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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一直以來，我都是用歌曲與樂迷溝通，今次用文字與大家交流，細說

我的音樂世界和分享我的人生旋律。

辛苦了幾近兩年，終於完成了一個醞釀多年的心願。當我讀完自傳的

初稿，心情跌宕起伏，彷彿將大半生的經歷再走一遍。當中的喜怒哀樂甜

酸苦辣，真是五味紛陳，湧上心頭。當然，得到幸運之神眷顧，我的回憶

都是跟音樂息息相關，所以開心幸福快樂佔據了大部分，中間的小波折，

現在想起來都只不過是過眼雲煙。

曾經有記者問過，每天做著同一件事，有沒有想過放棄？怎樣堅持下

來？老實說：每天都做著自己喜歡的事情，介紹自己聽過的好歌給樂迷，

怎麼會捨得放棄？所以從來都是隨心所欲，根本不用刻意堅持。我真的不

敢想像生命裏有一天沒有音樂！在此也奉勸一下年輕人，在尋找人生的方

向時，最好找一條自己真正喜歡的路，當然必須是正途。

也有記者問過，怎樣規劃我的音樂事業？目前的成就與當初的預期有

沒有落差？我真的忘記了當時怎麼回答，卻記住了這個問題。我其實沒有

什麼十年計劃廿年計劃，只是跟著音樂走。回首多年以來，遇到可造之材，

便扶持一下；遇到志同道合，就互相交流；有時間有精力，組組樂隊灌灌

唱片，樂壇需要我的時候，無論擔任評判司儀還是幫忙宣傳，我都盡量抽

空支持。一步一步走過來，每一步都是全情投入，不會欺場。過程是隨機

應變，結果就隨遇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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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人的成就只須向自己

負責。我沒有辜負最尊敬的母

親，做一個快樂的好人。母親給

予我的生命，音樂引領我的人

生。因為音樂，我找到了方向，

找到了滿足，找到了慰藉，更收

穫了很多友誼。藉此機會，感謝

沿途上遇到的你，包括聽眾、樂

迷、朋友和知音，你們一直的支

持是我源源不絕的動力；感謝幫

助過我和我幫助過的人，你們教

我如何做一個好人和給我做一個

好人的機會；還要感謝那些喜歡

我和不喜歡我的人，你們的出現

豐富了我的人生，當中既有享受順境的樂趣，也有克服逆境的自信。

回首過去，人生可能不是十全十美，但也算是多彩多姿。這本自傳記

載了我在香港的生活點滴，也映現了香港樂壇的滄海桑田。希望這本書可

以喚起你們還沒有遺忘的片段，讓我們一起細味美好的回憶吧！

樂壇教父 Uncle 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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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你
就沒有今天的我 鄭東漢先生

鄭東漢先生

香港是人傑地靈、臥虎藏龍的樂土。幸運地，我於年青時遇上了 

Ray Cordeiro。他是香港的傳奇人物，是播音界的巨人，更是推動樂壇的

先鋒。香港人暱稱他為 Uncle Ray。

獲悉 Uncle 要我為他的自傳寫序時，既驚且喜！寫作雖非我的專長，

但我們相知相交超過半世紀，這個難能可貴的使命，豈能輕易放棄？

小時候，我已經是 Uncle 的忠實粉絲，他介紹的英文歌一直陪伴著

我成長。有一年，我和 Teddy、William 和 Raymond 三兄弟，加上志同道

合的 Frederick，組成了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樂隊。我們在馮

添枝家中收錄了三首英文歌，大膽地寄給了 Uncle，並附加一封由我執筆

的英文信，希望邀請 Uncle 擔任樂隊的經理人。

鄭東漢先生出席我入行 60 周年晚宴。攝於會議展覽中心（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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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們沒有抱著太大的期望，因為那時 Uncle 已是樂壇的大人

物。想不到沒多久收到 Uncle 的回覆。他認可我們的音樂，還邀請我們

到港台一聚。由於 Uncle 是公務員，不可能成為樂隊的經理人，便介紹

我們給鑽石唱片公司。

就這樣，決定了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和我個人的事業與

前途，也同時開展了 Uncle 和我亦師亦友，五十多年的友誼。

我認識的 Uncle Ray 平易近人，全無架子。他做事非常認真，努力不

懈，敬業樂業，而且樂於助人。他的態度和精神，一直是我學習的榜樣。

從鑽石唱片開始，到寶麗金、環球唱片至 EMl 唱片，Uncle 都一直鼓勵、

支持和幫助我。

Uncle 不單只在專業領域上對我有很大的影響，還培養了我對賽馬的

興趣。哈哈！這方面我終於超越了他。

音樂以外，賽馬就是我最大的樂趣。Uncle 擁有的其中一匹馬「我知

幾時」，是我專程替他從美國購入的。馬兒於服役期間共勝出五埸頭馬，

並曾出戰 1997 年的最後一屆皇家香港打吡大賽。

我對 Uncle 心存感激，因為沒有他，就沒有今天的鄭東漢。小兒中基

在紅館舉行演唱會時，我在台上這樣說過：「我大膽說一句，沒有 Uncle 

Ray，香港的音樂未必能夠在 60 年代迅速蓬勃發展，奠下良好基礎，孕育

出 70至90年代的黃金時期，謝謝Uncle Ray 對香港樂壇的支持和貢獻！」

祝願 Uncle 身體健康，讓我每年還可以參加你的生日會，演奏你喜

歡的音樂。能夠看到你開心快樂的樣子，我就非常滿足了！

沒有你 就沒有
今天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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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救星 梁智鴻醫生

梁智鴻醫生

自古以來，世界各地名人輩出，他們的領導才能和遠見，為人民改

善生活。曼德拉堅定反對歧視，並致力爭取平等，最後成功廢除種族隔

離政策。德蘭修女致力改善病人及基層的生活，是人文主義的象徵。身

兼科學家和醫生的約瑟夫 ‧ 默里（Dr. Joseph Murray），開創器官移植

的先河，為身體器官功能衰竭或失靈的病人帶來新生命。

同樣地，Uncle Ray（郭利民先生）也是一位對人們生活有重大影響

的名人。他透過音樂，令為口奔馳、營營役役─「working like a dog*」

的聽眾得以放輕鬆；他透過音樂，於深邃的黑夜之中，舒緩我們的壓力

及緊張。 

在 我 欣 賞 Uncle Ray 的 眾 多 節 目 之 中， 他 的《All The Way With 

Ray》對我影響至深。在過去悠長的三十多年期間，當我診症或因公職與

人唇槍舌劍之後，晚上總會感到疲憊不堪─《A Hard Day's Night*》。 

當我駕車回家時，扭開收音機聽著 Uncle Ray 使人舒緩的聲音，以及

他在午夜之後播放的抒情音樂，每每令我重拾活力，感覺良好「make me 

feel alright*」。即使他已經九十多歲，他依然是我的救星。

Uncle Ray 成長於一個破碎家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經歷了日軍

佔領的痛苦和殘酷，嚐透飢餓和貧困，歷盡辛酸。他對音樂的熱愛和遠

見，尤其是鼓，驅使他成為樂壇教父和最長壽的唱片騎師。

*「 working like a dog 」及「 make me feel alright 」，是英國搖滾樂團披頭四的
歌曲《A Hard Day's Night》中的歌詞，歌曲發行於 196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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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是關於 Uncle Ray 的生平，但它不僅是一本自傳，更記錄了一

位謙卑的人，如何通過遠大抱負和不懈決心，揚名國際。他的生命力更

令我們認識到：年齡只是一個數字，無論是大是小，我們都可以為別人

謀福祉。

梁智鴻醫生與我於禮賓府花園合照（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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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新先生

張文新先生

可愛的
Santa Ray

很榮幸可以在樂壇教父 Uncle Ray 郭利民先生的自傳中，寫出我對這

位前輩的點滴和感覺。

Uncle Ray1949 年入行廣播界，至今超過 70 載，所獲榮譽多不勝數：

包括 MBE 勳銜、銅紫荆星章、香港演藝學院榮譽院士和健力士世界最長

壽電台節目主持人 (The World's Most Durable Radio DJ) ⋯⋯至今年 96

歲，仍然每個星期一至五晚，由十時至零晨一時，在香港電台第三台主

持他的《All The Way With Ray》，真是前無古人！

認識 Uncle Ray 40 多年，他私人珍藏超過二萬多張不同類型的唱片，

是我們港台 DJ 另一個唱片庫。他訪問過無數中外歌手，披頭四也接受過

他三次訪問，敢稱亞洲第一唱片騎師。

記憶中本人 1974 年始創《中文歌曲龍虎榜》，甚獲本地中文樂迷支

持。當時的郭利民先生已經是行內典範，但他從無階級觀念，紆尊降貴

走到中文台提議和我合作，把每周上榜的中文歌資訊翻譯成英文，在他

主持的節目中分享上榜的金曲，開英文台介紹中文歌曲之先河。他說好

歌無分國界，有容乃大，海納百川，才是從事廣播和藝術行業之道。這

番說話成為我做節目及日後進入管理層工作的座右銘。

Uncle 樂善好施，每年都會把部分生日賀禮用作善舉；他亦喜歡提拔

新人，在樂壇扶掖不少後進。近年我和《寰宇希望》組織了一個聖誕老

人長跑的慈善活動，得到他親自前來主禮打氣，生色不少。扮得惟妙惟

肖、慈祥可愛的 Santa Ray，一直留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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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車淑梅及張文新擔任寰宇希望於 2014 年在太平山舉辦的首屆「千個聖誕老人跑」

主禮嘉賓

可愛的 Santa 

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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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廣播處長張敏儀小姐出席我的 70 歲生日會。她正是當天晚宴的發起人（1994 年）

張敏儀女士

張敏儀女士

《All The Way With Ray》   

《All The Way 

With Ray》   

Uncle Ray 在香港差不多一個世紀，他代表中西交流，經濟起飛，創

意無限的年代。

從澳門回到香港，他是第一代的唱片騎師，帶著 30 年代、40 年代、

50 年代、60 年代的音樂飛馳，中西舊曲，百聽不厭。由 60 年代開始，

他推動本土音樂。每一個訪港的國際巨星都到過他的咪前，每一個香港

成長的歌星都在他咪前長大。

大多數人是 60 年代開始聽他的節目，其後 50 年是香港的黃金時代。

Uncle Ray 是健力士大全唯一保持 70 年紀錄的音樂節目主持人。其

中六十一年是在香港電台。

香港電台除了爭取新聞自由，也是音樂文化橋頭堡。每每在沉重乏

力的時候，聽到 Uncle Ray 醇厚不老的聲音，回味那些穿越中西超過半

世紀的樂曲和陪伴各人成長的歲月，讓人倍感舒懷⋯⋯現在上互聯網，

無論何時何地，香港人都可以延續、分享《All The Way With Ray》!





一起走過的童年

炮聲轟隆 鼓聲撲通

昂首踏上播音路

與港台緣訂終生

自序

沒有你 就沒今天的我 — 鄭東漢

我的救星 — 梁智鴻

可愛的 Santa Ray — 張文新

All The Way With Ray — 張敏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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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相 信 世 上 有 得 天 獨 厚 的 奇 人， 其 中 一 位 就 是 我 們 的 Uncle Ray ！
Uncle 從來都是一部活生生的音樂百科全書，注意並非只限英文歌！大家
隨時隨地都可以向他查詢樂壇資料，而且立即得到答案。最難忘的一次，
我問了他一些舊歌的問題，他不單立刻詳盡回答了，還領著我回到第三台
直播室龐大的唱片庫，一下子就將要找的 CD 挑了出來，我真的目瞪口呆！
他便是我們的港台之寶！樂壇之寶！香港之寶 Uncle Ray ！

車淑梅

我的契爺，他是香港樂壇過去數十年的教父！沒有 Uncle Ray，就沒有
我！終生感激您對香港音樂的貢獻 !

區瑞強 



第 一 章

第 1 章

一起走過
的童年

一起走過

的童年



「媽媽，我⋯這個口吃⋯的毛病，是⋯不是⋯永遠都改不掉？」 　

「儍小子，聽媽媽的，說話時別著急，不要激動。來，先深呼吸一

下，然後慢慢一個字、一個字吐出來，就可以把話說好。你是聰明的孩

子，一定可以做到。」親愛的媽媽，是您當日溫柔的鼓勵，讓我下定決心，

克服口吃。感謝您改寫了我的故事，原本說話結結巴巴的孩子，日後竟

能成為廣受歡迎的 DJ，還創造了世界紀錄，譜寫出一首又一首動人心弦

的人生樂章。 

我的家族早年從葡萄牙飄洋過海，來到東方尋找新生活。外公是澳

門一名陸軍中尉，母親 Livia Pureza dos Cordeiro 於軍營中誕生。爺爺

Procopio Antonio Cordeiro 生於上海，1851 年隨父母移居澳門，在那

裏娶了嫲嫲 Vitalina Maria da Luz，婚後來到香港定居，1887 年誕下我

的父親 Luiz Gonzaga Cordeiro，其後他的弟妹 Maria Josefa、Estanislau 

Maria、Jose Vincente 和 D. Ana Joaquina 相繼出生。 

爸爸年青時於匯豐銀行會計部工作，在鄰家的聖誕派對中與媽媽邂

逅。他們在 1911 年結婚，有六名子女，我排行第五，1924 年 12 月

12 日在灣仔家中出生。大哥 Armando 比我年長 10 歲，我最崇拜他；然

後是三位姊姊 Molly、Frida 和 Marie；Olga 是老么，比我小兩歲，這個妹

妹跟我最親近。

2

樂壇教父 Uncle 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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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 Armando（左）和我跟母親的唯一合照（1950 年）



大哥 Armando 最初跟爸爸於匯豐銀行上班，感到工作刻板沉悶，音

樂才是他的真正夢想。1938 年，Armando 決意追隨大姐夫 Benny 到上

海一展抱負，向夢想進發。他音樂天賦極高，無師自通學懂吹奏單簧管

和色士風（clarinet and saxophone），還懂得寫譜編曲，在上海發展非

常順利，整個樂隊的演奏編排，均由他負責。正當他計劃成立樂隊時，

卻遇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內地政局動盪，上海娛樂事業隨之沒落。到了

1948 年，唯有回到香港另謀發展。最初加入我的三人樂隊於雄雞飯店表

演，一年後加盟麗的呼聲，成為知名電台監製。

Armando 與大姐 Molly 在上海常跟家裏通信，還會寄來一些小禮物及

照片。至今，我還保存了一張他在 1940 年從上海寄回家的照片。1969

年，Armando 因大腸癌病逝，年僅 55 歲。那一年，我同時失去爸爸和

哥哥，令我非常失落，至今仍很懷念他們。

我的兄弟姐妹

大哥到上海發展後，在新年寄回這張造型照，並在背後寫上祝福語（1940 年）

4

樂壇教父 Uncle 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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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 Molly 嫁給菲裔的 Benny，隨夫到上海，當一名家庭主婦。她可

是一個典型醋娘子。在 Benny 演出的夜總會，會有一張小枱預留給她，

每 晚 她 都 坐 在 那 裏

監 視 丈 夫， 因 為 她

知 道 Benny 性 格 愛

玩，只有每晚盯著才

能安心。大姐夫離世

後，Molly 便 跟 我 一

起生活，直至 1983

年逝世。

二 姐 Frida 曾 努

力要學好一種樂器，

偏 偏 選 上 了 難 學 的

小提琴。她非常用功，但拉出來的音樂，連媽媽也受不了。最終，她只

不過勉強拉出了《天佑我皇》，其它曲子？不提也罷。雖然 Frida 沒有學

好小提琴，卻傳承了媽媽高超的廚藝，首本名菜是葡式薯仔免治牛肉，

令人垂涎欲滴！每次看到免治牛肉，我總會想起二姐。二戰時二姐夫陣

亡後，留下了她和女兒 Maureen。Frida 從澳門回港後便與我同住，直至

1999 年離世。她常常在家中準備豐富的食物，因為當年我在電台做完節

目後，會不時帶朋友回家吃飯。我們每逢周日都會結伴到尖沙咀漆咸道

天主教玫瑰堂望彌撒，那些年的歡樂時光，教人永遠難忘。 

三姐 Marie 十分文靜，從不參與小孩們那些打鬧和搗蛋事情，凡事逆

來順受。我最替她不值的是，如此賢良淑德，卻錯付終身，婚後一直忍

受家暴煎熬。我曾在 80 年代到美國洛杉磯探望三姐，住在她家，親眼目

睹三姐夫 Raul 如何向著 Marie 無理地咆哮。當時多麼想即場把她帶走，

大姐 Molly 和姐夫 Benny 結婚四周年時攝於上海 (1939 年）



離開那樣子的家。無奈是，每次 Marie 都被哄回，沒有下決心離開，反

而繼續照顧丈夫，直至 93 歲終老！都說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我看 Marie

家裏那本，特別苦澀。

Olga 最幸運，丈夫 Tony Souza 是一位好好先生，大家都喜歡他。

Tony 從匯豐銀行退休後，夫婦倆移居美國，與女兒 Therese 及外孫 

Christopher 團聚，兒子 Anthony 留在香港發展。每逢我有重要慶祝活動，

Olga 都會從美國回來參與。她在 2008 年過世，歡度了 82 年幸福快樂

的時光。

前排左起：三姐 Marie、二姐 Frida、父親 Luiz、大姐 Molly 和妹妹 Olga，大哥和我站

在後排 (19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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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姊妹們的童年歲月，都在

灣仔嘉諾撒聖方濟各小學度過。學

校有一座小教堂，我八歲時在那裏

領受第一次聖餐。我們一家人在香

港土生土長，生活習慣十分地道。

小時候我最愛吃各式各樣的腸粉，

尤其是齋腸粉。在上面沾滿豉油、

甜醬、辣醬、麻醬和芝麻，簡直是

人間美食。直到今天，朋友們都知

道腸粉是我的最愛，飲茶時必叫的

點心。

媽媽廚藝了得，會做葡國菜，

也會煮廣東菜，凡是她做的，我都

愛吃。媽媽拿手菜式是芋頭炆燒腩

肉，令人回味無窮！我們家很傳統，

會過本地節日，吃應節的年糕、糭子、月餅等；也會慶祝聖誕節和元旦；

還會跟隨葡人習俗吃牛油糕（Alua）以及一種餡批（Empada）。這些牛

油糕之類的葡式傳統美食，現在已被列入澳門非物質遺產了。

 家裏兄弟姊妹眾多，媽媽整天都忙碌著照顧我們。為了減輕她負擔，

我自小被訓練煮早餐，諸如烤多士和燒水沖茶，都是每日必做。這些基

本訓練，日後讓我在澳門難民營裏當廚師時大派用場。小時候，牛油是

奢侈品，但又不想總是吃白麵包，便想出了新主意。我發現用便宜的腐

乳塗在多士上，風味更勝牛油。大家一定要試試！

媽媽有位本地朋友，大家都喊她「伯娘」，是我家的「財政大臣」。

因為媽媽常向她借錢，連本帶利欠下一大筆債。在那個年代，大家都很

小時候

我第一次參加聖餐禮 (1933 年）



窮，沒錢開飯時只能賒借度日。伯娘經常到訪，但我們還不懂事，並不

知道她是來討債。小孩子都愛搗蛋，有一天，我和 Olga 戲弄了這位伯娘。

我們用兩根竹子，撐著一個枕頭放在大門上，當她推門進來時，枕頭剛

好落在她的頭上。伯娘隨即以廣東話破口大駡，媽媽同時責備我們不尊

重長輩，我倆只好賣乖回一句：「以後不敢了！」便逃之夭夭。

我喜歡看電影，戰前灣仔戲院很少，後來才陸續有新戲院加入，其

中以東方戲院（現為大有商場）規模最大。Armando 還在匯豐銀行工作

時，領了薪水後會給我一點零用錢。Olga 與我常常結伴去看電影，兩個

小孩可以花兩毛錢買一張票，共佔一個座位。只要沒有妨礙前後排觀眾，

檢票員都對這些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泰山》是我最鍾愛的電影。飾演

泰山的影星是 Johnny Weismuller，曾奪五枚奧運游泳金牌。有一天，我

在家模仿泰山，抽著蚊帳從床的一邊擺到另一端，殊不知中途失手，整

個人頭下腳上直墮地面，小腦袋剛好塞進一個黏土造的器皿裏！震天的

哭聲，頓時引起家裏一陣騷動，媽媽趕緊跑來把器皿打破，保住了我的

小腦袋。 

此外，我十分欣賞銀幕情侶 Jeannette Macdonald 和 Nelson Eddy 的

黑白歌舞片。早期彩色電影剛推出時，Errol Flynn 主演的《俠盜羅賓漢》

被我翻看了最少七次；華特廸士尼製作的《雪姑七友》和《木偶奇遇記》

也是我心儀的作品。有次媽媽帶我去看一套由 Bela Lugosi 主演的吸血殭

屍電影，結果把我嚇得一直做噩夢。整整一個星期，晚上都要媽媽陪我

入睡，直至殭屍影像從腦海中徹底消失、噩夢不再為止。可見媽媽的安

慰有多重要。 

我出生時家住灣仔道 100 號 A，後來搬往莊士敦道 22 號一幢唐樓，

對面就是紅磚屋教堂（中華循道公會香港堂，現名為循道衛理大廈）。住

在隔壁是 Wilkinson 一家， Sousae 兄弟則住在我樓下。幾戶人一大堆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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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常常一起玩耍，也少不了打架。有時 Sousae 兄弟佔上風，Olga 會過

來幫我，大家扭作一團，過一陣子又做回好朋友。多麼無憂無慮的童年！

在 Sousae 家， 老 大 William 是 我 的 發 小， 他 最 愛 聽 Harry James 

的小號。老二 Ernie 後來也成為我好友，教我打桌球，他曾奪得 Club 

Lusitano 少年桌球比賽冠軍呢。老三 Luiz，花名 Luigi，喜歡踢足球。

Eddie 排尾二，長大後成為律師，而且做得很出色。老么 Danny 當時太年

幼，無法擠進我們的圈子。

至於隔壁 Wilkinson 一家，大女兒是 Connie，大哥曾暗暗地跟她發生

曖昧。有一天，脾氣火爆的 Wilkinson 太太，衝進我家要找 Connie，當時

全家都不知就裏。她二話不說直搗大哥的房間，把 Connie 從房門後拖出

來，大家都看得目瞪口呆，可憐的 Connie 哭著否認自己曾做過什麼錯事。

當時自己還不懂事，豈能理解眼前這齣鬧劇是怎麼一回事。現在當然知

道，高大俊俏的 Armando 是多情種子，這不過是他風流事蹟的冰山一角。

多年後，他忽然跟我說已經結了婚，並告訴我：「你要做叔叔了，大嫂

是曾在雄雞飯店任職的 Ann，就是我們三人組曾經演出的餐廳。」他縱

使情史豐富，終於要安定下來了！

Wilkinson 家的二女兒 Norma，跟英女皇伊利莎白二世長得很像。雖

然當時我只得十歲，已偷偷暗戀著 Norma，做了一場清澈又單純的荳芽

夢。可能是這個原因，英女皇對我是有股特別的吸引力。當她在 1987

年親自頒授 MBE 勳章給我時，尤其感到親切。



在我五歲時，爸爸貪新忘舊，拋妻棄子留下媽媽一人獨力支撐整個

家。最令我們生氣是他的情婦竟然是家中那個女傭！媽媽就是如此單純，

對家裏已然發生的姦情，沒有產生絲毫疑竇。當時我年紀還小，既沒有

人告訴我，自己也沒察覺家裏有異樣，不知道父親已經背叛家庭。倒是

後來知道母親那群好姊妹，曾上演過捧打狐狸精的好戲，幫她出了一口

烏氣。靠著爸爸每月騰挪的一丁點家用，根本無法填飽一家大小。為了

照顧我們，媽媽孭上一身債，只好努力接些縫補和編織的散活，多掙幾

個錢。雖然被丈夫狠心背叛，她卻認為我們還是要尊重父親。

每逢爸爸生日、聖誕節或復活節等，媽媽會吩咐比我年長六歲的

Frida 陪伴我和 Olga 到父親工作的地方找他，可是，二姐每次送到銀行門

口便卻步，要我們自行進去，二姐從來沒有踏入銀行大門。我會拖著妹

妹向銀行職員道明來意，然後靜靜地坐在大堂，等候他有空出來見我們。

好不容易等到了，爸爸會問候一下，然後從褲袋裏掏出兩枚狀如「大餅」

的一元硬幣，給我們一人一個。

回家後，我們將大餅交給媽媽，任務便完成。這枚背後充滿辛酸的

一元硬幣，是純銀製造，一直通用至 1935 年。可惜當年沒有留下一枚，

相信這款硬幣如今必定價值不菲。這也難怪，當年我們生活拮据，怎可

能貯起來留為紀念呢！

父親的背叛 母親的慈愛

純銀製造的一元銀幣，流通至 19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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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五歲）和 Olga（三歲）的第一幀合照

（1930 年）

曾經有人問我會否憎恨父

親，但我除了心疼母親受到傷

害之外，對他並不憎恨，也理解

那個年代，不少男人也有納妾。

爸爸離家後，我們仍保持接觸，

曾經跟他同住，甚至一起工作。

雖然他沒有給予我們所渴望的父

愛，但也沒有完全撇下我們不

顧，我只想他好好生活。在他退

休後，可能是不擅投資理財，很

快就把退休金花光了。有一天，

他突然問我可否支持他的生活。

父親性格拘謹，說話不多，自尊心強。他開口向兒子要錢，應該很難受，

想必是山窮水盡。我很爽快便答應他，每月給他三百元。爸爸過世後，

那個女人竟然來問我要錢。想到她對媽媽的傷害，壓根兒不可能幫她！

 任何人都可以想像到這個單親家庭的困境。生活潦倒往往會令人感

到前路灰暗，但是偉大的媽媽從來沒有抱怨，經常使家裏保持輕鬆愉快的

氣氛。所有母親的美好特質，都能在她身上找到——愛、關懷和溫暖。儘

管失去了丈夫的愛，但她心繫孩子，把希望寄託在我們身上，盡力給予孩

子愉快的童年。她日復日不停地工作，直至筋疲力盡才稍作休息。

媽媽有忙不完的家務，幾乎足不出戶，連當時具規模的先施百貨公

司也從沒去過。直至某個周日下午，我硬拉著媽媽外出去逛街。當走到

先施百貨店門外，她被櫥窗裏一件灰色皮草大衣深深吸引著，駐足觀看

了整整十五分鐘。看著她一臉仰慕，大概覺得只有做夢時，才可以擁有

這件名貴大衣。媽媽佇立櫥窗前呆望大衣那一幕，我牢牢記在心頭。當



我轉職至麗的呼聲後，月薪由原來二百多元暴升至七百元，我決定滿足

媽媽的心願。第一個月出糧後，花掉七百元把皮草大衣買下來送給媽媽。

對我來說，這只是一份表達敬意的禮物，但對母親來說，這份禮物來自

她最疼愛的兒子，實在很寶貴。她很愛惜那件皮草大衣，捨不得把它穿

著上街。可憐的媽媽，世界裏就只有家庭和兒女，哪有什麼場合可以穿

上它？她離世後，皮草留給了二姐。 

媽媽為我們劬勞一生，在 1951 年 8 月 25 日息勞歸主。她是天主教

徒，常常感謝天主一直眷顧我們一家。在我們心中，是她把一生奉獻給

這個家。與最親愛的人永別，我彷彿跌落了黑暗的深淵，那種傷痛落寞

實在難以形容。人總要向前看，我必須積極面對未來，因為這是母親對

我的囑咐。她臨終前承諾，無論我走到那裏，都會在天上保佑我，成為

我的守護天使。回顧一路走來，確實有她庇佑，感覺她時刻就在身旁看

顧著，就像從來沒有離開過。 

Olga 移民美國後，有一年我去探望她，住在她家裏兩個星期。每天

一起吃早餐時，她都會告訴我︰「媽媽昨晚又到你房間看你喲！」我們都

知道 Olga 有一雙「陰陽眼」，她這一句話令我很是寬心：媽媽真的信守

承諾，一直在身旁保佑我。 

很少人知道我和母親生日是同一天，我們一直一起慶祝。我愛媽媽，

有關她的一切，彷彿可以無窮無盡地寫下去。雖然她身故多年，但思念

之情，有增無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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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若瑟的青蔥歲月

小學畢業後，我順理成章跟隨父兄足跡，入讀位於堅尼地道的聖若

瑟書院，那時校長是 Brother John。

聖若瑟書院早年仍採用英國舊制度，並非現在那樣由中一至中六，

而是由第八班開始，升到第一班大學預科班。進校第一年，我讀Ａ班，

英文科老師是 Mr. Vincent Chan。他的英文無懈可擊，如果你閉上眼睛，

還以為是一位英國紳士在講話呢！Ａ班其實是國際班，來自不同國家的

學生都集中於此，這群來自五湖四海的少年，往往是比較頑皮。

聖若瑟的青蔥歲月

1935 年聖若瑟書院 7A 班全體合照，我站在最後排右三位置。感謝程景坡校長授權使用照片



有一次英文堂，我坐在窗旁，只

顧看著天上空軍飛行練習，沒有留意

Mr. Chan 提問。結果非常慘痛，留堂

是必然，還被迫令伸出手來，讓他用藤

條打了三下，痛入心扉。這個教訓也成

為整個求學生涯中最重要的一課，我從

此學會了留心聽老師講課。這麼多年過

去了，發生在少年時期的一些事，一直留在腦海裏，歷歷在目，未有磨滅。

我得感謝 Mr. Chan，沒有他悉心指導，我的英語能力不足以成為一位 DJ。

學校的老師有和善也有嚴厲，其中一位是馬來西亞華僑，對學生特別

粗暴，大家稱他為「梅老虎」，對他怕得要命。我曾見過他一把揪住一個

同學的衣領，力道之大，連裇衫鈕都被扯掉。如果梅老虎今日還在教學，

我不會對他被控體罰學生而感到意外。多年以後，我獲邀出席母校的游泳

比賽，從遠處看見年邁的梅老虎，神態變得友善多了，完全看不出當年氣

勢。或者再沒有學生惹他生氣，又或者脾氣隨著年紀增長而收斂起來吧。

幸好，脾氣差的老師不多，大部分都很友善。好像 Mr. Roy Pereira，他

在大埔有一個農場，同時經營一家咖喱店。他廚藝出色，如果學生被邀到

他的農場遊玩（當然是那些乖學生），便可以品嚐他親自烹調的佳餚。還

有 Mr. Felix Chun，外貌甚似當年邵氏導演龍剛；Mr. Oi Eng Bee 也是一

位謙謙君子，永遠不會動怒，每個學生都很喜歡他。 

提起吃，聖若瑟書院後門有條小徑，名為聖若瑟徑，通往山腳纜車

總站。那裏有一個腸粉檔，出品非常美味。每到午飯時間，我總會穿過

這道後門，趕去買我至愛的美食。港幣五仙可以買到 12 條腸粉，我會

把所有醬料都放上去，呼嚕呼嚕吃個痛快。如今腸粉也只不過賣十元廿

塊，價廉物美。

英文科老師 Mr. Vincent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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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若瑟書院是一間男校，在初中階段，主要被運動和功課佔據了大

部分時間。到了青春期，開始將注意力放在女孩子身上。我從來都不是

一名優秀學生，成績勉強保持在中游位置。對此，我一點也不介懷。反

正我不嚮往名列前茅，好成績也並非通往成功的唯一途徑。不少成功人

士，學業成績不見得特別出色，反而在社會奮鬥時學到的東西，也可以

助他們平步青雲呢！

 學生時代，男孩子精力旺盛，總喜歡摔跤打拳。放學後，我們便圍

攏在花園道和皇后大道中之間的斜坡上，一處比較平坦的地方（即前英

軍會所 Cherro Club，1963 年改建為希爾頓酒店，1995 年再改建成為

現今的長江中心）一起打打鬧鬧。可能連當時聖若瑟的神父，也不知道

在學校山腳不遠處，竟然有個比武場。

記得有一個經常撩事鬥非的同學，總是藉故來挑釁我，最後大家決定

在男廁前面的手球場一較高下。那個男廁臭氣沖天，簡直中人欲嘔，但也

無阻一大班男孩跑來湊熱鬧。眾人圍成一圈，為自己支持的一方打氣。我

的對手，顯然不是打架的材料，挨了幾拳便認輸了，自此再也不敢招惹我。 

足球是我最喜愛的運動之一。由於高年班學生才可以使用球場，我

跟同學就跑到附近空地踢球，即使地方較窄，但也足夠我們玩過痛快。

一場足球比賽必定夾雜著爭執及打鬧，然而踢波樂趣正在於此！我也喜

歡玩壁手球，是用手將一個球（我們隨便使用網球代替）擊向牆壁的運

動，講求技巧和力量，分為單人對賽或者雙打。無奈球場就在那個惡臭

難當的廁所前面。低年級同學愛玩波子（玻璃彈珠）。小息時，大家爭先

跑到操場上的沙地，最快到達便有權決定誰人可以加入，誰人對壘。不

過，事情沒那麼容易解決，通常都會出現口角，或是乾脆打起來以決定

誰人作主。



校園生活是如此無憂無慮，畢業後投身職場，開始勞勞碌碌、為口

奔馳。只要回想起學生時代的一切，巴不得時光可以倒流。我曾經好幾

次回母校擔任嘉賓，看到那條生鏽的樓梯扶手，還是我少年時代的模樣，

洗手間仍然隱隱散發著那股臭味。眼前純真率性的師弟活潑熱情，與我

當年的模樣沒有分別。雖然已經多年沒有再回母校，校園生活的畫面還

是經常在腦海中浮現。

擁有 140 多年歷史的聖若瑟書院，培育莘莘學子，名人輩出。其中

有我仰慕的葡裔政商名人，他們是羅理基爵士（The Hon. Sir Albert M 

Rodrigues，前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和布力架父子（José Pedro Braga

及 José Maria Braga）。父親是立法會首位葡裔議員，兒子創辦出入口

公司 Braga & Co，九龍加多利山布力架街正是以他們家族命名。還有梁

智鴻醫生（前行政會議成員、醫院管理局主席）和光纖之父高錕（香港

中文大學前任校長、2009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以及其他令人值得

敬仰的校友，難以在這裏一一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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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Armando 和 Benny 的關係，我自幼就在充滿音樂的環境中成

長。雖然我跟 Olga 年紀太小，無法參與大人們在家裏的音樂派對，但

也不甘寂寞，自己另起舞台，經常一起在家表演娛樂親友。為了得到一

毫子打賞，我們會勠力模仿 Jeanette MacDonald 與 Nelson Eddy 合唱

《Indian Love Call》，或者扮演其他歌星。我喜愛模仿 Bing Crosby 和

The Mills Brothers 唱《Dinah》。每到這時，二姐 Frida 就會取笑我的歌

聲跟 Satchmo（美國著名爵士樂音樂家 Louis Armstrong）一樣，鼻音重

得像得了感冒。哼！她應該要清洗一下那雙塞了的耳朵才對。媽媽則由

衷地欣賞我們，就像我們的經理人，發掘了一對足以在美國賭城演出的

新星般，經常情不自禁地向別人推銷。母親應該是第一個發現我音樂才

華的人吧！

小時候我對將來沒什麼想法，從沒想過要當一名唱片騎師，但音樂

一直陪伴著我成長，這應歸功於大哥的啟蒙。他的唱片收藏包羅了當時

流行的歌星與樂隊，如 Bing Crosby、The Ink Spots、Ella Fitzgerald 和

The Andrews Sisters 等。我們經常一起聽歌唱歌，即使我倆歲數相差十

載，音樂卻把我們的距離拉近。浸淫在這些悠揚樂韻當中，不知不覺間，

它已佔據了我的心。我經常偷偷使用大哥的 78 轉留聲機，但每次均要小

心翼翼，因為那些黑膠碟很容易刮花。Armando 往上海前，把留聲機及

唱片留下，彷彿要把他對音樂的喜愛與投入傳給我，也相信我會對它們

珍而重之。我得與音樂緣訂終生，大哥功不可抹。他不單是我的長兄，

還是我的幸運星，沒有他幫助鋪路加入麗的呼聲，便沒有今天的 Uncle 

Ray，我也當不成世界持續開咪最久的電台 DJ。

家裏另一位音樂人 Benny 是大樂隊領班，那時香港很多樂手都是菲

律賓人， 他們是天生音樂人。還記得 Molly 和 Benny 結婚後仍跟我們同

住，每逢周末，家裏總擠滿了菲律賓樂手，他們跟 Armando 和 Benny 一

音樂的種子



起夾 band、jam 歌，大夥兒聚在一起吃喝玩樂。偶爾還開賭娛樂一番，

難免會吵吵嚷嚷，媽媽則忙於做菜招呼他們。這些樂手甚懂人情世故，

每一次均會留下一點金錢作為伙食費兼媽媽的工錢。我和妹妹 Olga 年紀

還小，未能加入他們的圈子，但我們會一起用膳，大家感情融洽，這段

快樂時光是我童年時珍貴的回憶。

在上世紀 20、30 年代，上海發展速度遠超香港，經濟蓬勃，人民生

活時尚，是一個真正的大都會，很多人湧去尋找機會。當時菲籍音樂人

在上海很受歡迎，Benny 也跟隨這股熱潮，在那裏成立樂隊 Benny Swing 

Masters，並於位處南京路，著名的大東旅社長駐演出。不久，Armando

也步其後塵北上追夢。家中的音樂氛圍對我影響很大，以致日後我也跟

著他們的足跡，走上音樂的路。 

大姐夫 Benny（中間穿白色禮服）和他的樂隊 Benny Swing Masters 攝於大東旅社宴會廳

（19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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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Frida 的女婿 Zoe Siqueira、女兒 Maureen、外孫女 Deanne 和我一起為 

Frida 慶祝生日 (1992 年）

一家人於大姐 Molly 的結婚紀念晚宴中聚首 (1953 年）

家庭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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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 和 Olga 的子女與孫兒回港參加我在洲際酒店舉行的 88 歲慈善生日晚宴（2012 年）

Olga 專程從美國回港與我共度 80 歲生日，兄妹情誼始終如一 (2004 年）



21

Marie 的兒子 Frank 和太太出席我的 94 歲生日派對（2018 年）

Armando 的子女和我誼子 Andy Chow ( 左二）到賀我 94 歲生日晚宴 (2018 年）



在那無數的歲月裏，Uncle Ray 的音樂必能激勵和幫助香港人，以正面的
心態面對無論是開心或困難的時刻。他是香港最可愛的人！

許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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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12 月 8 日，距離我 17 歲生日只有四天，日本向英國宣戰

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線終於延伸至香港。這是我人生第一次，也是

唯一一次直接面對戰爭。

那天，日本的零式戰鬥機滿布天空，雖已大難臨頭，香港市民卻懵

然不知。很多人未曾經歷過戰爭，對眼前一切顯得無知，更談不上任何

防範。炮彈不斷從高空散落，大家如夢初醒，慌忙爭相逃命。轟炸變成

恆常，所有人一聽到警報聲便往防空洞入口逃命。跟我莊士敦道故居最

接近的是軍器廠街防空洞，

每當日軍飛機來襲，我和家

人便拼命跑往位於皇后大道

東的入口往內擠。由於洞口

聚集大量人羣，阻塞空氣流

動，導致洞內通風甚差，悶

焗酸臭，令人苦不堪言。更

沮 喪 的 是， 苦 難 日 子 開 始

了，卻沒有人知道何時會是

盡頭。

二 戰 時 皇 后 大 道 東 的 防 空 洞 入 口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Library 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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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戰事硝煙四起，英軍早料到日軍會轟炸香港，政府亦預先挖

掘了大量防空洞給市民避難，在中環和灣仔一帶的山邊早已挖了很長的

隧道。空襲前我們看到英國人整天在挖洞，已感到奇怪，或許政府不想

引起恐慌，才沒有張揚，以致大部分市民都未能預先做好防備。

日軍連續轟炸香港多天後，接著便登陸展開地面戰。奈何實力懸殊，

大量英軍和志願軍被俘虜。二姐夫 John Denniford Minhinnett 隸屬的一

整連英軍，於淺水灣被日軍擊潰，他一度被列為失蹤，直至戰後兩年才

確認陣亡。二姐夫是愛爾蘭人，在香港土生土長，從未接受軍訓，卻自

願參軍，為保衛香港而犧牲，令人尊敬。 

1941 年聖誕節當天，港英政府宣布投降，香港被日軍佔領。日本人

以鐵腕管治香港，姦淫虜掠，壞事做盡。任何人路過站崗，或遇上軍隊

經過時，都要立即叩頭，否則性命難保。一樁奇遇就此發生了⋯⋯

1941 年的黑色聖誕，港英政府宣布投降，日軍進城（HM Research Service 藏品）



有一天，一隊日軍從遠處迎面而來，帶頭是一個非常年輕的高級軍

官。當刻我便認出那人，正是聖若瑟中學的鄰座同學！這個日本男孩在

校內很低調，說話不多，舉止斯文，從不惹事。看見我時，露出了尷尬

的神情，但沒有避開我，我們甚至還寒喧起來。身旁的士兵看見長官的

舉動，對我也變得客氣。幸好同窗之時，我對這位同學還算不錯，不然

可能已小命不保。不得不說日本人真的深謀遠慮，早就派人蟄伏在香港

收集情報，沒料到自己身邊竟然就有一個小間諜。

淪陷時香港物資匱乏，市民生活極度艱苦。對女人而言，情況就更

淒慘。當我第一次在路邊見到屍體，頓時感到死亡可以離自己那麼近，

生命如此不被尊重。尤其聽到不時傳來女性淒厲的尖叫聲，不難想像發

生了甚麼慘無人道的事。那些日本人真是喪盡天良，所作所為令人髮指。

由於葡萄牙在二戰時是中立國，澳門得以避過日軍魔爪。因此，母

親和姐妹急忙逃難到澳門，大哥仍在上海，我則被留下跟著父親。媽媽

在離港前一天，把我帶到爸爸和那個女人的住所門前，向爸爸丟下一句：

「這是你的兒子。」接著吻了我一下，就把我交給他。爸爸一臉錯愕，

無奈地把我收留下來。

相隔了十二年再跟父親同住，屋裏相伴的不是母親，而是那個拆散

自己家庭的女人，心中很不是味兒。那段日子，爸爸吩咐那個女人照顧

我的起居飲食，可她原本就是我們家的女傭啊！想到這一點，就感到很

諷刺。爸爸依舊每天上班，我只能留在家中，如無必要不會隨便上街，

以免遇上日軍而無端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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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淪陷以後，雖然人口銳減，但糧食依然短缺，日軍為減緩人口

壓力，強迫市民返鄉。光是 1942 年，就有多達 60 萬人離港。所謂返鄉，

其實就是把香港市民驅逐至廣東，難民在路途上傷病者眾，甚至被迫拋

棄幼兒與老人，挨餓和骨肉分離者多不勝數，中途喪命的更不計其數，

真是慘絕人寰！翌年我也逃往澳門去，這是我一生之中非常重要的決定。

在澳門短短兩年裏所發生的事，促使我走上音樂的路。

那時日本人佔領香港已有一年多，於匯豐銀行會計部任職的爸爸仍

需上班，某天接到消息指日軍要來抓人，形勢相當危險，立刻安排我乘

船趕赴澳門，與媽媽和姊妹會合。兩位姐姐到碼頭接我，見到她們令我

吃了一驚。Frida 身形向來圓潤，但眼前的她卻瘦了好幾圈，當她走上前

想擁抱我時，我幾乎把她當成陌生人。可憐的 Frida 同時面對戰爭煎熬和

愛侶音訊全無的痛苦，身心受盡折磨。看到她瘦骨嶙峋，我心疼不已。

爸爸隨後亦到了澳門，居於市郊，由匯豐銀行接濟。

到澳門避難真是明智，當地政府對我們這些逃難來的葡裔人士相當照

顧，設立了多個難民中心。媽媽就在難民營找到一份廚師工作，負責為

140 人做飯，我亦順理成章擔任幫廚。如果你試過每天為那麼多人做飯，

便了解這份工作可不是開玩笑的。那個燒飯的鍋，猶如一個大浴缸，要出

動泥鏟才能炒得動那麼多菜，非常費勁！這份工作可謂近廚得食，雖然我

們不用偷吃，但分發食物時給自己人的份量加多一點，亦無可厚非。

駐澳門的英國大使館每月發給我們一點零用錢，讓大夥兒的日子可

以勉強撐下去。相比香港，澳門就是天堂，我只有感恩。當時年輕力壯，

衝勁十足，常常想著如何多賺一點錢。澳門醫藥分家，醫生只開藥方，

病人要到外間藥房配藥。難民生病都去找一位英籍醫生診症，但當年西

藥並不普及，我還記得最近的一家叫便民藥房，距離診所頗遠，這對老

逃往澳門避難



人家或帶著小孩的婦女甚為不便。我把握機會，待在診所裏當跑腿，看

看哪位病人需要幫忙到藥房配藥。每跑一趟賺三毛錢，一天下來也有一

兩元收入。我還在廚房後欄養了數十隻小鴨子，鴨子長大會生蛋，然後

把鴨蛋賣出去套現。這羣小鴨子走路時排著隊一搖一擺，可愛得很，又

能幫我賺錢，你說有多美妙！

我們居住的東海難民營是一艘雙層船，每個家庭獲分配一間房。這

裏比其他難民營的環境稍好，起碼在悶熱的夏天，可以隨時跳入海中暢

泳。船上的生活有時挺苦悶，年輕人便會設法解悶。大家還記得我喜歡

和同學玩搏擊吧。到澳門後，有空就組織擂台戰。在筷子基有另一個難

民營，我們跟那裏的朋友會偶爾來一場較量。一般都是朋友之間的牙骹

戰，若遇到外人，也會賭錢。有一回，遇上一個氣勢懾人的老外，我決

定和他切磋一下。結果不到一個回合，他已被我擊倒。所以打拳這回事，

作狀、唬嚇是沒用的，一揮拳便知真功夫。如果沒有迷上音樂，我大概

可以成為拳手吧！

下午時份，大家會搓麻將，小賭怡情一下。我記得有兩位比較有錢

的婆婆，是眾人的「魚腩」，她們牌藝不精，時常輸錢。本來我的「甩」

牌（憑手觸摸辨出什麼牌）技術精湛，可惜一次因為趕去甲板佔位置，

失足而變成滾地葫蘆，跌斷手臂，休養了很長時間，這份興緻也丟淡了，

但另一段刻骨銘心的經歷，正悄然而至。

難民營的生活刻板無聊，卻讓我遇上初戀情人，為這段顛沛流離的

生活增添一點浪漫。船上有個偌大的甲板，適合晚上乘涼，我喜歡躺在

那裏，欣賞遠方的月亮和漫天星光，沉浸在海浪聲中，消磨悠悠長夜。

不久，我發現有位姑娘跟我一樣，常在甲板上閒著無聊。少男少女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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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映照的浪漫情調下，互相吸引，墮入愛河。她是一個很好的女孩，我

們每晚都在甲板上見面，談天說地，彼此作伴，維持了一整年。直至一天，

這段戀情終被女孩的家長發現，直指我們太年輕，迫令我倆在泥足深陷

前斬斷情絲，我的初戀就此終結！當時我深愛著她，被迫分手，心碎難

當，感覺天要塌下來！最後，無奈地接受了媽媽的勸慰：失去一個女朋

友並非世界末日，生活還要繼續。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面對前路茫茫，歸家無期，每個人的心頭都彷

似壓住一塊大石。來到了難民營生活的最後一個除夕，中心舉辦了一場

晚會，請來了由 Pinky Pineda 領班的大樂隊表演，每個人都滿心期待。

樂隊以當時得令的《In the Mood》，配合其他節奏強勁的音樂作為序曲，

場內氣氛瞬即熱烈起來。我站在舞台的布景板旁邊，一直緊盯著鼓手，

目不轉睛地觀察他每一個敲擊和腳踏動作。鼓手是整支樂隊的靈魂，依

靠他的節奏，把每名樂手連繫起來。更重要是，鼓手坐在大樂隊的正中

央，是眾人焦點所在。這是我第一次現場觀看鼓手演出，剎那間如獲至

寶，立志要成為傑出的鼓手。

要實踐夢想，我需要努力練習。難民營裏不可能有一套鼓，我和好

友 Gene Tavares 只可在廚房起勁地用筷子敲打沙煲罌罉，效果還不錯。

Gene Krupa 與 Buddy Rich 均是知名鼓手，我喜愛模仿他們。這樣就辛

苦了一起在廚房工作的媽媽，每次練習都讓她頭痛不已。每當她受不了，

就會對我們咆哮，但我們還是樂此不疲，幻想自己就是 Gene Krupa 和 

Buddy Rich。埋藏多年的種子發芽了，沒有真鼓，沒有樂隊，也沒有導師，

只憑滿腔熱誠和一個夢想，最終成就了我的音樂故事。



原子彈徹底結束日本燃起的戰火，1945 年 8 月 15 日，日軍宣布投

降，同年 8 月 30 日，香港重光。我們這些在澳門的難民積極計劃未來，

特別是青年，渴望返港尋找生計，重新開始。我是最早一批從澳門回到

香港的葡裔年輕人，一上岸便急欲尋找工作，什麼也願意做。可是香港

剛脫離日本人的蹂躪，元氣大傷，各業蕭條百廢待興，只有匯豐銀行等

大機構和政府部門才會進行招聘。

我們一行 25 人，都是同聲同氣的葡裔青年，早在難民營裏混熟，打

算一起工作。可是，那裏能找到可容納我們廿多人的工作呢？大家決定

到赤柱監獄碰碰運氣。恃著年輕力壯，我們翻山越嶺由灣仔徒步走到赤

柱監獄，在大門上看到一則招聘告示。幸好給我們遇上了一位葡裔主管，

大家是同鄉，自然好說話。結果我們全部順利獲聘，達成一起工作的心

願。

獄卒的收入不多，卻有一點權力，監獄裏三個營共有三百多個華人

囚犯，均由我們全權管理，日軍戰俘則由英國軍官看管。雖然工資微薄，

但監獄每星期均會派發不少罐頭給我們，有湯、咸牛肉等等。監獄的伙

食已足夠填飽肚子，我們便將這些罐頭，一包一包地運往赤柱市集賣給

小販，為自己賺一點外快。我們住在宿舍，三、四人一個單位，工作輕鬆，

閒時打牌耍樂。嘗過戰時物資短缺、流離失所的苦痛，在赤柱監獄工作

的日子，開心又滿足。當獄卒只是戰後回港為了糊口的臨時選擇，本非

長遠之計，但往後發展猶如電影情節般曲折⋯⋯

有次巡邏時，留意到一名年輕囚犯在飲泣，狀甚淒涼。這情景觸動

了我，禁不住打開他的倉門問個究竟。原來他因為槍傷了一名警察的腿

（他辯稱是意外），被判監禁 15 年！他想到自己正值大好年華，卻被判

到赤柱監獄求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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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那麼長的刑期，出獄後已是中年，不禁悲從中來。我不知道他怎麼會

有一把手槍，也不清楚犯案細節，但自此我常去探望他，希望可以讓他

好過一點。可能我從小生活坎坷，對別人的苦況總是很同情，希望能給

點幫助。事情發展到後來變得複雜。他懇求我帶信給住在港島西區的妻

子，這當然違反規則，但我還是答應了。當年由赤柱到西環，路程非常

轉折，好不容易才在偏僻的角落找對了地方，親自把信交給他的妻子。

她收到信的那一刻，眼神滿懷感激。

接下來，這個年輕人竟大膽哀求我幫他越獄！我問他打算如何逃走，

他想我幫他弄來一套制服，假扮獄警魚目混珠離開監獄。那一晚，我在

床上輾轉反側，不能入睡。反覆思量整件事，害怕自己因為同情他，會

做出幫他逃獄的違法勾當。眼看事情有點失控，媽媽還在澳門未歸，我

只好找爸爸商量。他認為監獄的工作不宜再做下去，建議我辭職，跟他

一起到匯豐銀行上班。我不喜歡銀行的刻板工作，但這是當時的唯一出

路，於是倉促辭職。

2020年適逢懲教署成立100周年，我應邀重遊離開70多年的舊地。

當年上下班都經過的大鐵閘雖已更換，但宿舍和部分監倉還在，仍舊是

老模樣。那個於 1895 年在英國鑄造，1937 年赤柱監獄落成時進駐的火

警鐘，經歲月洗禮後已滿布銅綠，竟然仍舊屹立在操場。助理懲教署長

溫明淇先生特別安排我參觀 70 多年前已投入服務的一號倉，一樑一柱，

勾起了不少回憶。署長還介紹了現在懲教署的工作，相比起以前，真是

天淵之別。不過，無論監獄生活如何改善，犯人失去自由與 70 多年前還

是沒有分別。希望年輕人珍惜自己，切勿以身試法。踏進那道鐵門，人

生從此便會變得困難重重，追悔莫及。



75 年後重遊赤柱監獄，那道每天上下班必須經過的大閘早已更換（2020 年）

獄警的宿舍就在監獄旁邊，上下班十分方便（上世紀 50 年代）相片來源：

香港懲教處

32

樂壇教父 Uncle Ray



第二章丨炮聲轟隆 鼓聲撲通

33

葡萄牙人早在五百年前已經來到澳門及華南一帶經商定居，相比英

國人或其他歐洲人，更早適應在亞熱帶地區生活，並已融入當地社會。

葡人既會英語，也會粵語，具備語言優勢。當時政府機關或外資洋行，

都樂於聘用他們擔任翻譯和文書等工作。加上他們與華人交往較多，往

往成為英國人與本地人溝通的橋樑，甚至要幫忙調解雙方的問題與矛盾。

二戰以後，由於葡人立即返回匯豐的工作崗位，讓銀行得以迅速恢

復運作。為表示謝意，銀行特別捐獻一萬元給主要以葡國人為會員的西

洋波會（Club de Recreio），作為戰後重建的費用。此外，凡工作超過

二十年的員工，均獲發三千元慰問金，十五年獲二千五百元，年資未滿

十五年者也有一千元，作為戰後修整家園的費用。獲得重新聘用的葡裔

員工，仍可按他們戰前的年資，補回退休金的供款。

許多葡萄牙人在匯豐銀行擔任會計工作，他們能幹又勤奮，而且相

當忠心。記得爸爸跟我提過，曾經有一年，匯豐銀行虧蝕嚴重，瀕臨破

產邊緣，是一班葡裔員工自願留下來無薪工作，協助銀行度過難關。事

後銀行感激他們的忠誠，在筆架山興建「和域台」，以優惠價格售予這些

員工。Olga 與妹夫 Tony 就是住在和域台，直至 Tony 於 1979 年退休並

攜家人移民美國。

爸爸是匯豐銀行會計部的高級職員，大哥前往上海發展前也曾經在

匯豐工作，現在輪到我也加入了。這種不論經驗與學歷，只靠裙帶關係

而入職的，在上世紀初相當普遍。幾乎所有外資大行，包括匯豐、渣甸

和太古等等，大概都是如此。

爸爸首先安排我進入往來帳戶部門，負責記錄客戶的帳目，上司是

Caesar Baptista，常常叼住一根雪茄，他是一位好上司。我待在部門裏的

倫敦枱（London Desk），工作尚算愉快，認識了新朋友 Jack Brown、

加入匯豐銀行

加入匯豐銀行



Manuel Sarazolla、Gustan D'Aquino 與 Philip Ivanovich。那個時代，電腦

是遙不可及的東西，我們要人手逐筆入帳，而且要經常搬動堆積如山的

帳本。一年後我被調到匯票部門，跟隨 Frankie Collaco，他的外貌甚似默

劇影星 Buster Keaton，是一位既嚴肅又勤奮的人。

由於族裔之別，在英國人眼中我們是歐亞混血，即不中不西；然而，

香港人又叫我們西洋仔，我們就成為夾心階層。英國人的歧視，令葡人

難以攀上領導階層，一直屈居於他們之下。在匯豐工作最令人煩厭的，

是不時要面對一些自以為是的英國人。這些二十出頭的年青人，沒有太

多工作經驗，單憑願意遠隔重洋來香港發展，便輕易坐上經理的位置。

他們對本地銀行業務操作一知半解，需要靠有經驗的葡裔同事教導。誰

不知待他們熟習以後，就過河拆橋，倒過頭來作威作福。我對這些事情

實在看不入眼，開始認真考慮另覓一處可以讓自己話事的天地。

為獎勵自己，我於 1948 年購買了人生的第一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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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當上鼓手了

從澳門回港後，我繼續努力鑽研打鼓的技巧。選擇打鼓，是因為我沒

有學習任何樂器的基礎，也沒有耐性看樂譜─就是那些「豆豉」( 音符 ) 

。打鼓只需捉緊節拍便可，不像其他樂器都有一套嚴謹的規矩，很適合我

愛玩的性格。二姐夫在二戰中陣亡，他生前是一名警察幫辦，擁有一整套

架子鼓，由於工作很忙，一直沒怎麼玩過。二姐知道我喜歡打鼓，索性

轉贈給我。我看見低音大鼓上光禿禿的，便動手在鼓皮上畫上偶像 Artie 

Shaw 的肖像。這裏有相片為證，大家覺得我的畫工如何呢？我日以繼夜

的苦練，直到自覺鼓藝能登大雅之堂，便開始四出尋找演出機會。

終於當上鼓手了

人生第一套鼓，鼓皮上 Artie Shaw 的肖像是我手筆



當年尖沙咀山林道有一家餐廳，名叫 Chantecler Restaurant，即雄雞

飯店。老闆是俄羅斯人，附近也有一間比較出名的餅店車厘哥夫，也是俄

羅斯人經營的。據說他們早年移居中國，有些到了香港，已落地生根多年，

外表看起來已不怎麼像俄羅斯人了。

這家餐廳附近有很多菲律賓人聚居，還有一個工會組織，匯聚了很多

樂手，無論你想物色演奏什麼樂器的人都可以在那裏找得到。他們是天生

的音樂人，樂感出色。我跟這班人混得很熟，希望從中物色拍檔，結果找

到兩位菲律賓人，一位負責琴鍵，一位是低音結他手，我擔任領班和鼓手，

籌組了一支三人樂隊。1948 年，其中一人離隊而去，由剛從上海回來的

大哥 Armando 替補，想不到也為他締造了一段姻緣。

Chantecler 戰前是一間餐廳酒吧，有樂隊駐場表演。戰後重新啟業，

只在日間售賣麵包和提供餐飲服務，晚上則丟空。我總覺得這樣太浪費，

就向老闆提議晚間時段改作酒吧，除提供餐飲外，還可以讓我們的樂隊駐

場表演，這樣便能充分利用資源，增加收入。他很喜歡我的建議，晚上把

餐廳變身為一間酒吧飯店，供客人用餐、飲酒和跳舞。從此，我在沉悶厭

煩的銀行工作之外，找到了調劑，並且真正開展了自己的音樂事業。

在雄雞飯店演出，每月有幾百元收入，比銀行的薪水還要多。那些年，

市民沒有什麼娛樂活動，不但沒有電視台，連電台廣播也未普及，聽現場

音樂表演是一項受歡迎的娛樂。樂隊和歌手炙手可熱，所獲酬勞遠高於一

般受薪階級。不過，我們組樂隊的重點不在可以賺得多少酬勞，只是志在

開心玩樂。就這樣，每晚放工後趕去打 band，翌日準時上班。那時候年輕，

一點也不覺得辛苦，因為找到了發展興趣的機會，反而覺得日子過得很充

實。在台上演出時特別開心享受，就算日夜身兼兩職，也感到輕鬆與滿足。

每天下班後，我乘坐天星小輪到尖沙咀登台。打烊後，如果趕不及午夜最

36

樂壇教父 Uncle Ray



第二章丨炮聲轟隆 鼓聲撲通

37

後一班渡輪，便乘搭嘩喇嘩喇（Walla-Walla，是天星小輪晚上停航後的過

海交通工具）回家，每程二元。雖然貴，但經常座無虛席，因為別無選擇，

都要靠它穿梭港九兩地。

到酒吧的客人大多很斯文，一般是白領和行政人員，跳正式的交際舞。

作為樂隊領班，未上台之前，必先環顧一下當晚場內賓客的情況。如果大

多是成年人，第一首歌通常是華爾滋；如果來賓較為年輕，則會以《Little 

Brown Jug》這類搖擺樂（Swing）開始，好讓音樂響起以後，大家可以

雀躍地起來搖擺一番！

酒吧主要靠出售入場券及賣酒賺錢，場內還有一名葡國人收取學費教

跳舞，老闆並不阻止，不曉得他們之間是否有分賬。他身材矮小，但舞技

了得，不單帶動了現場氣氛，也頗受客人歡迎，令我印象深刻。

自我加入麗的呼聲後，便再沒有在雄雞飯店長駐演出，只接受邀請，到

不同的場所表演。隊友都認可我的領導能力，加上善於與人溝通，我順理成

章擔任樂隊領班，接洽工作。加上我是電台 DJ，薄有名氣，可以帶來更多

工作機會。當時全港知名的會所和夜總會，例如婦女遊樂會、香港會所、西

洋波會、菲律賓人會和印度會等等，我們都曾經去過表演。我可以很自豪的

說：「我們這支樂隊什麼音樂都能隨心所欲地演奏。」

在上一個世紀中葉，音響器材仍很落後，唱碟發行還未普及，現場演

奏在任何派對都不可或缺，需求很大。繼三人樂隊之後，我還先後組過

兩支樂隊，包括 Ray Cordeiro and The Telstars 和 Ray Cordeiro and The 

Satellites。在電台可以透過大氣電波與聽眾分享音樂，在現場表演更可與

觀眾即時互動。前者覆蓋廣，後者接觸深，各有千秋，我都喜歡。舞台生

活多彩多姿，我認識了很多出色的音樂人，相互扶持，有些更發展成知已

好友。當然，有時演出都會踫上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深水灣鄉村俱樂部是我的樂隊經常演出的地方。記得在某個除夕，俱

樂部主席邀請我們在晚會擔任表演嘉賓。俱樂部經理是一名從大東電報局

退休的英國人，是徹頭徹尾的醉貓。當晚他又喝得酩酊大醉，在我們中場

休息時，竟然借醉把揚聲器的插頭拔走。到我們再上台時，才發現他幹的

好事。我當下無名火起，立即叫隊員收隊離場。俱樂部主席看見我們正在

收拾離開，慌忙追問發生什麼事。我說：「那個白痴竟然拔走了揚聲器的

插頭！」他連忙向我道歉，直說會把醉貓經理送到房間鎖起來，並懇請我

給他面子，務必留下來繼續演奏。畢竟那是除夕舞會，而且全場爆滿，正

當大家興高采烈之際，豈能沒有樂隊呢？

我的樂隊生涯維持了二十多年，每次表演的報酬都不同，有時高達數

千元，有時純粹是友情價。不過，最吸引我的是音樂及友情，能夠跟大夥

兒一起玩喜歡的音樂，是天下間最快樂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終於實現

了在澳門時所許下的志願，成為一名鼓手，把音樂融入我的生命之中。

我和 Telstars 在婦女遊樂會擔任表演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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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樂隊於鄉村俱樂部演出時攝（1959 年）

Ray Cordeiro and the Telstars 於香港會演出（1958 年）



香港樂壇是經過我們一代又一代的前輩所開創下來的。在這條漫漫長路
裏，唯有一把聲音被認同為始終如一，它通過大氣電波接觸萬千聽眾，這
就是我們至愛的 Uncle Ray。他是最受人尊崇的唱片騎師，永遠的傳奇，
是香港廣播史上的殿堂級人物。

 夏韶聲

Uncle Ray 對音樂的熱誠，對廣播的專業態度，值得我們學習。
李志剛



第 三 章

昂首踏上
播音路



我的職業生涯，是從一個簡單的面試開始。一切發生得有些突然，

但又好像理所當然；有時像是無心插柳，細想其中又有苦心經營。我的

信念是︰作最充分的準備，作最勇敢的嘗試。

戰後從澳門回港，我在赤柱監獄當了兩年獄卒，便加入匯豐銀行。

每天對著沉悶的帳簿，工作重複又刻板，確實不是我杯茶；加上看不慣

那些從英國來的年青上司，促使我另尋出路。與此同時，我對音樂的熱

愛與日俱增。我努力練習打鼓，已達到職業水平，同時又爭取到在酒吧

表演的機會。白天我是一名中環白領，晚上則化身「鼓神」，娛人娛己。

我努力發展自己的音樂事業，靜候機會來臨。

此前，香港只有一間公營電台─香港廣播電台。直至 1949 年，第

一間商營電台麗的呼聲正式啟播，為一直由政府電台壟斷的廣播界帶來

了競爭。正是這一年，我加入了麗的呼聲，踏上播音之路。人生的命途，

從此不再一樣。

Armando 為人精明、顧家，跟爸爸一樣，不太喜歡說話。從上海回

港後，便受聘於麗的呼聲擔任撰稿員。Armando 知道我沒興趣在銀行工

作，當得悉有撰稿員的空缺時，問我是否有興趣加盟。哇！簡直是天賜

良機。

笫 三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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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 三 章  

我被安排與麗的呼聲總裁 Frank Harris 見面。當時位於軒尼詩道和軍

器廠街交界的廣播大樓還沒蓋好，我在太古船塢的臨時辦公室參加面試。

70 年前的情景，如今還記憶猶新。

 Frank Harris 的第一個問題是：「你有沒有播音經驗？」

「一點都沒有。」我坦白回答。

「你為何想在這裏工作？」Frank Harris 接著問。

「因為我非常喜愛音樂！」我想也沒想便答道。

「非常好！」他直接問：「你可以星期一上班嗎？」

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面試日是星期四，他竟然要我三天後

上班。答案當然是個大大的 Yes ！

對話到尾聲了，我斗著膽子問他每月薪酬多少？他爽快地提出每月

700 元。

「吓？」我以為自己聽錯，這是我在匯豐銀行工資的三倍呢！

「不夠？你想要多一點嗎？」Frank Harris 見我滿臉疑惑，以為我嫌

工資低。

 「夠！我星期一上班！」 

感謝上帝！跟 Frank Harris 的面試如此輕鬆。這就是我的入行經過，

當時覺得必定是受到幸運之神眷顧，後來在電台經常聽到不少有關 Frank 

Harris如何三顧草蘆，邀請著名播音員李我加盟的軼事，可見他獨具慧眼。

話說麗的呼聲啟播前，Frank Harris 特意上廣州尋找人才。每日中午

時分，在廣州市大街小巷，他只聽到李我主持節目的聲音，連背景音樂

昂首踏上播音路



也沒有，感到非常驚訝。隨行的節目主任林國楷告訴他，此人在電台講

故事，年紀輕輕已十分受歡迎。Frank Harris 極為賞識李我的才華，欲聘

他南下香港，但李我不為所動。Frank Harris 沒有放棄，一周後訂好來回

直升機票到廣州，親自邀請李我來香港商談，並且在當時最豪華的英京

酒家設宴款待，誠意十足，可惜還是無功而還。直至 1949 年底，再以

重金禮聘，終於打動李我加盟，成就了一代播音傳奇。

相比入職麗的呼聲前已紅透半邊天的李我，自己只是白紙一張。可

見 Frank Harris 真是我的伯樂，實在感謝他的知遇之恩。同時也要感謝大

哥在音樂上對我的啟發，在我苦尋出路時製造機會，助我踏進夢寐以求

的音樂和廣播世界。我自此一直堅守崗位，從未離開過。

我的廣播生涯由麗的呼聲這間控制室開始（1949 年）

44

樂壇教父 Uncle Ray



笫三章  丨昂首踏上播音路

45

與 Frank Harris 面試後的第四天，我便由一個銀行職員，搖身一變成

為播音人。爸爸對我放棄一份穩定的工作甚為不滿，但音樂是我的理想

和興趣，沒有什麼可以阻撓我。

我在麗的呼聲藍色台（即英文台）的第一天，是從學習撰稿開始。

那個年代的播音員，是不容許開咪後隨便自說自話，必須跟著已寫好的

內容，一字不漏唸出來。講稿是神聖不容侵犯的，絕對不允許「爆肚」。

嶄新的一頁

早年在麗的呼聲做直播節目，枱上有一疊講稿，我要跟著每字每

句地讀，不能「爆肚」



我對寫稿一竅不通，只得加倍努力，熟讀有關播音的規定和指引，搜集

大量資料，努力翻查來自英美兩地的歌曲目錄，並善用一些工具書鑽研

寫作技巧。最有效的方法，倒是參考外國電台節目的講稿，然後模仿他

們，當然要加入自己的特色。撰稿員掌控節目的內容，角色猶如現今的

節目監製，但這屬幕後工作，不能滿足我的欲望。幸而，走到咪前的機

會終於來臨。

我很喜愛大樂隊音樂和爵士樂，在這方面頗有心得，向聽眾介紹時

可謂得心應手。上班後數星期，英文台主管 Roy Dunlop 突然跟我說：「是

時候開始製作你的音樂節目了。」就是這樣，我便擁有自己主持的第一

個電台音樂節目─《Progressive Jazz》。介紹自己熟悉又喜愛的樂曲，

自然事半功倍，很快就獲得聽眾接受，讓我在麗的呼聲站穩陣腳。

爵士樂雖然是我的至愛，畢竟屬小眾音樂，若要吸引更廣泛的聽眾，

必須走流行音樂路線，而且要面向年輕人。每天坐在錄音室中播放音樂，

腦袋卻不斷想方設法如何創新。1951 年，機會再度來臨，我獲得一間

美國煙草公司的贊助，在中環 Cherro Club 舉辦電台歌唱選秀節目《The 

Beginners Please》，並在那裏巧遇正在香港服役的 Terry Parsons，即日

後享譽國際的Matt Monro。對！就是演唱《Born Free》的那位超級巨星。

《The Beginners Please》可能是香港首個由電台舉辦的歌唱比賽節

目，只接受駐港英軍參加，逢星期六晚選出一位優勝者，獎品是贊助商

贈送的香煙一條（共二百支）及現金獎港幣十元。Matt Monro 憑一把響

亮圓潤的聲音，奪得七連勝。眼看這樣一直給他贏下去，其他參賽者便

沒有機會了。但他實在太受歡迎，與贊助商討論後，我們決定為他開辦

個人音樂專場，條件是他得退出這個比賽。就是這樣，Matt 的 15 分鐘

電台音樂特輯《Terry Parsons Sings》於 1952 年初在麗的呼聲首播。我

亦因此跟 Matt 成為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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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att 的電台首演，發生了一件鮮為人知的趣事。當大家在電台滿

心期待他的出現時，卻見他被兩名英軍「押解」進來。起初 Matt 還一臉

尷尬，然後逕自笑了起來。原來前一晚他犯了軍中的宵禁令，被罰禁足一

周，不准離開軍營。由於已答應電台，上司破例准他參加演出。做完這次

節目後，便要返回軍營「服刑」。這算是他追尋音樂夢想的一段小插曲。

麗的呼聲捧紅了 Matt，Bing Rodriguez 邀請 Matt 加入他們的四人樂

隊擔任主音歌手。最初在尖沙咀星光酒店表演，後來移師至規模更大的

麗池夜總會演唱。他跟 Bing Rodriguez 的樂隊一起在夜總會演唱的日子，

維持了約一年半，直至他在港服役完畢，返回英國。在離港前的歡送會

上跟我們說，他在軍隊的周薪是 60 大元，但在夜總會表演的收入卻比這

個高出很多倍！最重要的是，他在香港達成了做歌星的夢想。

能夠發掘一顆天王巨星 Matt Monro，與有榮焉



我們都知道 Matt 是一代巨星，沒想過他返回英國初期無人問津，為

維持生計當上巴士司機。他曾跟我說，駕駛巴士時因為腿不夠長，坐在

司機位上腳掌踩不到剎車掣，每次剎車都要站起來！後來得到著名鋼琴

家 Winifred Atwell 的幫助，得以簽約 Decca Records，並以 Matt Monro

為藝名在樂壇發展，成為殿堂級歌星。 

Matt Monro 有「金嗓子」（The Man with the Golden Voice）之稱，

聲音得天獨厚，連 Frank Sinatra 也讚譽他為英國最優秀的歌手。我的節

目能夠發掘到這樣一位樂壇巨星，實在感到榮幸。在 Matt 眾多作品中，

我最喜愛的並非那些熱門歌曲，如《Portrait of My Love》、《My Kind 

of Girl》或《Walk Away》；而是略帶爵士樂味道的《I Get Along Without 

You Very Well》、《Maria》和《I've Got You Under My Skin》等。他用

帶著騷靈風格的歌聲來演繹這些經典，特別能觸動我的情感。每位偉大的

歌手，都懂得選擇適合自己的歌曲，Matt Monro 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的另一個現場音樂節目是《Rumpus Time》，由我全盤設計。除了

樂隊和歌手表演，還有遊戲環節讓現場觀眾參與，藉此營造氣氛。由於要

兼顧的事情實在太多，節目主持一職便交予 Ron Ross。我會邀請一些有

潛質的嘉賓來表演以增加他們的曝光率。當中最成功的要數 The Fabulous 

Echoes，那是一班菲律賓年輕人所組成的樂隊，原名為 The Blue Echoes。

初遇 The Fabulous Echoes 時，他們還是十來歲的學生，第一次上我的節

目，連買制服的錢也沒有。五名青年人湊在一起，看上去平平無奇，但當

他們熟練地演奏手上的樂器時，迅即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一鳴驚人。

這五名成員分別為主音 Cliff Foenander、主音結他 Tony Ruivivar、

低音結他 Stanley Robinson、鼓手 Danny Ruivivar 與及和音 Bert Sagum。

The Fabulous Echoes 的歌唱得很好，又能夠跟現場的年輕觀眾互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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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十分熱烈，他們每周都在《Rumpus Time》表演，極受歡迎。才華橫溢

的黃霑在學生時代也是這個節目的常客，他最喜愛 The Fabulous Echoes

和方逸華（Mona）的現場演出。

60 年代初，鑽石唱片開始轉型培育本地歌手，我向創辦人 Ren Da 

Silva 推薦了他們。Ren 如獲至寶，立即簽下這隊年輕的樂隊。他們的名

曲《A Little Bit of Soap》連續 32 周高踞我主持的流行榜冠軍。時至今

日，聽眾仍喜歡在我的節目點唱這首歌。我認得一位的士司機大哥，每

次來電都是點唱同一首歌。我有點納悶，難道他不認識其他歌曲嗎？可

見 The Fabulous Echoes 在當時是如何的深入民心。

我認為 The Fabulous Echoes 是香港流行樂壇史上，其中一支最出

色的樂隊。他們推出的唱片成績十分理想，甚至美國著名綜藝節目《The 

Ed Sullivan Show》，也特意邀請 The Fabulous Echoes 遠赴當地演出。

他們又曾在美國拉斯維加斯表演，能在那裏登台，是當紅樂隊的身份象

徵。1969 年，The Fabulous Echoes 前往夏威夷發展，改名 Society of 

Seven （SOS），並加入新成員 Don Gay 和 Terry Lucido，在 Outrigger 

Waikiki Hotel 長駐表演，成為當地家傳戶曉的樂隊。

他們在香港發跡，對這裏充滿感情。多年前我到夏威夷旅行，特地前

往欣賞他們的演出。正在台上表演的 SOS，老遠看見我即熱情地招手，

並暫停了音樂，向在場的觀眾介紹我。他們說：「這位是來自香港的 DJ 

Uncle Ray，是香港的 Dick Clark（美國頭號知名 DJ，常年主持紐約時代廣

場跨年倒數）！」面對如此褒獎和現場掌聲，我站起來深躹躬以示謝意。



SOS 主音結他 Tony Ruivivar 在我造訪夏威夷時送我的簽名唱片

坐在前排的 The Fabulous Echoes 在《Talent Time》決賽完結後與得獎者及台

前幕後合影（195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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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持的《Progressive Jazz》、《The Beginners Please》和《Rumpus 

Time》等節目都獲得佳績，發展順利。正值當打當紥之年，自然渴望有

更多表現機會。時來運到，受上司 Roy Dunlop 所托，我要接待瑞士廣播

公司總裁 Lance Tschannen。接觸他之前，我不知道他是位重量級人物，

曾經訪問及認識很多爵士樂巨匠，如 Duke Ellington、Oscar Peterson

和 Count Basie 等等。完成與 Lance Tschannen 的專訪後，我邀請他到

位處中環，城中最時髦的 Blue Heaven 爵士樂餐廳一起晚膳。當晚好友

Bing Rodriguez 的四人組合正在台上表演。我們談了很多關於爵士樂的人

和事，他發現我對爵士樂有如此豐富的認識，留下深刻印象。 

Lance Tschannen 離港前與 Roy 道別時，對我嘉許備致：「你電

台那位小伙子很有潛力，要多給他機會呀！」不久之後，Roy 召我入辦

公室，問我除《Pogressive Jazz》外，還希望主持什麼類型的節目。我

把握良機，在得到鑽石唱片 Ren da Silva 和 Shriro 公司的支持下，推出

《Diamond Music Show》和《Shriro Hit Parade》兩個音樂節目，分別

在星期三及星期六晚播放。前者介紹外國最新流行音樂，曲目由贊助商

提 供， 例 如 Patti Page 的《Tennessee Waltz》、Johnny Nash 的《The 

Voice of Love》；後者則是點唱節目，聽眾點唱需要寄信給我，節目每

周會播放十首最多聽眾揀選的歌曲。這兩個節目甫一開播，即大受歌迷

歡迎，自此，我的事業開始扶搖直上。

新節目的贊助商分別為鑽石唱片公司和 Shriro 公司，前者是唱碟分銷

商，後者售賣家用電器。節目開始前，會先播出一段廣告介紹產品。早期

的廣告著重詳盡介紹產品性能，甚少賣弄花巧。不像現今的廣告，裝模作

樣、故弄玄虛，讓人搞不清到底在賣什麼東西。那時，我要一手包辦節目

製作、撰稿和廣告對白。為了寫一段宣傳稿，要熟讀產品的目錄和說明

書，才能向聽眾準確介紹。例如雪櫃的廣告，就會告訴聽眾這雪櫃用那些

事業起飛



物料製造，可以放什麼東西、功能上有何優勝之處等。由於是電台節目，

只有聲音沒有畫面，創作空間始終不及電視廣告。

年輕時我在事業上相當進取，積極提出新意念，努力把事情做到最

好。例如推出《Rumpus Time》，便是跳出 DJ 只能播歌和說話的框框，

為聽眾帶來更多娛樂，打造一個更多元化的音樂節目。1957 年麗的映聲

開播後，我再接再厲，結合電台和電視台的傳播能力，第一次舉辦電視

台歌唱比賽節目《Talent Time 》。初賽於《Rumpus Time》舉行，决賽

則在麗的映聲播出，結果由 Marilyn Palmer 奪冠，Tony Myatt 獲亞軍。

鑽石唱片創辦人Ren da Silva（右一）和麗的呼聲英文台台長Roy Dunlop（右二）（195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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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的呼聲擁有很多天才橫溢的 DJ，John Wallace 是當中的表表者，

旁白功夫十分了得。不論任何場面或節目，由足球比賽到英女皇出巡，

即使沒有任何準備，都可以隨時繪聲繪影，娓娓道來。還有我的好友

Gerald D'Almada，於 1950 年加入麗的呼聲成為調音工程師，他十分喜

愛音樂，且緊貼潮流。Gerald 的工作之一，是為 John Wallace 播唱碟。

早年的直播室，是有專門技術員負責播唱片的。 

John Wallace 是一名出色的 DJ，但有時不太靠譜。有一次，他的節

目快要開播了，卻遲遲不見蹤影，大家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別無他選

下，負責財經新聞的 Gordon Bradley 找了 Gerald 來救場，反正 Gerald

一直為這個節目播碟，正是解救眼前危機的最佳人選。Gerald 鼓起勇氣

進入直播室頂替 John。可憐的 Gerald 緊張得雙腳發抖，好不容易才把

節目做完，整個人幾近崩潰。但這次機會，卻改變了他的事業及人生。

麗的映聲啟播，Gerald 的歌唱才華得到真正發揮。他是 Frank Sinatra 歌

迷，獲派主持一個深宵電視節目，監製找來 Eddie Costa 鋼琴伴奏，由

Gerald 演譯 Frank Sinatra 的歌。他施展渾身解數，演出惟肖惟妙，仿如

原唱親臨現場一樣。這個節目氣氛悠閑輕鬆，正好迎合觀眾對深宵節目

的要求，得到不錯的收視率。在那個時代只要你有潛質和實力，能碰上

機會，便會得到良好的發展。

在眾多 DJ 之中，Tony Myatt 與我早已認識，我更是他的家庭朋友。

Tony 是斯理蘭卡人，加入電台之初是我的替班，當我放假時代替我主持

節目。潛質優厚的 Tony 於 《Rumpus Time》 表現出色，很快便成為獨

當一面的 DJ 和歌手，於《Talent Time》的歌唱比賽獲得亞軍後迅速簽

約鑽石唱片，成為香港第一位 DJ 歌手。後來跳槽至商業電台，娶了同鄉

Marlini 後移居英國，先後在 BBC 等多間電台工作，發展不錯。他最受歡

我的 DJ 同事



Gerald D'Almada（左）和我攝於麗的呼聲七周年台慶酒會上（1956 年）

迎的一首歌，是與 Fabulous Echoes 合唱的《Everybody Knows》。我們

一直保持聯絡，1987 年，我到倫敦白金漢宮參加 MBE 的頒授典禮，更

獲他們夫婦接待，共度了一段快樂的時光。

麗的呼聲於五十年代人才濟濟，除以上的播音明星外，英文台還有

大哥 Armando 和 Ron Ross 等；中文台則有李我、鍾偉明和鄧寄塵等。

紅極五十年代的播音明星，可謂盡在麗的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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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的呼聲開台前用戶不足一百，至全盛時期超過十萬，大街小巷隨

處都可以聽到他們的廣播聲音。正當業務如日方中之際，1954 年 12 月

8 日上午 10 時，祝融肆虐總部大樓，五年心血付諸一炬，極為可惜！當

日我在家中收到大樓起火的消息，實在不敢相信。據同事回憶，他們最

緊張是唱片房的珍藏，來自不同部門的同事，都奮不顧身從火海中拯救

那些唱片，驚險萬分。事後點算，大部分唱片得以保存，令大家鬆了一

口氣。更神奇的是，大火發生後僅一個多小時，中斷了的廣播節目便恢

復過來。原來公司高層迅速與政府接觸，獲准借用畢打街郵政總局地牢

內，戰時遺留下來的播音室，所以能夠短時間內繼續廣播。

這次火災損失慘重，大樓被嚴重破壞，很多設備均被焚毁。麗的呼

聲後來買入灣仔六國飯店旁的金城戲院，改建為八層高的麗的呼聲大廈。

然而大火傷了元氣，麗的呼聲試圖重整旗鼓之際，遇上外圍因素改變和

內部經營問題，人才相繼流失，疲不能興。

麗的呼聲採用有線廣播，需要鋪設和保養網絡，又要挨家挨戶收取

月費，營運開支高昂，但覆蓋遠不能與大氣電波相比。無線廣播高端得

多，聽眾只需繳付無線電牌照年費，不用繳付電台的每月收費，買一台

收音機便可以隨時隨地收聽，競爭力自然遠勝前者，有線廣播被淘汰是

遲早的事。政府於 1959 年 8 月開放大氣電波，採用無線廣播的商業電

台啟播，對麗的呼聲衝擊很大。鎮台之寶李我轉投商台，很多著名播音

員亦蟬過別枝。當時我仍留在麗的呼聲，沒有離巢，至 1960 年才轉職

香港電台。多年之後，商台老闆何佐芝先生當面跟我說：「你知道嗎？你

沒有加入商台，是我廣播事業中的遺憾！」

可能見到麗的呼聲大勢已去，總公司將資源集中發展電視台麗的映

聲，電台的業務更是江河日下，一沉不起。最終於 1973 年 9 月 30 日，

與政府所簽訂的 25 年有線廣播合約屆滿之日，麗的呼聲正式結束。在午

夜播完最後一首歌《依稀》（電台每晚結束前播放的完播曲），麗的呼聲

從此成為絕響。

麗的呼聲的興衰



Uncle Ray 是香港流行樂壇的一位傳奇，也是第一位懂得欣賞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的高人！哈哈⋯⋯他不單止為我們打開了事業
的大門，更給予很多鼓勵和支持！由恩師到朋友轉眼數十年，Uncle ，衷
心的感謝你！

泰迪羅賓

Uncle Ray 是我們香港流行音樂發展史中一位殿堂級人物！既是良師，也
是益友。知遇之恩，銘記於心 !

關偉

祝福我們的 Uncle Ray 永遠快樂，健康 !
關維麟



第 四 章

與港台緣
定終生



對香港人來說，變動是常態，人們忙於搬屋、轉工、換手機、甚至更

換伴侶！我們習慣於變化，喜愛新事物，積極尋找更多新機會。當你知道

有人在同一個地方耕耘了足足大半個世紀，每天重複類同的工作，而且從

沒有離開的念頭，你會覺得這個人是瘋子嗎？在撰寫這本自傳的同時，逢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時正，我仍準時坐在香港電台第三台的直播室開咪，

為聽眾播放他們喜愛的音樂，跟樂迷交流。這些年來，風雨不改，始終如

一，且樂此不疲。我若真是一名瘋子，也是為音樂而瘋狂！音樂是我的生

命，是上帝賜給我最好的禮物，既然已經擁有最好的，何需改變？

時光回到 1960 年，香港電台在《南華早報》刊登一則廣告，招聘

輕音樂部門監製，我申請了這個職位。麗的呼聲在 50 年代末開始衰落，

當時我選擇留下來與電台共度時艱，但港台的招聘廣告誘惑實在太大了。

首先，目睹麗的呼聲的廣播業務於商業電台啟播後每況愈下，港台則使

用無線廣播，聽眾層面更廣，絕對有助發展自己的事業。再者，港台是

一個政府部門，受聘後便成為公務員，日後可以享有長俸，讓我無後顧

之憂，況且待遇還有所提高呢！想當年，做公務員就是手捧鐵飯碗，很

受香港人青睞的。我記得剛入職港台時，工資是 1,380 元。當年港島半

山列提頓道的一個 700 呎單位，只賣四至五萬元，三年的薪水足夠購買

一個單位了。算起來，這筆收入挺不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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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聽眾對播音明星充滿好奇和仰慕

面試當天，我跟其餘十四位申請者一起進行試音與筆試。我暗自打

量對手，應徵者多為駐港英軍的妻子，唯獨是我，已擁有 11 年播音經驗，

且略具名氣。不用多說，這個職位自是我的囊中物。

在廣播行業打滾多年，我早已認識港台不少高層。無論是廣播處長

布祿士（Donald Brooks）、英文台總監 Tim Birch、高級節目監製 Ted 

Thomas 和他們的下屬，均與我稔熟。可是，當中竟沒一人願意向我透露

半點口風，我要接手的，原來是快將退休的港台輕音樂部一姐，人稱「港

台阿嫲」Aileen Woods 的位置。他們實在有點不夠朋友。

Aileen Woods 是港台開朝元老，曾獲頒 MBE 勳銜，在港台備受敬重，

地位超然。她以獨特的風格主持節目《Down Memory Lane》，用說故事

與港台緣定終
生



方式介紹上世紀初的懷舊金曲，深受聽眾歡迎。她決定從輕音樂監製的

位置退下來時，已經 73 歲了。她豈會甘心屈居於一個只及她一半歲數的

人之下？一場辦公室角力似乎無可避免了！

Aileen 對唱片房瞭如指掌，她有一本黑皮記事簿，記載所有重要唱片

的收藏位置。當時的唱片很珍貴，不少版本只得一張，DJ 要在節目中使

用任何唱片，都得向唱片房借取。那時候電腦還未普及，如果沒有準確

的指引，面對唱片架上海量的黑膠碟，想要找出其中一張，簡直是大海

撈針，不知從何入手。她的黑簿仔從不外借，當然更不會跟我分享，我

只好從零開始，自己建立一份紀錄。這令我在港台的最初幾個月，都在

唱片房度過，亦比誰都清楚，唱片房內收藏了那些珍品。

我們的緊張關係，直到多個月以後才緩和。當 Aileen 感受到我對她

的善意與真誠，同時發現自己由全職轉為自由身，每月出糧須經我批核

時，對我的態度變得和藹。這場角力結束，友誼也開始萌芽。Aileen 曾告

訴我，她家裏養了九隻貓，後來我獲邀到她家中吃晚飯，確實所言非虛。

大門打開後傳來一陣噪動，幾隻色彩亮麗的花貓已爭相撲向她的懷中，

盡情向她撒嬌，十分可愛。在我眼裏，這些小花貓都長得一模一樣，但

Aileen 可以清楚說出牠們的名字，真令我佩服不已。

加盟港台後，一身衝勁的我想要大展拳腳，希望製作新節目，在各方

面加入創新意念，只是那個辦公室實在有點擠逼。港台遷往廣播道前，在

中環干諾道中的水星大廈其中四層辦公，大廈屬於大東電報局。反觀我的

前東家，卻擁有一整幢八層高的麗的呼聲大樓，兩者的辦公環境差距很大。

我跟古典音樂節目監製 Irene Yuen 擠在一個小房間，想想當輕音樂

與交響樂同處一室，是多麼的不協調！我指是唱機播出的樂聲，並非與

Irene 的相處，我倆一起非常愉快。我和她的辦公桌僅一條石柱之隔，兩

60

樂壇教父 Uncle Ray



第四章丨與港台緣定終生

61

人同在房間聽音樂時都得各自戴上耳機。聽音樂時需要專注，同時播放

兩種音樂只會相互騷擾，耳機是解決問題的必備器材。Irene 嫁給香港首

任廣播處長 Donald Brooks 後，職位由 Clive Simpson 取代，成為我的新

室友。全靠一對耳機，我倆多年來相處融洽。港台在 1969 年遷往廣播

道的廣播大樓，地方不足的問題得到解決。我有了一個屬於自己的小辦

公室，但也有點兒寂寞的感覺。

水星大廈的控制室（1965 年）



加入港台四年後，我獲得一次難得的機會，到英國倫敦廣播電台

（BBC) 接受培訓。有人會視之為一個旅遊玩樂的福利，但我為自己訂下

明確目標，期望此行能與當地頂級樂隊做訪問。那時英國已是歐洲流行音

樂翹楚，百代唱片（EMI）旗下的披頭四樂隊（The Beatles），正刮起一

股席捲全球的旋風。離港前，我請求香港 EMI 唱片部經理 Robert Ascott 

為我穿針引線安排訪問。結果喜出望外，不但超額完成訪問，事業還因此

取得重大突破。半世紀以前的事，今日回顧，心情依然激動不已。

那是 1964 年初，培訓為期三個月，內容包括如何正確使用咪高峰、

怎樣進行訪問和錄音室操作技巧等等。其中以錄音技巧最實用，對我日

後的工作幫助很大。至於其他的訓練，老實說，我認為十分小兒科，他

們使用的器材不見得特別先進。那時候我已經當了 15 年 DJ，有些 BBC

導師的資歷還不及我呢！可同學之間的程度頗為參差，來自某些英聯邦

國家的同學，就覺得課程很受用。除了我，還有政府其他部門派來的

香港學員，都被安排寄居於鄰近 BBC 總部的宿舍香港樓（Hong Kong 

House）。雖然訓練課程大多沉悶，但回到宿舍有一班香港人相伴，談天

說地，倒是一天裏最輕鬆的時光。

受訓完畢後，有兩周假期可以隨處走動，我早已盤算好如何運用這

段空檔，一直懷著興奮的心情等待時間到來。如果這一次我只顧嬉戲，

去了遊玩，便錯過很多黃金機會了。

那天我帶了一封由香港 EMI 發出的介紹信，逕自摸上其英國總部，

在那裏遇上唱片部經理 Stan Stern。

「有什麼可以幫忙？」Stan Stern 態度友善，一點架子也沒有。

「我想趁在倫敦的空檔期間，訪問一些流行樂隊。」我回答。

「你想訪問那一隊？」

與 The Beatles 的三次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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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見 Stan Stern 為人爽快，毫不猶豫地說：「The Beatles ！」

「OK!」Stan Stern 二話不說，便提起電話筒，立刻接上 The Beatles

的經理人 Brian Epstein。

「Brian，我這裏有一位從香港來的 DJ，他想訪問 The Beatles。」

「沒問題。明天我們有一個記者招待會，何不請這位朋友明早上來

我們的總部 NEMS Enterprises ？」Brian Epstein 爽快地回覆。

每次回想起這一幕，我也驚嘆自己如此幸運，時機實在配合得

天衣無縫！第二天清早，我帶著從 EMI 那裏借來笨重的錄音機，直

奔 The Beatles 的總部。途中我買了一本以 The Beatles 作封面的雜誌

《Fabulous》。當我到達記者招待會的場地，赫然見到 Paul McCartney

站在門口。他瞥見我夾住一本雜誌，好奇地問那是什麼。我告訴他這是

雜誌社為他們特別製作的特輯《THE BEST OF THE BEATLES FROM 

FABULOUS》。他非常好奇地借閱，我順勢把筆遞上去，請他替我簽名。

受訓結束後，EMI 英國總部唱片部經理 Stern 伉儷，與剛在倫敦的潘迪華和我於 Mayfair 

Hotel 的 Beachcomber Bar 共晉晚餐



Paul 對雜誌裏載滿了他們的相片很是高興，把雜誌翻閱一遍後，開始簽

上名字。最叫人驚喜的是，他不只簽上一個名字，雜誌上有他頭像的每一

處，他都簽一次。沒想到他這麼淘氣！

打鐵趁熱，我走到 John Lennon 那裏，他發現 Paul 在雜誌上劃滿了簽

名，也依樣葫蘆，逐一在自己的頭像旁邊簽上名字。其餘兩名成員 George 

Harrison 和 Ringo Starr 都湊興一起逐張照片簽名。這班年青人真的很有趣，

為人和善，特立獨行，難怪可以擄獲全球年輕人的心。數一數這本雜誌裏

的簽名，共有三十二個！我如獲至寶，沒法形容當時心裏有多興奮！ 

我抵達英國之前，The Beatles 已經是國際超級巨星級人物，但他

們就像朋友般對待我，使我受寵若驚。在我眼中，Paul 是四人之中最出

色的一個，歌喉最好，充滿幽默感；John 反應很快，但有點人來瘋；

George 寡言恬靜，Ringo 則平易近人。當他們四人合體，產生巨大化學

作用，真是上帝也瘋狂。他們面對傳媒相當出位，毫不掩飾、嘻笑怒罵、

互相嘲諷；回答記者提問常常反客為主，把我們捉弄一番。他們的舉動

和說話往往出其不意，絕對是真情流露。

想當年，歌星面對傳媒都是正經八百，或是矯揉造作，The Beatles

在鏡頭前所表現的率性和反傳統，對社會大眾，尤其對年輕人帶來很大衝

擊。這種挑戰社會常規的自信和勇氣，以及獨樹一幟的新形象，深受年青

一代認同。「披頭四」這個中文譯名，無論從樂隊形象，抑或英語翻譯來

看，都是非常貼切、傳神。但 The Beatles 熱潮剛興起時，香港主流媒體

曾稱其為「狂人樂隊」，可見保守派把他們視為離經叛道的一群。

The Beatles 代表年輕一代，亟欲擺脫成年人的束縛和反主流文化的心

聲。他們的音樂新穎、節奏明快、旋律動人，而且充滿流行元素。加上歌

詞雋永、喻意深遠，成為全球史上最受歡迎的樂隊組合，真正實至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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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EMS Enterprises 的訪問數天後，我們再度相逢。這次記者招待

會的對象是海外媒體，因為他們將要到香港和澳洲舉行巡迴演唱。作為

香港來的海外代表，我又有機會跟他們見面了。這次我們已經熟絡起來，

Paul 對香港充滿好奇，想知道有什麼好玩的地方，我給他們介紹了灣仔

駱克道的酒吧區，那裏就像今天的蘭桂坊，外國人都流連忘返，絕對值

得一遊。

一不離二，二不離三。我和 The Beatles 第三次相見，是在他們亞

太巡迴演唱會香港站。他們在 1964 年 6 月 8 日飛抵啟德機場，有近

千名歌迷在守候。我在機場與他們做訪問，再遞上另一本相同的雜誌

《Fabulous》，請他們簽名。可惜這次 Ringo Starr 因為患扁桃腺炎，沒有

隨行到港，雜誌上沒有他的簽名，卻成為 The Beatles 香港巡演獨欠 Ringo

的「證據」。還記得他在倫敦接受訪問時跟我說，對香港之行極為期待，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The Beatles 在尖沙咀樂宮戲院舉行演唱會，最貴的門票連稅是

七十六元貳角，最便宜是二十元陸角。當時一個藍領工人月薪只有二百

多元，學生哥更是負擔不起。由於票價太貴，加上當年 The Beatles 在港

的樂迷以年青人為主，以致門票銷售欠佳，剩餘不少空位。主辦方為免

場面尷尬，把滯銷的門票都送給駐港英軍，結果場內出現大批穿著制服

的軍人。演唱會期間，調皮的 Paul 似乎發現了這一點，向觀眾拋出一句：

「這裏有很多穿著卡其色衣服的歌迷喲！」我當時在台下，對他報以會

心微笑。

香港歌迷跟外國歌迷同樣瘋狂，整場演唱會只聽到他們熱情地尖叫。

此前我曾在 BBC 第二台看樂隊演出的錄影，以為那些英國歌迷熱情的尖

叫聲，只是後期加入的聲效。後來我在演唱會現場見識到歌迷歇斯底里的

表現後，才知道現實比想像更為誇張。因此，日後看到歌迷各樣稀奇古怪



的行徑，我再也不感到驚訝了。披頭四旋風真的很厲害，他們跑到哪兒都

萬人空巷，歌迷表現近乎失控。聽聞有歌迷甚至收集偶像的垃圾，找出吃

剩的蘋果核和煙蒂。至於他們怎麼處理這些東西，大家自行想像吧。

一般記者能採訪到 The Beatles 一次，已經難能可貴，我卻有三次機

會，實在意義非凡。這四位巨星的訪問錄音帶迄今仍保存良好，希望有機

會與大家重溫。至於那兩本珍藏的簽名雜誌，第一本因多年來經常攜帶在

身，沒有妥善保存，部分紙張破裂，狀態欠佳，2008 年已交英國的拍賣

行出售；另一本借給香港歷史博物館，計劃於 2022 年重新裝修的展覽廳

展出。

在倫敦受訓的最後兩周假期，除了 The Beatles 之外，我還鍥而不

捨地聯繫其他樂隊和歌星做訪問，找到了 The Shadows、The Swinging 

Blue Jeans、The Searchers、Brian Poole and The Tremeloes 和 Manfred 

Mann 等等。

在我手上的是第一本有齊披頭四成員簽名的《Fabulous》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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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頭四於啟德機場給我簽名的第二本《Fabulous》雜誌 (1964 年）

1964 年與披頭四於倫敦的訪問錄音帶



三個月的英國之行，我帶回一本由 The Beatles 簽滿名字的雜誌，以

及滿滿一袋訪問錄音帶，成果豐碩。雖然香港一直緊貼英美潮流，但始

終相隔千里，那個年代通訊網絡並不發達，本地樂迷收到的多屬第二手

消息，時間上已然落後。因此，這次親身由英國「速遞」訪問錄音和新歌，

堪稱是香港廣播界一項創舉。

在我跟 The Beatles 完成訪問那一晚，曾與香港樓的宿友們一起聽錄

音帶，看見他們臉上流露出興奮神情，便預知回港後，這段訪問必定引

起巨大迴響。當時 The Beatles 的名氣處於顛峰，加上即將來港表演所掀

起的巨大旋風，任何有關他們的消息，都會引起歌迷高度關注。我是第

一位親身訪問他們的香港 DJ，這段訪問超過八分鐘，並涵蓋樂隊四名成

員，百分百能滿足歌迷渴求。訪問播出後，大大震撼香港播音界，讓我

成功突圍而出，風頭一時無兩。

其後，我陸續播出 The Searchers、The Swinging Blue Jeans 和 The 

Shadows 的訪問，這些都是引領節拍音樂（Merseybeat）潮流的樂隊。

Merseybeat 是英國於 60 年代始創的一種新音樂風格，其節奏和旋律混

合了美國的搖滾、節奏藍調和英國民謠爵士樂。當年在利物浦，有一本

同名音樂雜誌《Mersey Beat》經常介紹當地樂隊的消息。由於雜誌創辦

人是 John Lennon 的同學，因此經常有 The Beatles 的獨家猛料。後來，

大家便將 The Beatles 和其他利物浦樂隊的音樂風格，稱為 Merseybeat。

一股前所未有的新音樂風氣，開始在香港蔓延開來。一時間，所有

播放流行音樂的電台節目，都被這些節拍音樂佔領。這股巨大的潮流，

完全改變了當時本地樂壇生態。在夜總會和酒吧，原本演奏交際舞樂曲

的樂隊漸漸退場，開始換上一班年輕人。本地華人樂隊陸續登場，香港

流行樂壇出現了一番新氣象。這股熱潮興起的同時，我的機會接踵而來。

經港台內部商討，決定由我接捧所有英文台的流行音樂節目時段。

流行音樂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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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64 年下半年起，聽眾每天下午四時半扭開收音機，便會聽

到我為大家主持的流行音樂節目。逢星期一，有最受少男少女追捧的

《Lucky Dip》；介紹英美最熱門歌曲的《Top of the Pops》在星期二播放；

吸引無數聽眾的點唱節目《Just For You》及《From Me To You》，分

別於星期三、六播出。最讓聽眾興奮參與的每周競猜最受歡迎歌曲節目

《Popularity Poll》，安排在星期五播出。此外，逢星期三晚上我會主持

專為爵士樂迷而設的《Modern Jazz》。至於為成年聽眾預備的壓軸節目

《The Big Record》，在星期日下午五點播放。在這 60 分鐘裏，我會送

上精心挑選的十幾首歌，主要是 40 和 50 年代紅極一時的經典。由於節

目多元化，照顧了不同的年齡階層，大大拓展自己的聽眾群組。

在港台的日子忙碌而充實，揀選歌曲、訪問歌星、直播節目、拆閱

聽眾來信，有時還會回覆，每天忙得不可開交。我全情投入，付出的努

力得到聽眾熱烈回應，節目大受歡迎。

我與第一任廣播處長 Donald Brooks 的合照



聽眾的熱烈回應

Ed. Stewpot 在自傳中提及我助他入行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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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不少為追求理想的少男少女，經常到香港電台碰碰運氣。

我身為監製，工作之一就是尋找有潛質的新血加入 DJ 行列。有一天，

Nick Kendall 到來試音。他是加拿大人，在眾多英國腔的對手中，憑一口

活潑的加拿大口音脫穎而出，後來成為當紅 DJ。他主持節目風格天馬行

空，跳脫生動，就像他為人一樣，處事隨意，現今廣東話喚作「無厘頭」。

Nick 留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在家裏後院舉行的一個周末派對，訂了

一箱箱汽水和啤酒，貨物送到卻沒錢付帳。Nick 硬著頭皮，把帽子傳給

現場賓客，請大家慷慨解囊。幸而最後籌足了錢，否則派對沒有飲品，

肯定大為失色了。

另一位以香港作踏腳石的 DJ 是英國人 Eddie Mainwaring，爵士樂隊

的低音結他手。第一次見面時他訛稱曾在英國倫敦廣播電台擔任播音工

作，令我印象深刻。再見面時，知道他想留港發展，雖然當時我已經在

港台工作，但助人為快樂之本，我毫不猶豫向仍為麗的呼聲效力的大哥

推薦他。Armando 安排 Eddie Mainwaring 主持一個為軍人點唱的節目，

他做得非常出色。幾年後他回到英國，成為 BBC 電台的當紅名嘴，有個

家傳戶曉的外號「Ed. Stewpot」。他在自傳《Out Of The Stewpot》中，

提及我助他入行的往事。這本書只在倫敦出版，他特意贈送了一本給我，

並親筆寫上致謝詞。

還有一位被我發掘的 DJ，是後來成為香港的士高行業傳奇人物的

Andrew Bull，他原是香港電台的新聞報導員。Andrew 的聲綫非常適合當

DJ，我建議他轉職。他把握機遇，轉眼間便成為獨當一面的 DJ。另有抱

負的 Andrew，離開港台後在的士高行業發展，乘著 70、80 年代掀起的

一股的士高熱潮，先跟友人合夥在中環蘭桂芳開設 Disco Disco，後來又

在尖沙咀海港城經營 Canton Disco。二者都是香港殿堂級的跳舞聖地，

是遊客和中外名人紅星必到的朝聖之處。

發掘生力軍



致我們最親愛的 DJ Uncle Ray：
您是香港廣播史上的一個傳奇，一直以來您都帶給我們好歌妙韻，我們也
全然愛您。
我知道爸爸跟您是好朋友，他每次提起您都是滿口稱讚。有一次，爸爸跟
我說，如果我想灌錄唱碟，可以跟您見面，看一下您可以給我什麼幫助。
爸爸是對的，如果沒有您，便沒有 Joe Junior。
願天主祝福您，我這一顆心 《 Here's A Heart 》 在此向您呼喊無數次的
「 我愛您 」！

Joe Junior

Uncle Ray 是一個奇跡，他從沒有忘記自己的根，十分看重和積極鼓勵本
地音樂人。他既是一位非凡的人物，同時又能保持謙遜。他曾經是、未來
亦是廣播界和香港樂壇的中堅分子。
能有幸認識 Uncle Ray 這位朋友，在我人生中至感榮幸。

Vasco da Costa



第 五 章

畫出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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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0 年代，我連續四屆獲選

由英文報章 《The Star》舉辦的

「最受歡迎 DJ」冠軍，那是對我

剛踏上事業高峰的加冕。當時正值

本地流行樂壇蓬勃發展，聽眾依賴

電台收聽流行歌曲，歌手依賴電台

宣傳作品，DJ 地位超然，支持者

眾，才會吸引報章舉辦這些選舉，

大眾的熱烈反應也說明當年的 DJ

非常受人注目。

那時候香港的英文歌曲市場仍

被歐美歌星與樂隊佔據，本地流行

樂壇尚未成形，有機會出唱片的只

是 The Fabulous Echoes 和零星本地歌手。作為 DJ，我的辦公室除了不

斷收到點唱信，還時常收到希望成為歌星或 DJ 的自薦信，其中確實有些

潛質不錯的年輕人。在不同場合，例如酒吧、歌廳和夜總會，也會遇到

聲藝俱佳的樂隊及歌手。既然眼前那麼多有才華的人在等待別人給予一

個機會，何不幫他們一把呢？《Lucky Dip》就成為實踐這個使命的舞台。

《The Star》頭版報導我第三度蟬聯最受歡迎

唱片騎師的消息（1968 年）資料來源：《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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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完成了 BBC 的培訓回港後，我就意識到改革電台節目已刻不容

緩，無論在音樂類型及形式上，均需革新。我在英國期間，吸收了外國

的流行文化，見識了全新的歌演節目製作手法，打算為《Lucky Dip》換

上一個全新面貌。《Lucky Dip》原本是一個點唱節目，由 Auntie Valerie

主持。當我接手後，增加了現場點唱元素，並由樂手即時表演。早在麗

的呼聲時代，已多次製作現場音樂節目，如《The Beginners Please》

和《Rumpus Time》，我滿懷信心會做得更好。當我提出改革《Lucky 

Dip》的構思，自然無人提出異議，水到渠成。不過，最初也只能從細小

的一號錄音室開始，那裏只能容納 60 人。

節目甫一推出，迅即引來全城熱話。由於一號錄音室實在太小，我

們轉往大會堂劇院，既靠近電台大本營，地方又夠寬敞，可容納四百多

人，而且同屬政府設施，萬事好商量。人數雖然較一號錄音室增加好幾

倍，依然場場爆滿。節目在星期一下午四時半至五時半播放，學生放學

後也可以趕來參加。我希望他們藉此機會多學習點英文，要求參加者寫

Lucky Dip 重新登場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是《 Lucky Dip 》的台柱



一封英文信寄到港台，才有機會獲邀出席。節目中，我會即場從眾多信

件中抽出幾封，邀請被抽中的幸運兒逐一讀出信中內容。有時我會糾正

他們的發音或錯字，有時大家會閒聊一下。

參加者點唱的歌曲，多由表演嘉賓即席演唱，也有播碟的。音樂一響

起，氣氛立即沸騰起來，女歌迷忘形地呼叫，非常投入。除了本地樂隊，

我亦邀請過海外歌手參加，其中一次是已在星、馬走紅的 The Quests 。

沒料到當我介紹他們出場時，台下竟然鴉雀無聲。噢！整個場面實在尷

尬不已。身為節目主持人，我有責任為節目營造良好氣氛，現場觀眾的

反應直接影響整個節目效果。香港歌迷因為不認識 The Quests 才未有反

應，無關乎他們的實力。我立即告訴觀眾，The Quests 遠赴重洋來表演，

希望跟大家一起度過開心的時光，我們應該熱烈歡迎他們才對。台下的

年輕觀眾瞬間熱情起來，投入到 The Quests 的音樂之中。這一次，我們

都上了一課。

《 Lucky Dip 》現場觀眾緊張地讀出自己的點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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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來的 The Quests 憑其出色歌藝，很快便受到本地歌迷歡迎

年輕人來到《Lucky Dip》聽音樂、捧偶像，既開心又投入，是相當

有益身心的活動！



《Lucky Dip》的主要特色，是接受本地年青樂隊和歌手參與。這個

平台可以讓那些被埋沒在學校禮堂、夜總會或歌廳裏，默默耕耘的年輕

人，能登上更大的舞台，提高知名度，有助發展他們的音樂事業。此外，

我也盡量在其他節目中，播放這些本地樂壇生力軍的歌曲，讓更多聽眾

認識他們。在這個舞台上，他們可以鍛鍊歌藝，累積經驗，又能與歌迷

經常接觸，宣傳自己的新歌。因此，《Lucky Dip》變成了進軍流行樂壇

的「少林寺」，大家都願意前來一試，看看自己的實力。

我挑選歌手的原則很簡單，只要對音樂有熱誠的年輕人，我都給予

機會。一代巨星羅文的歌藝無庸置疑，最初他的樂隊 Roman and The 

Four Steps 參加試音時，險些被我拒諸門外。那時候歐西流行曲是主流，

在《Lucky Dip》是非唱英文歌不可的。可是羅文的英文咬字實在未達標

準。我坦白告訴他這一點，又不忍心讓他失望，最後採取折衷方法，請

他們四人合唱一首歌。

Roman and The Four Steps 在 1969 年 底 出 了 一 隻 單 曲 碟《Day 

Dream》。唱片派到電台，我聽了以後，決定不在節目中播出，因為幾乎有

半首歌我都聽不懂。連自己也無法接受的歌曲，我不會向聽眾推薦。這件

事還被《China Mail》和《The Stars》報導出來，EMI 為他護航，解釋這正

是羅文的特色，將它比喻為一首帶著法文腔調演譯的英文歌。羅文是一位

出色的歌手，只是起步時遇上英文歌潮流，時機不對。但這對他的音樂事

業不過是一點小障礙。時移世易，當中文歌潮流興起時，便是他的天下了！

在我的 70 歲生日會上，羅文帶來了驚喜。他站在台上對我說：「我

特別選唱這首歌，看看 Uncle Ray 是否滿意？」他唱的是《Smoke Gets 

in Your Eyes》。我閉目欣賞，深深被 Roman 的歌聲觸動，這次他的咬

字無懈可擊，那動人的歌聲沁入心脾，縈繞不散。Roman，多謝你為我

獻唱這首歌。那天，你仿如學生上考場般，等待老師評分。其實你很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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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獲得滿分畢業了，從這首歌裏，我看到你對完美的追求。自《Lucky 

Dip》以後，你力求上進，堅持不懈，凡事認真，一切成就和榮譽，當之

無愧。你永遠是舞台上一顆耀眼的寶石！

大部分藝人都像 Roman 一樣，十分重視上台表演的機會，但也有

人視為理所當然。面對那些不懂珍惜的表演者，我會毫不客氣，Michael 

Remedios 就是其中一個例子。那時他剛脫離 The Mystics 樂隊作個人發

展，憑其磁性聲線及俊朗的外型，迷倒一眾女歌迷。有一次，我和他約

好下午二時為《Lucky Dip》綵排，當我二時四十五分打電話給他時，他

竟然還在睡覺。經過三催四請之後，直至四時一刻，他才姍姍到來。

我對每位《Lucky Dip》參與者的最低要求是準時綵排，以便為即將

開始的現場表演作好準備，試音和試咪是必要的，絕對不能馬虎。隨後

我宣布，在我所有節目全面停播 Michael Remedios 的歌。Michael 竟然向

記者表示睡覺大過天，如果我要把他放棄也沒有辦法！這件事後來如何

發展，我已經記不清了，但我和 Michael Remedios 在 70 年，曾一起到

大阪萬國博覽會表演，相信事件應該安然解決了吧！

羅文出席我的 70 歲生日派對（1994 年）相片來源：香港電台



當年懲罰 Michael 

Remedios 一事，

報章也有報導

資料來源：《星報》

Michael Remedios 是《Lucky Dip》另一名台柱，受歌迷熱烈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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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Lucky Dip》表演的樂隊和歌手，多不勝數，難以逐一列舉。

包括 Astro-Notes、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Joe Junior & The 

Side-Effects、Lotus、Magic Carpet、The Fabulous Echoes、Kong 

Ling、Judy Jim、Danny Diaz、 Marilyn Palmer、The Mystics 和 The 

Menace 等等，均是常客。一班年青人不辱使命，成為樂壇的新動力，與

歐美的流行樂隊分庭抗禮。那是香港樂壇的萌芽年代，歌手及樂隊受到

熱烈追捧，唱片熱賣，年輕人爭相組 band，聽音樂與玩音樂成為香港人

的日常娛樂。

這群在 60 年代培養出來的音樂人，逐漸發展成為本地音樂界各

個領域的骨幹人物，亦是後來 80 至 90 年代，樂壇火紅時代的主要推

手。最突出的例子是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的鄭東漢（Norman 

Cheng），曾任寶麗金唱片公司亞太區總裁，成為香港唱片業界一哥，後

來更自己創辦唱片公司；The Mystics 的馮添枝（Ricky Fung），現在是

國際唱片業協會香港分會總裁。此外，The Menace 的陳任，堪稱香港中

文唱片騎師及主持人調侃聽眾的鼻祖。還有多位轉向作曲和填詞方面發

展，或成為音樂監製，比如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的關維麟，

是譚詠麟的御用監製，譚在高峰期推出專輯，幾乎清一色由他擔任監製。

包括《忘不了您》、《霧之戀》、《愛的根源》和《愛情陷阱》等。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事情再美好也有終結的一天。我決定在 1969

年暑假後結束這個現場表演節目，不過，聽眾捨不得《Lucky Dip》，紛

紛要求復播。在徇眾要求下，《Lucky Dip》 於 1970 年初再播一季。記

得在最後一次的演出，場面非常感人，所有歌星朋友都爭相出席，有些

歌迷甚至哭了起來。我對這個節目有著深刻感情，希望大家把《Lucky 

Dip》的美好回憶永遠留在心裏。



大眾傳播行業與慈善活動的結合，其實很早已在香港出現。1960 年

底，港台第三台的 DJ 為幫助香港一班貧苦孩子，讓他們感受聖誕節的歡

樂，舉辦了一個慈善籌款活動，名為 Operation Santa Claus，善款目標

是一萬元。電台會連續三晚進行慈善點唱節目，我和另外九名唱片騎師

輪流主持，只要聽眾捐款一元或以上，便可以點播一首歌。當然，要達

到籌款目標，不能光靠一元點唱一次，還要有更多點子。

為了增加籌款數目，大家各出其謀，既做善事，又可把歡樂帶給

廣大聽眾，DJ 們都十分投入。在首次活動中，由穿上聖誕老人服裝的

Ian Kingsley 作壓軸演出，他要從金鐘步行至山頂老襯亭。只要每次籌足

$1,500，他便走半里路。據報道，當時住在馬己仙峽道 27 號的高氏家

族，一次過捐出了 $1,500，並邀請這位聖誕老人進屋喝茶。第一年我們

籌到五萬元，超標完成。

1962 年 Ted Thomas 續任 Operation Santa Claus 監製，在一次會

議上，Ted 和時任廣播處長 Donald Brooks 提議邀請國際巨星到港舉辦

籌款演唱會。Donald 託我邀請 Matt Monro。我致電 Matt，那時他已貴

為享譽全球的巨星，仍一口便答應了。

Donald 特意前往機場迎接 Matt，待歡迎酒會結束後，我和當年跟

Matt 一起在夜總會表演的樂隊領班 Bing Rodriguez，隨他回到酒店。進

入房間後，Matt 開始整理行李，Bing 看上他的一件襯衫，Matt 慷慨地要

把它送給 Bing，但 Bing 婉拒了他的好意。接下來 Matt 邀請我和 Bing 一

起到 Jimmy's Kitchen 用膳。

Matt Monro 演唱會是整個籌款活動的高潮，我特意安排他跟方逸華

合唱《When the Saints Go Marching In》這個環節。天王與天后的配搭，

唱出了天籟之聲，真是人間難得幾回聽！Ted 把這個演唱會的唯一錄音

帶送給 Matt Monro 留念。2015 年，為紀念 Matt 逝世 30 周年，他女兒

Operation Santa Cl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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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e Monro 將這個現場錄音重新整理，並以鐳射唱片形式發行，讓我們

得以重溫半個世紀前的這場音樂盛會。Michele 在她父親的傳記中，特別提

起這趟旅程。Matt 形容這是一趟感性之旅，不僅有衣錦還鄉的感覺，也勾

起那段歌唱才華初獲賞識的美好經歷，香港有太多令他感動的人和事了。

記得 1962 年的噱頭活動，是要把 DJ 置於維港的浮標上，任由他們

在海中飄盪。只要善款達二千元，被指定的 DJ 便要在寒夜裏，坐在編號

A1 浮標上等待，直至再進帳二千元捐款，才可以上岸。這一年，在維港

海上抱緊浮標的兩位，正是 Ted Thomas 和 Nick Kendall。DJ 們響應這

些活動，多少要受點折騰，但能夠幫助有需要的兒童，大家還是義不容

辭的。記得有一年，John Wallace 甚至奉命爬上希爾頓酒店的旗杆頂，

直到善款達到指定金額，才可以返回地面呢。

到了 1965 年，不知道是誰想出另一個鬼主意—跳海！這次是讓聽

眾捐款支持他們喜愛的 DJ，籌得最多善款的，便要跳進維港。那年我正

好歷史性獲選為最受歡迎 DJ，承接這股人氣，我的籌款成績果然名列前

茅。心知此劫難逃，暗叫不妙。須知 1965 年尚未全球暖化，香港還有

一個很像樣的冬天。當晚碰上寒流襲港，溫度只有攝氏 11 度，細雨夾著

海風，簡直冰寒入骨。

三千名熱情觀眾無懼寒風冷雨，早已在碼頭等著看熱鬧。港台特別

在皇后碼頭設置一部流動廣播車作直播，觀眾可以一面看一面聽，大家

玩得更投入。現場有大批警察維持秩序，甚至有救護車在場候命，安全

至上。我和歐陽義德成為當晚的主角，由一艘滅火輪葛量洪號，載到離

岸約 50 碼處，準備跳海義舉。港台還安排了一場序幕，由一班消防員打

扮成海盜，在船上揮刀舞劍，吆喝起哄，我倆作狀為了逃避追殺，迫不

得已跳入海中。



晚上 11 點正，重頭戲來了，我站在甲板上，冷得直打哆嗦。眼下是

漆黑一片的大海，心裏實在很驚慌，不知道會否有怪物把我扯進海底。

但面對岸上數以千計的目光，以及收音機旁的聽眾，那有退縮餘地？射

燈亮起，我硬著頭皮跳下去，迅速浮上水面，專業地向岸上一大堆鏡頭

揮手微笑，右手則高舉勝利手勢。大家舉起相機爭相拍照，我心裏只想

趕快逃離冰凍的海水，竟然慌不擇路游錯了方向，在碼頭另一邊上岸，

害記者們要兩頭奔走。我爬上碼頭後，歐陽義德太太捧住一壺熱咖啡和

一樽拔蘭地迎接我。這是當晚最開心的時刻，我喝下足以暖和身體的熱

咖啡。不久，歐陽義德也跳到海裏，我們終於完成這項壯舉！

這個活動十分有意義，善款用來買聖誕禮物送給貧困孩子，為他們帶

來一點歡樂。因此，我經常參與 Operation Santa Claus 的籌款活動，還

多次扮演聖誕老人。南華早報自 1988 年起加入，與香港電台合辦此項有

意義的活動。從此，它有了一個中文名稱：「愛心聖誕大行動」。

2019 年，我在 95 歲生日會上再接再厲，預售一百本慈善版自傳，

每本作價一千元。得到各方友好鼎力支持，旋即被認購一空，所得十萬

元全數捐贈 Operation Santa Claus 2020。

冷得面無表情的我，只想趕快逃離冰凍的海水（196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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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跳海」善舉後，我被記者包圍訪問（1965 年）相片來源：中文剪報，名

稱不詳

扮演聖誕老人是我的強項，今次為大家送上的禮物是大眾情

人 Joe Junior (1968 年 )



香港流行樂壇在 1967 年時相當興旺，正當「番書仔」仍沉醉於歐

西流行歌曲、夾 Band 和追捧明星，仿似一片歌舞昇平之際，在同一個時

空，一班受到中國文化大革命影響的年輕人，卻蠢蠢欲動，亟欲「反英

抗暴」。這段歷史的起因及過程，在很多人心中會有不同的印象和詮釋，

我不在此多加評論。只是我剛巧置身於其中一個小片段裏，因而重提往

事。當然，相對於其他暴力血腥場面，這是比較和平，甚至有趣的一幕。

5 月 20 日，左派人士在中環舊中國銀行總部頂樓，放置了數個揚聲

器，整天朝向大街宣揚革命思想和播放革命歌曲。那天我被安排到港台

另一個位於拱北行的辦公室上班，剛好座落於中國銀行總部對面。當我

正在六樓忙於準備直播，廣播處長 Donald Brooks 走進直播室，指示我

將節目移至天台播放。我有點摸不著頭腦，到達天台時，頓時明白他的

意思。原來英軍早已為我們準備好八個巨型軍用喇叭，全部對正中國銀

行總部！相比起來，對方的揚聲器只算是幾個小盒子。我播放音樂的聲

浪透過那幾個巨無霸，不單轟炸至中國銀行總部，遠至天星碼頭也能聽

得一清二楚，幾乎震破整個中環。

這時鏡頭要轉到對面街頭去了。一班年輕人不知從那裏走出來，竟

在這個風頭火勢之時出現在中環大街上，還隨著我播放的勁歌在街上起

舞。當中有位妙齡少女，正是今天大家口中的「肥媽」Maria Cordero。

提起這一幕，她仍然記憶猶新，興奮地說：「我對 Uncle Ray 在天台做

直播的情景，印像非常深刻。我們一班後生仔女，站在中國銀行和匯豐

銀行之間，一邊聽到『She loves you, yeah, yeah , yeah 』；另一邊就

聽到『你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不停地互轟！ Uncle Ray 打著《Come 

On Everybody – Let's Do The Twist》大碟的勁歌，我們就在地面湊熱

鬧，跟著音樂狂跳熱舞，很好玩！有人問我怕不怕，那時候真不知道有

動盪的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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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可怕。」感謝 Maria Cordero 的補充，她為這一幕增添了現場感，變

得生動有趣起來。

然而，這個輕鬆場景過後， 隨之而來的卻是一場血腥鎮壓。面對示

威，港英政府表面上冷處理，對示威者的舉動沒有加以控制，市面尚算平

靜，所以像肥媽這些年輕人，才會不知天高地厚，把兩陣對峙現場當作免

費音樂會。兩天後，群眾再次聚集在花園道口，聲勢浩大。這次政府不再

克制，防暴警察與示威者爆發激戰，不少人被打至頭破血流，花園道上血

跡斑斑。如此恐怖的場面令我回憶起二戰時的情境，心裏非常難過。

8 月 24 日，商業電台主持人林彬被人縱火燒死令我也有點擔心。自

己當時奉命對抗中國銀行總行天台上的宣傳廣播，也有可能因此成為目標

被報復。在那段日子， 街上隨處都有真、假炸彈，整個香港人心惶惶。

直至六七年底，市面終於回復平靜。動盪過後，港英政府意識到不

能繼續以高壓統治。殖民時代英國人高高在上，經常欺壓本地人，想到

他們總是對我們頤指氣使，有時也會按捺不住心裏的怒火。現在看來，

那些「紅衛兵」起碼為香港做對了一件事，就是迫使港英政府放鬆了對

本地人的箝制，進而改用懷柔政策，改變了香港的命運。

意想不到，50 多年後的 2019 年，香港又再經歷另一場社會運動，

甚至比 50 多年前更糟糕。群眾之間已經撕裂，兩幫陣營水火不容，一

片混亂，令人傷感。我已活了接近一個世紀，見證香港經歷二次大戰、

六七暴亂、九七回歸、零三沙士，還有令人心碎的社會運動和依然肆虐

全球的新冠肺炎。我有一個信念，香港是打不死的！我們飽嚐重重災難、

面對各種風波、撐過不同的逆境，但我們最終都能夠好好地生存下來。

我信任香港，也很愛香港，香港是我家！



Ray Cordeiro 在 50 年代後期，已是麗的呼聲電台的當紅 DJ。當本地年
輕人開始迷上歐西流行曲的時候，他轉投香港電台， 揀選的歌曲和節目風
格，引來無數華人聽眾轉投英文電台的懷抱。回想起來，正是他於 60 年
代熱愛分享音樂、積極推動本地樂隊的成長，為 70 年代廣東歌文化潮流
的興起播下種子，繼而成就往後數十年俘虜全球華人的廣東歌熱潮。他的
成就及以音樂結緣令他的名聲響遍海內外。
在漫長的事業生涯裏，他獲得無數殊榮。在香港，我們還得加上這一句：
「Uncle Ray，感謝你在適當的時間、找啱地方出現幫我們，如果當初沒
有你，真不知道香港的樂壇會是怎樣！」

馮添枝

認識 Uncle Ray 是我畢生的榮幸。他樂於助人，既是恩師，亦是益友；
推動本地音樂，不遺餘力。不愧為樂壇教父，祝願你健康快樂。

陳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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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日本經濟起飛，世界博覽會第一次在亞洲舉行，便選擇了大阪。

當時日本正努力重建國際形象，因此，整個博覽會不惜工本，規模非常龐

大。香港只是東方一個剛冒起的小城市，因為是英國殖民地關係，亦獲邀

參加。展覽在 1970 年 3 月中開始，為期半年。主題是「人類的進步與協

調」，共有 77 個國家和地區，與及 4 個國際組織參加。很榮幸，我能以

演出經理身份，帶領一班香港頂尖歌手參與這項國際盛事，藉機宣揚香港。

事情始於 1969 年底的一通電話，香港政府新聞處的人員致電，邀請

我協助籌組樂隊參加大阪萬國博覽會，我當然樂意之至。真是一呼百應，

迅速組成一個陣容鼎盛的班底，包括主音歌手 Joe Junior、Irene Ryder

和 Michael Remedios；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樂隊的鄭東漢（主

音結他）、關維麟（低音結他）和陳國明（鼓）；D'Topnotes 的陳家蓀（鍵

盤）與及 Mystics 的馮添枝（和弦結他）。我們把這個組合命名為 Soul 

Agents。每位成員都是當時得令的歌手或樂手，他們屬不同唱片公司，

能夠一起合作，實在非常難得。

有了最出色的樂隊，還需要配上優質的音效，我另一個重要任務是

尋找音響器材贊助商。與曾福琴行商討後，他們慷慨借出全新器材。Soul 

Agents 經過一個多月密集排練後，於 70 年 6 月中浩浩蕩蕩遠征東洋，

逗留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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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威海外 繼續耕耘

Soul Agents 成員。左起馮添枝、Michael Remedios、鄭東漢、陳國明、Joe Junior、

Irene Ryder、我、關維麟、日本代表和陳家蓀

我們剛到埗便出了點岔子。一行人由機場前往博覽會場館，大部分

人都到了，卻始終不見 Michael Remedios，隨行官員最後在警察局找到

他。原來是計程車司機與他言語不通，把他送錯了地方。Michael 靈機一

觸，找警察幫忙，幸好最後只是虛驚一場。

作為演出經理，主要是安排演出和公關聯絡。 當 Soul Agents 表演

時，我會陪伴在側，打點一切。其他時間會到處拜訪，打好關係。我們

與鄰居英國館和加拿大館，混得最熟絡。



香港館的外型別出心裁，是很多艘揚帆啟航的漁船，就像把當年維

多利亞港千帆並舉的美景搬到大阪，很有代表性。館內除展覽廳外，還

設有一間美心酒樓。Soul Agents 每天下午和晚上，於香港館外的露天劇

場各有一場表演。由於在室外演出，配合我們強勁的搖滾音樂，每場都

擠滿了日本青年和外國遊客，瞬即成為博覽會的一大焦點。當地歌迷樂

於接受不同風格的音樂，比香港樂迷更投入奔放，現場氣氛極其熱鬧。

每逢周末晚上，各國場館輪流舉行派對，我們是博覽會內唯一的搖滾

樂隊，因此非常搶手。由於樂隊在大阪的檔期被排得滿滿的，以至 Mary 

Hopkin 邀請我們為她的演出伴奏，也只能婉拒。她的名曲《Those were 

the Days》，原是一首俄羅斯民謠，被重新譜上英文歌詞後，紅遍全球，

登上各地流行榜榜首。最榮幸的一次，是 Soul Agents 獲邀在御前表演，

向明仁皇太子與太子妃獻唱了《Hong Kong》（原名《Kowloon Hong 

唱響大阪世博

Soul Agents 於大阪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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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g》）。要向外國推介香港，這首歌是不二之選吧！那時明仁還是皇太

子，尚未登基，想不到彈指五十年間，他不但繼位天皇，而且已退位給兒

子德仁，自己成為「上皇」。 

日本人對博覽會內的一切花盡心思，展館裝修得美輪美奐，對參展單

位的照顧無微不至，令人讚賞。英國館是我們的鄰居，待我們猶如兄弟，

還讓我們隨意享用那裏的點心、小吃和香煙，非常大方。

我和 Soul Agents 住在距離展館一個地鐵站車程的宿舍，交通尚算

方便，但三餐須自行安排。出發前，有記者訪問各成員如何分工下廚，

大家紛紛表示自己雖無經驗，但答應至少在出發前學會煮一道菜。Joe 

Junior 表示負責做免治牛肉和炒土豆絲；Michael Remedios 煲冬瓜湯；

陳國明弄鹹蛋蒸肉餅；鄭東漢煎蛋等等。Irene Ryder 比較老實，說她只

會沏茶。

事實卻令人哭笑不得。原本說好每人輪流預備晚餐，結果只有鄭東漢

夠義氣，但他只懂得煎蛋，所以每晚就是「一味好餸」！後來我和馮添

枝實在受不了，要求換個口味，於是大家靠攏起來研究，由如何煮米飯

開始。說來奇怪，那些圓鼓鼓的日本米，跟我們在香港吃的就是不一樣，

最後煮出了一鍋像飯又像糊的東西，真令人沮喪。要不是香港館內有中餐

廳，至少可以解決兩餐，否則回港時，恐怕大家都會變得皮黃骨瘦。

話說回來，這雞蛋不單是我們每天的食糧，更變成愚弄別人的工具。

這班嘩鬼會趁別人不覺時，把雞蛋烚熟後放回雪櫃，待別人做早餐打蛋

時，才發現被騙。他們作弄別人的招數奇多，最令人拍案叫絕的是，當

事人根本不知道被愚弄了。好像對 Joe Junior 這一騙，就是 50 年。

Joe Junior 在日本繼續化身「少女殺手」，他溫柔又細心，逗得她們

非常開心。他會問日本少女如何用日語說：「妳很可愛！」教那些女孩子

如何抵擋？加上每一場表演都唱他的新歌《Love》，那一腔情意綿綿的

嗓音，完全迷倒一幫情竇初開的女孩。其他男隊友開始眼紅了，Joe 自

然成為被惡整的對象。誰叫他惹到這班頑童，只能嘆一句倒楣吧。



有一天，Joe 告訴我因為感到有點不適，晚上沒有隨大隊外出活動，

宿舍房間只剩下他一人。臨睡前他到浴室洗澡，一邊往身上抹肥皂，一邊

吹著口哨自娛。忽然間聽到另一把聲音，吹著一模一樣的調子！剎那間驚

覺自己撞鬼了，全身發毛。Joe 趕緊穿回衣服，跑上床躲在被窩裏。那一

回嚇得他病了好幾天！

我當時其實不清楚這班頑童做了這等好事，乍聽 Joe 的靈異事件，還真

替他揑一把汗。不料他的戰友 Frederick 在 50 年後，卻忽然良心發現，把真

相告訴了我：那只是一樁惡作劇！希望 Joe 看到這一段，不要生氣。我們年

輕的時候，總會做些無聊透頂的事情，更何況，他遇到非一般的對手呢！

政府新聞處派了兩位官員隨團，負責安排我們在大阪的表演。一位

是西人，另一位是個華人胖子，愛擺架子和欺負這一班年輕人。有一次

Irene Ryder 被他惹毛了，毫不客氣地把他臭駡一頓，其他小伙子自然不

會輕饒他。這人喜歡玩樸克牌廿一點，我聽他們說，為了報復這位官大

人，大家在牌局中同仇敵愾，抱著玉石俱焚的決心，逼得他不斷「爆牌」。

你看，這班傢伙確實惹不得！

香港館對面是日立公司的展館，外型猶如一艘太空船，遊人要乘搭

扶手電梯，由地面到達上層的入口。每當我們開始表演，原本打算乘搭

電梯的遊客紛紛駐足圍觀，把通道擠得水泄不通。這情況逐漸引起日立

公司展館負責人不滿，更向主辦方投訴我們的音量太大，超過了限制。

後來當局派出日本工程師，認真地前來測量擴音器的分貝。不過，待得

他們正式發出警告信時，我們早已坐上子彈火車離開大阪，轉到東京遊

玩。Irene、Joe、Michael 和 Ricky Chan 因工作關係需直接回港，沒有跟

大家一起去東京。

我帶領這班香港樂壇菁英，在日本度過了愉快又難忘的一個月。那

寬闊的高速公路、先進的子彈火車、四通八達的地下鐵路、閃亮的廣告

燈飾加上醉人的夜景，教人大開眼界。我們把香港的音樂帶給日本和外

地觀眾，讓他們對這個東方小城有更多的認識；同時，我們跟不同國家

的歌手與樂隊交流，見識不同音樂風格和高水準表演，也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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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型猶如太空船的日立館

設計美輪美奐，千帆並舉的香港館



香港人生活簡單，在上世紀中葉聽歌就是普羅大眾的日常娛樂，造

就了一個非常蓬勃的樂壇。在我看來，樂壇是否興旺，歌迷對偶像的瘋

狂程度算是一個寒暑表。不過，歌迷過度追捧偶像也有負面效果。有時

會令歌手過於自我陶醉、不思進取，我漸漸察覺到樂壇的生態並不健康。

一方面，歌迷對偶像的追捧過於盲目，對偶像演出的專業水平不太關注，

即使他們唱歌走音或是表現失準，台下歌迷仍是義無反顧地歡呼喝采。

大家認為這些偶像歌手還有動力改進嗎？

另一個缺陷，就是本地樂壇缺乏原創音樂，總是翻唱別人的歌。夜

總會或歌廳老闆，為了遷就客人喜好，會要求歌手只唱受歡迎的流行曲。

客人聽了高興，生意才會滾滾而來。同樣道理，既然已有現成的熱門歐

西流行歌曲，唱片監製也不會冒險使用新歌，寧願讓本地樂隊和歌手不

斷翻唱外國的舊歌。在商言商，消費者的品味與喜好，對唱片公司有直

接影響力。

Soul Agents 離港赴日前，趕製了一隻同名大碟《Soul Agents》。

十二首歌曲中，一半是原創，另一半是翻唱版本。這張大碟由鄭東漢監

製，他對新碟成果充滿期待，因為那是集合兩位當時得令、歌藝精湛而

且外型俊朗的男歌手Joe 和Michael（Irene屬其他唱片公司，不在其中），

加上最優秀的樂手、最先進的音響設備及錄音技術，目標就是要成為最

佳大碟。專輯在我們從日本回來之後推出，反應很好，可見創作與創新

對樂壇的進步至關重要。 

在我帶領 Soul Agents 參加大阪萬國博覽會的一個月，Ashton Farley

是我的節目替班主持。從大阪返港後，我便決定交捧給他，自己在晚上

主持《All The Way With Ray》。這個突如其來的決定與改變，令樂迷感

到愕然，非常不解，有很多忠實聽眾都來信表達不捨和傷心。不過，這

班擁躉沒有離我而去，繼續收聽我的節目。即使我退出了所有日間的流

樂壇需要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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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音樂節目，並不代表我不再關心樂壇，

我還在另一個層面為香港爭取國際地位。

在大阪的時候，除了照顧 Soul Agents

外，我趁機前往《Billboard》雜誌於日本

的辦事處，拜訪他們的負責人，希望對方

可以刊登香港電台的流行榜。會面氣氛雖

然不錯，卻沒有得到任何實際回應。回港

後，我堅持每星期把相關資料寄到日本，

不間斷地寄了差不多兩年，加上努力不懈

地游說，直至 1972 年，終於打動了他們，

承認港台的歐西歌曲流行榜，並將之載入

《Billboard》。由此，香港樂壇終可躋身國

際音樂舞台，讓世界認識我們。

香港電台的歐西流行榜終能在《Billboard》

流行榜中佔一席位（1972 年）資料來源：

《Hong Kong Music Maker》



轉為晚上 11 時 15 分至零晨 1 時開咪，原以成年聽眾為目標，沒

料到年輕學生情願犧牲睡眠時間，也要每晚追捧 《All The Way With 

Ray》。《The China Mail》1971 年 6 月 15 日報道：「粗略估計，現在

每晚約有十萬學子遲遲未肯入睡，這全都是 Ray Cordeiro 的錯。」報章

使用這樣的字眼做標題，只是為了說明收聽率取得驚人佳績。

為了答謝粉絲們對我的愛戴，我得為他們稍作調整。我把節目分為

兩部分，首段 45 分鐘，我會遷就年輕聽眾，播放一些他們喜愛的流行勁

歌；下半部分，我會放慢節奏，選播一些適合成年人口味的歌曲。每到

午夜時段，我便要盡力哄那些年輕學生關掉收音機睡覺，否則，第二天

沒有精神上課，師長們可有意見呢！ 

資深女粉絲 Annie Yan 多年後跟我說：「Uncle，你可知道當年為了

收聽《All The Way With Ray》，有多少學生砸壞了收音機？光是我自己

起碼有四、五部。每次都要省一點早餐錢，存起來再買一部新的。」我很

訝異到底怎麼回事？原來收音機是 70 年代年輕人的陪睡恩物，他們為了

收聽節目又不驚動家人，都把音量調至最小，放在耳邊聽著聽著就入睡

了。沉睡時一個翻身動作，緊接著砰的一聲，原子粒收音機就這樣掉下來

報銷了。我猜如果睡在上舖，收音機應該被摔得更狠吧。

年輕的歌迷多年來習慣了我主持的流行曲節目，仍然懷著相同的期

待，自然覺得有些不對勁，甚至向我投訴。有一次，一位年輕樂迷寫信

到報章，質疑我不選播某些流行歌手的歌曲，直指我選歌落伍。這只能

怪年輕人不明白《All The Way With Ray》的目標聽眾已經轉變了。事實

上，日間已有足夠流行音樂播放，如果新節目只維持原來面貌，我又何

必多此一舉？至於指責所選歌曲落伍，對此我不敢苟同。雖然那是晚間

播放而非黃金時段，但很多新歌，都是在我的節目中首播，還有每星期

當紅歌手訪問，怎會落後於其他人。

All The Way With 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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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香港電台第三台直播室 (1983 年 )

《All The Way With Ray》開播後，年輕聽眾繼續追隨而來，成年聽

眾數目也迅速增長，新節目受歡迎程度有增無減。節目時間更一度延長

至零晨三時，整整四個小時。光是唱碟，便要預備好幾十張，還要安排

點唱環節與歌星訪問，少一點體力和精神都難以應付。到了 80 年代提早

一小時播放，改為每晚十點至零晨兩點，直至 2010 年時我做了一個大

手術，聽從醫生囑咐要減輕工作量，畢竟都已年過 80 歲了。與電台商量，

減少一小時，改為晚上十點至零晨一點播放，直至現在。

對於晚間節目，大家總會發揮無窮想像力，覺得深宵時分應該要發

生一些靈異事件。 我自己一個人在晚上開咪 50 年，從未遇上什麼鬼怪

事，倒是偶然聽到別人的古怪經歷。包括在唱片房撞鬼和女 DJ 在深宵直

播見到唱盤自行轉動等。



電台和電視台往往被視為陰氣重的地方，鬼故事層出不窮，令人難

以心安。因此，港台請來風水師研究破解方法，以求大家安心。大師建

議封掉大門，否則會為港台帶來厄運。於是時任處長張敏儀下令，把位

處停車場大閘口通往大堂的走廊，改裝為一間有冷氣的獨立會議室，並

將大堂重新裝修。就好像 Robert Ripley 的《Believe It or Not》（信不信

由你）所言，世間總有千奇百怪的事，信則有，不信則無。我不害怕有鬼，

但也不會刻意挑釁或蔑視這些靈體。相反，我會為他們祈禱，祈求他們

的靈魂得以安息！

我從來沒有遇上鬼怪，驚險事件倒有幾樁。每晚收咪已經是深宵時

分，別以為夜闌人靜，應該沒有什麼人。有時做完直播，打算開車離開

之時，會突然被人攔截，希望跟我聊兩句。遇到這樣的情況，我只把車

窗降低至足夠跟他們說話便可，所有車門必定鎖上，以防萬一。我平日

已經十分警惕，不過有一次仍發生了有驚無險的「意外」。當晚我如常

駕車回港台，剛泊好車打開車門，一個自稱是聽眾的男子走到車旁，不

停地說話，我卻一句也沒聽明白。剎那間，我察覺到這個男人神情不大

正常。正當不知如何是好之際，幸虧停車場的保安員及時趕到把他拉

走，才沒有釀成嚴重後果。 

我與致電點唱的聽眾，大都是言談甚歡，他們難得可與我直接對話，

一般都是心情興奮和愉快的，當然也有例外。記得有一位愛爾蘭女士打

電話來點唱，不知何故，我們竟然吵起來。你一言我一語的互不相讓，

直到快要播放午夜新聞她才肯掛線。趁空檔時間我立即跑往直播室對面

的唱片房，尋找需要用的唱碟。我拿著一堆唱碟趕回直播室時失去平衡，

頭部朝播放機直撞下去，當場頭破血流。我唯有把節目交給控制室的同

事，打算自己到附近的浸會醫院求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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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停車場時，看到有人站在閘口東張西望，原來是剛才跟我吵架的

女士。看樣子，是她掛斷電話後仍覺意氣難平，特意趕來找晦氣的。她

看見我血流披面的樣子，十分驚愕，即時提議開車載我到京士柏的英軍醫

院，她丈夫正好是那裏的醫生。這次意外後，我明白凡事要安全至上的道

理，不要無端跟別人嘔氣，否則可能會帶來不良後果。亦因為這一次事

件，我便開始聘用助手。我其中一個誼子 Andy Chow，日間雖然有工作，

但於 1985 年開始兼任我的助手，直到現在。

Andy Chow 既是我的得力助手，亦是我的誼子。全靠他協助，我才可每晚在直播室開咪



我對待別人一般都很有耐性，並且尊重和維護朋友，以及所有相識

的人。若然遇到有人踩過界或冒犯，我會先行忍讓，按捺住脾氣，然後

等候機會反擊。有句英文諺語：Give him enough rope to hang himself。

任由你的敵人撒野，總有一天他會自食其果。

有一份英文報章的專欄作家與我素未謀面，不知是否開罪了他，總

是用些莫明奇妙的說話諷刺我，例如「頭上頂著一頂笨帽的鬍鬚佬」，

諸如此類。忍耐是一種美德，但不等於什麼都要逆來順受。我等了又等，

皇天不負有心人，終於給我逮到一個反擊的大好機會。這位仁兄忽然在

他的專欄，指控我全部的點唱都是假的！如果他用的字眼是「大部分」

而不是「全部」的話，我或許還真的拿他沒辦法，但他得意忘形，終於

寫出一句自掘墳墓的話來。諮詢律師意見後，我決定追究到底。律師說：

「這是一宗很容易處理的官司，那怕只要有一個點唱是真的，他也會輸

掉這場官司。」

我的代表律師先向這位專欄作家發信，並發了一份副本給那間報館，

要求他道歉和賠償律師費。沒多久，我接到他的代表律師回信拒絕，這

間律師行派頭真大，光是信紙上的銜頭已佔了半張紙。這當然沒有把我

嚇倒，我堅持奉陪到底，給他發出第二封律師信，對方再次回信拒絕。

這樣信來信往，累積的律師費也愈來愈多。一天下午，張敏儀召我到她

的辦公室，並表示以我為傲，因為那間報館有一名董事向她透露，那位

仁兄需要自己承擔律師費，報館不會支持他。我感到十分高興，因為這

是他惡意中傷別人的後果。最終，這人寫的道歉信經我同意後刊登在那

份英文報章，並且賠償了大筆律師費。事情告一段落，希望他從中學懂

尊重事實，尊重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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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靈活潑的學生「粉絲」專程到電台探訪我（1980 年）

忠實擁躉 John、Thomas Cheung、Marianne、Catherine 和 Ryan 用美鈔摺成唱片，

祝賀我入行 25 周年（1974 年）



初次感受到 Uncle Ray 對香港樂壇的慷慨支持，始自我在 1961 年剛加入
學生樂隊 Astro-Notes 的年代。作夢也沒想到 60 年後，出於對音樂的激
情和對人相互的尊重一直沒有變，我們的情誼會像陳年佳釀般日益香醇，
彌足珍貴。我萬分敬重 Uncle Ray 的不凡人生成就，以及他對巨星和新
人都一視同仁的悉心栽培；更難得的是，他本身就是個魅力非凡、溫文爾
雅的傳播界巨人！ Uncle Ray 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我永遠以這位朋友為
榮！這本書記載了他生平工作及人生體驗的故事，不單具備權威性，更是
令人感動和極具啟發性的寶貴文獻。

陳欣健

Uncle Ray 從來和未來都在香港流行樂壇史上佔有重要席位。他對音樂和
娛樂事業的熱愛和奉獻，為很多人的生命帶來了巨大影響。
多年以來，他透過不斷演化的音樂，觸動我們、啟發我們追尋那天邊明亮
的星辰！
Uncle Ray 所散發的璀璨光輝將會一直閃亮無邊！

Danny Di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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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年代香港華人樂隊起飛，共同創造了盛極一時的樂隊潮流。我有

幸成為這個潮流其中一名推手，讓這班歌壇菁英綻放光芒！這段光輝歲

月，充滿了我和他們的相遇相知，一起奮鬥的故事。

在 2019 年 9 月 17 和 24 日的下午，我相約其中幾位好友喝咖啡，

一起懷緬過去。各人甫坐下便七嘴八舌，暢談往事，興奮莫名，我只好坐

在旁邊做聽眾。我差點忘記那些點滴，原來他們都銘記心中，讓我十分感

動。那段半世紀前的動人往事，一幕幕呈現眼前，勾起我太多回憶了！

笫 七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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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我們在九龍木球會一起話說當年。左起鄭東漢、陳國明、陳欣健

左起：Joe Junior、Danny Diaz、我、Christine Samson 和 Teddy Robin

笫 七 章 友情無價  來聊聊天



Teddy Robin（ 泰 迪 羅 賓 ） 三 兄 弟 早 於 1963 年 組 成 樂 隊 The 

Striplings，雖然還未發行唱片，已獲得樂迷關注。當時英文報章《The 

Star》舉行了「全港最受歡迎樂隊選舉」活動，他們獲得第三名。儘管已

略具名氣，但他們也只能在一些學校派對或酒吧表演，距離真正成名，路

途遙遠。其後鄭東漢與陳國明（Frederick）加入，樂隊重組，易名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1966 年的一個下午，我在港台辦公室收到一個小郵包，裏面有一封

信，還有一卷錄音帶。我聽了一會，錄音質素實在很差，根本聽不到他

們在唱什麼。幸好我沒有隨手把它扔進垃圾箱，而是拿起電話筒，邀請

寄件者到我的錄音室。要是我沒有給他們這次機會，這段樂壇歷史可能

不一樣了。

Norman 向大家憶述寫信給我自薦的往事：「The Playboys 已成立了

一段時間，但沒有什麼起色，就像卡在一個樽頸位，我提議找一位經理人

幫我們發展事業。當時我們很尊敬 Uncle Ray，心想不如寫信給他，希望

他可以幫忙。信是由我執筆的，大概是因為我的英文比較好一點吧！在信

中介紹自己是什麼樂隊，並附上一盒錄音帶，請 Uncle Ray 聽一下我們的

音樂。如果覺得還不錯，希望他可以擔任樂隊經理人。 

沒多久，竟然收到 Uncle Ray 的回覆，而且他很認真看待我們的請求，

令大家喜出望外。那卷錄音帶，是在馮添枝家中錄製。因為眾多朋友，獨

他有台較像樣的錄音機（這台錄音機在 2018 年已贈予香港歷史博物館展

出，用以紀念本地華人流行樂隊的崛起）。我們錄了三首歌，質素自然過

不了 Uncle Ray 那一關，實在沒料到他竟然主動邀請我們到香港電台重新

錄一次。可惜最後 Uncle Ray 表示自己是公務員，無法出任經理人一職。」 

Teddy Robin & The Playbo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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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迪羅賓緊接着說：「在那次錄音後，Uncle Ray 邀請 The Playboys

在 他 的 生 日 派 對 表 演。 那 時 候 我 覺 得 自 己 的 聲 音 有 點 像 Herman's 

Hermits，於是選唱了 Herman 的首本名曲《Listen People》。Uncle Ray

聽完後很喜歡，介紹了在場的 EMI 唱片部經理 Robert Ascott 給我們認

識。Robert 同樣對演出讚賞不已，當時還以為機會終於要來了，卻自此

杳無音訊。Uncle Ray 說不用氣餒，並把我們推薦給鑽石唱片公司的經理

Lal Dayaram，他相當進取，敢於起用新人，火速與 The Playboys 簽約，

繼而陸續發行了多張很受歡迎的唱碟。

Uncle Ray 雖然沒有當過我們的經理人，但他的付出，就等同經理人，

甚至更多，大家都把他視作恩人。反而我們與真正的經理人 Lal 齟齬甚多，

常有衝突，但跟 Uncle 就沒有這個問題，彼此間有如親人一樣，感情很深

厚。他潮流觸角敏銳，介紹的歌曲聽眾很受落。樂隊選唱的歌曲，大部分

都是 Uncle 推薦，是他引領我們登上事業高峰。那個年代原創音樂不多，

歌手都是翻唱別人的歌，選歌十分重要，直接影響唱片銷量， Lal 亦經常

要向 Uncle 取經。

Norman（左）和 Lal Dayaram 在我的 MBE 慶祝派對上合照（1987 年）



當年樂隊數目眾多，卻

良莠不齊，電台和電視台給

予 新 人 的 機 會 不 多。 幸 有

Uncle Ray從中推動兼策劃，

為新人創造機會，助樂壇注

入新血。這班樂壇新人成熟

以後，不單在幕前發展，也

有在幕後發揮才能，成為 80

和 90 年代樂壇黃金歲月的

重要人物。因此，Uncle Ray

被 稱 為 樂 壇 教 父， 受 人 尊

崇，實為眾望所歸。」

聽 著 Norman 和 Teddy

暢談這段入行經歷，前塵往事，不經意地從腦海裏浮現出來。那一天，

五個年青人步進我的辦公室，態度誠懇，精力充沛，對音樂滿腔熱誠，

就好像年輕的我，為了理想，硬著頭皮向雄雞飯店的老闆自薦一樣。我

希望為這幫年青人做一點事。他們有潛質，彼此投契，我樂意看到他們

成功。

Teddy 作為主音歌手，樂隊更以他的名字為首，加上 Norman、

William、Raymond 與 Frederick，五個年輕人兄弟同心，整體的水準算是

不錯。Norman 結他技巧嫻熟，Frederick 鼓技也不俗。對於一隊全華人樂

隊來說，表現值得讚賞。

雖然沒有成為經理人，我選擇直接向唱片公司推薦他們，並代為挑

選合適的歌曲，讓樂隊經常於我的節目中演出，成功把 The Playboys 捧

Diamond Music 為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發行的第一張唱碟 (1966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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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綫藝人。聽到他們把我視作恩人，心裏感到欣慰。凡熱切追求音樂

夢想、誠懇又有才華的人，都值得給予機會。至於能否把握，要視乎很

多因素，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的成功，是出現在適當的時機，

碰上樂隊潮流興旺的時代。全世界都喜歡樂隊，只要稍推一把，自然勝

券在握。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出道時就是這樣充

滿活力。攝於虎豹別墅（1967 年）



另一位我曾力捧的歌手是 Joe Junior。我與他淵源更深，因為他爸

爸是我在聖若瑟書院校友，我們早就相識。有一天，他爸爸跟我說：「我

那個儍小子想當歌星，你可以幫忙嗎？」那時我才知道，原來阿 Joe 也

懂得唱歌。就這樣，我把 Joe Junior 介紹給鑽石唱片公司，當時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也剛出道不久。

Joe Junior 對舊事記得一清二楚，是個很念舊的人，常常提起我助

他入行的事。他跟大家細數當年 :「我是繼 Teddy 後加入鑽石唱片的。我

們視 Uncle Ray 如契爺，非常尊敬他，他教曉我們很多東西，不少歌曲

都是由他推薦的。Uncle Ray 對我的音樂事業影響深遠，他是 DJ，認識

大量不同種類歌曲。最重要是眼光準確，又能夠掌握潮流走勢，從中篩

選適合我的風格和特點的好歌，用作錄製唱片或演唱。」

Joe Junior & The Side-Effects

 一顆新星的誕生，Joe Junior（196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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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 Junior 的首本名曲《Here's a Heart》，曾連續七周在《Popularity 

Poll》蟬聯流行榜冠軍，風靡一時。一首情歌，再配上英俊的外表，怎能

不迷倒萬千少女？這位情歌王子，有一個讓我很欣賞的優點，就是肯花

時間與歌迷相處，對他們很好。Joe Junior 想起那時女歌迷對他的瘋狂，

仍然覺得飄飄然。

他回憶說︰「每當在大會堂做完 Uncle Ray 的節目《Lucky Dip》，

歌迷總在後門等我。我會耐心地逐一為他們簽名，跟他們聊天，直至所

有人都離開，這是對人的禮貌和尊重。當然，跟女歌迷聊天也是一件樂

事。在台上演唱時，會看看台下有沒有漂亮的女孩子，這也是很多 band

友的樂趣之一。」

提起那個時代歌迷瘋狂的表現，Teddy Robin 雀躍地搶著說︰「我們

三兄弟在同一隊樂隊，三個都紅，歌迷實在太多、太熱情，要常常躲起

來避開他們。誰知他們神通廣大，我們的住址、家中電話號碼，全都知

道！由於經常有陌生人致電，電話號碼也改了好幾回，令家人十分苦惱。

本地華人樂隊較歐美樂隊優勝之處，是歌迷比較容易親身與偶像接觸，

不像外國歌星那麼遙不可及，因此歌迷更願意追捧我們。這也說明為何

同一首英文歌，我們的翻唱版本在香港比原唱更受歡迎。」

我細聽 Joe Junior 和泰迪羅賓兩人侃侃而談，不無感慨。他們現在仍

活躍於幕前，但走過的道路卻各自迂迴曲折，實在不容易。Joe Junior 在

70 年代初度過事業首個高峰後，沉寂了一段頗長時間。鄭東漢曾邀請他轉

投幕後，到唱片公司做行政工作，但 Joe Junior 始終喜歡音樂，堅持他的

歌唱事業。只是英文歌已經沒落，樂隊也風光不再，Joe Junior 只好回到

酒吧和夜總會駐場表演，後來簽約無綫，也只演一些閒角。在這段人生的

低谷，他嘗盡人情冷暖，如果將來他也寫自傳的話，你一定會知的更多。 



直到 2011 年，Joe Junior 拍了一部由戚其義監製的電視劇《天

與 地 》， 飾 演 電 台 DJ Dr. Dylan， 並 憑 一 句「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而爆紅。據說這個角色是以我為藍本，想不到我與 Joe Junior

因此再度結緣。此後 Joe Junior 又拍了《三個小生去旅行》與《四個小

生去旅行》一系列旅遊節目，進一步人氣攀升，然後不停舉辦演唱會及

推出新唱碟。看到他再次吐氣揚眉，我很替他高興。Joe Junior 對人親

切溫柔，對音樂充滿堅持和熱誠，今日的成就是他應得的。

相比 Joe Junior，Teddy Robin 在樂隊熱潮過後，選擇急流勇退，浪

迹天涯。Teddy 回望過去，道出了他的無奈：「我們樂隊去到某個位置

停滯不前，不知如何突破。到了 73 年底，我決定去流浪。那時做歌手，

雖然不像 80 和 90 年代黃金時期那樣收入豐厚，但總有一點積蓄，足夠

置業。廣播道一個九百呎單位，當年才賣四萬五千元。原本我想去歐洲，

但朋友勸我到加拿大，在那邊或可找到生計。

事實上，73、74 年樂壇已醞釀著重大改變，廣東歌跟英文歌早已分

庭抗禮，已退居幕後的 Norman 和 Ricky Fung 也全力在寶麗多推動廣東

歌。香港是華人佔絕大多數，廣東歌沒理由不受歡迎。74 年我在加拿大

聽到許冠傑的《鬼馬雙星》和《雙星情歌》，然後聽到仙杜拉的《啼笑姻

緣》，便知道英文歌大勢已去。我知道時代已經變了，應該沒機會回香

港發展了。慶幸 Norman 沒有放棄我，力勸我回港再作嘗試，終在 79 年

寫了電影主題曲《點指兵兵》。Norman，謝謝你！」

Teddy 之後推出了《這是愛》，是電影《胡越的故事》插曲，成績不

錯。在樂壇再闖高峰後，在電影方面也大放異彩。他曾自編自導自演《我

愛夜來香》，又為多部電影執導。2010 年更憑《打擂台》一片獲得香港

電影評論學會頒發最佳男演員獎，以及第 30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

角。現在泰迪羅賓再度回歸樂壇，卻不是再求突破，而是栽培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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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幕前走向幕後，Teddy 有自己一番見解：「我現在想效法 Uncle 

Ray，發掘有才華的新人，幫助他們站穩陣腳。就好似當年《Lucky 

Dip》，我也想在自己的電視節目中給年輕人表演機會，希望觀眾也同樣

欣賞他們，我會盡力而為。現在有很多地下樂隊都很出色，卻遲遲無法

出頭，加上香港市場太小，平台不夠闊，競爭很大。新一代有些很優秀

的樂隊，他們推出唱片不難，甚至可以自資出碟，但最大問題是沒有市

場，缺乏消費者。即使有渠道出售，肯花錢買的人不多。整個樂壇萎縮了，

不復 80、90 年代的蓬勃。

現今沒有 DJ 能擁有 Uncle Ray 在 60 年代那種巨大影響力。那是天時

地利人和配合，培養到一班忠實聽眾，Uncle 捧誰，誰便可以當紅。那個

年代樂壇很熱鬧，人才輩出，Uncle 應該也篩選得很辛苦吧！我希望香港

樂壇可以回到當年，那些熱愛音樂的年輕人有機會成功。60 年代的我們，

並不計較金錢，今日的年青人也是這樣，所以我覺得還有希望。

為何我覺得樂隊那麼重要？因為樂隊代表那個城市的聲音，每個城

市都應該有它獨特的聲音、獨特的音樂。80 年代樂壇如此鼎盛，是受到

60 年代樂隊潮流影響，很多人後來轉做幕後，他們幫助了樂壇發展，推

動整個行業進步，我盼望自己也能出一分力。」

泰迪羅賓要以我為榜樣，我覺得十分榮幸。香港樂壇想要重拾光輝，

就要為新人提供更多機會，這個行業才能再繼續向前行。Teddy，加油啊！



Teddy 獲得 CASH 音樂成就大獎，很榮幸可以親自把這個獎頒給 Teddy，也為他感到驕

傲（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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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年代樂壇真是樂

隊天下，這段時期可謂百

花齊放。跟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和 Joe 

Jun ior and The S ide-

Effects 這些「番書仔」

業 餘 樂 隊 不 同，Danny 

Diaz and The Checkmates

一開始便以躋身職業樂隊

為志向。他們由三位來自

音樂世家的菲律賓兄弟，

以及一位鼓手組成。分別

為 Danny Diaz （主音）、

Romeo Diaz（ 結 他 / 琴

鍵 / 長 笛 ）、 Rudi Diaz

（低音結他）和 Doming 

Tantengo（鼓）。 

The Checkmates 令

我眼前一亮的一幕，是在 1968 年參加 Levi's 主辦的《利惠聲戰》（Battle 

of the Sounds）， 擊敗當紅的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和 The 

Mystics 等，勇奪冠軍。他們不但獲得前往歐洲巡迴演出的機會，據說還

可以簽約到外國發展。

Danny Diaz and The Checkmates 的 首 本 名 曲《It's So Easy》

是由我監製的。1970 年，我向 Danny 推薦了一位出色的錄音工程師

Johnny Herbert，他們一拍即合，並創作了一首我非常欣賞的 《City of 

Danny Diaz & The Checkmates

Danny Diaz 在我入行 60 周年紀念慈善騷中演唱 

《 City of Dreams 》（2010 年）



Dreams》。在 2010 年我入行 60 周年派對上，Danny 再次為我獻唱此曲，

依然聲藝俱全，光芒四射。

1971 年，Danny 應通利琴行之邀，創作了《How's Your Side of 

the World》，並以此曲代表香港參加在東京舉行的《世界歌謡祭》

（World Popular Song Festival）。他在此行最深刻的印象是能夠與坂本

九相遇，彼此惺惺相惜。坂本九主唱的《上を向いて歩こう》，亦即風靡

全球的《Sukiyaki》，中文直譯《昂首向前走》。唱碟在英國發行時，為

了遷就對日語一竅不通的消費者，取了一個琅琅上口但毫不相干的名字

《Sukiyaki》，即日式料理「壽喜燒」。 

Danny 喜愛冒險的性格，把他帶到世界不同角落去表演。在 70 至

80 年代初，他的樂隊曾遠赴墨西哥 Acapulco，簽約在當地的 Grand 

Hyatt Plaza International 駐場表演，Tom Jones 以至 Carpenters，都曾

是座上客。後來他們到了加拿大定居和演出，直至 1982 年樂隊解散，

1997 年 Danny 回港發展。

Danny Diaz 感嘆道：「2019 年那幾個月香港爆發的事件，令到很多

事情都停頓下來，人們再沒有心情聽歌，我決定返回加拿大發展，同時

可以在那邊弄孫為樂。音樂人需要時刻保持忙碌，要有所參與和建設，

不能無所事事。在加拿大可以學習新事物，發掘一些好的爵士音樂，我在

那邊已經有一些項目正在計劃中，總比在香港坐以待斃好。雖然如此，我

感恩香港樂壇有Uncle Ray這樣的人物，不為利益，全心全意為他人著想，

致力為樂壇發展作出貢獻。 Uncle 一直保持對音樂的信念，讓樂壇充滿活

力，直至今天仍然投入慈善工作。他不僅是一名 DJ，更是一代偶像！」

雖然 Danny 暫別香港，但他告訴我，一定會再回來的，因為他的舞

台就有如他唱歌時的音域那樣遼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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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芸芸女歌星之中，Christine Samson 的形象十分討好，俘虜了很

多樂迷的心，推出的唱片均大受歡迎。別人都是後來才改口喚我作 Uncle 

Ray，但 Christine 一直都稱呼我為 Uncle，因為她自小便認識我。她來自

音樂世家，爸爸是有「簫王」之譽的大樂隊領班 Lobing Samson，是一

位單簧管高手。Christine 三姐弟和朋友合組 D'Topnotes，這支樂隊曾經

有不同的樂手加入，包括 Joe Junior 與陳家蓀。其後 Christine 跟家人移

民加拿大，樂隊解散了。

提起我們的淵源，Christine 向大家說明：「我記不起是如何認識

Uncle Ray，只知道他是爸爸的好友，好像自我懂得音樂，便認識他似的。

長大後，我晚上在碧瑤夜總會表演，每逢特別的日子，便會踫到 Uncle。

我與 Uncle 也合作出過唱碟，他為我挑選歌曲，唱片封套更會印上 Uncle

的名字，當年只要有 Uncle Ray 推薦和祝福，就是銷量保證。 

Christine Samson & D'Topnotes

Christine 是樂隊的主音及低音結他手。她在台上自彈自唱，聲色藝全



在 60 年代，打 band 的圈子不大，大部分人互相認識，各隊成員間互

相調換很常見，有時我到你那隊客串一陣子，又或在另一隊玩一會。不同

的流行樂隊會各施各法，自創風格，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彼此間良性競

爭，只要玩得出色，都能獲得觀眾欣賞。那是一個無憂無慮的年代。」

Christine 很文靜，不是那種會搶話說的人，即使當紅時，也不會得

意忘形。在她少女時代，已有不少明星級人馬請她教唱歌。原來入行經

過只是無心插柳，她道出了箇中原因：「當時樂壇存有一種偏見，認為英

文歌要由非華人唱才好聽。因此，薛家燕和張德蘭的媽媽都來找我，想

我教她們的女兒唱英文歌，

甚 至 羅 文 也 要 來 學 唱 英 文

歌。只是羅文的聲綫和咬字

方式，不太適合唱英文歌。」

唱而優則教，Christine 還負

笈美國修讀聲樂，為自己的

專業增值。自 1998 年起，

Christine 全情投入教授聲樂

事業，容祖兒、楊千嬅、張

敬軒、謝安琪都是她學生，

可謂桃李滿門。

我和 Christine 正在灌錄鐳射唱片

《Uncle Ray & Christine Samson 

All Our Way》（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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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年代我花較多時間打 band，又有自己的樂隊 Ray Cordeiro and 

The Satellites 於夜總會表演，因而認識很多同道中人，其中一位是大家

都很熟悉的陳欣健（Philip Chan）。1963 年，Philip 和他的樂隊 Astro-

Notes 參加了一個由可口可樂主辦的全港歌唱比賽，我是評判之一。他們

偏遇上當時年僅六歲的 Teresa Carpio（杜麗莎）及 Danny Diaz and The 

Checkmates 這些勁敵，最後由杜麗莎奪得冠軍，Astro-Notes 只得第五。 

Philip 告訴大家：「Uncle 和我老早就在夜總會碰面，一直叫他 Ray，

感覺較像同輩。直至後來眾人皆以 Uncle 稱呼他，我才改口跟大家一起

叫 Uncle Ray，否則好像不太尊敬似的。Uncle 經常穿著白色西装、打了

領帶，給我的印象總是溫文爾雅、隨和、對人友善。當年面對我們這些

無名小輩，不單關懷，也很照顧。彼此相識五十多年，雖然並非經常見面，

卻在很多場合都會遇上，每次都覺得很親切。

我認為 Uncle Ray 是香港音樂界一個領軍人物，能夠服眾，得到各人

尊重。他幫助了很多人，更為樂壇帶來一團火，推動流行音樂發展。凡

是跟他相處過的人都會同意，他令人感到自在舒服，不會對人使壞。」

我認識 Philip 的時候，他已經在高級俱樂部演唱，比泰迪羅賓與 Joe 

Junior 更早出道。今天大家可能更熟悉他作為影藝人的一面，或是記得

他曾是一位警司，但我猜，他更希望大眾知道他也是一位歌手！不過，

聽到他解釋自己為何放棄對歌星夢的追逐，必定讓你失笑。 

Philip 回憶起大半個世紀前那些經歷，向大家揭開謎團：「我曾經在

夏蕙夜總會（Savoy）表演，當時長駐演出正是顧家輝的樂隊。剛好他們

的主音歌手 Doris Lang，即仙度拉的姐姐，要到外國讀書，問我是否願

意頂替，我當然樂意之至！於是，我就在那裏當了一位暑期歌手。

陳欣健 Philip Chan



60 年代的夜總會非常高檔，好像夏蕙夜總會，就是有錢人，甚至是

一家大小去消遣的地方。有些客人會帶同舞小姐一起來，她們穿上優美

的旗袍，打扮漂亮。閒來無事，這些舞小姐喜歡挑逗我們這些 band 仔，

我們對此很不習慣，嫌棄這些舞小姐年紀大。況且自己有女朋友，深恐

被女友誤會。在夜總會唱歌收入不高，生活又刻板，唱歌、睡覺再唱歌，

而且唱來唱去都是那幾首流行曲，又要忍受舞小姐的騷擾，覺得職業歌

手的生活並不好過，又沒有前途，於是離開校園後便投考警隊，沒有留

下來繼續演藝事業。如果早知道日後樂壇發展如此蓬勃，我肯定會放手

一搏的。」 

Philip 很早已在歌廳表演，是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的前輩。

Philip 也記起跟他們的幾段往事：「當年在華園（Jade Garden）駐場，蓓

蕾和方逸華都曾在此登台。我在茶舞時段演出，泰迪羅賓走過來自我介

紹，他的樂隊想趁我中場休息的空檔上台表演。我問他如何收費，他明

言志在獲得出場機會，不會計較金錢。有人願意免費替班，我當然求之

不得，當下叫他們趕快來幫忙。後來我的樂隊過檔重慶大廈的碧瑤，他

們則留在華園，於是大家各有自己的表演場地。除了華園、碧瑤，還有

金冠和金鳳這些場地都有樂隊駐場，整個 60 年代樂隊潮流非常興盛。

當時香港還沒有海底隧道，我要用汽車渡輪過海。有一天早上，我

把車停好，走到甲板上吹海風。剛好 Norman 也在，我倆就在船上聊起來。

他是一邊打 band 一邊當老師的，正懊惱要不要繼續教書。我便鼓勵他，

很少人一輩子只做一份工，勸他不要埋沒自己的才華。我相信這短短 15

分鐘船程的對話，已對 Norman 有所啟發。後來他獲得的成就，大家有目

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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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 加入警隊後屢破大案，步步高陞，前途一片光明，但他始終是

屬於娛樂圈的。1975 年他開始參與電影工作，無論幕前還是幕後，均做

得有聲有色，近年成為電影公司的管理層。他對音樂的熱愛始終沒有減

褪，在螢幕上和我的生日派對中，經常可以欣賞到他的歌聲。

The Astro-Notes。拍攝於夏蕙夜總會 (1963 年）



在這班朋友之中，與我來往最密切的要算是 Norman。其他人多在幕

前發展，檔期都排得滿滿的，往往只能在某些電台或電視節目中碰面，

能夠「得閒飲茶」的不多。由於 Norman 很早便退居幕後，我們就成為可

以天天一起飲茶吃飯的朋友。年輕一輩認識 Norman，大多因為他是鄭中

基的爸爸，但我相信不少讀者是從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的結

他樂聲中認識、甚至迷上 Norman 的。 

Teddy 說：「雖然我是樂隊主音歌手，但 Norman 才是整個樂隊的靈

魂人物、我們的領袖。樂隊如何演奏一首歌，各部分如何分工，大夥兒

都得聽他指揮。每次演出前，他都會檢查音響是否妥當，在場內打點一

切。當初寫信給 Uncle Ray 一事，從頭到尾都是 Norman 策劃，信也是

由他提筆。」

當樂隊潮流在 70 年代初漸漸退卻之際，Norman 憑其領導才華，加

上對音樂的認識和經驗，成功轉型至幕後。他由唱片監製開始，一路晉

升至寶麗金亞太區總裁，接下來是環球及 EMI，然後創立「金牌大風」，

建造了一個音樂王國，曾一手捧紅許冠傑、鄧麗君、譚詠麟、張學友及

王菲等超級巨星。

鑽石唱片公司在 1970 年被德國寶麗多（Polydor）收購，1978 年

再與飛利浦（Philips）投資的唱片公司 Phonogram 合併，兩者名字各取

一半，取名寶麗金（PolyGram）。寶麗金成立之時，德國總公司總裁來

港主持開幕儀式，我有幸參與其中。這位總裁走來跟我寒喧，直接問我：

「由 Norman 擔任總裁，我是否找對了人？」我以肯定的語氣回答他：「你

可以放心，無人能及得上 Norman ！」

我最欣賞Norman的謙遜態度。在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中，

他總是默默耕耘，為樂隊籌謀 ; 就算貴為大公司總裁，自己當了老闆，

鄭東漢 Norm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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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會恃勢凌人。Norman 轉到唱片公司任職後，我們經常見面。每天中

午，我把車子停在九龍木球會，再走路到彌敦道嘉利大廈，摸上寶麗金辦

公室找 Norman 一起午膳。他認為這些午飯約會，為公也為私。

Norman 說：「我在唱片公司工作，Uncle Ray 是全港最紅的 DJ，

所以我們經常見面。每當有外國巨星訪港，必會介紹給他認識。好像

Quincy Jones、Lionel Richie、Elton John 和 Diana Ross 等等，都是寶

麗金時代當紅的歌星。趁他們來港，由我牽線相約做訪問。記得 Quincy 

Jones 有一次來港，我們還一起吃北京填鴨呢！」 

提起嘉利大廈，它在 1996 年 11 月 20 日發生嚴重火災，我親眼目

睹這場慘劇，至今難以釋懷。其中一幕，我看到一個身上著火的女子站

在窗邊，她猶豫了一會兒之後，就從高處躍下。不論她是希望求生，抑

或想了結生命，這個景象實在令我太震驚了！火災前數年，寶麗金已把

辦公室與唱片倉庫自嘉利大廈搬走，只留下一間錄音室，所以他們的損

失不大。

我跟 Norman 談得最多的，除了音樂，就是馬經。「跑馬」是我們之

間的共同嗜好，Norman 堅持是我「導」（引誘）他跑馬的。

Norman 笑道：「很多人都知道我喜歡跑馬，人生第一次入馬場，也

是因為 Uncle。有一次，我們樂隊按時到達大會堂為《Lucky Dip》綵排，

卻遲遲不見 Uncle Ray。綵排完畢後，他才姍姍來遲，未待我們問他為何

遲到，他已意氣風發的把我們招到街外，指著他的新車說，這是贏回來

的！眾人當然艷羨不已，他臉上掩不住得意洋洋的模樣。我心裏驚嘆，

原來跑馬竟然可以贏得一輛車！我立即請他帶我去，但 Uncle 覺得我太

年輕，最初未肯答應。經我苦苦哀求，終於如願以償，由 Uncle Ray 領我

入馬場。那天更被記者拍了照片，上了報紙，隊友酸我不顧形象，不過



他們對跑馬真的了無興趣。

人生首次入馬場是跟著 Uncle 

Ray，但之後我在賽馬方面，

比他更專業呢！

相對投注賭馬，我更喜

歡研究馬匹，很早便在美國

養馬。Uncle Ray 第一次進入

美國馬埸，亦是由我當領隊，

我還幫他在美國挑選了一匹

好馬，就是很多馬迷仍然印

象深刻的「我知幾時」。這

匹 馬 為 Uncle Ray 贏 了 五 次

頭馬，並參加了 1997 年最

後一屆皇家打吡大賽。我自

己買過很多馬，在馬圈馳騁

了 50 多年。當年 Uncle Ray

是名人，拿到的『貼士』很準，只要跟他下注便可。但馬場如賭場，始終

莊家才是長勝將軍。」

Norman 說得對，賽馬方面他實在是青出於藍！若論伯樂的眼光，彼

此不相伯仲吧。他替我選了一匹良駒，而我也發掘了他們啊！

我們的友誼經歷了半個世紀，我很感謝 Norman 的長情。在我的派對

中，特別是生日派對，台上總是星光熠熠，歌手們都玩得很開心，這都全

靠 Norman 打點與安排。2019 年初，他在兒子鄭中基（Ronald）的演唱

會上公開感謝了兩個人。一位是把他們兩父子帶大的褓姆謙姐，另一位是

我。我們的關係就如家人般親密，事實上，Ronald 也是我的誼子。

鄭東漢首次進入快活谷馬場便因與我同行而登上報章 

(1969 年）資料來源：《Independent Readership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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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 Norman 當年要我當他第一個孩子的契爺，我一口便答應了。

Norman 認為找我當 Ronald 契爺，是理所當然的事。提起兒子，Norman

幸福滿滿的回憶道︰「那時我和女朋友決定旅行結婚，這個想法在那個年

代挺『先進』的。我們在 Inplace 辦了一場雞尾酒會，就在這個酒會上，

我向 Uncle Ray 提出了這個建議。事前我沒怎樣跟太太商量，只是直接

向她提出這個想法。那個年代很多人喜歡為孩子找個契爺，兒子有 Uncle 

Ray 這位契爺當然不錯。雖然沒有進行正式上契儀式，但直到今天，中基

見到 Uncle Ray 依舊叫契爺的。」

Ronald 與我在《鄭中基 One More Time 世界巡迴演

唱會》香港站的後台合照 (2019 年 )

在 70 年代以後，這班好朋友各散東西，有移民外國的，也有轉行另

覓發展的，偶爾相敍已屬難得，更莫說要在舞台上重逢。這個難能可貴

的機會，終於在 20 多年後出現。



1997 年 7 月 1 日是香港從英國統治回歸祖國懷抱的歷史時刻，典

禮上見證「米」字旗徐徐落下，中國旗緩緩升起，不少出席的嘉賓都熱

淚盈眶，場面感人。為隆重其事，有關當局舉辦一連十天的慶祝活動，

並編排了 7 月 7 日在紅磡體育館舉行一場《曲中有情賀回歸》演唱會。

主辦單位聯絡我邀請 60、70 年代的紅歌星助陣，我隨即召集一班

多年好友。雖然時間有點緊迫，但他們一收到我的邀請，都爽快答應。

有些已移居海外多年，二話不說便提起行裝返港。接受號召歸隊的歌星

和樂手，都是才華洋溢的菁英。每個人就位綵排的時候，都迅速進入狀

態，表現非常專業。

表 演 嘉 賓 包 括 Danny Diaz and The Checkmates 的 Diaz 三 兄 弟 

Rudy、Romeo 跟 Danny，這次也是他們 18 年來首次再度同台演出；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也 是 三 兄 弟，Teddy、Raymond 和

William Kwan；當然還有 Frederick Chan 與鄭東漢。原裝 D'Topnotes 的

兩姊弟 Christine 和 Michael Samson；曾是 New Topnotes 成員的陳潔靈；

The Menace的陳任、Joe Junior 、Irene Ryder、陳欣健和她的女兒早茵、

區瑞強（Albert Au）及許冠英，壓軸是溫拿樂隊。阿強（葉智強）專程

從澳洲回來會合他的隊友譚詠麟、鍾鎮濤、彭健新和陳友，他們的表演

叫觀眾拍爛手掌。

整個晚上，觀眾情緒非常高漲，我們為大家預備的驚喜是貓王駕臨

現場。Dr. Peric Lee 的聲綫跟貓王幾可亂真，當大會宣布貓王即將出場，

然後響起《Are you Lonesome Tonight》的音樂，時光仿似回到 60 年代，

貓王情深款款在台上獻唱。

能夠取得這場世紀演唱會入場券的觀眾，真是非常幸運。這些歌手

大部分已多年沒有公開同台演出，如今竟能一晚之內，盡情欣賞他們的

回歸演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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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表演，這樣的機會真是千載難逢。尤其是對 60、70 年代成長的歌

迷來說，這些歌聲，是真真正正的集體回憶。儘管已過了午夜 12 時，觀

眾仍然很興奮，難捨難離，演出嘉賓欲罷不能，安歌聲不斷，結果整場

音樂會要到 12 時 30 分才結束。看見表演者與觀眾熱情投入，猶如一場

大派對，即使被罰鉅款也絕對值得吧！ 

我們在台上唱歌慶回歸。左起：我、陳欣健、區瑞強、泰迪羅賓、譚詠麟和 Joe Junior

（1997 年）



音樂巨匠，難以想像。
葉振棠

我記得年青的時候玩 band，全靠收聽 Uncle Ray 的音樂節目，才能學到
這麼多英文歌！

彭健新



第 八 章

歌迷馬迷貓王迷



流行音樂自有支持的群眾，他們追捧自己喜愛的歌星，形成一種偶像

文化。沒有熱情的歌迷，這個行業也沒有那麼蓬勃。這些支持者，如今稱

為粉絲（fans），把他們組織起來便成為歌迷會（Fan Club），現在也有

叫做「後援會」。在整個 60 年代，這股風氣非常旺盛，成為流行樂壇源

源不絕的動力。潮流剛剛興起時，大家經驗尚淺，不知道如何組織。有人

隨意找來三五知己，自成一伙，

便對外宣稱為「某某歌迷會」。

這些團體有如雨後春筍，多不勝

數，很多人根本連歌星本尊也沒

接觸過。

那時，在我的點唱節目中，

經常收到自稱某某歌星「國際歌

迷會會長」來信點唱，同一位歌

星可以有不同的歌迷會和會長。

我猜想他們在信中自稱會長，無

非為了博取我的注意，希望增加

機會被選中。每每讀到這些信

件，總教人啼笑皆非。為免聽眾

產生混淆，並糾正這個亂象，我

聽眾為博取青睞，點唱信都花盡心思。有剪裁

心型的信封，也有加入圖畫和裝飾，期望增加

點唱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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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節目中宣布：從今以後，我只接受每位歌星只可以有一個歌迷會。同時，

我不接受 Elvis Presley and Connie Francis 這樣的合體 Fan Club。

年輕人喜愛時髦玩意，大家都來問我的意見，甚至直接要求我的支持

和祝福。我認為，與其任由這些入世未深的年輕人亂來，不如由我指導。

那個年代樂壇比較簡單，加上我在廣播界有一定名望，大家都對我投信任

票，願意把決定權交給我。於是，我規定所有歌迷會要取得我的認可後，

才能稱為官方歌迷會。我為此訂立了一些條件，包括對象必須是一位真正

的歌手，即使未曾灌錄唱片，起碼經常在歌廳或派對中演唱。

歌迷會要有良好的組織，清晰的目標；最低限度需要申請入會，並定

時舉辦一些聯誼活動，例如派對、野餐或遠足等。我曾經拒絕了不少創會

申請，有些申請者年紀實在太輕，沒想過擔任主辦者須肩負很大責任，一

心只想玩樂；也有些被支持的歌手，未符合資格。作為會員也要遵守規定，

其中最主要是他們要忠於偶像，只可點唱自己偶像的歌，這是理所當然

吧！從來沒有聽過 Elvis Presley 的歌迷會點唱 Cliff Richard 的歌。

經歷過 60、70 年代的聽眾都會記得，聽英文歌、夾 band、去派對

這些活動，都被家長們視

為「飛仔飛女」的行為。

明明是去派對，卻要瞞騙

父母到同學家溫習。課餘

時聽歌隨時要挨駡，點唱

更要隱藏真身，以免被師

長發現，更何況參加什麼

歌迷會，必定惹怒家長。

歌迷馬迷貓王迷

年輕人為免被家長認出，面對鏡頭有時會左閃右避，坐

在第二排的女孩子紛紛以雜誌掩面，生怕被父母發現吧



我真為這些學生喊冤，聽歌

和參加歌迷會應算是健康活動，

它可以讓年輕人消磨時間，釋放

精力，又可以擴闊生活圈子，學

習人際交往。況且任何音樂，不

論是古典或搖滾，同樣可以怡情

養性、舒展心靈，跟運動、閱讀、

繪畫等一樣，都可以令人獲益良

多。可惜有些 Fan Club 管理不善，

輕易讓非會員參與他們的活動。

這些外來人難以約束，容易出現

過火的行為，令人對歌迷會產生

誤會，這也是我強調要有入會登

記制度的原因。

年輕粉絲熱情又可愛，但也有令人頭疼之處。例如他們寫來的點

唱信，內容大同小異，下款名字可充滿創意。他們會在自己的名字加

插外國歌星的姓氏，好像「 Anna Chow Presley」，還有「David Chan 

Sinatra」。那些胡亂杜撰的名字，使點唱環節變得胡鬧起來。有些名字實

在太滑稽，讀出來頗令人尷尬，有時候甚至使人覺得欠缺尊重。

當我受夠了這堆古靈精怪的名字後，大膽決定在我的節目中，所有點

唱者必須附上真實姓名。你可以是 Peter，Paul 或 Mary，但必須有真姓

氏，特別對華人而言。我要告訴這些年輕人，應以自己的姓氏為傲！最初

我不肯定聽眾能否接受這項規定，因為其他電台節目，都沒有這樣的要

求。不過，我相當堅持這些點歌的新規則，聽眾們逐漸適應，使用真名點

唱的人愈來愈多。不久，那些稀奇古怪的名字，在我的節目中消失了！

我在報章上就香港 Fan Club 的評論 

(1966 年 ) 資料來源：《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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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星有粉絲支持，想不到也有人希望為我這個 DJ 組織 Fan Club。一

個風和日麗的下午，兩位聖保羅書院學生來到我的辦公室，他們的名字

是 Steve Chung 和 Stephen Yuen，二人提議為我成立一個 Fan Club。

我 覺 得 這 個 主 意 不 錯， 便 答 應 了 他 們。 就 這 樣，「The Official Ray 

Cordeiro Fan Club」正式成立。

Fan Club 翻譯成中文可以是影迷會、樂迷會或球迷會，並非一定指歌

迷會。我不是一位歌星，他們亦非我的歌迷，而是一班支持者，如果把這

個組織喚作歌迷會，不太貼切。我們一直只有英文名字，原意就是一個支

持者的俱樂部，有點像現在很流行的名稱一後援會。

Fan Club 的擁躉大多是學生，滿腔熱情卻入世未深。我常常接觸

他們，感覺既像朋友，又像長輩或導師。我喜歡跟他們相處，使我感

覺自己也年輕起來。我的活力不遑多讓，在派對中常與他們一起開心

跳 舞， 打 成 一 片。 因

而 得 到「 最 年 長 的

少 年 」（The Oldest 

Teenager）這個外號！

Fan Club 高 峰 期 擁 有

超過一千名活躍會員。

所有獲得承認的官方

歌迷會，都在我的 Fan 

Club 名下登記，數目

超過五十個。我的官

The Official Ray Cordeiro 
Fan Club

他們很喜歡我這個「最年長的少年」

資料來源：《Hong Kong Music Maker》



方歌迷會好像一個總會，其他的歌迷會經常向我們徵求意見、找資料。

我覺得大家這樣一起成長，很健康、很正面。

我們定期出版會訊，內容當然會分享我的近況，然後是會務報告，

也有當紅歌星的第一手消息和趣事軼聞，但篇幅佔得最大的卻是歌詞，

而且多屬最新的流行歌曲，深受會員歡迎。今日你買一張唱碟，大多會

附送一份印刷精美的歌詞，但以前的唱片，一般只把歌星大頭照片印在

封套上，不一定有歌詞隨碟奉上。因此，市面上有不少專門出版歌詞的

書刊，且大行其道。儘管會訊的編委們英語水平不錯，但光靠耳朵聽歌

詞也非易事，要花費大量時間記錄與校對。有時我會出手相助，把歌詞

默寫下來，為會務作出一點點貢獻。

除歌詞外，早期會訊中設有答問專欄，由我解答會員疑難，提供意

見。夾雜在眾多瑣碎提問中，那些少男少女的心事，是大家最關心的話

題。在 1966 年 3 月的會訊中，記載了一位住在大埔的少女來信。她表

示自己在家感到孤單和鬱悶，後來交了一位外籍男筆友，彼此相當投契，

更曾互通電話。男筆友提出見面要求，她問我應否答應？以這個方式交

朋友是否妥當？我認為這位少女跟外籍男筆友見面，並無不妥，她還可

以藉此多學習英文。至於交筆友，既可善用閒暇，鍛練寫作，又可擴闊

生活圈子，何樂而不為？但我告誡她，無論感到有多寂寞，切不可忘記

要以學業為重。如果考試不合格，她的人生不單止孤獨，還會影響成績

與前途。我希望這些忠告能幫到她。

成為我的 Fan Club 會員還可以享有一項特別福利，在他們生日當天，

我會在點唱節目中唸出他們的名字，並且選播一首歌作為祝賀。能夠透

過大氣電波與大家分享自己生日的喜悅，自然大受會員歡迎。

Fan Club 最盛大的活動是音樂派對。籌辦派對是我的強項，場地方

面，我跟碧瑤夜總會老闆稔熟，與他們商討後，可在星期六下午借出地方

舉行派對。邀請表演嘉賓根本沒有難度，憑我的號召力，樂隊和歌手們都

積極參與，每次派對都有紅星助陣。入場費由三元至五元五角不等，視乎

是否慈善性質，每人有一杯汽水，這價錢是一般年輕人可以負擔的。樂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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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歌手志在一起玩樂，演出是免費的，入場費主要用作購買飲品和小食。

友好唱片商不時還會贊助一些唱片，讓我可以在派對中作為抽獎禮物。

我待這些小擁躉猶如朋友、子侄，希望他們健康成長。我偶然會給他

們一些建議或忠告，並糾正一些過火行為。例如：歌迷捧自己偶像時可

以盡情喝采，對待別人的偶像也要懂得尊重，不應無禮。我希望年輕人多

關心社會，做一些對別人有益的事，所以鼓勵他們支持港台的 Operation 

Santa Claus，讓貧窮家庭的小孩在聖誕節得到一點歡樂。Fan Club 每年

都舉辦籌款活動，我會鼓勵會員一起參與，學習關心他人需要。

我的 Fan Club 前後有三位會長，包括 Steve Chung、Tim Wong 和

Catherina So。時光飛逝，當年還是青澀小伙子的 Tim，如今已經是退休

人士了。他早年移民美國，我們一直保持聯絡。過去十年，他每年都與妻

子 Clara 返港，並與我見面。2019 年，他和 Clara 一起從美國回來參加

我的 95 歲生日會。

外國發行的唱片不一定在香港發售，即使有，時間亦會滯後，我會

請 Tim 在美國代為搜購。有時他會專程找一些歌曲的特別版本寄給我。

我和他都喜歡 Cliff Richard，他常跟我分享 Cliff 的最新消息。

Tim 回憶自己在學生時期的 Fan Club 生活：「我和幾位核心委員經常

上 Uncle Ray 的辦公室，由早期位於灣仔水星大廈至後期廣播道的廣播

大樓，有時是為了製作會訊或討論其他會務，但很多時候我們只是來『打

躉』， 為了見見他，看看有什麼可以幫忙，包括拆點唱信或做做跑腿。

他對我們很親切，常請我們吃東西。

還記得當年為支持 Uncle Ray 競逐最受歡迎 DJ 的榮銜，我花二元買

了二十份《星報》，四出尋找親朋好友投票。由買報紙、填表格、貼郵

票到寄信，真的花了不少功夫。當時一毫子可以買四粒發達糖或兩粒瑞

士糖，兩元幾乎是我所有的零用錢。

每年聖誕節，我們 Fan Club 除了舉行派對，也會聽從 Uncle Ray 的

呼籲，籌款支持 Operation Santa Claus。Uncle Ray 是當時全港最紅的英

語播音明星，是這個籌款活動的必然主角。最難忘的一次，當然是 Uncle 



Ray 在皇后碼頭跳海，另外就

是他的經典聖誕老人裝扮。我

在擔任 Fan Club 會長首年，

曾組織會員捐款支持，共籌得

七百元；翌年更大幅增至七千

元，這個成績真令人自豪。

我父親很早過世，Uncle 

Ray 對我來說，有如自己的叔

叔。他會提醒我『做人唔好咁

樣』，指導我走上正途。他也

是眾人的 Uncle，啟發和激勵

了很多年青人。」

Tim 由學生時期開始支持

我，這半世紀的深厚情誼，

十分珍貴。我很感謝他和 Fan 

Club 的擁躉，對我愛護有加。

在此跟你們說：「謝謝你！」

1967 年的 Fan Club 聖誕卡

會訊載有在碧瑤夜總會舉行派對的詳細內容 

(1967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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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 Club 第二任會長 Tim Wong 和太太 Clara，專程由美國回港參加我的 95

歲生日派對 (2019 年 )

1968 年贈送給會員的年歷咭



感謝 Catherina 於 1973 年送給

我的剪報集和 Fan Club 各期會

訊。這些資料讓我能更全面製作

自傳

報章報導 Fan Club 的聖誕慈善舞

會為 Operation Santa Claus 籌得

港幣 7000 元 (1967 年 )

資料來源：《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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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自己的 Fan Club，但我也是別人的歌迷。眾多我喜愛的歌星

之中，「貓王」皮禮士利（Elvis Presley）在我心中有著特殊地位。貓王

對搖滾樂的影響力和貢獻，毋庸置疑。這位搖滾樂之王對我的吸引力，

來自其獨特又富有感召力的個性。他那種自然散發的激情演譯方式，強

勁的搖擺動作，以及雄厚且帶點藍調的聲綫，令我著迷不已。從貓王第

一首流行曲開始，我便支持他。50、60 年代是貓王最火紅的時候，我的

節目幾乎沒有一天不播他的歌，在芸芸眾多本地歌迷會之中，我只擔任

香港國際艾維斯皮禮士利歌迷會（貓王會）的榮譽贊助人。

香港貓王會自 1968 年 5 月 1 日成立至今，我一直支持和參與他們

的聚會。歷任會長與多位核心委員，均投入大量精力及金錢維持會務運

作，每年在貓王的生忌、死忌或會慶，都會舉行大型活動。會員反應踴

躍，每次都非常熱鬧。即使貓王逝世已經四十多年，貓王會依舊活躍，

可見這班歌迷是何等忠心兼長情。

我是貓王歌迷

香港貓王會核心會員出席周年活動。左起：袁詠兒、林瑞貞、 張秀芳、我、

馬靄龍、李麗娟、周鳳香、楊秀山和陳敬德 ( 2017 年 )



全球各地多個艾維斯皮禮士利國際歌迷會的會員，於 2001 年 8 月，

在偶像故居田納西州孟菲斯市的恩典園（Graceland）聚首一堂，以紀念

他逝世 24 周年，我和香港貓王會的幾位核心委員一起赴美參加此次盛

會。貓王基金會屬下貓王企業，安排在這次聚會中向我頒發嘉許獎牌，

以感謝我由他推出第一首歌開始，便一直擁護支持這位「搖滾之王」。

每年此時，來自不同國家的貓王迷都趕到恩典園緬懷偶像。他們在

孟菲斯市街頭穿梭，臉上沒有憂傷神情，反而有點像重遇偶像般興奮雀

躍。整個市鎮充滿了嘉年華的歡樂氣氛，我從來沒看過那麼多貓王模仿

者聚集在一起。他們穿著色彩繽紛的經典貓王式連身衣，在大道上昂首

闊步；又有歌手全日不停在台上演唱貓王名曲。那裏停泊著貓王兩架私

人飛機，分別是 Lisa Marie 與 Hound Dog II。

在孟菲斯市街頭蹓躂，

隨處可以找到很多深具特色

的 地 方， 例 如 Beale Street

是最早期黑人爵士樂和藍調

歌手芸集之處；B.B. King 餐

廳與貓王餐廳，後者最出名

的花生醬香蕉三文治當年賣

$6.5 美元一份，是必食之

選。如果時間允許的話，可

以花大半天前往貓王出生地

Tupelo 走 一 趟， 也 頗 有 意

思。作為歌迷，我當然不會錯過收集偶像紀念品。不難想像，在恩典園

以至整個孟菲斯市，到處都是有關貓王的紀念品，應有盡有，必有一款

合你心意。我挑了一個裝有貓王頭像手錶的木結他盒子，因為我已有一

香港貓王會的核心會員登上貓王的其中一架私人

飛機 Lisa Ma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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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類似的披頭四手錶，配上這個木結他盒子，恰好湊成一套。這種樂趣

對任何歌迷來說，該是一致吧！

孟菲斯市和恩典園，值得所有貓王迷一生最少前往一次。那裏有太

陽唱片公司，1953 年夏天，貓王付了 4 美元，在這裏為他媽媽灌錄了

兩首歌，《My Happiness》及《That's When Your Heartaches Begin》。

翌年一月，貓王再花 4 美元錄下《I'll Never Stand In Your Way》與《It 

Wouldn't Be the Same Without You》。錄音室內展出當年所用的鼓、結

他、舊式咪高峰，還有少年貓王寫真及同一年代的巨星 Carl Perkins、Roy 

Orbison、Jerry Lee Lewis 和 B.B. King 等人的相片。

夜幕低垂，歌迷們每人手持一根蠟燭，排成一條長長的燭光隊伍，

向恩典園大宅前的貓王墓園前進。當晚有四萬多個來自不同國家的歌迷，

向這位偉大的歌王致敬，場面十分盛大！

這次旅程另一個高潮是出席貓王現場演唱會。或許你會奇怪，貓王

已離開人世多年，怎可能再有他的現場演出呢？沒錯，貓王真身不能

重現舞台，但很多當年隨他到處登台的藝人仍然健在，就是 The Sweet 

Inspirations、 The Jordanaires、 Scotty Moore、 Ron Tutt 和其他樂手。

他們在台上現場演出，就如往日為貓王伴奏跟伴唱般。只是昔日主角，

只能在大銀幕重現。雖然如此，整個演唱會製作認真，讓人有如置身真

正貓王現場演唱會一樣。台上樂手雖是上了年紀的人，但依然寶刀未老，

尤其是 Ron Tutt 打鼓時，仍勁度十足，擊出強烈搖滾節奏，讓觀眾再次

投入貓王激情的音樂世界中。

這個演唱會已在歐、美、日、澳巡迴演出一圈，在孟菲斯市是最後

一場。我有幸跟其他貓王迷一起欣賞那美妙絕倫的表演，這個重要和珍

貴的體驗，永誌不忘。加上當晚就在這個盛會中領受嘉許獎牌，更是意

義非凡，激動心情難以言喻。



主持人 Pat Anderson 是這樣介紹我出場的：「最後一位上台領獎的

嘉賓，是來自香港的 Uncle Ray。我們感謝他數十年來，在自己那個深受

歡迎的電台節目中，永無間斷地支持貓王。他是世界紀錄保持者，是現

今開咪最長久的 DJ ！」我站起來接受群眾歡呼，然後上台領取獎狀。我

望向台下，對來賓說：「得到這項榮譽別具意義，我原已由 The Queen（英

女皇）手中領過一個勳銜（指的是 1987 年獲頒 MBE 勳銜），現今又從

The King（搖滾之王）這裏得到如此可貴的獎項！」這話一出，全場哄動，

台下所有人都站起來給我鼓掌歡呼。既為我，也為他們的「皇帝」熱烈

喝采！

貓王除了在加拿大的三場

演出，從沒在美國以外的地方

舉辦過演唱會。因此我沒有機

會訪問他，這是我 DJ 生涯中一

件憾事。貓王在 1977 年 8 月

16 日過世，在傳出他死訊前一

晚，我如常主持《All The Way 

With Ray》。我一貫較多播放貓

王的快歌，那一晚，我仿如有

預感，忽然想播放他的慢歌，

更一口氣連播了六首之多。想

不到翌日下午四時許，在電台

裏收到貓王「駕崩」的噩耗。

我震驚不已，登時心碎神傷。

從此樂壇一顆巨星殞落了。
這個獎牌表揚我多年以來對貓王堅定不移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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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音樂，我還是球迷和馬迷。我自幼好動，放學後喜歡跟同學一

起踢球打拳。工作以後，也不忘跟同事在工餘時間切磋球技。在麗的呼

聲時期，我們有一位同事，人稱「中國球王」的李惠堂。他因比賽受傷

而退役，其後加盟麗的呼聲擔任足球比賽評述員。他長得高大，射門技

術高超。難得有一位球王同事，大家當然拉著他一起組隊踢足球，贏面

必然更高一籌。記得隊中還有播音皇帝鍾偉明呢。到了 60 年代，我會湊

熱鬧跟年輕歌星們切磋，泰迪羅賓特別喜愛足球，除了舞台外，最常見

到他的地方就是足球場。

我也喜歡壘球，甚至曾義務替壘球隊 Giants 擔任球隊經理。曾有一

個球季，Giants 連勝十場，還代表香港到菲律賓比賽，好不威風。有機

會我當然會上場過癮一番，記得在某個周日的比賽中，為阻止對方上壘，

我奮力追趕那被擊向外野的球，結果把右手大拇指扭傷了。幸好包紥後

問題不大，沒有影響做節目打碟。到了 70 年代，保齡球成為香港人的新

寵兒，我的保齡球技也不錯，更曾獲得本港業餘保齡球隊際賽冠軍呢！

球迷和馬迷

可能是開埠以來第一支明星足球隊。播音皇帝鍾偉明（後排中）、

中國球王李惠堂（前排左二）、我（前排右二）和其他隊員



在 60 年代後期，我（後排右一）擔任 Giants 壘球隊的經理

我帶領壘球隊代表香港到菲律賓，參加第三屆世界男子壘球錦標賽﹙197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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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打保齡球的英姿，帥吧！



在眾多運動中，我最感興趣當然是賽馬！很多人都知道我養了一匹

成績不錯的馬，名叫「我知幾時」（We Know When）。在 1996-2000

年間 ，牠讓我有幸拉了五次頭馬，並贏了一點獎金，牠更獲得資格出戰

1997 年打吡大賽。當初為愛駒在馬會登記時，他們對於馬名有點意見，

因為跟當年香港馬王（1985-86 年）「你知幾時」（Yuno When）的名

字非常相似。一般而言，馬會是不會接受這個名字的。我向馬會解釋，你

知幾時的馬主 David da Silva 是我的好友，他已經過世，我為愛駒取名我

知幾時，是為了向他致敬。

我對賽馬的興趣始於少年時期，大夥兒常到跑馬地馬場中央的草地

踢足球。我常常被旁邊跑道上一群駿馬飛馳的場面吸引，甚至會在場中

停下來看得入神，要隊友呼喊，才能回過神來。那時心裏希望長大後，

可以有機會騎在馬背上，跟其他騎師一決高下。可惜，我最終只能成為

唱片騎師！

到了 60 年代，自己上了點年紀，阮囊不再羞澀，覺得是時候由球場

轉入馬場，便成為了馬會會員。那時的入會費是 150 元，年費 40 元 2 角，

我的收入還可負擔得來。如今入會費高達 80 萬元，月費 2350 元。不過

半個世紀的光景，入會費狂漲了 5000 多倍，真叫人瞠目結舌。 

我很喜歡觀賞馬匹，覺得牠們的跑姿令人賞心悅目。自養馬後，閒

時會去探望愛駒，看看牠的狀況；也試過去看晨操，順道飲早茶，然後

回家睡大覺，真是人生一樂也。只要有空，周末我都會入馬場，小賭怡

情一番。我確實贏過一輛跑車，有時也足夠請朋友大吃一頓，但大部分

時間都是替馬會鋪草皮，用來做了善事。無論輸贏，我跟大部分馬迷一

樣，志在享受賽馬帶來的刺激和樂趣。跑馬只不過是一場遊戲，也跟運

氣有點關係，不應過分沉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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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場，也是一個交誼的

最佳場合。在我們葡裔圈子

裏，告氏父子是最有名的賽

馬家族。在賽馬仍是業餘比

賽的年代，告魯士（Johnny 

Cruz）最為人稱道的是策騎

「叻馬」，勝出 1965 年之

打吡大賽。我知道告魯士不會使詭詐之術，每次策騎都全力以赴。他告

訴我，賽馬最好能夠採取快放的跑法，搶佔領先位置，這樣便可以控制

比賽節奏和速度了。

他的兒子告東尼（Tony Cruz）曾六奪香港冠軍騎師榮銜，掛靴後成為

本港數一數二的練馬師，就算你不是馬迷，也一定聽過他的名字。1996

年 1 月 1 日，是告東尼擔任騎師的最後一日，他策騎了我的愛駒我知幾

時。 這 是 牠 第 一 次 出

賽，結果獲得第二名。

完賽後，告東尼向我預

示，以後我會拉好幾次

頭馬。後來，承他貴言，

我知幾時果然拿了五次

第一。作為冠軍騎師和

練馬師，告東尼的眼光

與能力實在無庸置疑。

告魯士勝出打吡大賽之獎盃（1965 年）

我牽著愛駒在沙田馬場散步



除了你知幾時的馬主 David da Silva 外，另一位知名葡裔馬主施雅治

（Archie da Silva），他的愛駒「精英大師」（Silent Witness）在香港馬

迷心中，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此駒由告東尼訓練，創下十七連勝的世

界紀錄，2004 年以競賽馬匹的身份入選美國《時代》雜誌年度全球最具

影響力「人」物之一，蜚聲國際。還記得精英大師挑戰十七連勝紀錄當

日，馬會為隆重其事，預備了紀念帽送給馬迷，大家爭相領取引發混亂，

多人因此受傷。可見這匹馬王多麼受歡迎。

此外，我們西洋會所（Club Lusitano）有一匹團體馬名叫「勝出」

（PRIMO），由告東尼擔任練馬師。在 1998-1999 年間出賽 11 場 ，贏

了 4 場。很可惜在第 12 場賽事期間，因滑倒而摔斷了腿，被迫人道毀滅。

據告東尼觀察，是場地的草太長，令馬匹滑倒。俗語有云，行船跑馬三

分險，有時難免發生意外。

外甥 Anthony Souza 與我同樣熱愛賽馬運動。Anthony 不單是遴選

會員，也是馬會現任榮譽監場裁判 （The Honorary Judge)，職責是確保

每場賽事的賽果公平及公正。

香港賽馬的傳奇人物告東尼（Tony Cr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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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另一位跑馬拍檔當然是鄭東漢，他被我感染成為馬迷，自 70 年代

起，我倆常相約好友們一起入馬場，開心消磨一天。這個習慣直到 2005

年結束，因為由馬會的停車場步行至廂房這段路，對一個老人家來說實

在太長，遑論要站起來為已下注的馬匹喝采加油了。如今，我樂於留在

家中輕輕鬆鬆下注，繼續享受賽馬的樂趣。

外甥 Anthony Souza 到賀我 88 歲生日晚宴（2012 年）



1999 年 2 月 21 日英國冠軍騎師 K Fallon 策騎「我知幾時」奪標，我與好友開心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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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出」果然勝出，我和其他 Lusitano 的團體馬主一起拉頭馬。精英大師馬主施雅治（左四），

我（左五），練馬師告東尼（右一）和他的父親告魯士（右三）



Uncle Ray 是獅子山下電台名人堂的傳奇！
吳錫輝

香港流行樂壇教父。
曾智華



第 九 章

最喜愛的音樂



我對於音樂的記憶，始於童年時家裏的留聲機。聽歌前要先為唱機上

鏈，當 78 轉唱片在唱盤上徐徐轉動，響起的旋律，總是夾著沙沙的雜聲，

偶爾還會出現因上鏈不足，導致唱盤轉速變慢而走音或停頓，跟現代鐳射

唱片完美的音色，當然無法相比。不過，這些原始的、粗糙的聲音，至今

還會在我腦海中繚繞不停。那是我與音樂的初戀時期，縱使經歷歲月的洗

禮，印象仍然清晰。

1901 年第一張單面 78 轉唱片發行，距今只不過 120 年，相對於音

樂存於世間的悠久歷史，可謂微不足道。然而留聲機與唱片的發明，使音

樂迅速普及化、商業化和國際化，自此進入新紀元。

我有幸出生於流行音樂萌芽的時代，見證不同種類樂曲的誕生與演

化，讓我的人生擁有多彩豐富的樂韻。在這條路上走了這麼多年，我總能

在每個時代，以及不同類型的樂曲之中，找到自己喜歡的，而且數之不

盡。這是我對它的熱愛使然，也受自己的專業所驅使。作為一名 DJ，要

滿足不同聽眾的喜好，什麼種類的歌曲也會試聽，從而發掘優秀作品。不

論是爵士樂或大樂隊演奏、搖滾或饒舌歌曲，甚至是聽不懂歌詞的外語歌

曲。只要能觸動情感，引起共鳴，讓我陶醉的，我都愛聽。每一首樂曲，

都傳遞著作曲家及填詞人的情感和訊息，背後都有一個動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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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喜好各有不同，大部分人傾向鍾情屬於自己年代的作品，好像有

些上了年紀的人，嫌的士高樂曲節奏太強勁，吵耳不堪；反過來一些年輕

人對上世紀的懷舊金曲，覺得落伍俗套。怎樣才算好音樂？坦白說，真是

「各花入各眼，何必問來人」。自己喜歡的，就是好音樂；沒有感覺的，

就讓其他人去欣賞吧！畢竟不同人、不同時間、不同心情去聽同一首歌，

感受都不一樣。在這裏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所喜愛的音樂吧！

最喜愛的音樂

小時候家中的留聲機就是這樣子



在上世紀的 30、40 年代，陪伴我成長的是大樂隊音樂（Big Band 

Music）。它不像管弦樂隊般大規模，一般編制由十至二十多名樂手，分

四部分組成，包括色士風、小號、長號及節奏樂器。至於歌手，可以為樂

隊加添特色，卻不是必須的。大樂隊起初是為舞會提供伴奏，彷彿只是派

對的點綴。後來冒出了很多出色的樂師及領班，他們在作曲和編排上作出

不同突破，個別大樂隊逐漸擁有知名度，形成一種獨立的類型。早期的大

樂隊主要演奏爵士樂，後期則流行於樂曲中注入搖擺（Swing）元素。

一隊出色的大樂隊，講求樂手

間感覺互通，默契十足。此外，編

曲亦十分重要，各種樂器如何配

搭得和諧完美，歌曲如何演譯得

精彩美妙，都視乎編曲者的功力。

因此，領班、編曲和作曲（有時三

者同為一人）均是大樂隊的靈魂人

物。

自少年時代起，我便喜歡 Glenn 

Miller，他是身兼作曲和編曲的大樂

隊領班，也是長號高手。他與別不

同的是，於演奏中巧妙地加入高音

調的單簧管配搭色士風，成為神來

之筆，從而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柔和

音韻，令他的樂隊脫穎而出。他在

1939 年推出的《 In the Mood 》與《 Moonlight Serenade 》均是殿堂級經

典作品，至今仍被許多節目用作背景音樂。只要那些旋律響起，大家都會

覺得很熟悉。

大樂隊音樂 Big Band Music

這是 Glenn Miller 的 《 Army Air Force 

Band 》 音樂專輯 ，一套我非常喜愛的大樂

隊黑膠唱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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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enn Miller 在二戰時放棄如日中天的事業，主動參軍，被派往空軍

服役。期間他成立了一隊空軍樂隊，以音樂激勵同袍。可惜，當他與樂

隊準備由英國前往法國時，乘坐的軍機在跨越英倫海峽時失蹤，逝世時

只有 40 歲，是樂壇一大損失。

不少音樂人都受到 Glenn Miller 的影響。例如 Syd Lawrence，便深

受啟發，他的大樂隊在英國很受歡迎。身為 Glenn Miller 樂迷，他曾舉辦

演奏會向偶像致敬。

我在 1967 年於半島酒店訪問過 Ray Anthony，當時還不知道他曾

是 Glenn Miller 的樂隊成員，我只覺他的演奏充滿 Glenn Miller 的影子。

Ray Anthony 對我準確的觀察感到驚訝。他回憶起當年 Glenn Miller 在眾

多樂手中，喊他出來吹奏一段小號的一幕，那次他興奮得連人帶樂器向

前栽了個大跟斗！

有些大樂隊因其中某一名樂手非常突出而馳名，例如 Artie Shaw 和

Benny Goodman，兩人皆是單簧管高手。雖然 Benny Goodman 的風頭遠遠

蓋過 Artie Shaw，但我卻喜歡後者。早在二戰逃難到澳門前，我已是他的

擁躉。Artie Shaw 的單簧管獨奏很特別，非常奔放豪邁；Benny Goodman 

的吹奏則古典味道濃一點、圓潤一點。有評論將兩人比較，把 Artie Shaw

封為「單簧管之王」，Benny Goodman 則為「搖擺之王」。Artie Shaw 頗

不以為然，直指彼此的封號應該對調，他說：「Benny Goodman 吹奏的是

單簧管，而我吹奏的是音樂！」他為人和曲風一樣豪邁。

提到 Benny Goodman，香港也有可堪媲美的單簧管高手，就是「簫

王」Lobing Samson，兩者風格很相似。Lobing Samson 就是 Christine 

Samson 的爸爸，他在上海已是知名大樂隊領班，南下來港後，曾在本地

多間大型夜總會表演，炙手可熱，甚受歡迎。



舊上海有如東方荷里活，匯聚了世界各地樂手，我大哥跟姐夫都曾

經在上海發展。後來政局動盪，上海的音樂人紛紛離開，部分逃到香港。

50 至 60 年代，香港很多歌廳、會所和夜總會，都有他們的足跡。這些

南下的樂隊，一切都要從零開始，吃了不少苦頭。感謝這群曾經紥根上

海的菁英，撐起了香港的樂壇，不單擴闊了樂迷的視野，也提高了樂隊

的水平，為香港樂壇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Lobing Samson（左二）帶領他的樂隊成員由菲律賓前赴上海，

途經香港在天星碼頭前留影 (1930 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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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以後，大樂隊潮流逐漸式微，但仍有眾多由大樂隊成功栽培的歌

手支撐樂壇，如 Frank Sinatra、Jo Stafford、Perry Como、Bing Crosby

等。直到 Bill Haley 出現，搖滾樂終於取而代之，成為流行樂壇新主流。

Bill Haley 被公認是搖滾樂的開創者。50 年代初，Bill Haley and His 

Comets 陸續有多首歌曲登上流行榜；直至 1955 年，經典歌曲《Rock 

Around the Clock》面世，才叫真正進入搖滾時代。人們都將這首歌作為

時代的分水嶺，大樂隊音樂從此成為過去，年輕人都熱衷於跟隨節拍強

勁的搖滾音樂舞動。

《Rock Around the Clock》以強勁節拍，顛覆了當時以抒情為主的

潮流。猶記得這首歌的音樂視頻版本，是一群年輕人在屋子裏團團轉的

大跳勁舞，不再是經典社交舞一板一眼的步法。在當時是相當前衛的，

正迎合了年輕一代追求無拘無束的心態。自有搖滾樂開始，大家不再熱

衷跳那款抱得緊緊的狐步和華爾滋（foxtrot and waltz）交際舞，而是越

跳越開、大幅擺動的熱舞。這首經典於 70 年代被改編成粵語版的《加價

熱潮》，由許冠傑唱得街知巷聞。

Bill Haley 成名的時候已經 30 歲，很快便被更年輕、更性感的貓王

Elvis Presley 所取代。雖然貓王是我的偶像，但談到搖滾音樂，始終是 

Bill Haley 更好，我的樂隊 Telstars 出道之初，就是主唱 Bill Haley 的歌，

我們愛煞那些強勁的節奏，在派對中是必不可少的。

搖滾樂 Rock and Roll Music



如果說我對大樂隊與搖滾音樂的愛，是跟隨時代的潮流，那麼我對

爵士樂的愛，是超越年代，無盡的愛。

爵士樂光譜很闊，沒有一個清晰界定，而且它不斷進化演變，又不

受束縛，可以說是帶點神秘色彩。有人比喻流行音樂是快餐，爵士樂才

是一頓佳餚盛宴。其實各有所好，各適其適，兩者不分上下。我喜愛爵

士樂那種自由跟即興的演奏方式，對追求創意的音樂人，選擇它，是因

為有無窮的發揮空間。演奏爵士樂是一種挑戰，需要動用一切感官，它

對聆聽能力、節拍掌握、情感收放，均有很高的要求。那種看似隨意的

音調，其實都是樂手千錘百鍊的成果。

相比流行曲有固定旋律，一首爵士樂曲由不同樂手演繹，聽起來完

全不一樣，原因是樂手的即興演奏方式，每次也不盡相同，變幻莫測，

這是很多人覺得爵士樂難以捉摸的原因。爵士樂可以獨奏或合奏的形式

演出，聽眾如懂得分辨每種樂器的聲音，就更能充分感受樂曲的美妙之

處，更容易感受演奏者自然流露的情感。

大 家 還 記 得 我 入 行 後 的 第 一 個 電 台 節 目， 便 是 介 紹 爵 士 樂 的

《Progressive Jazz》嗎？在 60 年代，我更是港台爵士樂四人組之一員。

其實早在 30 年代初，已從大哥的唱片中接觸到爵士樂，直到現在，這份

熱愛始終如一。因為很多音樂種類會隨時代變遷而被淘汰，但爵士樂本

身就是千變萬化，歷久彌新，從不令人生厭。

爵士樂是一種創造，欣賞時猶如一場旅行，每次都能發現新趣味，帶

出效果迥異的感受。每位樂手發自內心的演奏，能夠讓聽眾跟他們心靈相

交，這正是爵士樂最動人之處。多年來爵士樂壇出現過不少巨匠，例如鋼

琴手 Oscar Peterson 與 Andre Previn；色士風樂手如 Scott Hamilton 和

Stan Getz；鼓手有 Buddy Rich 及 Gene Krupa；女歌手有 Peggy Lee 與

Jo Stafford；男歌手有 Frank Sinatra、Nat King Cole 和 Paul Anka 等。

爵士樂 Ja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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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年我在香港巧遇另一位美國單簧管名宿 Tony Scott，他鐘情

冷爵士樂 （Cool Jazz)。有別於早前所述，冷爵士樂講求按既定安排，

樂手不會進行過多即興發揮，以較含蓄的演奏表現出憂鬱及壓抑的情感，

揀選的曲目節奏一般比較輕悠，多由三至六人合組。

多年前到洛杉磯探望朋友，我們開著車子沿長灘瀏覽，不經意走到了

Hermosa Beach。我想起這裏有一間很有名氣的酒吧 The Lighthouse，

是爵士樂的聖地，便提議朋友駕車在附近找找看。我們邊走邊找，終於

見到酒吧的招牌，然後看到在那道有點破落的木門上，貼著一張小小的

即晚演出告示。真是福至心靈，竟然給我遇上 Stan Getz 和 Chet Baker

這對夢幻組合的演出！ Stan Getz 所用的樂器是次中音色士風，這個樂器

在色士風家族中，音色居中。他的技巧獨特，吹奏的音色與別不同，在

個人獨奏時，更顯得柔和悅耳。

約十年前，著名爵士樂女歌手 Stacey Kent 偕丈夫 Jim Tomlinson

來港演唱，當 Jim 吹奏次中音色士風時，我立時知道他是在模仿 Stan 

70 年代港台爵士樂四人組成員。左起 : 吹小號的 Len Tracy、 打鼓的我、 負責低音結他

的 Chris Hilton 和結他手 Johnny Herbert 



Getz，Jim 對我能分辨出來很感佩服。因為 Stan Getz 演奏有其獨特的音

色，並早已深深印在我腦海中。至於 Chet Baker 吹奏的是小號，他早在

50 年代便憑其出色的演奏技巧成名，音樂天份傳承自父母。他曾轉職歌

手及演員，直到 70 年代重歸爵士樂的懷抱。

那 一 晚 在 Hermosa Beach 的 The Lighthouse 裏，Stan Getz 聯 同

Chet Baker 的演奏真是無與倫比。對一個爵士樂迷來說，能夠欣賞兩位

大師同台演出，實在難能可貴。

被譽為「笛王」的 Tony Scott 於 1965 年訪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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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音樂的喜愛，也衍生出對這方面的收藏興趣，包括各式各樣的

唱碟，還有我跟歌星的訪問錄音及親筆簽名照片等等。收藏這些物品是

為了興趣和享受，投資價值對我並不重要。

早於上世紀 30 年代，大哥到上海工作後，把所有 78 轉 10 吋蟲膠

碟（Shellac，製作第一代黑膠唱片的材料 ) 珍藏都留下給我。一直以來，

我對這些唱碟有如寶貝一樣珍而重之，因為它們滿載我的童年回憶。我

的收藏，除了黑膠碟也有鐳射唱片。千禧年後，唱碟的炒賣越來越興旺，

令很多人重新發現黑膠碟的價值。一隻保存良好的鄧麗君舊碟，收藏價

可以是原來售價的 50 倍，甚至更高。

雖然黑膠碟的價值或隨年月而上揚，但唱片是否保存得宜對價格影

響很大，因此，必須十分注意它們的保養和存放方法。唱碟封塵可以清

洗乾淨，但千萬別讓它扭曲，變了形的黑膠碟毫無價值，可以直接扔進

垃圾桶。在清潔唱片時，千萬別用毛掃擦走黑膠碟上的塵埃，這樣只會

將塵埃陷入唱碟的坑槽之中，播出的聲音會很糟糕。最好是使用專門清

潔黑膠碟的小機器和清潔劑，清洗乾淨後，便能享受最佳的音質。

我的收藏

業餘時代冠軍騎師告魯士把鄧麗君的《淡淡幽情》親筆簽名黑膠碟轉贈給我。



對於剛開始加入收藏黑膠碟行列的朋友，不要選那些大家都追捧的二

手天碟，它們的價格已經炒得太高，我建議由一些新晉歌手和樂隊入手，

特別留意那些錄音質素出色的唱碟，因為收藏家都喜歡音質良好的作品。

另外，現在的新黑膠碟發行數量很少，不像以前大規模生產，因此更有收

藏價值，不過，你可能要等待很長一段時間，這些珍藏才會升值。

Frank Sinatra 的簽名黑膠碟

166

樂壇教父 Uncle Ray



第九章丨最喜愛的音樂

167

自上世紀 50 年代開始，我就喜歡逛唱片店搜羅唱片，收穫不少。來

過我家的朋友都知道，家中的牆壁早已被存放唱片的木架填滿了。很多

人問我是否聽過家中所有珍藏，這個當然沒有，唯一肯定的是每一張唱

片都是我親手帶回家的。至於自己究竟儲藏了多少張唱碟，我從來沒有

認真點算過。

歌 星 的 簽 名 是 我 另 一 個 收 藏 項 目， 第 一 張 簽 名 照 片 來 自 Perry 

Como。收藏名人簽名是一個很好的起點，因為這些一般都是免費的。演

唱會門票、單張、雜誌封面、海報等都可以遞給偶像簽名，你甚至可以

遞給他們一張白紙，他們也不會拒絕你。如果你收藏了 The Beatles 或 

Elvis Presley 的簽名唱碟，你花的成本只是購買唱碟，簽名卻是免費的，

一旦有了簽名，身價立即暴漲。

家中的部分唱片收藏



Jo Stafford 的簽名相片

Beach Boys 送給我的簽名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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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man's Hermits 1966 年訪港時相贈的簽名相片 

英國樂隊 Freddie and The Dreamers 的簽名照片 （1964 年）



著名爵士樂四人組 The Four Freshmen 訪港時贈送的簽名相片

1964 年於倫敦遇上的流行樂隊 Manfred 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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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歷史上最成功的美國女子組合 The Surpremes (1973 年）

英國搖滾樂團 The Kinks（1964 年）



為聽眾選擇最好的音樂，是我的職責。只要是一首好歌，就會有不

同歌手演譯的版本。要為聽眾揀選最好的，難免要篩選。除了依賴唱片

公司提供的試聽唱碟外，我也喜歡逛唱片店尋找寶藏，尤其是爵士樂這

等比較冷門的唱片。買了新碟，便急不及待回家欣賞，有時播放的音量

過大，還會惹來鄰居投訴。

1964 年於倫敦回港後，我便一直主理英文台的點唱節目。我並非先

知，沒有能力預測聽眾們的所有喜好，每天做節目都要捧著一大疊唱片

回直播室，既費力又費事。最理想是有唱片房的職員幫忙，但唱片房只

在辦公時間開放。待我轉做夜間節目《All The Way With Ray》，問題便

出現了。

晚上，唱片房雖然沒上鎖，卻無人當值。我的節目長達四小時，一

晚需要播放的唱碟達數十張，總不能每晚在直播室和唱片房之間不停穿

梭。我曾試過因為太怱忙而撞至頭破血流，這宗流血事件後，我決定動

用自己的珍藏，但數量實在太多，把車尾箱也擠滿了，我唯有利用直播

室的一角，存放個人的黑膠及鐳射唱片，以滿足晚上點唱節目之需要，

高峰期在錄音室共放置了超過 500 張唱碟。直至 2000 年，Andy 協助

我將部分鐳射唱片珍藏轉為 MP3 檔案，並建立自己的電子唱片庫後，才

把直播室內的珍品移回家中。自此，應付點唱只是按幾個鍵而已。

我現在最大的樂趣，是逢星期一至五晚主持直播節目《All The Way 

With Ray》。每天下午，我約花一個小時，精心挑選不同風格的歌曲於節

目中播放。假如還有空閒，我會找一隻心愛的爵士樂 CD，放入鐳射唱盤，

然後安坐在按摩椅上，一邊享受按摩，一邊欣賞音樂。忠心的愛犬 Bo 

Bo 最喜歡在旁相伴，那是一天之中，最放鬆最愉快的時刻。

享受和分享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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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是我的靈丹妙藥，讓我保持活力，踏入暮年，仍可風雨不改，

透過大氣電波及互聯網，繼續以歌會友。在直播室內，我不僅是節目主

持人，同時也是一名歌迷，與聽眾一起沉醉於悠揚動聽的旋律，進入忘

我的音樂世界中。我差不多把人生的所有熱情都投放在音樂裏，如果我

的節目能讓別人從中獲得樂趣、愉悅與慰藉，並給樂壇帶來一點動力和

支持，我就全然滿足了。

雖然我喜愛熱鬧，無奈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只能在家中慶祝

生日（2020 年）



Ray 是廣播界的一位神奇唱片騎師，腳步跨越幾個年代。 他那磁性的嗓
音，魅力四射，從黑膠唱片到錄音帶，由 CD 到網絡時代，推介音樂及世
界名曲予萬千聽眾已經整整 71 年。他的精神，他的功績，是我們的典範，
是香港樂壇的驕傲，是音樂世界的傳奇。

潘迪華

Uncle Ray 與別不同，是廣播界的傳奇人物！我特別喜愛在錄音室看著
他做節目。我尤其覺得感恩和榮幸的是，可以跟 Uncle Ray 合作推出雷
射唱片《Uncle Ray & Christine Samson All Our Way》。CD 內的精
彩歌曲，大部分均由他挑選，我們一起錄製歌曲的愉快時光，令人懷念。
多謝您的音樂，Uncle Ray ！您是最好的！

Christine Samson



第 十 章

走過星光燦爛



回首 70 多年的 DJ 生涯，我曾訪問過許多享譽國際的超級巨星。有些

只是一面之緣，有些經常相見；大部分會面均言談甚歡，但也有不歡而散

的時候。某些訪問需悉心安排，偶爾亦有不期而遇，遺憾有些始終無緣相

見。唯一相同之處，就是他們動聽的歌聲已傳頌於世，樂迷遍布全球，他

們都是不平凡的人。我與這些巨星短暫相交，成為彼此生命中的過客，那

一小段留存在腦海裏的回憶，非常寶貴，可堪回味。在這裏，我跟大家分

享這些曾經讓我笑過、感動過、讚歎過跟氣惱過的片段。（排名不分先後）

Patti Page

在麗的呼聲的年代，我已深深被 Patti Page 獨特的歌聲吸引。她的歌曲，

堪稱是我主持《 Diamond Music Show 》及《 Shiriro Hit Parade》的常客，

40 多年後，終於有幸與她相見。

我們在她下榻的酒店見面，Patti 偕同丈夫一起接受訪問。我記得她

的丈夫喜歡打網球，還帶著球拍一起來。她知道自《How Much is that 

Doggie in the Window》於 1952 年發行以來，我便一直支持她，見到

我非常開心，我們做了一個很棒的訪問。Patti 除了在我帶同的雙 CD 唱

片集上給我簽名留念，還替我錄了一段宣傳錄音 :「Hi, this is Patti Page, 

you are listening to Uncle Ray.」（嗨！我是 Patti Page，你正在收聽

Uncle Ray。）謝謝 Patt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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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i Page 在雙 CD 集的內頁上為我親筆簽名

我和 Patti Page 伉儷於訪問後合照



Cliff 是我見過其中一位最平

易近人的天王巨星。他在印度

出生，八歲時返回英國定居。

Cliff 從沒想過自己能夠獲得如此

成就，覺得很感恩，常以寬容

的心對待別人。由 1958 年他的

第一首流行歌曲《Move It》開始，我便追捧他。你是否有留意自2000年起，

我的節目開始的三首歌曲，必定屬於貓王、Cliff 和 The Beatles 呢？

我跟 Cliff 頗有緣份，1972 年他首度來港表演，同行者還有 The 

Shadows 與 Olivia Newton John， 這 是 我 第 一 次 訪 問 Cliff； 第 二 次 是

1974 年於香港電台；第三次是 2003 年，他再度應邀出席港台 75 周年

紀念活動。這次我有幸在台上跟他合唱《Congratulations》，港台還贈送

了一副很有特色的水晶中國象棋給他留念。最後一次會面是 2007 年，

Cliff 於銅鑼灣富豪酒店舉行演唱會記者招待會，各地粉絲雲集，我記得有

一名日本女士，成為他的擁躉已經 50 年，只要 Cliff 一開演唱會，無論世

界各地，她也會飛到那裏支持。

我曾邀請他出席我的 88 歲生日會，無奈 Cliff 早已有約，他回我一

張字條寫道：「Sorry, I can't be with you for your 88th birthday. I'd love 

to have been there because it's not often I get the chance to be with 

someone older than I am! Have a fabulous time and big "Happy Birthday " 

from me. Love」（抱歉未能參與你的 88 歲生日派對。我真的很想出席，

對我而言，能與一個比我更年長的人共度生辰，是一個難得的機會。盡情

Cliff Richard
Cliff Richard 和我在香港電台第二

次相逢 (197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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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這個快樂生辰吧！）哈哈！雖然 Cliff 比我年輕得多，但他在樂壇的資

歷是有目共睹的。

Cliff Richard 應邀出席港台 75 周年紀念活動，我們一起在台上獻唱

Congratulations (2003 年 )

 Cliff Richard 回覆我的字條 (2012 年 )



早在 50 年代，作為小號手的 Quincy，已發行多張爵士樂專輯。後來

他退居幕後專注唱片製作，其中最廣為人熟悉，是擔任 Michael Jackson

的音樂監製。他聯手 Michael 在 1984 年那一屆格林美取得 8 個獎項，創

下世界紀錄，成就非凡。

我與 Quincy 首次相會是 1973 年，鄭東漢安排我倆在銅鑼灣怡東酒

店見面。當時我站在酒店大堂等候，看見 Quincy 與女友 Peggy Lipton

正好自旋轉門進來。他突然向我大叫 ：「Hey man ！ You look like my 

brother ！」（唏，老兄！你像我的兄弟！）他還繼續說，回去後會告訴

樂隊其他成員，香港有一個跟他長得一模一樣的孿生兄弟！估計一定是鄭

東漢跟他提過我，他猜到這個戴白帽的人就是我，所以跟我開玩笑。初次

見面，已經滔滔不絕地跟我搭訕，可見他是一個不拘小節的人。當天晚上

我跟 Quincy、Peggy Lipton，以及鄭東漢一起到北京樓吃北京填鴨。

Quincy 待人親切，就在首次見面時，我拿出一張他的黑膠唱片請

他簽名，Quincy 立即在封套親筆寫上：「To my brother in Hong Kong. 

Ray......」（給我在香港的兄弟，Ray⋯⋯），又鄭重地簽上名字，令人感

覺很受尊重。我很珍惜這張唱片，它將在 2022 年於香港歷史博物館展出。

第二次會面是 1981 年在香港電台，我們談了很多有關爵士樂的人

和事。Quincy 為人慷慨，當他知道我喜歡 Lena Horne，便從行李箱中翻

出四卷她的爵士樂音樂會錄音帶贈送給我。原來他是負責將 Lena 《The 

Lady and Her Music》這個演唱會的錄音，灌錄為唱片的監製。我興奮無

比，但禮貌上作狀推搪。他說回去後可以再錄，叫我儘管拿去！

Quincy J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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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ncy Jones 偕同女友 Peggy Lipton 和我攝於北京樓（1973 年）

Quincy 於大碟上寫上：TO MY BROTHER IN HONG KONG



跟 Tony 會面是 40 多年前的事了。他是一位全能歌手，不論演唱

爵士樂曲、流行曲，以至標準樂曲 （Standard）都同樣出色。他的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好比鄧麗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無論你身在何處，經常都可以聽到這首經典金曲。

Tony 很友善，沒有巨星架子。他不僅是一個好歌手，也是一位出

色的畫家，特別擅長畫人像。難得 Tony 回國後沒有把我忘記，還寄給

我兩張附上簽名的大頭照片及一幅自畫像，我珍而重之，保存至今，同

樣已借給香港歷史博物館展出。

Tony Bennett

友善隨和的 Tony Bennett 與我言談甚歡 (1980 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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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在 60 年代紅極一時的美國歌星，事業充滿挫折，人生路上遇

到很多不幸的事，甚至影響了她的聲綫，幾經掙扎才重拾歌唱事業，煞

是坎坷。她的嗓音很受香港人歡迎，我在節目內經常播放她的歌，例如

《Lipstick on Your Collar》及《Where The Boys Are》。

2006 年她來港獻唱，我為她做了一個緊湊而有趣的訪問，大大增加

了對她的了解。當時我受多倫多一位朋友所託，將他收藏的兩套 Connie 

Francis 相片請她簽名，原意是我倆各自保留一套。當 Connie 看到這些相

片，非常喜歡，頻說照片把她拍得很美，連她自己也沒見過，反問我可

否送她一套。我毫不猶豫答應了，簽好名字的另一套就寄回給朋友。雖

然最後我連一張照片也沒有，但能夠跟她見上一面，留下跟她相處的回

憶，還可以聽到她的現場演唱，已經很滿足了。

Connie Francis

Tony Bennett、Connie Francis

Christine Samson 、我和 Connie Francis 於演唱會前合照 (2006 年）



上 世 紀 50 年 代，The Platters 在 中 環 娛 樂 行 地 庫 的 金 寶 夜 總 會 

(Mocambo) 表演，大家都來捧主音歌手 Tony Williams 的場，全院滿座。

開場的時候到了，Tony 卻不見影踪，經理很有信心能夠找到他，著觀眾

耐心等候。誰知 Tony 被發現在街頭醉得一塌糊塗，大夥兒連忙把他拖回

會場，猛灌他喝大量黑咖啡。想不到，他一踏上舞台即時判若兩人，誰

也看不出他有半點醉態。

最後一次訪問 The Platters 已是 2010 年了，他們再度來港演唱，

但樂隊差不多已經變得「人面全非」。 除 Herb Reed 外，其他創隊成員

均已離世。我和 Herb 在太古城做訪問，他還記得當年來港的點滴。雖然

Herb 亦於 2012 年作古，但他們的不朽名曲如《The Great Pretender》

及《Only You》等，仍永存世上陪伴我們。

The Platters

我在太古城和 The Platters 創隊成員 Herb Reed 做訪問 (201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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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archers 是跟 The Beatles 同期的樂隊，我們於 1964 在英國

第 一 次 相 見。The Searchers 的《Sweet for the Sweet》、《Needles 

and Pins》 和 《Love Portion no. 9》，均是樂迷的至愛。第二次訪問大

約在 60 年代末期，樂隊首度來港，我們在香港電台的直播室會面，暢談

節拍音樂以及他們的經歷。The Searchers 非常友善，我還記得他們很有

耐性，為身處大門外等待的粉絲逐一簽名留念。

The Searchers

The Searchers 在 60 年代末期訪港



1964 年，我在倫敦 BBC 錄音室碰到 The Shadows（影子樂隊）正

在重聽錄音效果，心裏不禁讚嘆他們竟可奏出如此美妙的音樂。當我提出

訪問的邀請時，樂隊的靈魂人物主音結他手 Hank Marvin，竟然主動邀請

我到 BBC 的餐廳，與其他樂隊成員一起喝咖啡、做訪問，真是喜出望外！

1967 年 The Shadows 來港演出，我與 Hank Marvin 進行了一場訪問。在

1972 年 The Shadows 跟隨 Cliff Richard 和 Olivia Newton John 來香港表

演，我們又再相遇。每次聽眾點唱他們的名曲《Apache》，都讓我回憶起

這三次會面。

The Shadows

我與影子樂隊的主音結他手 Hank Marvin 正在進行訪問 (1967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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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 Diana Ross是在名氣最盛之時來港，她的贊助商是利氏家族，

安排她入住自家品牌利園酒店。沒想到她甫踏進酒店大堂，突然要求改

住半島酒店！霎時間，大堂一片混亂。原本已放下的大堆行李和裝備，

趕忙全部再拉回車上，所有記者和來賓爭相叫車由銅鑼灣去尖沙咀。我

第一次做訪問遇到這樣的情况，有點狼狽，但頗有趣。

當我迷上 Diana Ross 時，她還是 The Supremes 的成員。直至 70 年

代她的名氣越來越響亮，便離開這個三人女子組合，獨立發展，步上超

級巨星之路。

我一直不太在意自己那

些收藏品的價值，不過，如

果為了慈善，我十分樂意奉

上自己的珍藏，希望能夠拍

賣到一個好價錢，造福別人。

在我入行 60 周年慈善紀念

晚 宴 上， 就 將 Diana Ross 

1973 年在半島酒店接受訪

問時送給我的簽名唱片捐出

拍賣，競投頗為激烈，最後

為仁愛堂籌得八萬元。

Diana Ross

Diana Ross 與我在半島酒店合照 (1973 年 )



Elton John 在我的記憶中，發生過三個有趣的小片段：

（一）我走進 Elton 於半島酒店的房間時，他正躺臥在沙發上。我問：

「你想在哪裏做訪問？」他懶洋洋地說 :「就在這裏吧！有何不可？」他

就是這般有性格。

（二）訪問完結後，寶麗金高層鄭東漢跟陳汝雄邀請 Elton 和我，前

往跑馬地馬會會所吃晚飯。我們一行人由九龍過海到香港，鄭、陳各駕

一輛車，我開一輛金色平治載著 Elton John 尾隨在後，三輛車浩浩蕩蕩

駛往紅磡海底隧道。

他們過了隧道收費亭，我也跟隨駛過，但沒有停下來繳費。當車子

颷過收費亭後，頓時警報大鳴，把我們嚇呆了，場面非常尷尬。我向前

來問話的隧道職員大呼冤枉，以為前面兩輛車已代我繳付隧道費。坐在

車內的 Elton John 聽後，簡直笑破了肚皮。他取笑我無端把場面搞得如

此盛大，還阻塞了後面的交通，沒有比這更滑稽的事了！

（三）我們最後一

次 見 面 是 2012 年。

Elton 來 港 舉 行 演 唱

會，他在緊迫的綵排中

抽 空， 應 香 港 電 台 之

邀在我的 88 歲生日卡

上，為我簽名賀壽。簽

名會完結後，Elton 立

即趕赴演唱場地。他可

真夠朋友！

Elton John

Elton John 躺在半島酒店房間的沙發上接受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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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ton John 撥冗在我的 88 歲生日卡親筆送上祝賀 (2012 年）

我、Elton John 和時任副廣播處長戴健民於簽名儀式後合照留念（2012 年）



說起 Carpenters，我最喜歡他們的《Yesterday Once More》。每當

聽到「When I was Young I'd listen to the radio⋯」，我總會情不自禁跟

著唱。

Carpenters 兩兄妹曾於 1972 年 5 月 31 日在利舞台演唱。雖然大家

的焦點只集中在 Karen 身上，但她哥哥 Richard Carpenter 才是這個組合的

靈魂。Richard 是很有才華的監製，也是出色的作曲家與鋼琴家，他把每

首歌的音色都調至完美。全靠他，Carpenters 才有那麼多得以傳世的好歌。

Karen 跟我一樣喜歡打鼓，她告訴我，是受到高中同學所啟發。她知

道女孩子沒幾個是喜愛打鼓的，但她就是喜歡，她覺得邊敲邊唱，可以為

樂隊加添特色，特別有感覺。1972 年二月底，美國總統尼克遜歷史性訪

問中國，我趁機問問她的看法，她卻表示不知情。她解釋因為常常在外國

表演，對自己家鄉的事情，往往要過了很久才得知，錯過了也不為奇。

世事總難盡人

意，沒想到 Karen 

Carpenter 在 1983

年因厭食症離我們

而去，但她甜美的

歌聲卻長存於世。

Carpenters

迎接 The Carpenters 訪港，我在辦公室貼上他們的海報（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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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80 年代初，鄭東漢安排我和 Lionel 在麗晶酒店作了一個簡短的訪

問，我只提了一個人人都想知道答案的問題：究竟在《Endless Love》後，

何時才會出現另一首經典的合唱歌曲？出乎我意料，他充滿智慧地回答：

「當你已經有一首如此受歡迎的歌曲，不應再期望有另一首。否則，這

首歌不會再流行。由得它繼續熱播下去，成為永垂不朽的金曲吧！」

這首《Endless Love》，原是他寫給 Diana Ross 跟另一位男歌星合

唱的，但無論如何，也找不到一把可襯托她的男聲。他心想這是自己的

作品，作為一個歌手，為什麼不能親身上陣？於是他向 Diana Ross 自薦，

造就了二人的經典合唱金曲。事實上， Lionel 絕非「一曲走天涯」的歌

手，他的《Hello》、《Stuck On You》和《Three Times a Lady》等，

每一首都是佳作，他是歌迷滿天下才對。

Lionel Richie

我和 Lionel Richie 的專訪是鄭東漢的安排（1983 年）



Pat Boone 曾多次造訪香港，他給我的印象是永遠的白色西裝和白

鞋，非常整齊潔淨。除了注重外表，他的行為舉止既紳士又優雅，猶如

他的歌聲那樣令人印象難忘。我們有一張合照是在 Cosdel Record Shop

裏拍攝的。這家唱片店在 60 年代開業，是一間日本唱片分銷商，於日本

及香港代理多個外國唱片品牌。

Pat Boone and Debby Boone

Pat Boone 跟我在 Cosdel Record Shop 的合照 (1960 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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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與 Pat Boone 見面時，他把女兒 Debby 介紹給我認識。他

對 Debby 說：「給妳介紹一位非常捧的人，他是一位 DJ，大家都叫他

Uncle Ray」。Debby 在 1977 年憑一首《You Light up My Life》打上

Billboard 流行榜榜首而大放異彩，隨後展開父女拍檔巡迴演唱，確實是

虎父無犬女。她簽名的「白板碟」《You Light up My Life》，也被我捐

作慈善拍賣，同樣是在我入行 60 周年慈善紀念晚宴上進行，但已忘記籌

得多少善款了。Pat 是一位家傳戶曉的國際巨星，直至今日，他的名曲如

《Speedy Gonzales》、《Love Letter in the Sand》和《April Love》等，

仍是樂迷的熱門點唱歌曲。

Debbie Boone 於 80 年代訪港時送給我的簽名照片



我與 Rod Steward 可謂有緣無份，有緣相見，卻未能完成訪問。

他是蘇格蘭人，跟當時流浪足球隊綽號「耶穌」的居理是同鄉。他

計劃好在訪問後跟居理去踢一場友誼賽。我們有三人在等候訪問他，排

在前面是一男一女的華人記者，我讓他們先發問。兩名娛樂雜誌記者只

關注一些緋聞話題，又沒在訪問前做好功課，甚至連 Rod Stewart 唱

過什麼歌都不大清楚，可能因此令他感到不耐煩。輪到我的時候，不知

Rod Stewart 把我視為同樣水平的記者，還是心急想去踢足球，晦氣地跟

我說：「I give you two minutes!」（我給你兩分鐘！）

面對突如其來的無禮對待，我也不客氣地回話：「Rod, I don't  need 

your two minutes, I don't need you!」( 我不需要你的兩分鐘，我也不需要

你！ ) 語畢，我便轉身離去。我們的對答把現場所有人都嚇呆了。此後我

停播他的歌六個月，這對他來說，可能沒什麼大不了。事件曾被外國雜誌

《Billboard》報導，實在沒想到自己不經意成為了別人話題。

Rod Stew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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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歌星做訪問，不一定都是在正式場合，例如記者會、電台錄音室

或演唱會後台等，任何機會我都把握，甚至有時會是無意間的偶遇。大約

在 70 年代初，我在海運大廈頂層停車場把車泊好，走進香港酒店平台入

口時，驚覺跟我擦身而過的正是 Don McLean。在毫無準備下，一個非正

式的訪問就這樣完成了！提到 Don，又怎能不介紹他的名曲《Vincent》！

我還珍藏了《Vincent》的 45 轉「白版」單曲碟。可惜當時太怱忙，來不

及請 Don McLean 替我簽名。

Don McLean

與 Don Mclean 在尖沙咀海運停車場頂層不期而遇（70 年代初期）



提起 Boney M，不少樂迷即聯想到年靑時讓我們跳得筋疲力盡的 

《Daddy Cool》、《Sunny》、《Rasputin》和《Ma Baker》這些的士高金曲。

Boney M 是 70 年代享譽全球的樂隊，由三女一男組成，在台上光

芒四射、台風突出、充滿活力，服裝更別樹一幟。樂隊重心在於男聲

Bobby Farrell，可惜後來他離隊而去。他們的音樂帶領的士高潮流，強勁

節拍令人隨歌起舞，大家還會一起跟著唱，是繼 Bee Gees 後另一王牌的

士高組合。

2005 年，他們再度來港表演。在演唱會中，我坐在前排，被他們邀

請上台一起跳舞。盛情難卻下，只好上台獻醜。這一幕被記者拍下了，

我的舞姿還不錯吧？

Boney M

與 Boney M 的訪問完結後，大家在香港電台直播室的合照（8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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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的 Boney M 演唱會被邀上台，80 歲的我舞姿還可以吧！ (2005 年 )

與 Boney M 一起在台上載歌載舞是我的榮幸，興之所至，把紅色外衣也脫掉



早在 1949 年，我開始 DJ 生涯的第一年，曾經以擁躉身份寫信給 

Perry，結果獲他回贈一幅大頭簽名相，教我受寵若驚！相片保存至今，雖

已發黃，但我對 Perry Como 的支持有增無減。

當年大多數歌迷鐘情於同期的 Frank Sinatra，但我更喜歡 Perry 

Como，兩者歌唱技巧都很出眾，但後者的聲音更能觸動我的情感。我最

喜愛Perry 的《If》和《And I Love You So》。好友Matt Monro曾告訴我，

別人說他唱腔像 Frank Sinatra，其實 Perry Como 才是他模仿的對象。

Perry Como 原是一位理髮師，而且年少有成，十四歲已擁有自己的

理髮店。當他首次獲邀加入樂隊表演時，因擔心收入會大幅減少，不能

支持家裏生計而猶疑不決。他父親鼓勵 Perry Como 應當往前闖，不要讓

機會溜走，否則，他永遠不知道自己能否成為一位專業歌手。記得我曾

經看過一段音樂短片，Perry Como 於 1947 年去芝加哥表演，並出席在

火車站舉行的宣傳活動。他就在車站外為女粉絲一邊理髮，一邊唱歌。

我看見後好不羨慕，換我坐在理髮椅上該有多好！

Perry C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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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集的第一張歌星簽名照片，永遠的偶像 Perry Como 



一位天才橫溢的唱作人。年僅 16 歲的他，寫了《Diana》一曲，隨

即一夜成名，時為 1957 年。Paul Anka 是我最喜愛的歌星之一，他其後

的成就更不用多說了。 

第一次與 Paul Anka 見面是 1997 年，香港電台邀請他擔任「終身

成就獎」頒獎嘉賓，我和「播音皇帝」鍾偉明是獲獎者。在 Paul 表演的

環節，聽到《My Way》音樂響起，只道他要演唱 Frank Sinatra 的名曲。

滿懷才情的 Paul 金口一開，原來是 :  

「Yes to Ray Cordeiro

My thanks for playing the songs I sing 

In times of change, it's nice to know 

We can depend upon your show 

To stay in touch 

Thank you guys so much 

For sharing your show⋯⋯」

他竟然重新編寫了歌詞向我致敬，實在有點受寵若驚。在聽到 Paul

以全新版本演唱後，即時引來全場哄動，我倆事前並全不知情，自是驚喜

萬分。Paul 竟肯如此大費周章，改寫歌詞配合這次典禮，實在令我感動！ 

第二次再見 Paul Anka，是他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演唱會。演出

前我和他再次做訪問，這讓我們更加熟絡。他還跟我開玩笑，問可否向

我取回改編《My Way》的版稅。在他的演唱會中，我坐在第三行，Paul

在觀眾群中認出我的招牌白色帽子，向觀眾介紹我是香港最受歡迎的

Uncle。我興奮地站立起來，接受觀眾鼓掌。Paul 就是那麼懂得人情世故。

Paul An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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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 Paul Anka 在他的記者會中再度重逢 (2006 年 )

最 後 一 次 和 Paul 會 面， 是 在 2006 年 他 重 臨 香 港 舉 行 演 唱 會

── Paul Anka LIVE IN HONG KONG 2006。



Doris Day 是繼 Elvis Presley 後另一個我希望訪問，卻無緣相見的

歌手。她是白人，卻用「騷靈」風格演繹不同歌曲，那種由心而發的歌

聲，感情非常豐富。她的名曲數之不盡，我推薦《My Heart》、《It's 

Magic》或《Fly Me to the Moon》這類情歌，足以讓你好好享受 Doris 

那一把令人陶醉的歌聲。

Doris Day 比我大兩

歲，在 89 歲時推出《My 

Heart》 專 輯， 並 打 入

英國流行榜前 10 位，

成為躋身該流行榜最高

齡 的 歌 星。 這 張 大 碟

收錄的歌，大部分來自 

Doris 於 80 年代的電視

節 目《Doris Day's Best 

Friends》（杜麗思的好朋

友），其中三首更是愛

兒為她作曲。雖然我們

無緣相遇，但她始終是

我心中頭號女歌手。 

Doris Day

雖然沒有機會訪問 Doris Day，她仍是我心中的頭號女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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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知名功夫巨星李小龍（Bruce Lee）於 1973 年 7 月 20 日猝逝，

舉世震驚！ Bruce 並非音樂人，但他是我的偶像。由於倒斃在一位女星

家中，迅即引起外間諸多猜測。其妻 Linda 謝絕一切採訪要求，沒有媒體

可以接觸到她。

我知道好友 Rebu（許冠傑的妻子）是 Linda 閨中密友，於是透過 Rebu

接觸 Linda。我事前聲明只跟她談李小龍喜歡的音樂，以及他們二人的生

活，絕口不提李小龍倒斃之事，幸運地獲得 Linda 答允。Linda 在九龍塘金

巴倫道大宅「棲鶴小築」接待我，並安排在李小龍最喜愛的書房裏接受訪

問。書房內有一張搖搖椅，是李小龍生前最愛坐的位置，Linda 讓我坐在那

裏。桌上已經鋪滿了黑膠唱碟，都是李小龍常聽的音樂。Linda 把每首丈夫

喜愛的歌曲，以及背後的故事逐一重溫⋯⋯

我還記得，Linda 在訪問中提及她與 Bruce 的結識經過。當時 Linda

就讀高中，Bruce 在她的學院教授中國哲學，她的女同學兼好友課餘時

跟隨 Bruce 學習中國功夫。Linda 雖然認為中國功夫有趣，但仍經常取笑

Bruce。後來 Linda 入讀華盛頓大學，與 Bruce 同校，最終結為伴侶。

整個訪問長達一小時，Linda 說了很多感人故事。對李小龍影迷來說，

雖然未能抹去偶像離世給他們帶來的傷痛，但可以再聽到有關偶像的生

活點滴，總算及時帶給他們一點安慰。很感謝 Linda 在那麼艱難的時候仍

肯接受訪問，慷慨地跟大家分享李小龍喜愛的音樂，更要感謝 Rebu 協助

玉成此事。

Linda Lee ( 李小龍遺孀 )



Uncle Ray 以教父身份為我幼時接受洗禮擔任保證人，是名符其實的契
爺。我對他的第一個印象，是他讓父親認識賽馬的真正意義，直至現在，
父親仍樂此不疲。
契爺是全港最受歡迎的 DJ，當時在香港電台負責播放英文歌，幾乎所
有到訪的外國樂隊和歌星，都接受過他的訪問。他的成就令他獲得前往
白金漢宮的珍貴機會，讓英女皇親手為他扣上他的 MBE 勳章。雖然我
很少機會收聽他的深夜節目，但我知道，他偶然會播放一首長達八分鐘
的 《 Stairway To Heaven 》 。有一次，我終於忍不住問他，原來⋯⋯ 
Uncle 要「借歌遁」上大號！你說，他的幽默感是不是很值得學習呢？
契爺除了讓我開始學聽英文歌，他的熱誠還感染了一班日後很成功的資深
音樂人，希望他多年來秉持的精神，可以繼續影響現在及未來的香港音樂
從業員。

鄭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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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榮譽與紀錄



MBE 勳章（1987 年）

銅紫荊星章（2008 年）

名、利、權對很多人太有吸引力了！至於我，追求的有點不一樣。我

喜歡熱鬧，認識新朋友，舉行很多聚會，這並不是要刻意提高知名度，

而是希望與眾樂樂。對於名利，我更看重友誼。我其實放棄過很多賺錢機

會，由選擇成為公務員開始，已經認定安穩生活比較適合自己。至於權

力，我更加不感興趣，最討厭就是那些弄權的管理階層。只要有足夠空間

做喜歡的事情，發揮影響力，感染身邊的人，對我來說已經是饒有意義。

無論在什麼崗位，只要目標正確，願意付出，堅持不懈，自然會得到大家

認同。之後帶來的榮譽，其實是意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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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報導娛樂新聞為主的英文報章《The Star》，在 1965 年首次舉辦

全港最受歡迎 DJ 選舉。讀者需要把報紙上的投票表格填好及剪下來寄回

報館。當年樂迷反應踴躍，競爭激烈。幸運地，我獲得冠軍，成為香港歷

史上第一位最受歡迎英語 DJ。開了先河，沒有讓我得意忘形，反而鞭策

自己一定要做得更好，以答謝樂迷的支持。

其後三次選舉，我均蟬聯榜首。根據刻在獎座上的紀錄，1965 年我

獲得 512 票；1966 年獲 1,494 票；1967 年因為暴動而停辦；1968 和

1969 年分別獲得 4,661 及 5,475 票。選舉結果反映收聽電台流行音樂的

人數增長迅速，這一點讓我十分欣慰。能夠獲得廣大聽眾的喜愛和擁戴，

我深感榮幸。這是對我過去十多年努力的肯定，證明我走對了方向。

最受歡迎 DJ

我於 60 年代連續四屆獲得《星報》舉辦的最受歡迎英語 DJ 殊榮



在眾多榮譽之中，獲得 MBE 勳銜（Member of the Most Excellent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的經歷最難忘，衷心感謝時任廣播處長張敏

儀提名我。1987 年，她剛上任不久，就推動了很多工作，很早便顯出其

行動迅速、辦事果斷的作風。提名要先交政府總部甄選，然後上呈英國政

府審批，再交到皇室辦事處。在 80 年代殖民地官僚架構下，一位播音員

能夠獲得這個級別的皇家勳銜，殊不容易，說明了我在這個領域作出的貢

獻，得到廣泛認同。

當局叮囑我要保密，不能向他人透露消息，港府將於一個月後才正

式公布授勳名單。不過，誰能忍得住呢？老實說，這樣天大的好消息，

那裏按捺得住心中喜悅，早早已在臉上洩漏「機密」了。最起碼瞞不過

家人的耳目；對其他人也是紙包不住火，只是大家都懂得遊戲規則，心

照不宣罷了。

一個月後，政府在午夜正式公布消息，翌日各大媒體大幅報道。同

事梁繼璋在清早八點，便致電把我從夢中喚醒，除了恭賀，當然要求我

做直播訪問。接下來一整天，都忙於應付不同新聞媒體。自授勳名單公

布後，感覺就是飄飄然，上一次感到如此驕傲，恐怕是 1965 年，獲選

為全港首位最受歡迎英語 DJ 了。祝賀信件自四面八方湧來，有相交多年

好友，也有些只是點頭之交，甚至毫不相識的聽眾，也來信恭賀。大夥

兒還嫌不夠熱鬧，認為需要大肆慶祝一番才夠意思，非要為我舉辦一個

盛大慶祝會不可！

其實港台早已著手準備了。當年 7 月在香格里拉酒店舉行了一個陣容

鼎盛的派對，幾乎所有香港音樂圈好友都賞面出席，讓我非常感動。為了

答謝大家的盛情，我特地為他們重操舊業，回饋好友們一場鼓樂盛宴，好

讓大家盡情跳舞玩樂！

英女皇與 M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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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勳慶祝會在尖東香格里拉酒店舉行，表演嘉賓都落力演出（1987 年）

為答謝大家賞面出席，我重拾鼓棒，表演助慶（1987 年）



然而，最精彩的情節當然在後頭，面見英女皇的一幕，真教我一生難

忘。授勳者可以選擇由港督頒授勳銜，或親赴英國白金漢宮接受冊封。我

揀選親自前往白金漢宮，期望可如願與女皇相會。相關儀式將由英女皇、

愛丁堡公爵、查理斯王子或是英國皇太后其中一位輪流主禮，詳情事前無

人得知。我從皇室所定的眾多日子中，揀選了容易記的 11 月 11 日，沒

料到如今竟是流行的「光棍節」，這可不是我能預見的巧合啊！

英國皇室對禮儀要求相當嚴格，他們不會跟英國地區以外的平民通

訊，因此要求我提供一個倫敦的通信地址。我第一個想到，便是麗的呼聲

舊同事 Tony Myatt。他在 70 年代離開香港，先後加入了 Capital Radio 和

BBC 電台，頗受英國聽眾歡迎。前往白金漢宮，旅費需要自理，幸運地

Tony 不但願意借出地址，還招待我住在他家，真是夠朋友。

為了配合禮儀要求，我到倫敦一家專門店，租了一整套禮服。包括深

灰色燕尾「踢死兔」、一頂高帽子、煲呔及一對白手套，三日租金只需 40

英鎊，確實物超所值。

每名受冊封人士可攜同兩名賓客進入白金漢宮，我邀請了 Tony 與他

太太 Marlini。他倆跟我同樣興奮，每當接到來自皇室的信件，便立即通知

我，包括收到一個很大的停車證。Tony 在自己電台節目中，透露將要往

白金漢宮去。聽眾以為他獲頒授勳銜，紛紛打電話到電台祝賀。這位 DJ

急急澄清，那是由香港來的好朋友兼舊同事 Uncle Ray 獲授勳章，他不過

是去觀禮而已。

11 月 11 日，Tony 駕車與我及 Marlini 一起前往白金漢宮。Marlini 坐

在他身旁，我則坐在後座，擋風玻璃貼了那張特大的停車證。殿前有很多

警衛在閘口檢查車輛，車子到了閘前，警衛示意 Tony 駛前把我放下，然

後把車停在另一面的等候區，直至典禮完畢。Tony 愕然地向警衛表示，

他是嘉賓而非司機，警衛趕緊道歉，並指向嘉賓停車處的一方，請他駛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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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裏。我扯高嗓門吩咐 Tony「司機」在入口處把我放下，回頭再來接我。

大家在車裏笑翻了肚皮。

一位皇室職員身穿紅色制服，站在門口迎接我們，然後將一個小鈎釘

在我的衣襟上，方便一會兒掛上勳章。我們被領進一個鋪了紅地氈的大

廳，大約一百五十多位來自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士已聚集，靜候那個令人激

動的時刻來臨。

儘管我們已經身處皇宮大廳，仍然無法得知當天負責主禮會是那一位

尊貴的皇室成員。直到一位身穿紅色官服的宮務大臣，手持一支兩人身高

的金色手杖，進場後向大家宣布：「各位先生女士請注意，當你覲見尊貴

的女皇⋯⋯」那一刻，我們才得知今天由女皇陛下頒授勳章！場內氣氛頓

時沸騰起來，每個人都露出興奮的神情。

宮務大臣繼續宣布：「以下是大家要做的事情：按指示列隊步入皇家

國賓大禮堂。進入禮堂後，再分為兩組單行隊伍，等待宣讀名字晉見女皇

陛下。大家必須謹記，在女皇面前不可說片言隻語，除非女皇先跟你說話，

你才可以回話。」

大禮堂內響起由軍樂隊輕奏著的華爾茲舞曲，場面莊嚴又氣派。輪到

我了，我緩緩走到女皇陛下面前。

她踏下一級，輕聲問我：「你因何來到這裏？」

我回答：「我在香港電台擔任唱片騎師，陛下。」

她一邊替我掛上勳章，一邊接著說：「我剛好兩個月前到過香港，那

是一個很可愛的地方。」

她向我微笑：「做得很好，恭喜你！」

我向她鞠躬，向後退三步，右轉，走出大禮堂。



Tony Myatt和我於授勳儀式後在白金漢宮的方庭合照(1987年)

整個過程沒有握過手，除了掛上勳章那一刻，英女皇和我始終保持一

定距離。在挨近禮堂出口位置，一位男職員遞給我一個絨製盒子，用以收

納那枚勳章。這個儀式雖然簡短，卻令人永誌心中。英女皇伊利沙白二世

形象親善優雅，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君主，能夠由她親自頒授勳章，我感到

萬分榮幸。大家可記得我兒時的鄰居？ Wilkinson 家二女兒 Norma，也是我

的暗戀對象。她長得跟英女皇很相像，這可以解釋為何英女皇對我有一種

特殊吸引力。

最令人扼腕，授勳現場不准拍照，也不設大會攝影師，整項儀式沒

有一張相片可以留念，大家唯有抓緊機會在禮堂外，白金漢宮內的方庭

（Quadrangle）多拍幾張照片留念。儀式中不能拍照實在不合理，不知道

這個規矩現在有否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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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回歸後，一切如常，我還是每天到電台上班，與聽眾分享我喜愛

的歌曲。2008 年初，收到港府寄來一封信，通知要頒授銅紫荊星章給我。

跟頒發 MBE 一樣，事前也要求保密；不一樣的是，不能選擇在北京還是

香港授勳，畢竟這只是香港地區的嘉許活動。意想不到是回歸之後，一

個只播放英文歌的 DJ，仍然受到港府表彰。

是次授勳儀式在禮賓府舉行，規矩當然沒有白金漢宮那次嚴格，但

多了一份親切。在接過時任特首曾蔭權先生頒授的星章後，我們還可以

在官邸花園跟特首伉儷拍照，氣氛溫馨熱鬧。能夠獲得不同時代的政府

嘉許，得以肯定自己在這個行業有所貢獻，夫復何求？

1997 年，香港電台 70 周年紀念，我與播音皇帝鍾偉明一起獲港台

頒發一項「終身成就獎」，實在與有榮焉。這年剛好香港回歸，鍾偉明

是中文台台柱，我應該就是英文台代表吧。在這歷史性的一年，中、英

銅紫荊星章和終身成就獎

時任特首曾蔭權伉儷和我，於授勳儀式後在禮賓府花園合照留念 (2008 年 )



播音皇帝鍾偉明大哥與我於半島洒店從 Paul Anka 手中，接到香港電台頒發的終生成就獎

後合照 (1997 年 )

文台各有一個象徵性人物獲得嘉許，港台的悉心安排可以說是別具意義。

這個頒獎禮令我喜出望外，因為負責頒獎的嘉賓，正是我最喜愛的其中

一位偶像 Paul Anka。

鍾偉明比我年輕，卻比我早兩年入行，他的播音技巧傲視同儕。加

入香港電台前，我倆曾在麗的呼聲共事。咪前鍾大哥口沫橫飛，滔滔不絕；

咪後他舉止斯文，且為人低調。因此，當頒獎禮完畢後，記者們只能找

到我做訪問，所有鏡頭焦點都向著我，讓我頗為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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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曾經擁有很多世界紀錄，蓋得最高的酒店、最巨額的馬會三重

彩派彩、人口最密集的地區和人均擁有手機最多等等。有些紀錄或者已

經過時，有些紀錄不斷被人刷新，但我在 20 年前創造的世界紀錄，至今

只有我能夠不斷地改寫。

在 2000 年，我獲得健力士世界紀錄確認為「全世界持續主持電台

節目最長久的 DJ」（The World's Most Durable Radio DJ），即無間斷擔

任 DJ 最長時間。這個紀錄由 1949 年加入麗的呼聲開始算起，總共 51

年。之後我仍繼續在電台主持節目，迄今（截至 2021 年）已有 72 年了！

這是一個令我非常驕傲的紀錄。不過，向健力士申報這個紀錄的過程其

實有點阻滯。首先，需要提交在麗的呼聲開始主持節目的日期證明，這

點實在有難度。英國麗的呼聲總公司已經賣盤給另一間公司，而我在麗

的呼聲的所有上司，均已過世，要從這幾個渠道取得證明已不可行。幸

而找到了當年那位行政秘書 Mrs. Leonora Horne，她仍然在世，並願意

為我開具證明。

此外，還需要找回當初在麗的呼聲及港台所主持的節目紀錄，作為

時間證明，以確認我主持的節目是從沒間斷過。當資料都準備好了，厚

甸甸一疊文件送交港台辦公室後，卻一直石沉大海，久久沒有回音。過

了一段時間，負責此事的高層請了一個月大假回蘇格蘭探親，改由 Jagit 

Dillon 署任他的職位，事情才告水落石出。

我向 Dillon 查詢申請健力士紀錄一事之進展，他找那位高層的秘書跟

進，才發現全部文件竟然原封不動放在辦公枱上。Dillon 著我不用擔憂，

並立即替我辦理，經過一輪繁複的手續，健力士終於通過申請，正式通

知港台和我有關結果。待那位高層放假回來後，發現申請文件被 Dillon 取

去辦理，大為光火，把他教訓了一頓。其實 Dillon 沒有錯，他當時署任這

個崗位，當然有責任去處理已被積壓的工作，失職的人理應感謝他才對。

健力士世界紀錄



我也不想去探究是無心之失還是從中作梗，反正這個世界紀錄已被有公

信力的機構認證過了。

港台在 2000 年千禧新歲酒會上，舉行了一個頒授儀式，由時任資

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鄺其志先生頒發健力士世界紀錄證書給我。當我從

鄺局長手中接過獎狀時，他輕聲說 :「我是你忠實擁躉呢！」我報以感謝

的微笑。

在酒會上，那位高層又做出令人莫名其妙的事。他不斷跟場內嘉賓耳

語，指在港台共事的 Alistair Cooke 比我在這一行做得更久，這個紀錄應

該屬於他。還說我在麗的呼聲起步時，只不過是一名播音稿撰寫員，不是

真正的 DJ ！我奇怪他作為一個高級行政人員，是否應該查證清楚後才下

判斷呢 ?! 先不說 Alistair Cooke 在入行之初，只是每周主持 15 分鐘清談

節目，不能視作 DJ；我雖然以撰稿員身份入行，但只寫了兩個月稿，便

開始主持第一個節目《Progressive Jazz》。事實上，我和 Alistair Cooke

份屬不同範疇，根本無從比較。

直到今天，我每天仍在刷新世界紀錄。我想：如今那個人應該無話

可說了！他的言論，令我感到被冒犯。如果可以，我情願把這件事從記

憶中抹掉，也不想在自傳中提及他。

如果有人能夠從事一個行業超過 70 載，首先他要長壽，其次是這工

作能養活他；餘下的，有很多人會像我一樣，就是熱愛這份工作。對於

DJ 來說，還要得到聽眾長久支持。假若節目不受歡迎，想賴著不走是不

可能的。可以說，人生路上所遇到的人，包括媽媽和家人、同事和上司、

好友和同業，與及所有喜愛 Uncle Ray 的聽眾，都有份跟我一起創造這

個世界紀錄。感謝你們一路陪伴和支持，讓我們繼續一起不斷刷新這個

紀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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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甥孫女 Deanne 與我一起分享成為世界紀錄保持者的喜悅

時任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鄺其志先生頒發健力士世界紀錄證書給我（2000 年）



戰爭從來都是殘酷的。二

姐夫 John Minhinnett 在二戰

時因保衛香港而犧牲，當年

16 歲的我，亦因為日本侵華

而被迫輟學，距離高中畢業尚

欠半年，是人生中一個遺憾。

直到 2012 年，香港演藝學院

為我頒授榮譽院士名銜，這個

遺憾終能獲得填補。我曾向學

院查詢誰是提名人，學院告知遴選過程是保密的，詳情不能向外公布。

數月後於我 88 歲生日會上，我其中一位誼子，人稱民歌王子的區瑞強

（Albert Au），不經意透露是他機緣巧合之下，向學院提名委員會其中一

名成員推薦了我。

Albert 與我結緣於上世紀 70 年代。當時他正以熟練的指法，於尖沙

咀通利琴行內鏗鏘地撥奏著結他。那陣陣清脆、動人的佛蘭明高結他聲，

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不久之後，我們再度相遇。吳錫輝（當年港台中文台

台長）、鄭東漢與我到 Captain's Table 用膳，當晚 Albert 正在演唱。憑其

對音樂的熱誠及認知，Albert 先後與香港電台及寶麗多唱片公司簽署 DJ 

跟歌手合約。出道時，Albert 同樣主唱英文歌，1977 年推出第一張大碟 

《This Is Albert Au 》，我還特意為他的主打歌 《When A Child Is Born》 

灌錄獨白。自此，我看到了他的成長，逐漸在歌壇和播音界熬出頭來。

從 1999 年起，逢星期日晚上 9 時至 12 時，Albert 都會在香港電台第

二台，以靚聲、好歌與聽眾共聚。每年 12 月，他必定廣邀好友於節目中為

我慶生。我相信，假以時日 Albert 很有可能成為「全世界最持久的電台現

場 DJ 歌手」。

榮譽院士與區瑞強

獲頒授榮譽院士一刻心情興奮（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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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 88 歲的生日慈善晚宴上，Albert 不經意透露是他向演藝學

院的遴選委員推薦我（2012 年）

時任政務司司長林瑞麟向我頒授榮譽院士



近年聽眾、歌迷與歌星朋友們，都非常賞臉地稱呼我為樂壇教父，這

個稱號最先是源自 79 年初英文報章的一篇報導；至於流行起來便要追溯

到我跟方逸華（Mona）的一次合作。

2004 年，我誼子兼助手 Andy 出任董事暨總經理的電訊公司成立滿

一周年，我為他公司的一百萬元信用卡簽帳大抽獎活動擔任代言人。一輪

電視及平面廣告見諸各大媒體，當然包括 TVB。不久我便接到 Mona 的

電話，她說：「Ray，你拍廣告了！不如你也來幫我拍攝一個特輯好嗎？」

因為與 Mona 相知相交多年，雖然沒有主持過中文電視節目，但我還是答

應了她。Mona 指派了當時 TVB 總經理陳志雲負責傾談細節，最後我拍

下了《樂壇教父 Uncle Ray》這個節目，在翡翠台周六晚播出。樂壇教父

的稱號就是從這個節目開始不脛而走。

節目完成後，我與 Mona 相約到文華酒店共晉晚餐。難得在半世紀以

後，我們還有機會一起合作，雖然不再是同台演出，也不再是青春年華，

但眼前人仍是舊時模樣⋯⋯

夜幕下的中環，已褪去日間繁華喧鬧的外衣，我倆隨意在街頭漫步，

無人打擾，享受這難得寧靜時刻，笑談舊日往事，重溫美好回憶。眼前彷

彿又見到她芳華正茂，臉上掛著甜美笑容，跟我一起沉醉在輕歌妙韻之中。

認識 Mona 的時候，她已略具名氣，每場表演的酬勞相當可觀。我時

常到夜總會欣賞她的演出，她亦經常在我的節目《Rumpus Time》中亮相。

她擅長唱英文歌，在眾多以演唱國語時代曲為主的華人歌手當中，顯得相

當突出。她的英文腔調純正，發音標準，加上那獨特磁性卻不失嘹亮的嗓

音，讓她擁有「香港 Patti Page」的美譽。

50 年代的香港，華人與外籍人士交往並不普遍。Mona 經常跟我們

一班「西洋仔」獃在一起，除了因為大家都熱愛音樂之外，她很有上進

樂壇教父與 M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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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希望改善發音，把英文歌唱得更好。我們常在淺水灣灘頭的一角，跟

我的樂隊一起自由自在地練歌和綵排。那時候，我有一隊以葡國人為主的

樂隊── Ray Cordeiro and The Telstars，閒來無事，一群年輕人就這樣

常常聚在一起自彈自唱，樂趣無窮。我倆偶爾會一起漫步沙灘，享受海風

吹拂。我喜歡在落日晚霞中吹奏口琴，她有時會跟著節拍哼兩句，無拘無

束，樂在其中。我們喜歡彼此相伴，心意相通，滿腦子都是音樂音樂音樂。

轉眼已經過了大半個世紀，這些時光真讓人念念不忘！

那段時間我們經常見面，關係密切。在 50 年代，Mona 出埠登台，

她都會把自己那輛粉紅色福特開蓬車交給我，讓我隨便使用。這輛車的車

牌很特出，是無字頭 30，相當好意頭。當時她住在彌敦道，曾經邀請我

到她家作客。她的家裝修得很有品味，小巧精緻，與她的氣質極為匹配。

Mona 與我在工作上也有很多合作，經常同台演出。有一次，我們獲

邀在油麻地汽車渡輪表演。當日賓客眾多，Mona 穿上白襯衣、窄長裙，

斯文大方。她為賓客高歌，我在旁拿著小鼓，時而為她伴奏，時而開聲和

唱。此情此景，教人回味。還有一次，我們應邀出席在澳門舉行的音樂節

慈善演出，我與 Telstars 幫她伴奏。Mona 唱了四首英文歌，俘虜了現場

所有觀眾，「安哥」之聲久久不絕。最後，她多唱一首《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才結束表演。她的歌聲受到激賞，當年的報章曾廣泛

報導，好評如潮。

Mona 擁有動人聲線，才華洋溢，逐漸成為名氣響噹噹的歌星。她的

生活本該與音樂相伴才對。況且早在年輕時，她已擁有足夠的財富，根本

毋需為金錢奔波勞碌，但她懷有遠大抱負，敢於追逐夢想，選擇走往另一

個方向。

Mona 跟我感情要好，但彼此之間好像一組平行線，無論拉得多近，

或者走得多遠，中間總是有點距離。雖然對她放棄歌唱事業，浪費了天賦

跟才華，令人覺得有點可惜，但 Mona 在自己選擇的新領域中，努力不懈，

終於綻放了另一面的光芒。Mona 加盟邵氏以後的發展，是眾所周知的。

我倆的感情，從此昇華至另一個層次。我由衷地祝福她。



有一次，我和一班朋友到文華酒店聽一位歌星演唱，在大廳另一角落，

看見 Mona 跟邵爵士靜靜地坐著，這與她年輕時喜歡社交和熱鬧的作風似

乎已經完全不同。後來，我到訪過 Mona 在清水灣的大宅和邵氏的辦公室，

我、Telstars 和 Mona 於澳門清平戲院的慈善演出 (1965 年 )

資料來源：《Hong Kong Music Maker》

Telstars、我和 Mona 於 1957 年，在油麻地渡海小輪的公開表演

222

樂壇教父 Uncle Ray



第十一章丨榮譽與紀錄

223

那裏有一間音響設備齊全的宴會廳，可以隨時開派對。足見 Mona 應該仍

是愛熱鬧愛音樂的。喜愛音樂的人，總想與人同樂。

我們一直維持好友關係，無論她有多忙，都會抽空親臨我的生日派對，

跟我說一聲生日快樂。她對我的心意，讓人感到温暖。每次到賀，她都以

名筆作為生日禮物，但每次也會說：我只能待一會兒，還要趕回家跟邵爵

士吃晚飯。他倆恩愛之情，溢於言表。

2012 年，香港電台在尖沙咀洲際酒店為我舉辦 88 歲生日派對，

Mona 跟以往一樣到賀。當她走進酒店大堂時，我正在二樓接待處忙著招

呼賓客，我們中間隔了一道長長的弧形雲石樓梯。她等候我下去接她，但

我走了幾步便停下來了。她奇怪問道：「你怎麼不下來？」我喘著氣回應：

「我走不動了，這條樓梯太長，太嚇人啦！」我們相視大笑，一切盡在不

言中。最後由好友 Benny Wong 陪伴她到二樓來。

Mona 在 2017 年 11 月 22 日離世，我萬分不捨。昔日與她在沙灘唱

歌漫步、逛街、看電影、進餐、談天說地，還有一起登台表演的情景，如

今只能成為追憶。愛與被愛都是一種幸福，感謝 Mona 一直對我的愛護與

支持，彼此能夠成為知己，此生無憾矣！

作為 DJ，許多朋友都會打電話到我的節目點唱，Mona 卻鮮有這樣做。

唯一的一次，是她一邊開車，一邊跟正在做節目直播的我通話。當時她點

唱了 Vic Damone 的《Eternally》：

「I will be loving you eternally

There'll be no one new, my dear, for me

Though the sky should fall

Remember I shall always be

Forever true and loving you

Eternally」



方逸華（中間位置）和我（左二）擔任歌唱比賽評判。對於發掘音樂人材，我們都不遺餘

力（1978 年）

Mona 和我於 60 年代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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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a 親臨香格里拉酒店恭賀我獲得 MBE 殊榮 (1987 年 )

我的 88 歲慈善生日派對於香港洲際酒店舉行，Mona 賞面出席（2012 年）



Uncle Ray， Uncle Ray，您的聲音，您的音樂，將永遠照亮我們的前路！
我們會永遠為您掛著歡樂的笑容！

李龍基

Uncle Ray 是香港人最喜愛和尊敬的電台偶像，具標誌性的人物。他每晚
均以柔和及充滿愛的聲音伴隨著他所播放的音樂，讓人沉醉於甜美的回憶
之中。

蔡和平



第十二章丨節目必須繼續

227

第十二章

節目必須繼續



多年來，常被記者問到何時退休。我的答案總是「永不言退」！上帝許

可，做到 101 歲，又有何不可？「開咪」是我生命的最大動力，知道有聽眾

在等候我的節目，我必須回到直播室，跟大家說：「Hi there! This is Ray 

Cordeiro!」

做節目總能帶給我一股神奇力量，儘管進入直播室前，感到渾身不適，

只要一開咪，立即生龍活虎。別人是藥到病除，我則是「咪開病除」。每

天帶著愉快的心情上班，與樂迷透過音樂在空氣中互動，已經成為我生命

的一部分。長久以來，大家建立了深厚感情，他們之中，有許多是由學生

時代開始收聽我的節目。我們之間彷彿有一個承諾，在約定的時間，你必

定可以聽到我的聲音。

退休從來不是我人生裏的選項，竟然因為一個人的隨意決定，令我選擇了

在 55 歲之年「退休」。那是 1979 年，按照政府當時對公務員退休的規定，

我去辦理退休並申請延期，一般每次可獲延期兩年。我以為只是例行公事，幾

乎所有同事均可兩年又兩年的延續下去。想想當年港台阿嫲 Aileen Woods，

到了 73 歲才退休的。我從沒想過自已申請延期會發生變故⋯⋯

當時負責審批的主管，是從英國 BBC 電台借調過來的其中一位助理處

長。為延期退休而接受身體檢查時，替我驗身的醫生剛好是我的聽眾。他

一邊低頭查閱文件，一邊好奇問道：「為什麼只延長一年，不是慣常的兩

年嗎？」這番話令我摸不著頭腦，不是說好延期兩年嗎？原來那位助理處

長只批准我延期退休一年。當我得悉真相後，簡直火冒三丈！這是什麼道

理？那種不被尊重的感覺，令我既難受又氣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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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樣一個在港台服務了 20 年、克盡己職的員工，前途居然掌握在

一個空降的外國人手上？他不過是臨時借調到此。我決定還以顏色，懷著

滿腔怒火，帶著延期退休申請書衝進他的辦公室，對他吼道：「我要撤回

延期退休的申請，離開港台！」這時他才曉得事態嚴重，要求我不要離開。

我沒有理會，轉身離去。第二天，英文台新聞部主管 Warren Rooke 作出

建議，希望我繼續留在港台，以自由身或公務員身份為港台工作，有關節

目由我全盤作主。為表達對那些殖民時代英國官員的不滿，我決定以自由

工作者身份留在港台，為公務員生涯劃上句號。當然，對外我還是顧全大

局，對記者說退休是為了避免當公務員的繁文縟節。每次回想這次遭遇，

總教人無可奈何！

這次「榮休」只是象徵性的，大家也知道我從來沒有離開港台，沒有

停止開咪，本來無需小題大做，但好友與業界的一項舉動，卻讓我受寵若

驚。1980 年 7 月 19 日，英國太陽報《The Sun》出版了一份共 16 頁的 

Ray Cordeiro 特輯，由各方好友共同為我的「榮休」送上祝福。包括無綫

與麗的電視、寶麗金及 EMI 唱片、嘉禾電影、天龍音響和其他業界好友。

除此以外，在同年 8 月 30 日，港台在浸會書院 ( 現為浸會大學 ) 的

禮堂舉行了一個「60 年代音樂會」，既祝賀我的「榮休」，同時向 60 年

代的樂壇致敬。晚會的尾聲，歌神許冠傑代表港台向我頒贈紀念品，是一

座巨型留聲機模型。

出席音樂會的嘉賓均來頭不小，除了許冠傑外，還有關正傑、Joe 

Junior、Teddy Robin、陳欣健、何國禧等等。大會司儀是陳任，還有當時

得令的DJ區瑞強和鄧靄霖等助陣。當晚大家唱盡60年代的經典英文金曲，

牽動現場氣氛，觀眾反應熱烈。畢竟樂壇那段黃金歲月，讓人煞是懷念。

在這個充滿競爭的娛樂圈裏，能夠獲得同業的尊重和認可，實屬難能

可貴。對於大家的厚愛，除了感動就是感謝。



英國《太陽報》於 1980 年 7 月 19 日出版 16 頁的特輯賀我榮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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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麗金和群星的賀稿佔了一整頁（資料來源：英國《太陽報》）



當年各大傳媒機構、唱片公司和電影公司都有送上祝福。這裏節錄部分與大家分享

（資料來源：英國《太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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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冠傑代表大會向我送上一座巨型留聲機模型以作留念（1980 年）

關正傑和何國禧於《60 年代音樂會》上再次以民歌組合 The Swinging Minstrels 於舞台

上演出（1980 年）



離開公務員隊伍之後，我繼續在港台主持《All The Way With Ray》。

對聽眾而言，不會感到有何分別。不過，當節目由 AM 播放，轉為 AM 與

FM 聯播，再由聯播重歸 AM 直播。這些轉變，對聽眾的影響可大了。

這裏先談一下香港廣播頻道的發展變化。電台廣播最早使用 AM（調

幅）廣播，直到 60 年代開始引入超短波調頻（VHF/FM），到 1976 年進

一步以短波調頻立體聲廣播，即我們慣常聽到的 FM。全港共有七條 FM 

頻道，香港電台獲分配當中三條，另外兩間商營電台各獲得兩條。當初港

台分配 FM 頻道的時候，一條也沒有留給英文台，倒是播放古典音樂的第

四台獲分一條，第三台一直只能以 AM 廣播。眾所周知，AM 的音質無法

跟 FM 媲美。

《All The Way With Ray》一直是港台第三台的晚間節目，當中文台

的聽眾已在享受 FM 立體聲的良好音質時，第三台的聽眾只能無奈接受音

質較差的 AM 廣播。全靠一個誤會，才讓我於有生之年在立體聲廣播中佔

一席位。

那是 1990 年，港府開放電台頻道，發放第三個廣播牌照予新城電台。

翌年七月，新城電台正式開播。不知道那裏傳出的消息，指新城電台有意

從港台挖角，請我去主持英文歌曲節目。張敏儀聽到傳言後，非常緊張，

隨即召我到她的辦公室商談。我確實不知道傳言來自何處，唯有向她保證，

自己沒有半點離開港台的念頭。不過，她依然放心不下，於是下了兩道命

令，改善了我的待遇。

首先，她讓第三台與第四台，在每晚午夜 12 時至清晨 2 時聯播，這

樣《All The Way With Ray》的聽眾，便可以享受節目下半部兩小時的 FM

廣播，前段 10 時至 12 時則仍然是 AM。雖然只有一半時間，但總算有

進步。我得感謝敏儀的安排，聯播這一招真是精妙，一舉兩得。此外，她

AM 和 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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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的薪酬翻倍。自 1980 年轉為自由身後，收取的報酬好像「十年如一

日」，從沒增加。自由身並非公務員，薪水並不會跟隨通脹調整。雖然我

沒有計較，原來也有人關心。待遇不是我留在港台的原因，但獲得調整反

映了工作得到認可，心中自然感到欣慰。

當年敏儀甫出任處長即主動提名我受勳 MBE，然後讓港台安排慶祝

活動，甚至為我舉辦盛大的 70 歲生辰派對。記者問敏儀為何那麼支持 

Uncle Ray，她這樣回答：「因為我們同樣真心為這個行業好，又是同樣

對工作緊張和認真的人。」對於敏儀的賞識和愛護，我一直心存感激。

港台高層在數年前，取消了三台跟四台的聯播安排，改為播放 BBC 

新聞，讓我和聽眾同感無奈。《All The Way With Ray》全部回復到 AM 的

波段去。我的節目在 FM 中消失了，有些 FM 聽眾還以為我的節目被取消

了，甚至傳言我已經退休不幹，這個負面影響真不小。為什麼我對節目在 

FM 還是 AM 頻道廣播那麼在意？除了前者音質較佳之外，還因為很多收

音機已經不設接收 AM 頻道的功能，單靠 AM 頻道，難以吸納新聽眾。

幸好這個隔閡在互聯網時代被打破了。科技進步的速度真的令人讚嘆！回

想我的童年，看的是黑白無聲電影，家裏沒有電話；在我 50 歲的時候，

還沒有見過一台電腦呢！

今時今日，人們手上的電話主要功能已不只用來通話，更是一部萬能

機器，除了不能把它吃進肚子外，好像什麼事情都可以用它來解決。現代

人「上網」已經可以收聽電台節目了，無需理會是 FM 或 AM，在互聯網

上可以隨時隨地收聽任何節目。我的聽眾遍布世界各地，特別是那些早年

移民英美澳加的聽眾，終於可以在網上重逢。

當年很多聽眾因為要移民，特地把我的節目錄下來，帶到海外以便隨

時重溫。這些情懷只能留在那個時代了。如今，思念和牽掛這些情感，都



有科技幫你填補，不就是按幾個鍵，彈指間便能解決問題了嗎？小情侶這

一刻分開了，下一刻彼此就在手機屏幕上見面說笑，已不知思念為何物了。

你說科技是好還是壞？我只知道，任何潮流的演化，都不會因個人意

志而逆轉。如今流行饒舌歌曲，誰也無法讓大樂隊這種音樂再次流行起來。

我們只能向前走，擁抱潮流。我得承認科技帶來進步，讓我更暢快地主持

節目。因為再沒有地域和時空的限制，凡喜愛我節目的人，無論在何時何

地都能毫無阻隔地收聽，甚至跟我直接聯絡，把他們喜愛的音樂告訴我，

分享心事，細說近況。這在數十年前，是無法想像的。

當我知道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聽眾時，真的非常開心。有一次，我收

到一通從蘇格蘭打來的長途電話，吃了一驚。原來這位聽眾曾在赤柱軍營

當兵，在港服役時經常收聽我的節目，回到老家後，仍沒間斷。有位美國

聽眾則告訴我，他每天出門的時候，剛好是我節目播出的時間，在上班路

上正好有我的音樂相伴。最近我又知道倫敦多了新的聽眾。一些早年努力

謀生，移居英國多年的港人，如今享受悠閒退休生活，喜歡下午茶時段在

網上準時收聽我的節目。他們像發現新大陸似的雀躍，並在華人圈中分享

在我節目內聽到的好歌。我的擁躉說：「Uncle Ray 的節目曾陪伴我一起

成長，想不到如今還可以跟我們作伴！」

許多聽眾經常感歎：「Uncle Ray，現在只有你懂得播我們那個年代的

歌曲。」我想，一來有我這把年紀與資歷的 DJ，世上所剩無幾；二來廣

播行業愈見式微，願意播放舊歌的節目更是少之又少。還記得我的英國老

友 Tony Myatt 吧，原本一直主持經典金曲節目，但他就職的電台營運欠

佳，最後被賣盤，新老闆要求改播流行曲。Tony Myatt 選擇回家弄孫為

樂，頤養天年。

今天聽眾仍可以在電台聽到我的聲音，其實並非必然，我們彼此都要

好好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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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強調，身體健康的人，是毋須退休的。不過，我雖然有咪開病

除這項「特異功能」，也非百毒不侵。能夠活到這把年紀，不斷刷新世界

紀錄，我要感謝天主的恩典和母親的庇佑。踏入暮年，身體總會有點毛病，

但距離死亡最接近的一次是在 2010 年，我需要進行心瓣置換手術。

在 2010 年初，我時常感到暈眩且容易乏力，經過詳細檢查，好友何

教忠醫生告訴我，我的主動脈瓣出現狀況，需要更換人工二尖瓣。那年我

已經 85 歲，這把年紀還要做大型開胸手術，實屬危險。何醫生特意為我

找來香港大學醫學院鄭力翔教授主理手術。

同年六月，我的誼子兼助手 Andy Chow 與何醫生一起陪我到瑪麗醫

院會見鄭教授。會面結束後，何醫生跟我說，雖然手術有風險，但他對鄭

教授很有信心，安慰我不必擔憂。手術預約在兩星期後的早上 10 時進行，

鄭教授提議我於手術前一晚入院準備。當晚我根本不能入睡，雙眼仰望天

花板，腦海裏回憶著一幕幕陳年往事，心裏則顧慮明天的手術。Andy 在

清晨五點便來到床前，他盡力安撫我，告訴我這個手術風險不大，還哄我

只要兩個星期便可以出院回家。

事實是我們太過無知，並不了解這個手術的風險有多大。據 Andy 憶

述，當手術完畢，鄭教授出來講述情況時，指我的心臟仍未跳動，肺亦未

能自行呼吸，需要機器輔助，要待我自己清醒過來。Andy 聽完後，根本

不能分辨這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令他心焦如焚，好不容易才等到我清

醒。Andy 指我醒後的狀況差極了，迷迷糊糊認不得人，讓他十分擔心。

何醫生晚上來看我時解釋，那是麻醉藥的副作用，接受開胸手術後的病人

情況都是這樣。何醫生每晚完成工作後，都會專程過來探望及觀察我的進

展，我非常感謝他。

讓心繼續跳



在我的人生樂章之中，最少出現的是「休止符」。每天都有我想做的

事情，想聽的音樂或想見的朋友，那有停下來的理由？無奈這次遇上「技

術故障」，不得不停下來請人修理一下。我在深切治療部住了兩星期，康

復情況大有進步，可以轉回私家病房。我前後共留院一個多月，這段時間，

感覺就像從鬼門關走了一回。幸好這次遇上醫術高明的鄭教授與何醫生，

憑藉他們妙手回春，自己才得以保住性命。另外，還要感謝李麗芬醫生為

我植入心臟起搏器，以及瑪麗醫院一群白衣天使的悉心照料。

休養了兩個月後，終於重回直播室，但我遵從何醫生囑咐，避免過分

勞累，把原本四小時的節目縮減為三小時。我非常感恩，因為每天仍有三

小時可以陪伴聽眾，一同享受美妙的音樂。假若這次手術失敗，推出來的

不是一個活人，那就連一分鐘的節目也做不了。

我還要衷心感謝楊秀山醫生，他是知名的婦產科醫生，每當我感到不

適，都會先諮詢他的意見。我能夠在如此高齡仍可每天做直播節目，並且

腦筋清晰、口齒伶俐，除了依靠音樂滋養外，身旁還有這位仁心仁術的楊

醫生悉心照顧。他跟我同是貓王的歌迷，並擔任貓王歌迷會副會長多年，

想必是貓王的歌，讓我們都活力充沛吧！還有容量東醫生、李偉醫生與梁

智鴻醫生，我是否能活到一百歲，全賴你們這些仁醫好友了。

在 2019 年，伊利沙伯醫院的符朝麗醫生為我更換了心臟起搏器，

希望新的起搏器可以為我帶來下一個十年的壽命。再次感謝所有照料過

我的醫護人員，我從心底裏感激你們。無論如何，我希望能夠保持健康，

因為我知道聽眾正在等我。

The Show Must Go 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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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醫生好友。左起：李偉、楊秀山、梁智鴻、何教忠和容量東（2019 年）



感謝多年以來 《 All The Way With Ray 》 節目裏那些精彩和美妙的音樂。
在近年的動盪日子，令我對舊年代的事物懷念起來，心裏感恩您仍然能夠
做您所喜愛的事情，並繼續跟我們分享您對音樂的熱愛，這一切讓世界變
得更美好。

葉麗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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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永不落幕的
音樂盛會



張敏儀曾經這樣形容我：「Uncle Ray 是香港的歷史文物，是珍貴回憶

的一部分；如果選一百項代表香港的事物，Uncle Ray 必定是其中一項。」

在廣播行業 90 多年的歷史當中，有我長達超過 70 年的同行足跡。

那些音樂、那些人那些事，既是我的往昔，也是香港的故事。我想把這些

回憶好好存留給後人，就如一首百聽不厭的金曲，可以流傳於世。

日後，或者有追夢的人看到，會因而得到啟發與鼓勵，勇往直前。就

像從前那個在廚房敲打鐵鍋，夢想成為鼓手的小伙子一樣，義無反顧地追

尋他的音樂夢，結果成就了今天的我。又或者有生活不如意的人，讀過我

的故事，能够放開懷抱，迎難而上。就像我的播音生涯也不是一帆風順，

偶然也會遇到激流暗湧。好與壞總是並存，只要堅守一顆赤子之心，忠於

自己，不要輕易放棄、被人影響；懂得反省，別要過分偏執，總有機會找

得到成功之門。人生嚐過苦難，更懂珍惜幸福。在挫折與成功之間，無論

途中遇到甚麼樣的人、甚麼樣的事，我總是以微笑應對，心無旁鶩，專注

於自己的事業和理想，自然事半功倍。

早於 2002 年，我開始整理思緒，挑選題材，著手記下這些珍貴的片

段，並期望能以一個認真及體面的方式發表。由於生活依然忙碌，寫了萬

多二萬字的英語精華版便停了下來，手稿束之高閣，不知不覺間十多年

了。在 2016 年，傳媒人陶傑致電給我，希望為我拍攝紀錄片。我們相約

在九龍木球會磋商，經慎重考慮後，我拒絕了他。當時第一個想到，就是

由「娘家」香港電台替我達成這個心願吧。我們已有一甲子的情誼，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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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家公營電台，為我製作傳記更為合適。我向當時已退休的助理廣播處

長張文新提出自己的想法，他答應幫我聯絡。

數月後，港台節目部接觸我，要為我拍攝一輯個人紀錄片，這個等待

已久的好消息讓我欣喜萬分。在拍攝及製作期間，我傾盡全力配合，不僅

花了很多時間與精神，還為攝製隊提供大量資料並安排受訪人物，滿心盼

望成功製作一套詳盡而深入的個人紀錄片。

拍攝完畢後，導演沒有向我徵詢任何意見，亦沒有讓我看相關紀錄片

的拷貝。經 Andy 向導演查問後獲悉，港台高層決定將影片合併為《我的

廣播人》系列之一，作為香港廣播 90 周年特備節目，需按監製指引修改

影片。節目播出前三天，導演終於讓我看到《Uncle Ray 的時光機》的最

後版本。充滿期待的一天，竟變成我在港台工作 58 年以來，最難受的日

子！眼前這部影片，跟我的期望落差太大，這不是我的紀錄片。

編導水平不想評論了！不知道是否因為影片做過修改，加插了很多不

相干的內容及人物訪問。最後一幕更是慘不忍睹，那手持拐杖的背影，步

履蹣跚地走進直播室⋯⋯ 我的紀錄片，竟然以這個垂死老態作結局！我

可是全城「最年長的後生仔」！我非常氣惱，當下就想缺席記者會。只是

為了顧全大局，才勉強出席。我戴上一副太陽眼鏡，以免被精明的記者看

見自己快要冒火的眼睛！

我滿心期望港台能夠製作一輯有水準的紀錄片，把一位廣播界老行尊

的一生，以及他與港台同行的那段歷史，詳實而優雅地呈現出來。這樣的

要求過分嗎？到最後，只能責怪自己過於信任那位導演，他何不把影片內

容改頭換面之前，直接告訴我影片已不再是我的紀錄片呢？感覺連最基本

的尊重都欠奉！直至心情平復以後，思量事已至此，何不積極一點，設法

用其他方式完成心願？大家眼前的這本自傳，就是在如此背景下完成的。

我要感謝 Andy，全靠他，我的中、英文版自傳方能順利出版。



除了自傳，我還希望透過展覽形式，把一些有趣的珍藏公諸同好。幸

運的是，這個機會剛好於 2017 年出現。香港歷史博物館計劃更新常設展

覽的內容，包括新增多元族群的專題系列，並以葡裔社群作為首輪題材。

博物館負責特別職務的陳成漢館長邀請我借出展品，他表示新的常設展覽

將加入我的故事，以呈現土生葡裔在社群建設方面的事蹟。

在借給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展品中，最珍貴的是披頭四樂隊在 1964 年

來港演唱，特別再為我簽名的第二本《Fabulous Magazine》。此外，那些

跟本地及海外歌星們的友誼見證，也會向大眾展出：包括 Quincy Jones 

的 簽 名 黑 膠 唱 片， 內 附 親 筆 字 句「To my brother, Ray!」； 由 Teddy 

Robin 為我繪製的肖像畫；Tony Bennett 的簽名海報和 Joe Junior and 

The Side Effects 的簽名唱碟；還有讓我感到自豪的健力士世界紀錄證書，

以及四屆最受歡迎 DJ 獎座，也會一併展出。希望大家知道我的努力與堅

持，並期盼將這份為理想而奮鬥的精神，分享給香港的下一代。

在展品中比較有趣的是一把舊口琴，這是我從 50 年代開始把玩的小

樂器。那個年代，口琴代表男士的浪漫，衣袋中常帶著它，以便隨時隨地

拿出來吹奏。有時在派對中賣弄一下，吸引女孩子的目光；有時在海邊面

對落日晚霞，獨自陶醉一番。這把口琴隨身携帶，既娛人也娛己，就像後

來的 Walkman 或現在的智能手機一樣，可以帶著音樂隨處走，是我的一件

寶貝。

香港歷史博物館裝修後的常設展覽廳，定於 2022 年底重新開幕，我

想在這裏跟大家約定，屆時一起前往參觀，看看博物館如何呈現昔日的葡

裔社群，在香港社會不同領域的貢獻和建樹。

驀然回首，最觸動我還是在直播室的時光，畢竟已經超過 70 年了！

當中的點滴，仿如昨日，有時也會懷疑，真的過了那麼久嗎！我享受其中

未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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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分每刻，不願意也得接受時光在一分一刻的流逝。雖然港台那部影片

令我非常失望，但相對於我跟港台所建立的 60 載感情，只不過是一段小

風波，絕不會動搖我們之間的情誼。

我在港台前後與 10 位處長共事，第一位是 Donald Brooks，接下來是 

James Hawthorne、D.J.N. Kerr、T.M.S. Tisdall 與 C.S. Wilkinson，直至 1982

年，香港電台終於由張敏儀當處長，改變了一直以英國人作主的文化。繼

任是朱培慶、黃華麒、鄧忍光及梁家榮。感謝你們一直對港台的支持。

與我在港台結緣的菁英，多不勝數。能夠成為港台一分子，跟這

麼多出色播音員一起共事，我感到非常榮幸。記憶中，英文台有 Ted 

Thomas、John Wallace、Nick Kendall、Tony Barnes、Ralph Pixton 與 Jim 

Gould 等等；中文台有人稱播音皇帝的鍾偉明、金曲之父張文新、中文唱

片騎師鼻祖吳錫輝和陳任、十大傑出青年車淑梅、民歌王子區瑞強；還有

夏妙然、曾智華及伍家廉等等。這份名單難免有所遺漏，無論你的名字是

否記錄在此，你們都是我的好同事！感謝沿途有您！

聽眾、港台和《All The Way With Ray》，再加上音樂，就是我每日

生活的動力，幸福的泉源。偶爾想起《Lucky Dip》與《Rumpus Time》； 

Matt Monro 與 Fabulous Echoes；還有許多一起開創及推動本地流行音樂

的朋友，心中感到既快樂又滿足。

對於 DJ 這份工作，我從來不會感到厭倦，但也明白總有停下來的一

天。人生在世，每個人都只是拿著一張單程票，沿途風光如何旑旎，欣賞

一下可以了，別妄想帶走，而且到站後還得必須下車。有兩個地方是我離

開世界的理想選擇，一處是家裏，另一處便是直播室。時光飛逝，距離我

第一次創下的健力士世界紀錄，已經 20 多年了。這個「持續主持電台節

目最長時間的 DJ」世界紀錄，能夠在我手中延續下去也好，就算隨時終止

也罷，我已經十分滿足了！



在上世紀中葉，口琴代表男士的浪漫

Joe Junior 贈送給我的細碟《Tribute》 (1968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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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多年唱片騎師，我在 70 年代終於出了第一張唱片，一償歌星夢



感謝天主的恩典，我已經順利走過了三萬多天。說實在，活得愈久，

對世事看得愈多，答案反而愈來愈少。但有一事我十分肯定：家人跟朋

友是十分重要的。每年 12 月 12 日，大家總會一起為我慶祝生日。這個

日子很重要，因為我與媽媽的生日是同一天，小時候，我倆會一起慶祝，

切蛋糕、吹蠟燭及唱生日歌，這是我最溫馨的回憶。

成為 DJ 以後，朋友、同事、歌迷開始替我舉辦大大小小、各式各樣

的生日派對，有時相當誇張和惹笑。記得有一年，他們把 Irene Ryder 包

裝成一份禮物，然後她從盒子裏鑽出來，把我嚇了一跳。翻看 60、70

年代的剪報，常看見自己切蛋糕吹蠟燭的照片，背景總是一大班好友團

團把我圍著，報紙又以大字標題

祝賀自己生辰。現在重温，感到

怪不好意思的。一個大男人的生

日，何以總成為別人的焦點？

就這樣慶祝過無數次後，來

到第 70 個年頭，想不到規模比

以往更盛大。這次是時任廣播處

長張敏儀主動提出，要為我踏入

「從心所欲」之年大肆慶祝。

1994 年， 我 跟 敏 儀 一 起 欣 賞

The Platters 的演唱會。我們並

列坐在第一行，她突然說：「你

的 70 歲生日快到了，香港電台

將為你籌辦一個大派對」。對這

突如其來的盛意，我幾乎反應不

過來，只好連番道謝。

Happy Birthday !

1968 年於 Scene 舉辦 Disco Party 慶祝生日

資料來源：《Hong Kong Music M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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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儀派來二台監製楊吉璽負責製作這次派對。我不知道他有多少權

力，以及港台調撥了多少資源製作。地點選在沙田麗豪酒店，表演嘉賓

由二台出面邀請，還在派對內安排了一個致敬的環節。楊吉璽告訴我，

他的邀請工作十分輕鬆和順利，幾乎所有 60 至 80 年代的流行歌星都很

樂意出席，藉此機會表達對我的謝意。

以下的出席名單，尤如當時流行樂壇名人榜：

溫拿的譚詠麟、鍾鎮濤、彭健新、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Joe Junior、 Danny Diaz and the Checkmates、張學友、區瑞強、Irene 

Ryder、The Samson Sisters、Marilyn Palmer、Tony Myatt、劉德華、羅

文和張國榮。Peric Lee 更穿上全套連身衣扮演貓王娛賓。

還有很多特別嘉賓，包括羅保爵士伉儷、羅理基爵士伉儷、佐治夏利

理拉與他的侄女 Leila、夏佳理伉儷、陳祖澤、鄧光榮、黃霑、陳百祥、岑

建勳、方逸華、練馬師約翰摩亞伉儷；賽馬家族告魯士、告達理和告東尼

三父子及他們的夫人等等。出席賓客共三百多位，名單太長，無法盡錄。

在我而言，家人跟我一起慶祝也十分重要，二姐 Frida、妹妹 Olga、

外 甥 女 Maureen 偕 同 丈 夫 Zoe、 外 甥 Anthony Souza 跟 外 甥 孫 女

Deanne 一同出席。有他們參與，令這個派對更溫馨。

麗豪酒店動員大量人力物力協助，還巧花心思，特意為我焗製一個

生日蛋糕，外型是一座巨型的留聲機。最有趣的是，現場還有一位跟我

裝扮相近，同樣蓄著鬍子及頭戴白 cap 帽的 DJ 在大堂打碟，有如 Uncle 

Ray 二號。設置在大堂入口的來賓留名卡也相當突出，我珍而重之收藏

起來留念。



Frida 和 Olga 與我一起共度 70 歲生辰 (1994 年 )

設置在酒店大堂入口的巨型來賓簽名卡 (1994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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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歲後，又有 80 歲、90 歲的生日派對，均由港台一手包辦。每次

派對都多得他們替我呼朋引伴，打點安排，令大家盡興而歸。有時我反

問自己何德何能，值得朋友們花費心神為我慶祝生日呢？我的確為樂壇

做過一點事情，也扶過別人一把，真的做了很多嗎？有那麼大影響力嗎？

我不知道⋯⋯

我會說：「我們有如一家人。」或者在過去的年代，競爭不像現今

這麼激烈，賺的都是蠅頭小利，沒有人太在意金錢，志在開心。每逢有

現場節目，大家都樂於參與，就好像參加派對一樣。由於經常見面，長

久的友情就這樣一點一滴累積起來。我能夠得到家人、朋友和聽眾如此

愛戴，真的不枉此生了！

現在我最大的期待，是在百歲壽辰時，即 2024 年，舉行一場盛大

的音樂會，作為人生的壓軸節目。我希望呈獻一場精彩美妙的音樂盛宴

給所有人！至於用什麼形式，是純粹的音樂會，或是一齣音樂劇或舞台

劇？現在還沒有確定，希望到時能給大家一個驚喜。讓我們繼續享受音

樂，歌頌友誼，我把美好的祝福送給香港，也請大家把我的愛留在心裏。

我永遠是你們的 Uncle Ray ！



樂善堂的小朋友，親手製

作了一張有如黑膠碟的賀

卡為我 90 歲生辰送上祝

福 (2014 年）

Teddy Robin、區瑞強、張學友和其他主禮嘉賓在台上唱生日歌賀我 90 大壽 （2014 年）

252

樂壇教父 Uncle Ray



第十三章丨友誼的印記

253

友誼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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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誼 的 印 記

認得她們嗎？潮爆 70 年代的筷子姊妹花仙杜拉和阿美娜（1970 年）

詹小屏是華人 DJ 進軍歌壇的第一人

香港人暱稱肥姐的沈殿霞演技精湛，歌唱技巧別樹一幟。當天她專程來到港台，為我爭取第四

度蟬聯最受歡迎 DJ 選舉打氣（196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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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誼 的 印 記

四美相伴賀牛一（左起）鄔馬利、葉麗儀、我、Irene Ryder 和鍾玲玲 

(70 年代初）

憑歌聲俘虜全球華人的鄧麗君 (70 年代初 )

蕭芳芳的演技毋庸置疑，她也喜歡唱英文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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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誼 的 印 記

70 年代的許冠傑歌迷聚會，Sam 邀請我出任大會司儀

陳美玲與我開心共舞 （70 年代末期）

來自德國的大樂隊領班 James Last 和我於大會堂留影（70 年代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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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誼 的 印 記

英國樂隊 Herman's Hermits 訪港。 主音歌手 Herman 接受我的訪問（60年代中後期）

英國樂隊 Manfred Mann 與我於希爾頓酒店合照 （70 年代初期）

以巴薩諾瓦 (Bossa Nova) 融入爵士樂而馳名於世的巴西組合 Sergio Mendes & Brasil '66

於 70 年代訪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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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誼 的 印 記

日本的谷村新司與我於寶麗金晚宴中合照 (70 年代未期）

許冠英到賀我 70 歲生辰 (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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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誼 的 印 記

許冠傑現身《All The Way With Ray》，與樂迷分享他的音樂世界（1970年）

看看他們，每一位嘉賓都展現快樂的笑容，盡情投入。照片拍攝於我 68 歲生

日派對（1994 年）

彭健新、鍾鎮濤、譚詠麟和張學友到賀我 70 歲生日派對（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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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誼 的 印 記

許冠文在慶祝我受勳的派對中表演棟篤笑 （1987 年）

Sam Hui 與太太 Rebu 和我於啟德機場外留影 (1973 年）

吳錫輝恭賀我獲得 MBE 勳銜 （198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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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誼 的 印 記

已移居加拿大的鬼馬歌后仙杜拉回港與我相約一聚 (2006 年 )

杜麗莎與我喜相逢 (2004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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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誼 的 印 記

張國榮，一位令香港人念念不忘的巨星 (2001 年 )

1997 年張學友《雪狼湖》創造香港音樂劇歷史，於紅磡體育館連續演出 42 場，我也是現場觀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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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誼 的 印 記

Mystics 成員 Micheal Remidios、Vasco da Costa 和 Ricky Fung 於慶祝我獲得 MBE 的派對中

重組演出（1987 年）

相交多年的歌手張露出席我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的 80 歲慈善生日晚宴，當晚她不需要樂器伴奏，

清唱《You're My Sunshine》 (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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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誼 的 印 記

港台唱片騎師和寶麗金歌手，恭賀我獲得 MBE 勳銜 (1987 年）

我和徐小鳳出席寶麗金的周年晚宴（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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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誼 的 印 記

兩位金牌司儀車淑梅和李志剛是我的 94 歲生日派對大會司儀 (2018 年）

當年《Rumpus Time》的小伙子 Tony Carpio，在我 80 歲慈善晚宴擔任樂隊領班（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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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誼 的 印 記

70 年代嶄露頭角的葉麗儀，如今已是殿堂級歌手。在我的 88 歲生辰獻唱首本名曲 

《上海灘 》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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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誼 的 印 記

上世紀 40 年代上海七大歌星之一，50 年代在香港被譽為銀嗓子的姚莉，與我於貓王會周年派對的後

台合照 (2012 年 )

邵逸夫爵士出席 2000 年香港電台的團拜。當天亦是我被健力士世界紀錄確認為「全世界持續主持電

台節目最長久的 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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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誼 的 印 記

當年憑 《 Circle Game 》 闖

出名堂的小妹妹陳美齡，如今

已是香港人口中的陳博士。

40 多年後我們於香港電台重遇 

(2018 年）

電影《失業生》的劇照。憑 《 眼淚為妳流 》 一炮而紅的陳百強，我們懷念你（198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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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誼 的 印 記

我和關正傑及鄭東漢於寶麗金晚宴合照 (70 年代末）

慈善晚宴前，我和表演嘉賓、港台及仁愛堂高層出席相關推廣活動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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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誼 的 印 記

搖滾之父夏韶聲，在我入行 60 周年慈善晚宴演出前與我合照。當晚他為我獻唱貓王名曲

《 It Hurts Me 》 (2010 年）

Maria Cordero 正在為我獻唱 Tina Turner 的首本名曲《 The Best 》（2010 年）

林子祥在我於洲際酒店舉辦的 88 歲慈善生日派對中壓軸演出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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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誼 的 印 記

2013 年，澳洲組合 Air Supply 於香港會展演唱，我們於記者招待會後合照

知名國際歌手 John Ford Coley，他在演唱會前專程到香港電台與我一聚 (2013 年 )

經典民歌組合 Brothers Four 於 2008 年來港獻唱，我們於記者招待會合照留念



272

後記  

編製這本自傳，正值新冠病毒肆虐，身邊的朋友都勸阻我繼續上
班。無論我心境如何年青，也得承認自己年事已高，風險極大，只好
聽從勸告，暫別直播室，沒想到一停便是三個月。疫情嚴峻，回歸無
期，讓我放了一個悠長「假期」，也多了時間思考未來。

年齡是加法，日子是減法，現在的我不單止要善用每一天，更加
要珍惜每分每秒。有什麼想做仍然未做的事呢？思前想後，其實沒有
任何事只有我或者必須我去做，我更樂意讓其他人秉持我的精神，把
我想做的事延續下去。 

過去無數的日子，我放下唱片，除低耳機，關掉咪高峰，離開直
播室，不會有什麼特別感覺，因為知道第二天還是會回來。幾個月前
真的難以想像今天的決定……我要退休了！ 

距離上次「退休」超過 40 年了！今次較第一個職業生涯還要長，
精彩程度也不遑多讓，好比活了兩次，夫復何求！退下來不等於停下
來，我還是與音樂同在，希望某年某日，以某種形式跟大家再次見面。
我深信人生有盡，音樂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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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我知道出版自傳不會是件容易的事，沒想到過程複雜繁瑣，難度
出乎我意料之外。尤其要兼顧中、英文兩個獨立版本，挑戰更大。一
路走來，幸得各方好友的支持、指導和鼓勵。自傳是屬於我的，但成
果是屬於大家的。 

以往在直播室習慣單打獨鬥，一個人一疊唱片便完成一晚節目。今
次出書讓我體會到團隊的力量，令我十分感動。篇幅太短，名單太長，
遺憾未能一一道謝。某些名字沒有在這裏出現，但肯定在我心中的。

首先十分感謝我的誼子兼助手周舜河，他是這兩本傳記的督印
人。在這一年多，從組識製作團隊、搜集資料、挑選照片、篩查內容、
找印刷、傾發行，事事親力親為、一絲不苟、務求盡善盡美。

也要多謝整理我的英文手稿和口述內容的雲紅雨、編輯王妙玲
（汐爾 ) 、版面設計李洛霖、與百忙中抽空擔任顧問的黃禮順，他提
出了不少寶貴意見。還有擅於人物專訪的資深傳媒人汪曼玲義助審
稿、羅振洋和譚淑賢負責處理海量的照片。整個團隊眾志成城，砥礪
前行，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終於大功告成！

最後，我要感謝為我寫序和感言的摯友，與及我另一位誼子區瑞
強。當 Albert 知道我推出自傳，便計劃在他的《2000 靚歌再重聚》節
目中，與香港和世界各地樂迷分享我的喜悅。他的支持令我感激萬分。

各位辛苦了！在此致以衷心無盡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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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續筆  

退下來並不等如停下來！踏出直播室，離愁別緒欠奉，精彩人生
繼續！沉澱了一年多，若有所失，又有所得。

由去年推出自傳、參與 TVB 特備節目《Uncle Ray 榮休之夜》、
協助政府推廣接種疫苗、舉辦兩場紅館榮休大樂隊演唱會，生活還是
排得滿滿；今年先後獲特區政府頒授銀紫荊星章及香港中文大學頒授
社會科學系榮譽博士學位，雙喜臨門，有點受寵若驚、有點喜出望外。

畢竟一個退休老人，還是得到大家的關注和肯定，這一生真是值
了！夜闌人靜，我會播點音樂自娛，可惜未能在大氣電波跟各位分享。
我的心中依然惦念大家，感恩你們也沒有把我忘記。這份厚愛，暖在
心頭，畢生難忘！

自傳面世以來，收到不少正面的迴響。為了答謝大家支持，我重
新修訂，推出網上版本，免費讓讀者下載。藉此機會，我又重溫了走
過接近一個世紀的足跡，前塵往事，感動依然。由始至終，我都樂於
與人分享，希望有更多人可以踏進我的音樂世界，獲得啟發，能夠感
受到音樂的力量，於願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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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歌醉人  獨酌何如眾酌

繡口善道  利民亦是樂民

陳茂波

Uncle Ray 是我第一個認識的電台 DJ。早在 Loosers 時期，即溫拿樂隊的前身，
我們已經收聽他的電台節目。Uncle Ray 是香港第一個，為樂壇引入最多、最新
歐西流行歌曲的 DJ，是我們不可多得的前輩。全賴收聽他的電台節目，溫拿才

學到這麼多歌曲，得以引入電視節目，並可以在夜總會中演出。

譚詠麟

記得當年我居於跑馬地，兩名女兒還很年幼，大概四至六歲吧，晚上總愛在床上

聽收音機。那時候，我並不知道她們在收聽 《 All The Way With Ray》。直至
有一晚，她們如常扭開收音機，卻發現 Uncle Ray 「失蹤」了。她們趕緊跑進我
的房間，擔心他可能發生什麼事！為了安慰她們，我即時致電港台，證實 Uncle 
Ray 「完好無缺」，那一晚剛好是他的假期吧。她倆就是從 Uncle Ray 的音樂節
目得到啟蒙。數十年來，他影響了數之不盡的樂迷。
Uncle Ray，感謝你對音樂的愛和對本地歌手的支持，希望你繼續為樂壇發光發熱！ 

杜麗莎和家庭成員

Uncle Ray 不單是唱片騎師的傳奇，他就像一位智者，見證了香港上世紀歷史和
發展的興衰起伏，我熱切期待拜讀他的自傳，對我思考現今的狀況及未來何去何
從必能有所啟發。Uncle Ray，我為你喝采。

張學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