追求。這是只有對管機藝

術同樣執著的工匠才能心領神會的語

言，一部管機夠不夠水準、設計者內

不內行、用不用心，都可以從搭棚走

線中一眼看穿。只要翻開任一期日本

「管球王國」雜誌，你就可以知道這

種「感覺」是什麼，也就可以比較

出Oriole的製作是多麼苛求完美，即使

與最嚴謹講究的日本管機相較，也有

過之而無不及。任何管機行家見到惠

樺的製作，相信都會脫帽致敬，由衷

佩服！

好的零件，要用在對的地方

再看Oriole的元件用料。大量採用

稀有昂貴的軍規元件，是惠樺管機的一

大特色。但如果你以為發燒補料就等於

好聲，那就大錯特錯了。陶先生特別強

調，好的零件，要用在對的地方，才能

真正發揮效果。如果只是一味的在線路

中用上一堆發燒補料，卻不解元件之間

相互調和搭配之道，那麼就算用上再多

昂貴元件也無濟於事。

來到惠樺之際，陶先生剛進了一

批元件，一小包一小包的各式電阻，

擺滿了整個工作檯面，隨手拿起幾包

一看，全是NOS（New Old Stock）的

美國軍規電阻。這麼多全新老零件就

算上網也不一定找得到。到底哪裡來

的？陶先生語帶神祕的告訴我，是他

在阿拉斯加的朋友，從美國軍方的沙

漠倉庫中取得的，其中不乏1960年代

美國航太發展黃金年代的產物。聽起

來就像好萊塢諜報電影一般傳奇，也

顯示這些老零件的稀有與難得。

他接著拿出另一個箱子，裡面竟

然全是被拆解分屍過的電阻與電容，

這是怎麼回事？陶先生告訴我，不管

多麼珍貴的老零件，他拿到手的第一

件事，就是拆開來研究，瞭解裡面的

用料構造。每種元件的用料與結構不

同，聲音自然各不相同，熟悉了每種

元件的聲音特性之後，才能相互搭配

進行調音。陶先生顯然對每一種元件

的構造與聲音特性都如數家珍，隨手

拿起一顆老電阻，都能說出它的背景

來歷，也唯有鑽研到這個地步，才能

在眾多珍稀發燒元件之間，進行縝密

的搭配調音。

Hi End音響的危機
老零件一定好嗎？陶先生明確的

告訴我，老零件不一定比較好，但是

老零件的確有現代元件所無法取代之

處。他把拆解的電阻一個一個拿給我

看，有的內中是玻璃材質，有的是用

超細導線繞成的精密繞線電阻，有的

內中填充氮氣，有的則是灌油密封。

與今日大量製造元件的生產模式不

同，當年這些為航太產業而開發的特

殊元件，許多都是由小廠製造，這些

小廠可能只掌握了某一項關鍵技術，

也只專注製造某一種元件，一旦在某

一次的訂單競標中失利，這些小廠可

能就會倒閉或被大廠併購，問題是許

多特殊元件根本無法大量生產，大廠

雖然買下了技術，卻沒有意願量產。

簡單的說，許多老零件現在之所以不

再生產，並不是因為不夠好，而是有

其時空背景與許多其他因素使然。許

多人認為老零件的精密度比不上現代

先進技術製造的元件，其實也不盡

然，這些使用於航太產業的元件，精

密度都非常高，誤差通常低於0.01%，

有的金屬薄膜電阻甚至低至0.001%，

精密度遠超過現代大量生產的電阻。

陶先生接著提出另一個更值得音響

產業關注的問題，那就是現代元件因

為採用環保材料，導致使用壽命大幅

縮短，許多音響中常見的電容，壽命

最多五年，電阻的壽命可能更短。這

些元件用在汰換率高的家電或3C產品

上，問題或許不大，但是用在昂貴的

Hi End音響產品中，故障率就可能大幅

提高，如果這個問題不改善，未來Hi 

End音響的精品形象與收藏價值將會大

打折扣，成為音響產業必須面對的一

大危機。以管機訊號路徑中不可或缺

的電解電容為例，現代電容的電解液

固化變質的速度非常快，漏電率通常

超過50%，反觀使用非環保材質的老電

解電容，即使出廠多年，但是實測漏

電率卻只有10%左右。這種狀況反應在

聲音特性上，往往造成現代電容的速

度慢，音質混濁，老電容反而速度明

快，音質乾淨，毫不拖泥帶水。

自製薄膜電容

問題是，老零件難道沒有用完的一

天嗎？三年多前採訪陶先生時，他的確

有這種自信，因為經過多年不斷收集，

陶先生早已累積了數量龐大的老零件，

以自家管機一個月生產兩台的速度，的

確很難有用罄的一天。不過隨著People

管機推出，陶先生開始驚覺零件消耗速

度大幅增加，加上他堅持所有元件嚴格

配對，又要有一定數量的備料庫存，所

以就算是價格較低的People，也不可能

無限量的製造，只要零件短缺，隨時都

有可能絕版停產。為了解決老零件庫存

有限，來源又不穩定的問題，陶先生早

已展開元件自製計畫，目前Oriole管機

使的許多薄膜電容，就是惠樺自行開

發，並委託國產廠商手工製造的元件，

目前種類已有二十幾款，未來還會繼續

增加。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種呢？除了容

量規格不同之外，內部用料與結構也

不相同，內部結構主要分為蒸鍍鋁箔

與純鋁箔兩種，純鋁箔又分為4N與

6N兩種鋁箔純度，這些電容的主要原

料全部從德國進口，一方面因為惠樺

使用的雙面蒸鍍鋁箔只有德國有能力

製造，一方面德國的鋁箔純度更為穩

定，所以雖然成本比國產材料高上將

近三倍，惠樺依然堅持從德國進口。

   Oriole Sound Audio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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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是，惠樺電容使用的都是非環保

材料，所以耐用性值得信賴。我好奇

問陶先生，鋁箔的純度不是越高越好

嗎，為何分為4N與6N兩種？他告訴

我，每種材料都有不同的聲音特性，

不一定越純越貴的就越好聲，以他們

的電容為例，6N鋁箔低頻表現較好，

4N鋁箔則更能展現鋼琴中頻的實體

感，兩者搭配使用，才能呈現最真實

的樂器質感。

我繼續問，既然惠樺已經開發出

薄膜電容，那麼電解電容是否也能自

行製造呢？沒想到陶先生告訴我，至

今他還無法掌握電解液的配方，所以

無法製造電解電容，只能靠他以往收

購的庫存支撐。根據他的研究，電容

使用非環保材料的時間點大約是2001

年，所以惠樺只使用2001年以前製造

的電容，就連低價的People也不例外。

到底惠樺的電容庫存還能支撐多久？

陶先生沒說，我倒是已經開始擔心起

來，這些零件總有一天會成為有錢也

買不到的「珠寶」，由此可見Oriole管

機難以用金錢衡量的價值。

堅新打造「特別版」變壓器

再談重要性有如管機靈魂的變壓

器，惠樺選擇與國產變壓器老字號堅

新合作，依照自家管機的規格特別訂

製。熟悉管機的人或許知道，堅新吳

老闆對於變壓器的品質與設計同樣有

著無可救藥的堅持，以致於他們的變

壓器價格特別昂貴，所以國產管機品

牌雖然不少，但是採用堅新變壓器的

卻不多，沒想到遇上對品質要求更

「龜毛」的陶先生，兩人竟然合作愉

快。對惠樺來說，只有堅新有能力達

到他們的嚴苛要求，所以雖然成本昂

貴，惠樺依然非用不可。對堅新而

言，惠樺則是有史以來對規格與品質

要求最高的客戶，吳老闆心服口服，

所以對惠樺的任何要求，堅新全部二

話不說全力配合。目前惠樺頂級變壓

器使用的鎳鋼片成本太高，一般產品

使用的矽鋼片規格特殊，連堅新都沒

有這些材料，所以這些原料全部都由

惠樺自行進口，並且開模製造出變壓

器所需的規格，再交由堅新製造，變

壓器使用的配線同樣由惠樺提供。識

貨的管機玩家，應該知道這些「特別

版」變壓器的價值所在。

重量級機箱

惠樺使用的機箱也值得一提，他

們不使用常見的鋁材製造機箱，而是

以厚達2mm中碳鋼為材料，經過攝氏

870∼920度的熱處理加工，再瞬間冷

卻，藉此精密控制箱體的硬度與共振

特性。前面板的製作更誇張，用超厚

的T7075航太級鋁板「垂直」切割出

厚達32mm的面板，因為這個方向切

出的鋁板，結構與剛性才是最好的。

切好的面板還要經過電腦CNC切割成

弧形，再施以紫外線烤漆，這種烤漆

硬度超高，極度耐磨，缺點是只能用

手工拋光，兩天只能完成三塊面板，

而且失敗率高達四成。做壞的面板無

法回收再加工，只能報廢，成本算下

來，一塊面板就超過萬元！

改採電路板架構

來談重點吧！對於管機從裡到外

處處講究的陶先生，到底對People做了

01. People的線路以電路板為
主，加上部分搭棚構成，雖

然價格較低，不過依然全部

採用非環保材料元件，而且

不乏軍規珍稀電阻，每一個

元件的挑選，都是陶先生根

據音樂性仔細搭配的結果。

02. People使用的三層電路板，
不但厚度特厚，鍍金銅箔也

比一般電路板厚，有助於大

電流訊號傳導。

03. 解剖惠樺自家訂製的薄膜電
容，內中的鋁箔與雙面蒸鍍

鋁箔全部從德國進口。

04. 由國產變壓器老字號堅新特
別訂製的變壓器，新版本的

隔離更好，而且導線直接由

變壓器拉出，每一條線的長

度都必須事先算好。

05. 一整盒的電容，每一個都經
過測量，並且貼上數據，以

便進行配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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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妥協？與以往的Oriole管機相較，

第一個差異是People不再堅持全部手工

搭棚，而是以電路板為主，加上部分

搭棚構成。這是一種妥協嗎？其實並

不見得，你看歐美頂尖管機都用電路

板，沒有人說這是妥協。對陶先生而

言呢？搭棚當然是更好的作法，一方

面可以降低雜訊干擾，一方面可以搭

配不同的配線進行更細膩的調音。不

過People之所以採用電路板，最主要原

因其實是為了提升產量，一個月的產

量可以從兩台提升到六台。成本上，

採用電路板雖然節省了人工，但是使

用的元件數量卻比搭棚還多，而且惠

樺使用的電路板等級非常高，厚度是

我在Hi End音響中所見過最厚的，基板

是三層結構，地線走中間層，鍍金銅

箔也特地選擇了最厚的一種，有利於

大電流訊號傳輸。算算成本，恐怕並

沒有省下多少。

再看People使用的元件，昂貴的老

電容用得是少了些，不過依然全部堅

持使用非環保材料電容，耐用性無庸

置疑。再仔細看，線路中依然滿是珍

稀軍規電阻，可見People雖然價格較

低，但是嚴格配對，利用老零件搭配

調音，依然是陶先生堅持的法則。

機箱方面，People的面板沒有切割

成弧形，加工與烤漆較為容易，不過

機箱一樣由2mm的中碳鋼構成，整部

機器依然重達35公斤，實在看不出任

何偷工減料的跡象。變壓器呢？一樣

是由堅新製造，與上級機種使用一樣

的矽鋼片，不過陶先生很誠實的告訴

我，絕緣材料有所不同，除了可以降

低成本，也有調音上的考量。

經得起考驗的線路

陶先生對管機的線路設計也有獨特

觀點。他的父親早在民國四十七年就

開始從事無線電設備與音響進口與銷

售工作，從小陶先生就在真空管的包

圍中長大，小學就開始動手DIY管機，

照理說什麼稀奇的真空管都見過，但

是他設計管機，卻堅持用最適合音頻

放大的真空管與線路，不靠奇特的管

子與設計譁眾取寵。People用的就是

最經典的SRPP線路，使用真空管包括

一支5AR4整流管、四支6SN7訊號管以

及四支可以用KT88替換的KT120功率

管，看起來或許不甚特別，但是陶先

06. People的線路在電腦繪製之前，全部由陶先生親自一筆一劃繪製手工線路圖，每一條線路都經過仔細的思考規劃。
07. 惠樺剛從「特殊管道」引進一大批NOS軍規元件，種類琳琅滿目，世界上有哪一部管機會用上這麼多稀有元件？恐怕有惠樺一家！
08. 陶先生拿到老零件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剖研究內中用料與結構，唯有確實掌握每一種元件的聲音特性，才能用在最適當的地方，進行最適
當的搭配調音，這樣使用發燒元件才有意義。

09. 用於F16戰機上的飛彈發射開關，內部接點由整塊純銀車製，即使丟到水裡依然可以正常運作，陶先生打算用在惠樺未來的旗艦管機上。
10. 這兩個電容的耐壓與容量都相近，但是現代電容為求小型化，內部用料不同，而且全面改採非環保材料，實測漏電率超過50%，右邊的老
電容雖然體積大，年紀老，但是漏電率卻只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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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認為這才是經過時間考驗，最成熟

也最全面的真空管線路。

一個月聽十一場音樂會

陶先生的「偏執」，也反應在他的

音樂偏好與調音理念上。許多音響設

計者不懂音樂，但陶先生卻是我所見

過聽古典音樂最認真執著的音響設計

者，他每個月平均要聽十一場的音樂

會，每年定期到布拉格史麥塔納音樂

廳與維也納布拉姆斯音樂廳朝聖，聽

來匪夷所思，不過陶先生聽古典音樂

的確超越一般業餘程度，他從小學習

樂器，與台灣許多古典音樂演奏家熟

識，還曾參與國家音樂廳的空間聲響

設計，說他是半個音樂人也不為過。

這樣的人調校出來的管機，豈有不好

聽的道理？

陶先生也是我所見過最有個性的

音響設計者，他雖然製造管機，但是

卻不認同一般人追求的「管味」，他

認為理想的管機其實可以比晶體機更

透明快速。他調校管機最重視的，也

是毫不拖泥帶水的速度感、活生感與

音質的純淨感，如此才能刻劃音樂最

細微的表情與內蘊情感。陶先生甚至

直言，他的管機是專為古典音樂而設

計，尤其最適合聽室內樂。老實說，

聽到這番說法，我真要為陶先生捏一

把冷汗，因為這種言論絕對嚇跑一般

音響迷，很容易讓人以為他們的管機

播放其他音樂都不好聽。陶先生追求

的聲音到底是什麼？Oriole管機真的只

適合聽古典音樂嗎？這次在惠樺二樓

的試聽室中，我聽到了答案。

音樂的內心戲

陶先生先讓我聽了匈牙利鋼琴家

Lili Kraus演奏的莫札特鋼琴奏鳴曲，

這是1955年的老錄音，但是我卻一點

也聽不到老錄音生硬、乾澀、陳舊的

痕跡，鋼琴晶瑩剔透、粒粒分明，

觸鍵中微妙的表情變化無一遺漏，

全部清清楚楚傳到了我的耳中，就

算用耳機恐怕也聽不到如此豐富的

細節與細微變化。再聽立陶宛鋼琴

家Muza Rubackyte演奏的李斯特「巡禮

之年」，這是DSD直錄的現代錄音，

當低音鍵敲下的瞬間，我已經完全

被People的表現所征服，那低音所散發

的絲絲縷縷的層次感，簡直透明、清

晰到匪夷所思！再聽，鋼琴音色雖然

極度透明，但是中頻並不單薄，低音

的延伸與氣勢也無可挑剔。高音觸鍵

溫潤的晶瑩感令人著迷，泛音延伸更

是悠遠迴盪，彷彿每一個觸鍵都是精

心醞釀後的結晶，都蘊含了無比豐富

11. 堆滿零件的工作台上，竟然擺了一本古典音樂家傳記，可見陶先生對古典音樂有多癡迷。
12. 陶先生曾參與國家音樂廳的空間聲響初期設計，由他一手設計的聆聽室聲響效果當然優異，連曾經在此舉辦發表會的Mark Levinson都說，
這是他走遍亞洲所聽過最好聲的音響空間。

13. 與People搭配的Quad S5喇叭雖然不貴，但是鋁帶高音的音質通透、細節豐富，低頻氣勢也十分驚人，喇叭背板設有三只被動輻射器。
14. 陶先生平均每個月要聽十一場音樂會，龐大的唱片收藏中，將近99%都是古典音樂。
15. Oriole高階管機的手工搭棚線路，走線一絲不苟、線路交錯巧奪天工，簡直是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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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彷彿李斯特在旅途中見到的

風景，全都鮮活的浮現眼前。我必須

老實說，直到這次，我才真正被「巡

禮之年」中所蘊含的音樂之美所感

動。聽到這裡，我也才知道陶先生所

謂「音樂的內心戲」是什麼？我所聽

到的People似乎有一種魔力，不僅善於

寫實，更善於寫意，可以讓人輕鬆融

入音樂所描繪的意境之中。這種聲音

無法用「音響二十要」評分，但是我

相信這絕對是「音響二十要」全部到

位之後，才能展現出來的特質。

管機的音樂背景怎麼可能如此乾

淨？解析與層次怎麼可能這麼優異？

如果你以為陶先生搭配的是他那對

Estelon XB喇叭，那就錯了，他搭配只

不過是一對訂價不到十二萬元的QUAD 

S5喇叭。如果你以為陶先生用的是他

那高檔Accuphase SACD唱盤，那也錯

了，他用的只是Micromega最入門的

CD-10 CD唱盤。這樣一套中階系統，

竟然能讓我聽到頂級天價音響系統才

能挖掘出的音樂細節與情感，People的

表現實在讓我驚訝！

將音樂的美提升到極限

再聽聽弦樂，先聽布拉姆斯的小

提琴奏鳴曲（BIS-CD-213），這份演

奏刻意強調強弱對比的表現，沒想

到People還能將強弱對比拉得更大，

小提琴的揉音顫動到近乎煽情，像是

一杯烈酒下肚，將情緒的濃度提升到

最高。People到底在這份演奏失了什

麼魔法？其實People並沒有添加任何

額外的「味精」，它所做的只是忠實

還原了這份演奏所蘊含的情感。為什

麼以前我沒有聽到這麼濃烈的音樂張

力？或許是People特別善於表現微弱

的動態對比，暫態反應也特別明快。

總之，People就像是內力深厚的武林

高手，不但讓我聽到了非常真實的琴

音、非常直接強勁的演奏能量，還能

讓我感受到音樂與演奏中源源湧現的

內勁。

再聽蕭頌的弦樂四重奏（Chando 

CHAN 10754），如果你想知道People

的小提琴表現，我可以告訴你，它可

以充分展現此曲纖細的弦樂線條，不

過琴音並不單薄細瘦，而是有著非常

緻密的質感，非常清晰的擦弦細節，

以及非常豐富的泛音延伸。陶先生

說People的透明度略遜於高階機種，但

我認為它的透明感與純淨感已經無可

挑剔，聽不到任何雜質了。

令人驚豔的低頻表現

用大編制的交響樂測試，陶先生

說People的前級線路放大倍率不高，適

合外接獨立的前級使用。他將People

的音量開到最大（此時竟然聽不到嘶

聲或哼聲！），接上自家OSA-PRE-

1BV真空管前級之後，音質果然更為飽

滿，動態對比更大，整體氣勢更為恢

宏。值得注意得是，外接前級之後，

低音提琴的型體感與低音層次感也有

顯著提升，可見搭配前級是值得People

用家考慮的升級方案。不過雖然如

此，我還是想聽聽單獨使用People的表

現。聽阿格麗希演奏的拉赫曼尼諾夫

雙鋼琴版「交響舞曲」，雖然沒有加

上前級，但是低音強奏的重量感依然

令我驚豔。演奏到激昂樂段，高音鍵

率性的揮灑流洩，充分展現鋼琴女皇

不可一世的霸氣，演奏到抒情樂段，

琴音又美到讓人眼眶泛淚。所以People

真的只能聽室內樂嗎？千萬不要誤

會，它的低頻其實量感充沛，即使重

播交響樂也下盤穩定，加上前級，低

頻控制力會更好，但是以一部50瓦管

機而言，People的驅動力與低頻表現已

經勝過大多數同級對手。

卸妝後的自然美

試聽過程中，陶先生還讓我聽了

鳳飛飛與王芷雷的演唱，People的表現

果然與一般管機不同，它沒有任何渲

染，也不會刻意凸顯中頻的飽滿感，

沒有讓人聲聽來特別厚聲，它甚至沒

有掩飾錄音中高頻過於明亮的缺陷，

不過這些都不重要，因為我第一次如

此清晰的聽到了鳳飛飛的嗓音原貌，

也第一次如此真實的感受到王芷雷咬

字吐息間散發的優雅風韻。People並沒

有加油添醋，讓人聲變得更好聽，但

是它卻更真實的呈現出上一個時代的

風雅與人文氣息。

People真的只適合聽古典音樂嗎？

這次試過各種音樂類型之後，我可以

肯定的告訴大家，People可以展現鮮

活的鐃鈸敲擊、紮實的低頻勁道、

飽滿的薩克斯風吹奏，暢快的搖滾

節奏。唯獨在聆聽Donald Fagen「The 

Nightfly」專輯時，我發現中高頻的刺

激感稍弱了一些。不過整體而言，你

絕對可以放心用People欣賞任何類型的

音樂。

世界級的頂尖製作

所以People真的妥協了嗎？如果

以陶先生的嚴苛標準檢視，少了手工

搭棚的People的確比不上自家高階管

機，但是與世界上任何Hi End管機相

較，People都依然是不折不扣的頂尖

之作。請想想，世界上有多少管機可

以集結這麼多珍貴稀有的軍規元件，

用上如此講究的變壓器，搭配如此重

量級的機箱，進行這麼細膩的調音？

又有哪一位設計者可以一個月聽十一

場音樂會，對古典音樂的鑽研如此之

深？只要想想，你就知道，People使用

的珍稀元件難以用金錢衡量，陶先生

的調音品味無法用金錢衡量，People

挖掘音樂情感的魔力也無法用金錢衡

量。雖然價位較低，但是People依然世

所罕見，值得珍藏。

   Oriole Sound Audio People

音
響
論
壇

119 

音響論壇AudioA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