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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 

Rogers LS 3/5A 15 Ohms Piano Black Edition 

"The compact-sized LS 3/5A has already become legendary in the audio world. Audiophiles 
no longer need to argue whether it is worth the money, because as small speakers, they do 
have a phenomenal appeal that makes you fall in love upon your first listen. Once you have 
heard the LS 3/5A replay strings and vocals, any stubborn enthusiast will find themselves 
nodding away, and be temped to buy and “have a go” at these. 
 
"Among the several manufacturers authorized to produce LS 3/5A, Rogers has veritably set 
the gold standard... The new version of Rogers' 15 Ohms LS 3/5A is selling so well that the 
makers are confident to introduce the 15 ohm Piano Black lacquered version, which has a 
higher production cost, but has shown restrain to keep their pricing reasonable. After listening, 
I cannot help but announce to the world that among the many versions of LS 3/5A I’ve listened 
to over several decades, not only does the Rogers 15 ohm Piano Black version maintain the 
unique tone and emotions of the LS 3/5A, its mid and low frequencies are as explosive and 
powerful as floor speakers. In a word, this is the most explosive model of LS 3/5A. It took half 
a century after the birth of the basic design of the LS 3/5A for the pair of Piano Black lacquered 
speakers to fully display its full explosive power and magnanimous glory." 
 
"Andy Whittle was the head of Rogers' engineering department early on. He is a hi-fi fiend 
himself, and fully understands the tastes and requirements of audiophiles. After returning to 
Rogers, he took charge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the traditional wood veneer version of the 
15 Ohm speakers.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this time round, with Whittle overseeing the 
production and tuning process of the LS 3/5A Piano Black lacquered speakers, their sound 
quality are guaranteed." 
 
"After the Rogers Piano Black speakers played music, I realize the LS 3/5As that used to play 
here in the past, although their audio effect sounds like big speakers, there has never been a 
rock-cutting explosiveness and full mid range that can compare with the Rogers Piano Black 
speakers. Rogers Piano Black LS 3/5A are unique. With its grand sound stage and 
explosiveness, the LS 3/5A Piano Black has become the LS 3/5A with the highest ever hi-fi 
score!" 
 

- .Y. K.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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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GERS LS 3/5A 15 Ohms

鋼琴漆版本

( 訂價：港幣 39,000 元 / 對 )

英國廣播公司 ( 簡稱 BBC) 設計並授權數間揚聲器

廠家生產的 LS 3/5A 係世上名氣最大和最多發燒友談論

的小型鑑聽喇叭，上世紀 70 年代最早期的 ROGERS LS 

3/5A 已成為最多人搜購和升值倍數最高的音響古董，最

早在香港售賣時 LS 3/5A 價錢為港幣二千餘元，今時今

日如果仍能保持良好狀態的話，在 e-Bay 可以叫價高達

五、六萬元，體積細小的 LS 3/5A 已成音響傳奇，發燒

友毋需再爭辨它是否物有所值，因為作為細喇叭，它確

有令人一聽傾情的非凡魅力，一旦聽過 LS 3/5A 重播弦

樂和人聲，任何發友都頑石點頭，決定要「買對玩吓」，

《發燒音響》自 1986 年創刊以來，已刊登過無數文

章論述 LS 3/5A 的迷人音效，記得 ROGERS LS 3/5A 15 

Ohms 在 1987 年首次登上《發燒音響》的封面，我撰文

推許它獨特的聲音魅力，並譽為當時以價論聲最抵買的

細喇叭，LS 3/5A 一舉成名之後，世界各地華人發燒友

爭相購買，市場需求令個別英國喇叭廠家數十年來從未

停過生產 LS 3/5A，半世紀以來 LS 3/5A 經歷了設計和零

件的改動 ( 阻抗由 15 Ohms 改為 11 Ohms)，亦在不同年

代出現過不同木皮的版本，而今網上已有大量資料可供

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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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幾間獲授權生產 LS 3/5A 的廠家之中，ROGERS

係名符其實的金漆招牌，製造的產量最大，製作年期也

最長，ROGERS 在 90 年代被香港《和記行》收購，經歷

市場變化之後，ROGERS 的揚聲器廠房休業了一段時期，

但數年前重出江湖，依足 BBC 原有設計和規格製造百份

百的 15 Ohms 複刻版本 ( 因為發燒友的共識是 15 Ohms

靚聲過 11 Ohms)，本刊試聽過之後，認為新作保持了

15 Ohms 版本的優雅音色和強大魅力，而高頻伸展和樂

聲分析力更上一層樓 ( 詳見 2019 年 4 月號 )，ROGERS

全新版本的 15 Ohms LS 3/5A 銷情暢旺，令廠方有信心

推出製作成本更高而訂價卻盡量克制的 15 Ohms 鋼琴漆

版本，在試聽之前，我原本預計它不會帶來太大驚喜，

但聽過之後我不能不公告天下，在個人數十年聽過的眾

多 LS 3/5A 版本之中，ROGERS 15 Ohms 鋼琴漆版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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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 LS 3/5A 的獨有音色和感情之餘，中低頻爆棚氣勢

之凌厲卻有如座地喇叭，一言以蔽之，這就是歷來最爆

得的 LS 3/5A，沒有人會想到，在 LS 3/5A 的基本設計面

世半世紀之後，才由一對鋼琴漆音箱將它的爆棚力感和

寛宏氣度發揮盡致，以鋼琴漆音箱提升音效其實早有前

科，在細說 ROGERS 此新作之前，我們不能不提及早它

卅年面世的第一款 LS 3/5A 鋼琴漆版本。

眾所週知，LS 3/5A 所用的 T27 高音和 B110 低音兩

個單元係由英國 KEF 製造，KEF 在 90 年代出現財困，

被香港以製造電池名聞世界的《金山》集團收購，當年

KEF 亦有製造 11 Ohms 的 LS 3/5A，但由於市場上同時

有其他英國廠家也在製造 11 Ohms 版本，所以銷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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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後來《金山》負責亞洲業務的高層與我談及 LS 

3/5A 時，我說可以考慮製造鋼琴漆音箱，一來從未有人

造過；二來根據其他喇叭廠的經驗，鋼琴漆音箱的效果

有好冇壞，可以先造個 Prototype ( 試製版 ) 來聽聽，不

久之後 KEF 的鋼琴漆試製版送來給我試聽，在當時中環

《萬宜大廈》面積 500 平方呎的主編試音室內，鋼琴漆

音箱的 Hi Fi 傳真度明顯勝過傳統的木皮音箱，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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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鋼琴聲和爆棚音樂時，傳統木皮音箱─不論是 11 

Ohms 或是 15 Ohms ─都即時輸給鋼琴漆音箱，當年

KEF 的鋼琴漆版本是 11 Ohms 設計，已經贏晒所有木皮

音箱，如果鋼琴箱改用更好聲的 15 Ohms 設計，就不知

音效好到什麼地步了，結果 KEF 鋼琴漆版本出爐後即成

為當時最暢銷的 LS 3/5A，根本不用什麼宣傳，前後製

造的一千對未正式推出已被世界各地 ( 特別是東南亞地

區 ) 的代理訂購一空，而自此之後，再沒有廠家用鋼琴

漆音箱來造 LS 3/5A，而 KEF 的鋼琴漆音箱落入用家手

上之後也絕少流入二手市場，可見發燒友愛之深切，無

意出讓。

結果 KEF 沒有造過的 15 Ohms 鋼琴漆版本遲至

今天才問世，而製作者正是製造 LS 3/5A 最老資格的

ROGERS，負責監督鋼琴漆音箱面世的 Andy Whittle 早年

曾出任 ROGERS 工程部主管，其後加入英國天價膽機廠

家 AUDIO NOTE 負責銷售與 Set-up 的一腳踢業務，他本

身是 Hi Fi 友，對發燒友的口味和要求有充份認識，他

回巢 ROGERS 後已主理過 15 Ohms 傳統木皮版本的製作

過程，今番再由他處理 LS 3/5A 鋼琴漆音箱的製作與校

聲桯序，聲音質素有保證自不待言。

ROGERS 鋼琴漆 LS 3/5A 放入主編試音室之日，我

仔細檢視音箱的製作工藝，與昔日 KEF 的版本相比，

ROGERS 的音箱邊沿較呈直角形，即是對上漆工藝的要

求比較高，除此之外，我相信音箱尺寸與採用的分音器

零件與木皮版本完全相同，至今落實播放音樂時與木皮

版本作何比較，真要親耳聽過才可作準，在此之前，本

刊編輯馬中超在面積 300 平方呎的編輯試音室內已試聽

過鋼琴漆版本，對其爆棚衝擊力之強勁與氣勢之澎湃大

為折服，認為「聲音好似大喇叭」，他過往也聽過很多

不同版本的 LS 3/5A，對音箱塗上鋼琴漆可以導致如此

大的聲音改善不禁嘖嘖稱奇，我自己就早已領略過 KEF 

11 Ohms 鋼琴音箱的效果，而今就要看看 ROGERS 如何

可以運轉乾坤，將 LS 3/5A 15 Ohms 的設計帶到另一高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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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試音室面積 500 平方呎，揚聲器位置對面牆還

打開一度濶 6 呎的大門，通往另外一個 500 平方呎的空

間，在如斯寛敞的空間播放音樂時好處是聲音從容，不

會有半點壓廹感，尤其是座地大喇叭開聲時，與寛濶空

間的結合予人如魚得水的感覺，但缺點是細喇叭在此面

臨嚴酷考驗，喇叭不夠班或後級稍欠力水便出現力竭聲

嘶的場面，往往音量調到很高時仍然給人「唔夠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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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我要指出，如果一對細喇叭在主編試音室開聲從

容過關，那麼放在面積較細的空間便有條件營造更優越

的效果，在過往幾年間，曾有幾款 LS 3/5A 版本在這裡

開過聲，用輸出中等的真空管後級推動時，不同版本的

LS 3/5A 在本刊試音室都可以營造出似模似樣的爆棚效

果，證明 LS 3/5A 設計有料到，確係歷來最具張力和最

具「以小勝大」效能的少數鑑聽級細喇叭之一，不過，

用 ROGERS 鋼琴漆版本播放音樂之後，我才察覺到過往

在此開聲的 LS 3/5A，雖然音效已具大喇叭風範，但卻

從未有一款能夠達致 ROGERS 鋼琴漆音箱那種開山劈石

式的爆棚勁度和飽滿的中低頻效應，今日坊間仍有各種

不同版本的 LS 3/5A 發售，我相信它們以正常音量播放

小提琴或女聲錄音時，係可以給人音色「美不可言」的

感覺，但一旦音量提高，或改播大型管弦樂甚至勁抽的

流行或電子音樂時，效果就榮辱互見，ROGERS 鋼琴漆

LS 3/5A 就一支獨秀，以音場宏大的爆棚場面獨步天下，

成為迄今為止 Hi Fi 分數最高的 LS 3/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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