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樂永續2020指定流行金曲名單

by the music publishers before production. This list does not imply availability of licence in any manner.

歌曲名稱 歌手名稱 大碟名稱

18 鄧紫棋 18…

22 陳百強 陳百強

886 薛凱琪 F BEST

932 陳小春 算你狠

2001 陳奕迅 SHALL WE DANCE ? SHALL WE TALK ?

2012 衛蘭 LOVE DIARIES

"早晨…" 林憶蓮 灰色

"浪濺長提" 情歌 曾路得 你知我知

(你沒有)好結果 李惠敏 愛恨交纏新曲+精選17首

(我們就是這樣長大的) 馬路天使 達明一派 我們就是這樣長大的

(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 末世情 達明一派 我們就是這樣長大的

07奧運 TWINS GIRL POWER

100樣可能 黎明 LEON'S …

10架單車 張德蘭 武俠帝女花

12:03分手 鄧麗欣 DATING

16月6日 晴 陳奕迅 U87

16號愛人 容祖兒 GIVE LOVE A BREAK

免責聲明 : 主辦機構已盡力確保歌曲名單資料準確。使用歌曲前必須向有關音樂出版社取得翻唱複製許可權，此列表沒有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陳述、申述、保證或擔保其可用性。

Disclaimer : All songs listed under this Selected Pool are collated from available data by the Organizer. Any use for cover version recording must be properly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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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歲 劉德華 EVERYONE IS NO. 1

18變 TWINS SUCH A BETTER DAY

2+1=0 梁詠琪 FRESH 新鮮

200度 葉蒨文 祝福經典十三首

281公里 謝霆鋒 無形的他

2NIGHT藏愛 陶喆 太平盛世

430穿梭機 張國榮 430穿梭機第一輯

500步 徐小鳳 風雨同路

60分 蔡卓妍 桐話妍語

612星球 S.H.E. 我的電台

80 路家敏-道理真巧妙 路家敏 道理真巧妙

80歲後 譚詠麟 擁抱

85甄妮-甄妮 甄妮 甄妮

A 盧廣仲 七天

A.I.N.Y. (愛你) 鄧紫棋 18…

ABC 草蜢 GRASSHOPPER III

AFTERWARD 孫燕姿 AGAINST THE LIGHT

AH LAM 日記 林子祥 最愛

ALL ABOUT YOU 鄧紫棋 18…

ALL ABOUT YOUR LOVE 林峯 YOUR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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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WAYS NEAR TO YOU 馮偉棠 1979 GREATEST HITS

AMANI BEYOND THE ULTIMATE STORY

AMOUR 張學友 遙遠的她

AMY CHAN 陳秀雯 震蕩

ANGEL 陶喆 黑色柳丁

ANNA 周啟生 淺草妖姬精選十三首

APRIL 林子祥 花街七十號

ARIGATOU 鄭秀文 完全擁有 新曲+精選

ASK FOR MORE F4 FANTASY 4EVER

A君B君C君 林姍姍 精裝林姍姍

BA DA DA 古巨基 愛與夢飛行

BABY 譚詠麟 迷惑

BAD GIRL 陳慧嫻 嫻情

BE MY GIRL 黎明 LEON CLUB SANDWICH

BE MY VALENTINE 古巨基 勁歌‧金曲 新曲+精選

BE TRUE 容祖兒 LOVE JOEY LOVE FOUR

BLESSING 張敬軒 MY 1ST COLLECTION

BOK 側田 FROM JUSTIN COLLECTION OF HIS FIRST 3 YEARS

CAN WE TRY 古巨基 歡樂今宵

CAN YOU FEEL MY WORLD 王力宏 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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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ʻT HELP FALLING IN LOVE 吳建豪 身體會唱歌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F4 FANTASY 4EVER

CAN'T MY EYES OFF U 黎明 LEON CLUB SANDWICH

CATHERINE 陶喆 太平盛世

CHA CHA CHA 葉蒨文 祝福經典十三首

CHIHUAHUA 容祖兒 喜歡祖兒3新曲+精選

CHOTTO 等等 鄭秀文 完全擁有 新曲+精選

COCKNEY GIRL 王力宏 改變自己

COME 2 ME 林峯 COME 2 ME

CRAZY FOR YOU (中文版) 陳美玲 陳美玲-Pat Chan

CRAZY LOVE 梅艷芳 妖女

CRAZY LOVE 陳慧嫻 故事的感覺

CRIES IN A DISTANCE 林俊傑 陸SIXOLOGY

CROSS OVER 蔡卓妍 二缺一

CRY 張學友 給我親愛的

CRYING 陳奕迅 LISTEN TO EASON CHAN

C級愛情 譚詠麟 再見吧! 浪漫

D.I.Y 黎明 THE RED SHOES

DANCING BOY 陳慧嫻 永遠是你的朋友

DEAR FIONA 薛凱琪 F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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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GOD 陶喆 黑色柳丁

DEAR U（國語） 張敬軒 MY 1ST COLLECTION

DI-DAR  王菲 情 FAYE 得意

DISCO之夜 歐陽菲菲 1981中文金曲龍虎榜

DON'T KNOW WHAT TO SAY 黎明 THE RED SHOES

DON'T SAY GOODBYE 譚詠麟 再見吧! 浪漫

DREAMING 張國榮 BELOVED

E-714342 楊千嬅 私日記

EASON'S ANGEL 陳奕迅 SHALL WE DANCE ? SHALL WE TALK ?

EPILOGUE II 夢劇院 天生一對

ERICA 側田 FROM JUSTIN COLLECTION OF HIS FIRST 3 YEARS

EVERYBODY 小虎隊 可會遺忘, 忍著淚說GOODBYE

EVERYTHING  王菲 情 FAYE 得意

FAITHFULLY 梅艷芳 情歌

FEVER 鄺美雲 心中有愛

FLYAWAY F.I.R. F.I.R.飛兒樂團同名專輯

FOLLOW ME 王力宏 心中的日月

FOREVER LOVE 王力宏 心中的日月

FORGIVENESS 鄭秀文, 廿四味 FAITH 信

FORGIVENESS 鄭秀文, 吳建豪 信者得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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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SAKEN LOVE 張德蘭 風塵淚

G.E.M. 鄧紫棋 18…

GAME OVER 鄧紫棋 18…

GET OVER YOU 鄧紫棋 MY SECRET

GIMME 5 TWINS MAGIC

GIVE LOVE A BREAK FEATURING FAMA 容祖兒,FAMA GIVE LOVE A BREAK

GIVE ME ALL YOUR LOVE BOY 劉美君 點解

GOD SAVE THE QUEEN 達明一派 神經

GOOD TO BE BAD 鄧紫棋 MY SECRET

GOODBYE 容祖兒 喜歡 - 祖兒

GOODBYE ! I LOVE YOU 鍾鎮濤 寂寞

GOODBYE MELODY ROSE 方大同 THIS LOVE

GOODTIME BEYOND THE ULTIMATE STORY

H2O 張國榮 張國榮

HAPPY 2000 黎明 LEON CLUB SANDWICH

HEA 古巨基 時代

HELLO 林峯 COME 2 ME

HELLO PAULA 徐小鳳 每一步

HERE WE ARE F4 流星雨

HERE WE COME 棒棒堂 四度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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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O 183 CLUB 183 CLUB

HERO 陳小春 THAT'S MINE

HEY！不要玩 張國榮 HOT SUMMER

HOLD ON MARY 諗真亦唔遲 譚詠麟 愛人女神

HOLD ON MARY 諗真亦唔遲 鍾鎮濤 溫拿十週年紀念

HONEY HONEY 孫燕姿 完美的一天

HONEY! 容祖兒 我的驕傲

HOT NIGHT  陳百強 一生何求

HOT SUMMER 張國榮 HOT SUMMER

HURT SO BAD（國語） 張敬軒 MY 1ST COLLECTION

I CAN'T GO ON F.I.R. INFINITY無限

I DO 劉德華, 舒淇 LOVE HOPE

I DO I DO 陳百強 等待您

I DON'T WANNA BE 張學友 BY YOUR SIDE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劉德華 忘不了的 UNFORGETTABLE

I HONESTLY LOVE YOU 張國榮 一切隨風

I LOVE YOU SO 周啟生 淺草妖姬精選十三首

I LOVE YOU SO 太愛妳（國語版） 郭富城 唱這歌

I LOVE YOU SO 太愛妳（粵語版） 郭富城 唱這歌

I MISS U MISSING ME 周筆暢 I,魚,光,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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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O 盧廣仲 七天

I WILL BE HERE FOR YOU 孫耀威 HITS SIXTEEN

I WISH 劉德華 LOVE HOPE

ICHIBAN興奮 TWINS HAPPY TOGETHER 新曲+精選

IF YOU LEAVE ME NOW 方大同 THIS LOVE

III 鄭秀文 生活語言

I'LL NEVER FORGET YOU 杜德偉 等待黎明

I'M SORRY 蔡卓妍 二缺一

I'M YOUR FRIEND, I'M YOUR LOVER 黃寶欣 SUPER REMIX 88' 大話西遊

I'MSOHOT 183 CLUB 183 CLUB

IN THE BEGINNING 孫燕姿 AGAINST THE LIGHT

IN THE CITY 李克勤 PURPLE DREAD

IN THE END 何韻詩 無名‧詩

IN YOUR EYES 羅志祥, 楊丞琳 羅生門

IQ成熟時 蔡楓華 IQ成熟時

IQ博士 梅艷芳 430穿梭機第一輯

IT DOESN'T MATTER 容祖兒 A TIME FOR US

JENNY我不會 劉德華 情感的禁區

JOE LE TAXI 陳慧嫻 秋色

JOLENE 陳慧琳 IN THE PARTY

第 8 頁，共 312 頁



                 音樂永續2020指定流行金曲名單

JUST FOR YOU 容祖兒 JOEY TEN EP 2010

KATRINA 陶喆 黑色柳丁

KISS ME GOODBYE 達明一派 達明一派II

KOIBITOMO NURERU MACHIKADO 衛蘭 LOVE DIARIES

KONG 側田 FROM JUSTIN COLLECTION OF HIS FIRST 3 YEARS

K歌之王 陳奕迅 打得火熱

LAST ORDER 陳奕迅 黑、白、灰

LEAVE 孫燕姿 LEAVE

LET'S VINO 孫燕姿 STEFANIE 同名專輯

LINDA 張學友 超白金精選

LONELY NIGHT 蔡楓華 破碎

LOOK BACK 張偉文 1979 GREATEST HITS

LOST LOVE 言承旭 FIRST TIME JERRY FOR YOU

LOVE F.I.R. INFINITY無限

LOVE & LIFE 周筆暢 I,魚,光,鏡

LOVE LIKE MAGIC (國語) 張國榮 BELOVED

LOVE LOVE LOVE 王力宏 不可思議

LOVE LOVE LOVE 蔡依林 城堡

LOVE ME IN THE NIGHT 梁朝偉 梁朝偉

LOVE ME ONCE AGAIN 陳慧嫻 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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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OUTROLUDE 方大同 THIS LOVE

LOVER'S CONCERTO 陳慧琳 LOVER'S CONCERTO

LOVIN' U 容祖兒 不容錯失

LOVING YOU 周渝民 MAKE A WISH

LUCKY STAR 容祖兒 LOVE JOEY LOVE FOUR

LYDIA F.I.R. F.I.R.飛兒樂團同名專輯

MADEMOISELLE 親一親我 劉德華 情感的禁區

MAGGIE 譚詠麟 牆上的肖像

MAKE A WISH 周渝民 MAKE A WISH

MAKE A WISH 蔡卓妍 二缺一

MAKE IT REAL 衛蘭 LOVE DIARIES

MAKE ME A FOOL 棒棒堂 哪裡怕

MAN IN THE MOON 劉美君 點解

MARIA 張學友 JACKY

MASCARA (煙燻妝) 鄧紫棋 18…

MIND MADE UP 劉美君 劉美君

MIRACLE 麥潔文,張國榮 麥潔文

MISS YOU NIGHT & DAY  王菲 情 FAYE 得意

MOMENTS 林子祥 林子祥85特輯

Mona Lisa 關正傑 天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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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Y CAN'T BUY LOVE 陳慧嫻 嫻情

MONICA 古巨基 星戰

MONICA 張國榮 張國榮

MORNING CALL 王寶欣 王寶欣

MORNING CUTE 林峯 COME 2 ME

MR LONELY 梁朝偉 梁朝偉

MR. Q 蔡依林 舞孃

MV 王菲 將愛

MY ANATA 陶喆 黑色柳丁

MY COOKIE CAN 衛蘭 WISH

MY FRIEND 吳建豪 身體會唱歌

MY LOVE MY FATE 衛蘭 WISH

MY LOVE 再見 蘇永康 失眠

MY SHIRLEY 李克勤 CUSTOM MADE

MY WAY（國語） 張敬軒 MY 1ST COLLECTION

NEVER GONNA LET YOU GO 葉倩文 葉倩文 (零時十分)

NEVER KNOW 衛蘭,李治廷 LOVE DIARIES

NEVER RETURNED FORMERLY 薰妮 1979 GREATEST HITS

NEVER TOO LATE 蘇永康 失眠

NEVERLAND F.I.R. INFINITY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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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陳慧琳 IN THE PARTY

NEW GENERATION 馮偉棠 1979 GREATEST HITS

NO.1 TWINS HAPPY TOGETHER 新曲+精選

NO？OH NO！ 蔡楓華 絕對空虛

OH NO!OH YES! 梅艷芳 似火探戈

OH! NO! 李克勤,張學友 相愛

OH! YEAH! 盧廣仲 七天

OLIA 陶喆 太美麗

ONE BUTTON 鄧紫棋 MY SECRET

ONE SHINING MOMENT 張學友 釋放自己

ONLY LOVE 蔡健雅 若你碰到他

ONLY YOU 葉蒨文 祝福

OVER THE RAINBOW 葉蒨文 祝福

PA PA O MA MA 譚詠麟,泰迪羅賓 迷惑

PARISHILTON 李克勤 李克勤演奏廳II

PATRICK之歌 曾路得 你知我知

PLAY 陶喆 69樂章

PLAY GIRL 蔡楓華 破碎

Pretty woman 許冠傑 最佳拍擋大顯神通

PRIMA DONNA 黎明 LEON CLUB SANDW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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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E IT 蔡依林 看我 78 變

R U READY 4 ME 容祖兒 隆重登場

REIKO 草蜢 GRASSHOPPER III

REVOLUTION F.I.R. F.I.R.飛兒樂團同名專輯

ROCK ME TONIGHT 林姍姍 痴心

S.O.S. 容祖兒 GIVE LOVE A BREAK

SAM 李惠敏 愛恨交纏新曲+精選17首

SAY IT LOUD 鄧紫棋 MY SECRET

SAY YOU LOVE ME 張柏芝 不一樣的我

SEE YOU 李惠敏 愛恨交纏新曲+精選17首

SEEKING ANOTHER A HALF 王秀文 1979 GREATEST HITS

SEXY GIRL 許冠傑 最緊要好玩

SEXY LADY 呂方 愛令我變炭

SHALL WE DANCE 陳奕迅 SHALL WE DANCE ? SHALL WE TALK ?

SHALL WE TALK 陳奕迅 SHALL WE DANCE ? SHALL WE TALK ?

SHE WORKS HARD FOR THE MONEY 葉倩文 葉倩文 (零時十分)

SHINE 鄭伊健 ETERNITY

SHOW UP! 容祖兒 喜歡祖兒3新曲+精選

SICK 吳建豪 身體會唱歌

SIXOLOGY 林俊傑 陸SIX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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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W DANCE 容祖兒 很忙

SLOW IT DOWN 陳慧琳 大日子

SMILE AGAIN 瑪莉亞 張學友 SMILE

SOL #4 蘇永康 失眠

SOMETHING IN YOUR EYES 陳美玲 陳美玲

SON OR DAUGHTER ARE THE SAME 張德蘭 1979 GREATEST HITS

SORRY 張學友 BLACK & WHITE

STAND BY ME 梅艷芳 梅 · 憶錄

STEFANIE 孫燕姿 STEFANIE 同名專輯

SUGAR IN THE MARMALADE 黎明 LEON CLUB SANDWICH

SULA與LAMPA的寓言 陶喆 太平盛世

SUMMER OF LOVE  王菲 情 FAYE 得意

SUSAN說 陶喆 太平盛世

TALKING ABOUT 林子祥 創作+流行歌集

TE AMO 我愛你 F4 FANTASY 4EVER

TEARS OF PEAR FLOWER 王秀文 1979 GREATEST HITS

TEQUILA一杯 鄭秀文 華納超極品音色系列

THANK YOU 言承旭 FIRST TIME JERRY FOR YOU

THAT'S LIFE 黎明 LEON CLUB SANDWICH

THE MODEL 周啟生 淺草妖姬精選十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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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MENT 孫燕姿 THE MOMENT

THE NIGHT IS LONELY 羅文 幾許風雨

THE VOICE WITHIN 鄧紫棋 MY SECRET

THE WAY WE WERE 容祖兒 LOVE JOEY LOVE FOUR

THERE IS A RAINBOW AMONG MORTALS 張偉文 1979 GREATEST HITS

TIAMO 炎亞綸,劉力揚 双面飛輪海

TO YOU 張國榮 BELOVED

TODAY 梁詠琪 TODAY

TOMATO 盧廣仲 七天

TONIGHT 林峯 YOUR LOVE

TONIGHT 鄺美雲 留住春天

TOUCH YOUR HEART 飛輪海 越來越愛

TRUE BLUE 楊丞琳 曖昧

TWINKLE II 鄧紫棋 MY SECRET

VAMPIRE 林峯 COME 2 ME

VICTORY (FEATURING: BOND) 李克勤 CUSTOM MADE

VIVA LA DIVA 達明一派 意難平

VOLAR 側田 FROM JUSTIN COLLECTION OF HIS FIRST 3 YEARS

WALKON 陶喆 太美麗

WHAT WAS I THINKING 王力宏 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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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NEXT? F.I.R. INFINITY無限

WHAT'S UP 容祖兒 隆重登場

WHEN THE MORNING COMES 鄭秀文 完整

WHERE DID YOU GO 2.0 鄧紫棋 18…

WHY I AM NOT STAY 薰妮 1979 GREATEST HITS

WILLING TO SELL THE SOUL BY AUCTION 張偉文 1979 GREATEST HITS

WISH 衛蘭 WISH

WOO WOO 愛你 林子祥 千億個夜晚

WOW! 羅志祥,蕭亞軒 羅生門

XBF 薛凱琪 F BEST

X派對 鄭秀文 濃情

YA BIRTHDAY 王力宏 不可思議

YES！ 棒棒堂 哪裡怕

YESTERDAY DREAMER 劉美君 笑說

YMCA好知己 林子祥 抉擇

YOU ARE MY FRIEND 黎明 LEON CLUB SANDWICH

YOU KNOW WHAT I MEAN TWINS EVOLUTION

YOU MAKE ME CAN'T SLEEP 馮偉棠 1979 GREATEST HITS

YOU MAKE ME WANT TO FALL IN LOVE F.I.R. F.I.R.飛兒樂團同名專輯

YOU'RE THE ONE 陳慧琳 LOVER'S CONCER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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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VE LOST THAT FEELING 鍾鎮濤 聽濤

はじリはずるぃ朝 陳慧琳 LOVER'S CONCERTO

張明敏 我的中國心

一了百了 謝霆鋒 MOST WANTED 霆鋒精輯

一人同遊 張柏芝 不一樣的我

一千個不願意 麥潔文 麥潔文

一千零一夜 李克勤 CUSTOM MADE

一分鐘都市 一分鐘戀愛 林憶蓮 都市觸覺PART 1 RHYTHEM TAKE 2 EP

一切只為妳 郭富城 愛定妳

一切很美 只因有你 陳慧琳 仙樂飄飄

一切很美 只因有你 (YOU GAVE IT TO ME) (國語版) 陳慧琳 仙樂飄飄

一切很美只因有你(YOU GAVE IT TO ME) 陳慧琳 誰願放手精選17首

一支獨秀 羅志祥 舞所不在

一水隔天涯 鄧麗君 勢不兩立

一片浮萍 雷安娜 癡情劫

一片痴 張國榮 一片癡

一片落葉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六集

一世離開你 林子祥 花街七十號

一半 言承旭 FIRST TIME JERRY FOR YOU

一半女生 TWINS 見習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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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 側田 FROM JUSTIN COLLECTION OF HIS FIRST 3 YEARS

一句到尾(粵) 陳小春 THAT'S MINE

一句諾言  關菊英 知己同心

一生一次 葉蒨文 面對面

一生也無愁 區瑞強,黃造時 　 猛片勁歌寶麗金第二輯

一生不忘記 鄺美雲 鄺美雲

一生不變 李克勤 PURPLE DREAD

一生中幾許歡笑 許冠傑 '79夏日之歌集

一生何求 陳百強 一生何求

一生何求 古巨基 星戰

一生何求 (國語) 李克勤 CUSTOM MADE

一生享有真愛 陳麗斯 陳麗斯

一生為你痴 梅艷芳 心債

一生掛念你 李克勤 CUSTOM MADE

一生豪情一次 張智霖 我也喜歡你

一再無言 王傑 誰明浪子心

一帆風順 余安安 1981中文金曲龍虎榜

一朵毋忘我 張偉文 再會了野茉莉

一朶小花 奚秀蘭 鳳凰于飛

一次一次一次 林峯 愛在記憶中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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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分 雷安娜 癡情劫

一把傘 183 CLUB 183 CLUB

一步一步愛 (國) 鄭秀文,陳奐仁 [HANJIN TAN]信者得愛

一步步 路家敏 道理真巧妙

一見鍾情 劉美君 公子多情

一見鍾情的意外 王寶欣 王寶欣

一走了之 許志安 我的天我的歌

一些感覺 張學友 不老的傳說

一刻的笑聲 關正傑 天籟

一夜成名 鄭秀文 我們的主題曲

一夜情 達明一派 達明一派II

一定要幸福 陳小春 算你狠

一往情深 張學友 祇願一生愛一人

一拍兩散 容祖兒 NIN9 2 5IVE

一於少理 譚詠麟 遲來的春天

一於奉陪 鄭伊健,陳小春 97'古惑仔之"戰無不勝"

一直看見天使 容祖兒 JOEY TEN EP 2010

一直掛念 張柏芝 DESTINATION

一直都在 林峯,蔡卓妍 COME 2 ME

一股歪風 梅艷芳 430穿梭機第二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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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剎那荒謬 黃凱芹 MISTY

一封情書 鄧麗君 一封情書

一封給朋友的信 黎明 感應

一幽美夢 李克勤 夏日之神話

一段情 鍾鎭濤, 彭健新 金曲金唱片

一段情  鍾鎮濤 溫拿十週年紀念

一首傳世之歌 容祖兒 我的驕傲

一首歌,讓你帶回去 陳綺貞 太陽

一首簡單的歌 王力宏 心中的日月

一個人 林子祥 一個人

一個人在途上 達明一派 石頭記

一個人的冬季 F4 FANTASY 4EVER

一個人的好處 孫耀威 SO FAR SO…CLOSE

一個人的時候 郭富城 聽風的歌

一個人看電影 蔡卓妍 八十塊環遊世界

一個小心願 鄧麗君 寶麗金十週年紀念

一個永遠不好的傷口 譚詠麟 再見吧! 浪漫

一個字 梅艷芳 赤色梅艷芳

一個早上 林子祥 最愛

一個夏雨天 達明一派 達明一派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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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浪花 關正傑 天蠶變

一個浪花 張德蘭 茫茫路

一個燈火 雷安娜 癡情劫

一家一減你 許志安 飛得起

一時無兩 TWINS 我們相愛6年

一時無倆(國) TWINS 八十塊環遊世界

一起走過 孫燕姿 LEAVE

一起便是最好 許志安 我的天我的歌

一起嗌 劉德華 EVERYONE IS NO. 1

一張俏臉 蔡國權 蔡國權

一張傾心的臉 徐小鳳 每一步

一晚長大 劉德華 LOVE HOPE

一場兄弟 李克勤 李克勤演奏廳II

一場遊戲一場夢 王傑 一場遊戲一場夢

一場誤會 衛蘭 WISH

一廂情願 謝霆鋒 零距離

一揮衣袖 鄧麗君 勢不兩立

一無所有 王傑 故事的角色

一盞小明燈 張國榮 張國榮

一萬年 陳曉東 心的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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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萬次 鍾鎮濤 癡心的一句

一萬個快樂 飛輪海 双面飛輪海

一路上有你 張學友 BLACK & WHITE

一路向北 周杰倫 十一月的蕭邦

一對一 草蜢 草蜢IV

一對小天使 李克勤 夏日之神話

一對活寶跑天下 　 尹光 尹光

一對寂寞的心 陳慧嫻,張學友 嫻情

一對鳥兒飛 甄妮 夢中的媽媽

一對舊皮鞋 劉美君 點解

一滴淚的距離 周筆暢 I,魚,光,鏡

一舞傾情 梅艷芳 情歌

一億三千八天 孫耀威 HITS SIXTEEN

一樣的月光 蘇芮 搭錯車電影原聲大碟

一樣的真天 孫燕姿 LEAVE

一翦梅 張明敏 我的中國心

一輩子溫柔 葉蒨文 華納超極品音色系列 - 葉蒨文 II

一擊即中 謝霆鋒 零距離

一臉紅霞 徐小鳳 每一步

一顆星 陳秋霞 心聲 ... 想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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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相思 梅艷芳 梅艷芳

一點意見 葉蒨文 甜言蜜語

一點滴詩意 王傑 誰明浪子心

一點燭光 關正傑 英雄出少年

一雙一對 蔡楓華 青春三皇奏

一齣短片 張柏芝 DESTINATION

一齣戲 陳慧琳 一齣戲

七夕 鄧麗欣 DATING

七天 盧廣仲 七天

七月初七 林子祥 活色生香

七月雨中 陳麗斯 陳麗斯

七色彩橋 甄妮 不要再重逢

七里香 周杰倫 七里香

七彩老夫子 彭健新 可愛的笑容

七絃琴 徐小明 徐小明名曲集

七歲了 路家敏 道理真巧妙

乜嘢啫 陳奕迅 LISTEN TO EASON CHAN

九九艷陽天 奚秀蘭 阿里山之歌

九月中的陌生人 李克勤 PURPLE DREAD

九月的故事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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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皇后 李克勤 李克勤演奏廳II

了 夢劇院 夢劇院

了不起 葉麗儀 葉麗儀

了解 孫燕姿 未完成

二人世界 林子祥 愛情故事

二人世界盃 TWINS HAPPY TOGETHER 新曲+精選

二人行一日後 許志安 飛得起

二人前 楊千嬅 私日記

二十二 陶喆 黑色柳丁

二分之一的幸福 張學友 BLACK & WHITE

二手歌 周筆暢 I,魚,光,鏡

二缺一 蔡卓妍 二缺一

二缺一(國) 蔡卓妍 二缺一

二愣子 陳小春 抱一抱

人人生日 麗莎 步步高陞

人人同高歌 關正傑 常在我心間

人人都唱歌 路家敏 道理真巧妙

人人彈起 TWINS 人人彈起 新曲+精選

人之初 蔡楓華 人之初

人比人 TWINS HAPPY TOGETHER 新曲+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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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比花嬌 徐小明 漁歌

人去房空 王傑 故事的角色

人生之歌 林子祥 一個人

人生多姿采 張武孝 發你個財財

人生多美麗 雷安娜 彩雲曲

人生多風雨 陳麗斯 陳麗斯

人生多變幻 馮偉棠 每當變幻時

人生曲    李龍基 夏日金輝

人生何處不相逢 陳慧嫻 秋色

人生究竟乜事 葉德嫻 星塵

人生於世 張德蘭 德蘭與你

人生的風浪 陳慧嫻 故事的感覺

人生的道路 許冠傑 賣身契

人生的鼓手 張國榮 風繼續吹

人生長跑 葉振棠 浮生六劫

人生長跑   葉振棠 夏日金輝

人生美夢 黃愷欣 快樂時光

人生捕手 劉德華 EVERYONE IS NO. 1

人生滿希望 徐小鳳 風雨同路

人生漸美好 關正傑 關正傑名曲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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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世間 彭健新 城市民歌新一代

人在江湖 關正傑 人在江湖

人在社會中 湯正川 六啤半

人在雨下 關正傑 人在江湖

人在雨中 張學友 BLACK & WHITE

人在雨中 陳百強 喝采

人在秋風裡 區瑞強 陌上歸人

人在風雨中 王傑 人在風雨中

人在風裡 梅艷芳 梅艷芳

人在旅途灑淚時 關正傑,雷安娜 人在江湖

人在寂寞裡 蔡楓華 IQ成熟時

人如春日朗 汪明荃 春殘夢斷

人似浪花 徐小鳳 每日懷念你

人約黃昏後 鄧麗君 淡淡幽情

人面桃花 鄧麗君 忘不了 - 鄧麗君紀念專輯

人氣 林海峰 的士夠格

人海中我是誰 RAIDAS 危險遊戲

人海寫真 RAIDAS 傳說

人處天涯 甄妮 奮鬥

人間定格 鄭秀文 SHOCKING P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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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埋沒 蔡楓華 愛不是遊戲

人間啟示 夢劇院 天生一對

人間蒸發 黃凱芹 MOODY

人隔萬重山 靜婷 月兒彎彎照九州

人辦 許冠傑 摩登保鑣

人牆 蔡國權 蔡國權精選

八十塊環遊世界 TWINS 八十塊環遊世界

刀山火海 陳美玲 陳美玲

力爭上游 陳浩德 暢飲在今宵

十七八的姑娘 奚秀蘭 蘇州河邊

十八日 黃愷欣 十八日

十八相送 何韻詩 GOOMUSIC COLLECTION 2004-2008

十分十二吋 周潤發 周潤發十二分十分吋

十全十美 許冠傑 難忘你, 紙船

十年 陳奕迅 黑、白、灰

十年 蔡楓華 愛不是遊戲

十年前後 李克勤 李克勤演奏廳

十秒之後 古巨基 愛與夢飛行

十個女仔 許冠傑 '79夏日之歌集

十個他不如你一個 衛蘭 W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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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個救火的少年 達明一派 神經

又再見面 關淑怡 冬戀

又再想起妳 盧冠廷 第一階段作曲演譯精品集

又再遇 夢劇院 夢劇院

又見月明 區瑞強 又見月明

又見別離愁 薰妮 又見別離愁

又見炊煙 羅文 好歌獻給你

又見炊煙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五集

又見柳葉青 張明敏 中華民族

又見雪花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四集

又是下雨天 周啟生 淺草妖姬精選十三首

又是黃昏 BEYOND 真的見證

又是黃昏 徐小鳳 猛龍特警隊

又愛孤獨又愛你 王傑 GIVING

又繼續等  王菲 情 FAYE 得意

三人行 林子祥 各師各法

三十日 側田 FROM JUSTIN COLLECTION OF HIS FIRST 3 YEARS

三千年前的留言 周渝民 記得我愛你

三千零一夜 李克勤 CUSTOM MADE

三分.七分 徐小鳳 徐小鳳全新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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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兩夜 張學友 想和你去吹吹風

三心一意 林子祥 生命之曲

三月裡的小雨 張明敏 中華民族

三年 徐小鳳 別亦離

三年二班 周杰倫 葉惠美

三朶花 奚秀蘭 阿里山之歌

三更夜半 (春天版) 林憶蓮 都市觸覺PART 1 RHYTHEM TAKE 2 EP

三更相思 奚秀蘭 奚秀蘭小調第六輯

三角圓舞 TWINS EVOLUTION

三杯酒 徐小明 新變色龍

三秋聚散情 黃愷欣 十八日

三個人的探戈 陳奕迅 U87

三個字 陳曉東 心理遊戲

三個自己 陳百強 等待您

三個夢 徐小鳳 梅花

上一次流淚 鄭秀文 BECOMING SAMMI

上山崗 奚秀蘭 奚秀蘭小調第六輯

上不完的課 張學友 BY YOUR SIDE

上帝也哭泣 王傑 人在風雨中

上帝早已預備 鄭秀文 FAITH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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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早已預備 (國) 鄭秀文 信者得愛

上帝是男孩 薛凱琪 F BEST

上海 一九四三 周杰倫 范特西

上海灘 葉麗儀 上海灘特輯

上海灘龍虎鬥 葉麗儀 上海灘特輯

上路 達明一派 我等著你回來

上癮 林子祥 花街七十號

下，講乜野話？ BEYOND 請將手放開

下一次微笑 楊丞琳 曖昧

下一站天后 TWINS TOUCH OF LOVE

下半輩子 陳小春 THAT'S MINE

下次下次 薛凱琪 F BEST

下次再見 古巨基 GUITAR FEVER

下雨晚上 劉德華 情感的禁區

下個星期去英國 陳綺貞 太陽

下崗一枝花 陳小春 THAT'S MINE

下週同樣時間(再見!) 陳奕迅 打得火熱

下輩子的事 陳曉東 心理遊戲

丫嗚婆 林子祥 林子祥85特輯

也不夠I 黎明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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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 蔡楓華 絕對空虛

也許不易 李健達 新藝寶金曲金碟VOL.1

也許是愛 劉美君 公子多情

也許當時年紀小 林姍姍 痴心

也許跟你變一雙 草蜢 GRASSHOPPER III

千千闕歌 陳慧嫻 永遠是你的朋友

千年女王 梅艷芳 430穿梭機第一輯

千年之戀 F.I.R. INFINITY無限

千年埋藏 譚詠麟 牆上的肖像

千百滋味 鍾鎮濤 不可以不想你

千言萬語 鄧麗君 鄧麗君金唱片

千里之外 周杰倫,費玉清 依然范特西

千金 TWINS TOUCH OF LOVE

千金一刻 BEYOND 真的見證

千金難得美心 葉倩文 葉倩文 (零時十分)

千面女郎 譚詠麟 牆上的肖像

千個想不通 劉德華 情感的禁區

千粒星 葉蒨文 葉蒨文 (同名專輯)

千載不變 溫拿 溫拿十五週年紀念

千億個夜晚 林子祥 千億個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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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嬌百美 張國榮 一切隨風

千錯萬錯 陳麗斯 陳麗斯

口字歌 黃汝燊及飛機仔 跳飛機

口花花 衛蘭 WISH

口紅 鄭秀文 為你等

士多啤梨蘋果橙 TWINS MAGIC

夕陽 許冠傑 念奴嬌

夕陽、家鄉 陳樂敏 少女雜誌

夕陽下 關正傑 英雄出少年

夕陽之歌 梅艷芳 情歌

夕陽冷 林志美 偶遇

夕陽問你在那裡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四集

夕陽無限好 陳奕迅 U87

夕陽醉了 張學友 祇願一生愛一人

夕陽戀曲 關正傑 天籟

大丈夫 許冠英 許冠英

大丈夫日記 周潤發,葉蒨文,王祖賢 周潤發十二分十分吋

大女人主義 S.H.E. ENCORE 安歌

大中華 劉家昌 劉家昌全新歌集在雨中

大內群英 葉振棠 大內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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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日子 陳慧琳 大日子

大地 BEYOND 秘密警察

大地恩情 關正傑 大地恩情

大江東去 羅文 好歌獻給你

大江東去 劉文正 蘭花草

大男人 劉德華 LOVE HOPE

大男人主義 張武孝 新力群星盡精英第一集

大亞灣之戀 達明一派 我等著你回來

大俠霍元甲 葉振棠 葉振棠精選

大紅大紫 TWINS HAPPY TOGETHER 新曲+精選

大紅袍 何韻詩 GOOMUSIC COLLECTION 2004-2008

大風暴 蔡卓妍 AS A SA

大個女 陳奕迅 U87

大個女 露雲娜 城市民歌新一代

大哥 衛蘭 WISH

大家恭喜 李寶瑩,文千歲 大家恭喜歡樂年年

大家都是好朋友 黃大仙兒童合唱團 香蕉船

大家跟住唱 許冠傑 半斤八兩

大時代 BEYOND 請將手放開

大浪漫主義 TWINS 雙生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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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一角 王傑 人在風雨中

大情人 陳慧嫻 秋色

大掃除 黃汝燊及飛機仔 跳飛機

大控訴 威利 新力群星盡精英第二集

大笪地 　 尹光 尹光

大郵筒 黃大仙兒童合唱團 香蕉船

大雄 古巨基 勁歌‧金曲 新曲+精選

大搶特腸 汪明荃 山歌情誼長

大會堂演奏廳 李克勤 CUSTOM MADE

大號是中華 徐小明 徐小明名曲集

大綱與細節 黎明 LEON CLUB SANDWICH

大與小 張國榮 華星影視新節奏第一輯

大暴走 鄭秀文 完全擁有 新曲+精選

大熱 張國榮 BELOVED

女人三十   沈殿霞 夏日金輝

女人心 梅艷芳 情歌

女人本色 鄭秀文 我們的主題曲

女人用水造 梁漢文 貪新戀舊17首

女人味 TWINS GIRL POWER

女人的勇氣 鄧麗君 水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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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香 張學友 BLACK & WHITE

女人就是戀愛 陳慧琳 星夢情真

女人韻味 陳慧琳 一齣戲

女中英傑 汪明荃 春殘夢斷

女中豪傑 葉麗儀 上海灘特輯

女仔歌 小苦妹,TWINS 我們相愛6年

女朋友 TWINS TOUCH OF LOVE

女朋友 王力宏 不可思議

女孩當自強 S.H.E. 我的電台

女校男生 TWINS TWINS

女黑俠木蘭花 趙雅芝 群星高唱

子夜徘徊 黃凱芹 MOODY

小丸子的心事 何韻詩 櫻桃小丸子

小小 容祖兒 小小

小小一個家 關正傑 天籟

小小大人物 飛輪海 双面飛輪海

小小心坎 徐小鳳 徐小鳳

小小朋友仔 胡渭康 430穿梭機第二輯

小小的秘密 鄧麗君 在水一方

小小肥皂泡 彭健新 可愛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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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洞房 甄秀儀 四季歌

小小洞房 奚秀蘭 何日君再來

小小意思 古巨基 愛與夢飛行

小山羊受了傷 黃大仙兒童合唱團 香蕉船

小丑 盧冠廷 第一階段作曲演譯精品集

小丑叔叔 黃大仙兒童合唱團 香蕉船

小丑情歌 許冠英 猛片勁歌寶麗金

小天地 蔡國權 蔡國權

小天使 容祖兒 喜歡祖兒3新曲+精選

小心女人 鄭秀文 華納超極品音色系列

小心天氣 許志安 飛得起

小心愛 TWINS 我們相愛6年

小心駛得萬年船 許冠英 猛片勁歌寶麗金

小片段 甄妮 數碼大碟

小幼苗 何國禧 群星唱聚

小生命 關正傑 英雄出少年

小生怕怕(電影《小生怕怕》歌曲) 譚詠麟 精裝譚詠麟

小安琪  關正傑 常在我心間

小村之戀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四集

小男人 張學友 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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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男人主義 林子祥 愛情故事

小角色 蔡國權 在你耳邊唱

小姐宣言 甄妮 祝福你

小放牛 奚秀蘭 奚秀蘭小調第六輯

小明星 張國榮 BELOVED

小河淌水 奚秀蘭 奚秀蘭第九輯中國名曲集

小虎子闖世界 小虎隊 華星影視新節奏第三輯

小雨中的回憶 劉文正 蘭花草

小城故事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六集

小珊瑚 譚詠麟 遲來的春天

小風波 譚詠麟 忘不了您

小時侯 陳秋霞 第二道彩虹

小時候 文志兒童合唱團 小時候

小時候 路家敏 道理真巧妙

小草　 何國禧 群星唱聚

小酒窩 林俊傑,蔡卓妍 二缺一

小陝谷之1234 薛凱琪 F BEST

小鳥高飛 甄妮 奮鬥

小鳥唱出了黎明 徐小鳳 猛龍特警隊

小窗相思 鄧麗君 忘不了 - 鄧麗君紀念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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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菊花 區瑞強 陌上歸人

小雄鷹 小虎隊 華星影視新節奏第一輯

小黑與我 薛凱琪 F BEST

小路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六集

小綿羊上山坡 黃汝燊及飛機仔 跳飛機

小樓聽雨 薰妮 霧裡玫瑰

小醉仙 鍾鎮濤 聽濤

小燈泡 黃慧蘭 金曲金唱片

小燕 關菊英 過客

小賴麻 徐小鳳 風雨同路

小鎮 盧冠廷 第一階段作曲演譯精品集

小鎮之歌 徐小鳳 徐小鳳全新歌集

小雙俠 華星兒童合唱團 430穿梭機第二輯

小露寶 文志兒童合唱團 小時候

山中小客店 蔡楓華 蔡楓華

山中小故事 蔡楓華 IQ成熟時

山民江夜曲 甄秀儀 四季歌

山石盟 雷安娜 舊夢不須記

山西好風光 奚秀蘭 奚秀蘭第九輯中國名曲集

山居 葉麗儀 上海灘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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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前山後百花開 奚秀蘭 莫負青春

山茶 羅文 卉

山茶花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七集

山野閒情 譚詠麟 忘不了您

山歌-吳雨霏+側田 側田 FROM JUSTIN COLLECTION OF HIS FIRST 3 YEARS

山歌姻緣 靜婷 月兒彎彎照九州

山歌情誼長 汪明荃 山歌情誼長

山邊小斜坡 蔡楓華 新力群星盡精英第一集

工人之歌 區瑞強 又見月明

不 陳百強 精裝陳百強 2

不一樣的我 張柏芝 不一樣的我

不了情 梅艷芳 FAITHFULLY

不了情 徐小鳳 別亦離

不了解 呂方 愛令我變炭

不不不 林憶蓮 都市觸覺

不可一世 衛蘭 WISH

不可以不想你 鍾鎮濤 不可以不想你

不可以改變 蔡楓華 絕對空虛

不可以逃避 譚詠麟 愛念

不可再等 陳秀雯 震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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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再睡眠 小虎隊 可會遺忘, 忍著淚說GOODBYE

不可思議電台 王力宏 不可思議

不可能 王傑 故事的角色

不必伸手給我 譚詠麟 忘不了您

不必為我留下 孫耀威 SO FAR SO…CLOSE

不必想我 梅艷芳 心債

不必想昨天 梅艷芳 赤色梅艷芳

不用多說 張柏芝 DESTINATION

不再少年時 李克勤 夏日之神話

不再幻想 甄秀儀 今宵多美妙

不再兒嬉  王菲 情 FAYE 得意

不再是我 張學友 昨夜夢魂中

不再流浪 張德蘭 寂寞是我

不再流淚 鄧麗君 甜蜜蜜

不再苦 陳小春(feat Hanjin) 算你狠

不再問究竟 陳百強 精裝陳百強 1

不再猶豫 BEYOND THE ULTIMATE STORY

不再徬徨  李炳文 新力群星-香港城市民歌

不再聯絡 張芸京 相反的我

不同 孫燕姿 LE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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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場 S.H.E. ENCORE 安歌

不如不見 梅艷芳 情歌

不如留低我 古巨基 HUMAN 我生

不老的傳說 張學友 不老的傳說

不住怨婦街 陳慧嫻 嫻情

不完的季節 陳美玲 陳美玲

不完整的旋律 王力宏 改變自己

不良嗜好 陳奕迅 U87

不見 楊丞琳 曖昧

不見不散 BEYOND THE ULTIMATE STORY

不見不散 譚詠麟 迷惑

不怕風雨多 馮偉棠 風飄飄

不怕寂寞 張國榮 張國榮

不拖不欠 鄭秀文 華納超極品音色系列

不知不覺 薛凱琪 F BEST

不肯帶走 麥潔文 麥潔文

不信愛有罪 梅艷芳 飛躍舞台

不是我的不要 劉德華 EVERYONE IS NO. 1

不是定理 謝霆鋒 零距離

不耐煩 謝霆鋒 無形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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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重逢 甄妮 不要再重逢

不要再問 黎芷珊 少女雜誌

不要重播 杜德偉 等待黎明

不要問 許冠傑 SAM AND FRIENDS

不要問我 譚詠麟 溫拿十週年紀念

不要就不要 棒棒堂 四度空間

不要說再會 林志美 雨夜綱琴

不要說別離 陳美玲 陳美玲

不要說謊 謝霆鋒 MOST WANTED 霆鋒精輯

不要說離去    威利 新力群星盡精英第三集

不要講兩次 黎明 我這樣愛你

不要嚕囌 譚詠麟 反斗星 

不要離去 林子祥 一個人

不要驚動愛情 鄭秀文 FAITH 信

不要驚動愛情 (國) 鄭秀文 信者得愛

不准點火 張學友 給我親愛的

不容錯失 容祖兒 不容錯失

不留 王菲 將愛

不留一句話 陳美齡 漓江曲

不能忘掉妳 郭富城 聽風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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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和你一起 孫燕姿 THE MOMENT

不能承受的感動 鄭秀文 SHOCKING PINK

不能替代你 周啟生 淺草妖姬精選十三首

不能說 蘇芮 蘇芮1986

不得了 甄妮 祝福你

不許他回家 奚秀蘭 何日君再來

不許再回頭 梅艷芳 飛躍舞台

不速之客 許冠傑 SAM AND FRIENDS

不速之約 鄧麗欣 DATING

不敢說我愛你 古巨基 愛與夢飛行

不著地 王力宏 不可思議

不著痕跡 鄧麗君 償還

不想再逗留 蔡國權 在你耳邊唱

不想回家 容祖兒 獨照

不想見你 何嘉麗 CBS新力群星盡精英第二集

不想性感 鄭秀文 濃情

不想知道 許冠傑 最緊要好玩

不想這是場戲 張學友 釋放自己

不想給你知 鄺美雲 再坐一會

不想擁抱我的人 張國榮 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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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講再會 徐小鳳 徐小鳳全新歌集

不愛 陶喆 太美麗

不會愛 飛輪海 双面飛輪海

不經不覺 鄭秀文 LOVE IS …

不裝飾你的夢 蔡國權 蔡國權精選

不跟你走了 梁詠琪 FRESH 新鮮

不過… 鄭秀文 我們的主題曲

不管你是誰 鄧麗君 水上人

不管您是誰 張國榮 風繼續吹

不說不愛 黎明 THE RED SHOES

不論今宵或明天 鄧麗君 鄧麗君精選第一集

不應不懂 草蜢 草蜢IV

不應再猶豫 蔡國權 蔡國權

不講多句 陳美玲 陳美玲-Pat Chan

不斷懷念 林姍姍 痴心

不願一個人 梁漢文 貪新戀舊17首

不願置評 RAIDAS 吸煙的女人

不歡而散(粵) 陳小春 THAT'S MINE

不變的回憶 鄺美雲 鄺美雲

不變的俏面 張學友 JA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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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羈的風 林子祥 林子祥十分十二吋

不羈戀人 陳慧嫻 嫻情

中文歌集 蘇永康 失眠

中四丁班 羅明珠 華星影視新節奏第三輯

中毒的愛情 黎明 THE RED SHOES

中國姑娘 陶喆 69樂章

中國眼睛 陳美齡 漓江曲

中國夢 羅文 愛的幻想

中華之愛 張明敏 我的中國心

中華民族 張明敏 中華民族

中間人 王菲 王靖雯

中意他 梁詠琪 FRESH 新鮮

互愛星 陳美玲 陳美玲

五月的風 奚秀蘭 何日君再來

五哥放羊 奚秀蘭 鳳凰于飛

什麼是永恆 葉麗儀 上海灘續集

什麼是潮流 鍾欣桐, 陳偉霆 人人彈起 新曲+精選

仁者無敵 甄妮 不要再重逢

今天不見人 王灝兒 [JW] FIRST EP

今天再不可 陳慧嫻 故事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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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再不可 II 陳慧嫻 故事的感覺

今天再開始 雷安娜 彩雲曲

今天似首詩 葉麗儀 上海灘特輯

今天我非常寂寞 鍾鎮濤 寂寞

今天妳要嫁給我 陶喆 太美麗

今天的我屬於你 蔡楓華 人之初

今天怎知道 蔣麗萍 1981中文金曲龍虎榜

今天星期幾 鍾欣桐 八十塊環遊世界

今天是HOLIDAY 棒棒堂 四度空間

今天晚間新聞 陶喆 黑色柳丁

今天想目妳 蔡楓華 IQ成熟時

今天想見好 蔡楓華 IQ成熟時

今天萬里飛 徐小明 新變色龍

今天應該很高興 達明一派 我們就是這樣長大的

今天歡樂明天夢 鄧麗君 一封情書

今日香港 徐小明 新變色龍

今日幾號 鄭秀文 BECOMING SAMMI

今生不再 黎明 LEON CLUB SANDWICH

今生以後 林子祥 千億個夜晚

今生無悔 王傑 G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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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勝舊年 劉鳳屏 大家恭喜歡樂年年

今夜守規矩 陳百強 等待您

今夜你不會來 衛蘭 WISH

今夜狂舞高歌 呂方 聽不到的說話

今夜很寧靜 陳慧琳 星夢情真

今夜星光燦爛 達明一派 我等著你回來

今夜迷人 徐小鳳 徐小鳳

今夜想起你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二集

今後陪伴你 鄺美雲 心中有愛

今宵 許冠傑 財神到

今宵 陳麗斯 陳麗斯

今宵多珍重 靜婷 月兒彎彎照九州

今宵多珍重 陳百強 陳百強

今宵多美妙 甄秀儀 今宵多美妙

今晚可有空 林子祥 生命之曲

今晚夜醉了 羅文 愛的幻想

今晚記住我 梅艷芳 飛躍舞台

今晚停了電 草蜢 GRASSHOPPER III

仍令我心一往 雷安娜 金曲金唱片

仍在相愛 蔡楓華 高溫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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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老地方 李克勤 夏日之神話

仍是那樣 鍾鎮濤 寂寞

仍是會喜歡你 張學友 給我親愛的

仍是舊句子 王菲 王靖雯

仍然心在想妳 鍾鎮濤,鄺美雲 留下陪我

仍然在痛 羅嘉良 天也豪情

仍然記得嗰一次 杜麗莎 杜麗莎

仍然喜歡你 孫耀威 SO FAR SO…CLOSE

內心交戰 蘇芮 新曲+精選

內心位置 鄺美雲 再坐一會

內疚 陳嘉露 雪狼湖

內疚 林子祥 創作+流行歌集

公子多情 劉美君 公子多情

公主太子 李克勤 李克勤演奏廳II

公主病了 古巨基 時代

公主復仇記 李惠敏 公主復仇記EP

公車站 劉家昌 劉家昌全新歌集在雨中

公益心 陳百強 精裝陳百強 2

公園前 張敬軒 MY 1ST COLLECTION

公雞叫 黃大仙兒童合唱團 香蕉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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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天 陳秋霞 第二道彩虹

六月某天 陳慧嫻 反叛

六字箴言 鄭秀文 LOVE IS …

六指琴魔 蔡國權 在你耳邊唱

六幾年的戀曲 夢劇院 天生一對

内心爭鬥 張國榮 HOT SUMMER

分分鐘需要你 林子祥 各師各法

分手之後 譚詠麟,鄺美雲 鄺美雲

分手前的雨天（國語） 張敬軒 MY 1ST COLLECTION

分手算罷 黎姿 如果真的戀愛

分身術 容祖兒 GIVE LOVE A BREAK

分享孤獨 陳潔儀 揭曉

分享愛 郭富城 分享愛／誰會記得我

分飛燕 TWINS 我們的紀念冊

分飛燕 黃日華,黃淑儀 群星高唱

分裂 周杰倫 八度空間

分裂 陳潔儀 揭曉

化妝名流 薰妮 霧裡玫瑰

化妝舞會 郭富城 華納超極品音色系列

午夜怨曲 BEYOND 真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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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流浪 BEYOND THE ULTIMATE STORY

午夜皇后 譚詠麟 擁抱

午夜突破 周啟生 淺草妖姬精選十三首

午夜迷牆 BEYOND BEYOND IV

午夜情 劉美君 劉美君

午夜場的電影 吳建豪 身體會唱歌

午夜街頭 甄妮 數碼大碟

午夜微風 鄧麗君 我只在乎你

午夜溫馨 呂方 華納好精選

午夜夢迴 蘇芮 蘇芮1986

午夜騎士 譚詠麟 暴風女神

午夜麗人 譚詠麟 霧之戀

午夜戀人路 譚詠麟 迷惑

午夜戀歌 杜德偉 等待黎明

及時擁抱 黎明 LEON CLUB SANDWICH

友共情 古巨基 歡樂今宵

友情 甄妮 不要再重逢

友情 蔡國權 蔡國權精選

友愛 陳麗斯 陳麗斯

友誼之光 瑪利亞 監獄風雲, 龍虎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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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誼接觸 群星 SUPER REMIX 88' 大話西遊

友誼第一 TWINS 我們的紀念冊

友誼萬歲 蘇永康 失眠

友誼萬歲 汪明荃 春殘夢斷

友誼萬歲 蘇永康 失眠

反斗星 譚詠麟 反斗星 

反方向的鐘 周杰倫 周杰倫

反叛 陳慧嫻 反叛

反叛情歌 趙學而 趙學而家系列17首

反話 林峯 愛在記憶中找你

反過來走走 孫燕姿 STEFANIE 同名專輯

反對派 趙學而 趙學而家系列17首

反覆的愛 梅艷芳 似火探戈

天下有雙 TWINS 我們相愛6年

天女散花 奚秀蘭 何日君再來

天才白痴往日情 許冠傑 SAM HUI GREATEST HITS

天才白痴夢 許冠傑 SAM HUI GREATEST HITS

天才與白痴 許冠傑 SAM HUI GREATEST HITS

天才與白痴 古巨基 星戰

天之驕女 容祖兒 LOVE JOEY LOVE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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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天藍 蔡琴 GOLDEN VOICE

天天向上 張偉文 再會了野茉莉

天天在等你 蔡國權 在你耳邊唱

天天都有趣 林姍姍 精裝林姍姍

天方夜譚 容祖兒 小小

天水．圍城 李克勤 李克勤演奏廳II

天火 甄妮 心聲

天仙配 蔡楓華 蔡楓華

天外天上天無涯 鄧麗君 償還

天生一對 夢劇院 天生一對

天生一對 陳百強 癡心眼內藏

天生天養 劉德華 EVERYONE IS NO. 1

天光天黑對住你 杜麗莎 杜麗莎

天各一方 曾路得,俞琤 六啤半

天各一方 蘇永康 失眠

天后站出發 鍾欣桐 人人彈起 新曲+精選

天作之合 李克勤 此情此境

天使 謝霆鋒 無形的他

天使的禮物 陳奕迅 SHALL WE DANCE ? SHALL WE TALK ?

天使魔鬼混合體 周啟生 淺草妖姬精選十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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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  王菲 情 FAYE 得意

天花亂墜 達明一派 意難平

天長地久 葉振棠 浮生六劫

天長地久 周啟生 淺草妖姬精選十三首

天亮了 S.H.E. 我的電台

天降財神 譚詠麟 遲來的春天

天氣報告 容祖兒 GIVE LOVE A BREAK

天問 達明一派 神經

天堂 許志安 飛得起

天涯小子 李克勤 PURPLE DREAD

天涯-太陽之西 梁漢文 偷吻

天涯路 陳百強 陳百強

天涯歌女 奚秀蘭 何日君再來

天涯凝望 郭富城 華納超極品音色系列

天鳥 盧冠廷 第一階段作曲演譯精品集

天黑黑 孫燕姿 THE MOMENT

天意 陳慧嫻 變, 變, 變

天賜良緣 馮偉棠 每當變幻時

天龍訣 關正傑 天龍訣

天龍訣  關正傑 79-80寶麗金金唱片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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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邊一隻雁 譚詠麟 忘不了您

天籟’85 盧冠廷 第一階段作曲演譯精品集

天籟⋯星河傳說 關正傑 天籟

天籟…星河傳說 林子祥 林子祥十分十二吋

天變地變情不變 張學友 昨夜夢魂中

天蠶變 關正傑 天蠶變

太空基地 蔣慶龍 430穿梭機第一輯

太空漫遊 陳奕迅 SHALL WE DANCE ? SHALL WE TALK ?

太空舞 許冠傑 賣身契

太美麗 陶喆 太美麗

太美麗廣播電台 陶喆 太美麗

太陽 陳綺貞 太陽

太陽底下 孫燕姿 THE MOMENT

太陽花 陳百強 陳百強突破精選

太陽星辰 張學友 JACKY

少女的心 劉家昌 劉家昌全新歌集在雨中

少女情 黃愷欣 十八日

少年人 徐小鳳 徐小鳳全新歌集

少年時候 泰迪羅 81-82寶麗金金唱片特輯

少年夢 區瑞強 少年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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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壯應努力 汪明荃 春殘夢斷

少壯願努力 陳美齡 願你繼續醉

少見多掛 黎明 我這樣愛你

少林功夫 徐小鳳 梅花

少爺威威 譚詠麟 遲來的春天

巴黎街頭 林子祥 愛情故事

巴黎塔尖  王菲 情 FAYE 得意

幻滅時間 鄭秀文 溫柔

幻影 馮偉棠 風飄飄

幻影 譚詠麟 霧之戀

幻覺 林子祥 創作+流行歌集

廿四孝 李克勤 CUSTOM MADE

引誘 鄺美雲 留下陪我

心 林嘉寶 雜歌賓治

心上人 李克勤 此情此境

心中一句話 蔡楓華 青春三皇奏

心中化粧 蔡楓華 破碎

心中只有你 張國榮,關菊英 華星影視新節奏第二輯

心中有愛 鄺美雲 心中有愛

心中所愛 蔡楓華 高溫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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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日月 王力宏 心中的日月

心中的石像 甄妮 心聲

心中的宇宙 李克勤 此情此境

心中的秘密 蔡國權 蔡國權

心中的歌 草蜢 草蜢IV

心中情 徐小明 明仔來的電話

心中這份情 林姍姍 精裝林姍姍

心中滿希望  關菊英 知己同心

心中滿是愛 露雲娜 猛片勁歌寶麗金第二輯

心仍是冷 倫永亮,梅艷芳 FAITHFULLY

心內心外 BEYOND 秘密警察

心內語 胡渭康 心債

心太軟 陳慧琳 一齣戲

心火 陳美玲 陳美玲

心甘命抵 容祖兒 LOVE JOEY LOVE FOUR

心印心 王傑 誰明浪子心

心在跳 黎明 我這樣愛你

心在嚮往 周玉玲 　 群星唱聚

心多(FEATURING MC JIN) 鍾欣桐 人人彈起 新曲+精選

心如蝶舞 蔡卓妍 二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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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曲 林子祥 生命之曲

心曲 甄妮 春雨彎刀

心曲二重奏 陳秋霞 心聲 ... 想著你

心有不甘 衛蘭 WISH

心有林夕 林宥嘉 神秘嘉賓

心有獨鍾 陳曉東 心的接觸

心血 許志安 驚喜交集17首

心血來潮  鄭秀文 SAMMI ULTIMATE COLLECTION

心似在白雲邊 葉麗儀 上海灘特輯

心肝命椗 鄭秀文 BECOMING SAMMI

心肝寶貝 林子祥 林子祥創作歌集

心肝寶貝 梅艷芳 情歌

心事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六集

心事 鄭秀文 濃情

心事有誰知 王寶欣 王寶欣

心事知多少 鄧麗君 在水一方

心底的一句話 陳麗斯 陳麗斯

心的接觸 陳曉東 心的接觸

心的腳印 陳美玲 陳美玲

心花早已開 彭嘉碧 　 猛片勁歌寶麗金第二輯

第 57 頁，共 312 頁



                 音樂永續2020指定流行金曲名單

心花怒放 容祖兒 LOVE JOEY LOVE FOUR

心雨 周杰倫 依然范特西

心型圈 蔡依林 舞孃

心思思 許冠傑 心思思

心相印 吳鎮宇,宣萱 難兄難弟

心疼 周渝民 MAKE A WISH

心病 容祖兒 喜歡祖兒3新曲+精選

心動 陳慧嫻 變, 變, 變

心淡 容祖兒 LOVE JOEY LOVE FOUR

心理測驗 F4 FANTASY 4EVER

心理遊戲 陳曉東 心理遊戲

心湖裡起漣漪 鄧麗君 原鄉情濃

心痛的感覺 蘇芮 新曲+精選

心亂如麻 衛蘭 WISH

心債 梅艷芳 心債

心傷 鄺美雲 心聲

心痴痴 呂方 癡戀

心碎了無痕 張學友 BLACK & WHITE

心碎巷 林憶蓮 放縱

心碎路口  陳百強 一生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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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裏那點真 梅艷芳 華星影視新節奏第三輯

心裏的春天 葉德嫻 倦

心裡日記 許冠傑 最緊要好玩

心裡有個謎 羅文 名劍風流

心裡有數 黎明 LEON CLUB SANDWICH

心裡有數 飛輪海 双面飛輪海

心裡的天虹 區瑞強 陌上歸人

心裡的天堂  姚蘇蓉 似曾相識

心裡的火花 徐小鳳 梅花

心裡的呼喊 王傑 一場遊戲一場夢

心裡探險 林憶蓮 放縱

心裡夢裡 鄧麗君 一封情書

心賊難防 容祖兒 A TIME FOR US

心路過黃昏 鄧麗君 我只在乎你

心跳如歌 蔡卓妍 二缺一

心像一片雲 羅文 愛的幻想

心境相遠人相近 關正傑 大地恩情

心酸 林宥嘉 感官世界

心酸酸 鄭寶雯 流星蝴蝶劍

心頭好 郭富城 愛的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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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聲 甄妮 心聲

心聲 鄺美雲 心聲

心藍 劉德華 EVERYONE IS NO. 1

心霧 關菊英 知己同心

心願 孫燕姿 完美的一天

心願 蔣麗萍 我為你狂

心願 陳百強 凝望

心魔 梅艷芳 似火探戈

心魔  劉美君 赤裸感覺

心癮 王傑 GIVING

心戀 徐小鳳 別亦離

心戀 劉文正 蘭花草

心靈相通 許志安 我的天我的歌

手到拿來 陳慧琳 大日子

手拖手 方大同 THIS LOVE

手的預言 陳綺貞 太陽

手信 楊千嬅 私日記

手望 張敬軒 MY 1ST COLLECTION

支箭 鍾鎮濤 癡心的一句

斤兩十足 許冠傑 心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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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久生情 鄧麗欣 DATING

日已西沉 甄妮 春雨彎刀

日以繼夜 蔡楓華 絕對空虛

日本娃娃 許冠傑 最緊要好玩

日光歌 黃汝燊及飛機仔 跳飛機

日安憂鬱 容祖兒 喜歡祖兒3新曲+精選

日夜懷念我 梅艷芳 心債

日落鳥啼 靜婷 月兒彎彎照九州

日與夜 張學友,林憶蓮 他在那裡

月下盟誓 馮偉棠 風飄飄

月半小夜曲 李克勤 CUSTOM MADE

月半彎 張學友 遙遠的她

月台的一角 張德蘭 風塵淚

月光小夜曲 徐小鳳 別亦離

月光手札 S.H.E. 我的電台

月光光 奚秀蘭 奚秀蘭第九輯中國名曲集

月色眼內浮 徐小鳳 夜風中

月冷星沉 陳浩德 暢飲在今宵

月兒彎彎照九州 靜婷 月兒彎彎照九州

月兒彎彎照九州 奚秀蘭 莫負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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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夜訴請 鄧麗君 償還

月明夜 張德蘭 茫茫路

月亮代表我的心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四集

月亮代表誰的心 陶喆 黑色柳丁

月亮神 葉振棠 葉振棠精選

月亮照高原 關正傑 天蠶變

月球上的人 陳奕迅 ADMIT IT

月黑風高 陳奕迅 ADMIT IT

月圓花好 奚秀蘭 何日君再來

月暗星稀更綺旎 葉麗儀 葉麗儀

月落烏啼 甄秀儀 四季歌

月滿窗  鄭國江 79-80寶麗金金唱片特輯

月滿繁星夜 浮世繪 新藝寶金曲金碟VOL. II

月蝕 蔡楓華 高溫境界

月影 林志美 甚麼是緣份

月影 許冠英 許冠英

木屋區 許冠傑 新的開始

木紋 何韻詩 GOOMUSIC COLLECTION 2004-2008

木做了乜東西 黃汝燊及飛機仔 跳飛機

木頭人 甄妮 數碼大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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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了你 譚詠麟 愛的根源

止戰之殤 周杰倫 七里香

比永遠更遠 陳小春 抱一抱

比目魚 黃愷欣 十八日

比你賤 S.H.E. 我的電台

比我想像中愛你 衛蘭 SERVING YOU

比遙遠還遙遠 劉家昌 劉家昌全新歌集在雨中

毛毛雨 甄妮 數碼大碟

毛衣 張學友 想和你去吹吹風

水上人  鄧麗君 水上人

水中花 譚詠麟 擁抱

水中蓮 林子祥 愛情故事

水天一色 張德蘭 情若無花不結果

水手物語 陳百強 夢裡人

水仙 羅文 卉

水仙情 林子祥 林子祥創作歌集

水霞 區瑞強 少年夢

火 黃汝燊及飛機仔 跳飛機

火一般眼波 譚詠麟 霧之戀

火車叨位去 周杰倫 八度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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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花 張學友 想和你去吹吹風

火美人 譚詠麟 愛情陷阱 

火鳥功 陶喆 69樂章

火熊熊心紅紅 林子祥 林子祥

父母恩 許冠傑 賣身契

父親的鋼琴 許冠傑 新的開始

片段 張國榮 風繼續吹

片斷人生 張德蘭 網中人

牛仔很忙 周杰倫 我很忙

牛奶 容祖兒 小小

牛馬半生 張偉文 再會了野茉莉

世上只有 容祖兒 NIN9 2 5IVE

世上無難事 雷安娜 彩雲曲

世外情 譚詠麟 暴風女神

世事如棋 許冠傑 賣身契

世事何曾是絕對 盧冠廷 群星一號-金唱片特輯

世事認真怪  林子祥 夏日金輝

世芳草 楊小菁 夏日金輝

世界 陳奕迅 黑、白、灰

世界小姐 容祖兒 JOEY TEN EP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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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不會到末日 梁穎顏,盧玉鳳,黃志淙 叱吒新一代

世界之最 黎明 IF

世界之最 陳慧琳 IN THE PARTY

世界之最[你願意]  鄭秀文 SAMMI ULTIMATE COLLECTION

世界末日 周杰倫 范特西 (EP+15MV VCD)

世界兒女 TWINS MAGIC

世界是個大懷抱 小太陽兒童合唱團 430穿梭機第一輯

世界盃 彭健新 可愛的笑容

世界真細小 文志兒童合唱團 小時候

世界停頓 譚詠麟 第一滴淚

世紀大戰 林海峰 的士夠格

世紀末顏色 達明一派 意難平

世間始終你好 林子祥 林子祥十分十二吋

世間既一切 彭健新 城市民歌新一代

世運在莫斯科 林子祥 夏日金輝

主角 (FEAT. MACHI) 林俊傑,麻吉 陸SIXOLOGY

主角愛我 衛蘭 WISH

主題曲 林海峰 的士夠格

他令我改變 梅艷芳 飛躍舞台

他在那裡 張學友 他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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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欺騙 蔣麗萍 猛片勁歌寶麗金

他的一生 林子祥 各師各法

他的下半生 許冠傑 SAM AND FRIENDS

他們的初戀 溫拿 溫拿十五週年紀念

他都不愛我 容祖兒,吳浩康 我的驕傲

他給我美麗懷念 周玉玲 　 群星唱聚

付上千萬倍 關菊英 81-82寶麗金金唱片特輯

付出所有的愛 郭富城 分享愛／誰會記得我

付出過 羅文 幾許風雨

以父之名 周杰倫 葉惠美

以前 葉蒨文 葉蒨文 (同名專輯)

兄弟 陳奕迅 LISTEN TO EASON CHAN

兄妹 陳奕迅 黑、白、灰

充滿你 陳慧琳 IN THE PARTY

充滿希望 瑪利亞 監獄風雲, 龍虎風雲

冬 徐小鳳 每一步

冬之旅人 李克勤 PURPLE DREAD

冬之寒號 譚詠麟 暴風女神

冬之戀情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二集

冬令時間 TWINS SUCH A BETTER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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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夜 劉家昌 劉家昌全新歌集在雨中

冬暖夏涼 李克勤 CUSTOM MADE

冬夢 王菀之 王菀之國語創作專輯

冬戀 關淑怡 冬戀

冬戀 張明敏 我是中國人

出冊 　 尹光 尹光

出走太平洋 何韻詩 無名‧詩

出神入化 飛輪海 双面飛輪海

出路  王菲 情 FAYE 得意

功夫舞 徐小鳳 梅花

功夫樂 彭健新 可愛的笑容

加大碼 林子祥 千億個夜晚

加爾各答的天使-德蘭修女 鄭秀文 濃情

加價狂潮 　 尹光 尹光

加價熱潮 許冠傑 '79夏日之歌集

包容 李克勤 CUSTOM MADE

北斗星 薰妮 又見別離愁

北半球選美離奇火警事故 古巨基 時代

北角之夢 蔡楓華 破碎

北國風情話 林志美 甚麼是緣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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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斤八兩 許冠傑 半斤八兩

半生緣 鄺美雲 心中有愛

半生緣 達明一派 你還愛我嗎 ?

半島鐵盒 周杰倫 八度空間

半真半假 仇雲峰 華納經典十三首第二輯

半夢半醒 譚詠麟 迷惑

半夢半醒之間 群星 金唱片特輯88'

半點心 草蜢 草蜢IV

半獸人 周杰倫 八度空間

卡拉永遠OK 譚詠麟 夢幻舞台

卡通歌 側田 FROM JUSTIN COLLECTION OF HIS FIRST 3 YEARS

去吧！ 陳慧嫻 變, 變, 變

去與留 甄妮 甄妮

去闖 言承旭 FIRST TIME JERRY FOR YOU

古都羅馬 林子祥 各師各法

古墓愛情 陳小春 THAT'S MINE

古樹下  鄧麗君 甜蜜蜜

另一個自己 林宥嘉 感官世界

另一張臉 孫燕姿 完美的一天

另一種平靜 陳綺貞 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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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有著你 彭羚 我有我天地

只因我太痴 呂方 求你講清楚

只因我愛你 王傑 一場遊戲一場夢

只因找到你 彭羚 我有我天地

只因喜歡你 周美茵,林海峰 叱吒新一代

只因擁有你 郭富城 聽風的歌

只有分離 蔡琴 GOLDEN VOICE

只有它 葉蒨文 祝福

只有我 F4 FANTASY 4EVER

只此一晚 甄妮 甄妮

只是這人生 許美靜 靜聽精采13首

只要你心裡有我 鄧麗君 水上人

只要你開心 林姍姍 華納經典金曲十三首

只要我長大 TWINS 見習愛神

只要我開心 陳慧嫻 少女雜誌

只要享和平 林子祥 摩登土佬

只要為你活一天 謝霆鋒 無形的他

只要為我愛一天 黎明 IF

只得一晚 梁漢文 貪新戀舊17首

只想你的愛 雷安娜 舊夢不須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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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想將你等 鍾鎮濤 癡心的一句

只想您會意 李克勤 CUSTOM MADE

只想愛你 楊丞琳 曖昧

只愛一次 葉蒨文 面對面

只愛你 張芸京 相反的我

叮噹 小太陽兒童合唱團 430穿梭機第一輯

叮噹 鄭秀文 完全擁有 新曲+精選

叮噹曲 陳美齡 漓江曲

可人兒 容祖兒 LOVE JOEY LOVE FOUR

可人兒 葉德嫻 倦

可以… 可是 林憶蓮 都市觸覺

可以不可以 林子祥 活色生香

可否 陳慧嫻 秋色

可否 麥潔文 麥潔文

可否多見一眼 鄧麗君 漫步人生路

可否忘記他 黎明 LEON SOUND

可否想一想 葉蒨文 甜言蜜語

可知我心有淚 蔡楓華 IQ成熟時

可能 王傑 故事的角色

可能 葉倩文 葉倩文 (零時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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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非所愛 薰妮 故鄉的雨

可愛 楊丞琳 遇上愛

可愛女人 周杰倫 周杰倫

可愛今朝愛 關菊英 過客

可愛可不愛（妍語版） 蔡卓妍 桐話妍語

可愛可不愛（桐話版） 鍾欣桐 桐話妍語

可愛的早晨 奚秀蘭 蘇州河邊

可愛的家 雷安娜 彩雲曲

可愛的笑容 彭健新 可愛的笑容

可愛的笑容 鍾鎮濤 溫拿十週年紀念

可愛的紫荊花 文千歲 大家恭喜歡樂年年

可會有明天 譚詠麟 反斗星 

可會遺忘 呂方 可會遺忘, 忍著淚說GOODBYE

可歌可泣 容祖兒 A TIME FOR US

台北不是傷心地 張學友 想和你去吹吹風

史泰龍 LAMBO 林子祥 最愛

囚牢自嘆 　 尹光 尹光

四人遊 方大同 THIS LOVE

四分三日 夢劇院 夢劇院

四月雪 王菲 將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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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交易會 達明一派 意難平

四季歌 甄秀儀 四季歌

四季歌 黃汝燊及飛機仔 跳飛機

四季歌 奚秀蘭 鳳凰于飛

四度空間 棒棒堂 四度空間

四面台 容祖兒 喜歡祖兒3新曲+精選

四面楚歌 周杰倫 十一月的蕭邦

四海一家 蔡楓華 人之初

四獄卒之歌 彭敬堯,方健明,鍾坤榮,陳紹傑雪狼湖

外太空聖誕 小太陽兒童合唱團 430穿梭機第一輯

外婆 周杰倫,（女聲：張欣瑜） 七里香

外婆的澎湖灣 張明敏 我的中國心

失去你 彭嘉碧 　 猛片勁歌寶麗金第二輯

失去的春天 鄧麗君 償還

失眠 蘇永康 失眠

失眠夜 張學友 BLACK & WHITE

失眠的睡美人 楊丞琳 遇上愛

失敗者 王傑 GIVING

失敗者的飛翔 陳綺貞 太陽

失意最難忘 薰妮 又見別離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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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生 陳百強 喝采

失落 甄妮 數碼大碟

失落   楊國華 香港城市民歌ENCORE

失憶諒解備忘錄 郭富城 華納超極品音色系列

失蹤 陳潔儀 揭曉

失蹤少女 林子祥 生命之曲

失戀 CAFE 劉美君 點解

失戀太少 陳奕迅 SHALL WE DANCE ? SHALL WE TALK ?

失戀可以好過些 陳慧琳 LOVER'S CONCERTO

失戀可以好過些 黃耀明,關淑怡 誰願放手精選17首

奴隸船 蔡依林 看我 75 變

左右手 張國榮 BELOVED

左右為難 鄭中基,張學友 時間,人物,地點

左鄰右里 李克勤,譚詠麟 CUSTOM MADE

左鄰右里 (國語版) 李克勤 CUSTOM MADE

左邊 楊丞琳 遇上愛

巨星     李龍基 夏日金輝

布公仔歌 小太陽兒童合唱團 430穿梭機第一輯

布拉格廣場 蔡依林 看我 76 變

平凡亦快樂 關正傑 天龍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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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 TWINS 我們相愛6年

必殺技 古巨基 勁歌‧金曲 新曲+精選

打工仔 彭健新 聲音

打不死 BEYOND THE ULTIMATE STORY

打火機 甄妮 甄妮

打得火熱 陳奕迅 打得火熱

打掃 李惠敏 愛恨交纏新曲+精選17首

打雀英雄 許冠傑 Gold Into '77寶麗多

打雀英雄傳 許冠傑 半斤八兩

打開你未來 鄭伊健 ETERNITY

打噴嚏 徐小鳳 梅花

打籐 尹光 尹光

未了緣 呂方 愛令我變炭

未平復的心 王菲,黃貫中 王靖雯

未完成 孫燕姿 未完成

未忘人 李惠敏 愛恨交纏新曲+精選17首

未來 鄭秀文 完整

未來未必來 蔡卓妍 AS A SA

未到傷心處 劉德華 LOVE HOPE

未明你的心 薰妮 故鄉的雨

第 74 頁，共 312 頁



                 音樂永續2020指定流行金曲名單

未知 容祖兒 喜歡 - 祖兒

未知的精彩 孫燕姿 STEFANIE 同名專輯

未知賽事的長跑 BEYOND 秘密警察

未唱的歌 陳百強,關正傑 夢裡人

未曾後悔 BEYOND THE ULTIMATE STORY

未曾深愛已無情 鄺美雲 留住春天

未算系錯 林子祥 一個人

未輸 側田 JUSTIN COLLECTION OF HIS FIRST 3 YEARS

末日THE END 鄧紫棋 MY SECRET

末世紀的呼聲 謝霆鋒 MOST WANTED 霆鋒精輯

末世情 達明一派 你還愛我嗎 ?

末成年同盟會 李克勤 李克勤演奏廳

末班車 王菲 王靖雯

本草綱目 周杰倫 依然范特西

正不正 張芸京 相反的我

永不休止的歌 甄妮 夢中的媽媽

永不放棄 夏韶聲 夏韶聲

永不想你 譚詠麟 第一滴淚

永恆的愛 陳百強 精裝陳百強 2

永相愛 鄧麗君 鄧麗君金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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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 孫燕姿 未完成

永遠不孤單 馮偉棠 風飄飄

永遠永遠 古巨基 愛與夢飛行

永遠有活力 小虎隊 可會遺忘, 忍著淚說GOODBYE

永遠的微笑 奚秀蘭 阿里山之歌

永遠的愛人 容祖兒 很忙

永遠保護你 孫耀威 SO FAR SO…CLOSE

永遠記得 麥天倫 叱吒新一代

永遠記得你 徐小鳳 梅花

永遠等待 BEYOND THE ULTIMATE STORY

永遠愛你 劉德華 情感的禁區

永遠愛我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二集

永遠懷念你 趙學而 趙學而家系列17首

犯賤 陳小春 抱一抱

玉面丹心 張慧 流星蝴蝶劍

玉樓春 徐小明 徐小明名曲集

生日的願望 夢劇院 夢劇院

生日禮物 郭富城 愛的呼喚

生命之光 陳秋霞 第二道彩虹

生命之曲 林子祥 生命之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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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動力 蔡楓華 人之初

生命的詩篇 譚詠麟 忘情都市

生和死 王傑 故事的角色

生長 黃汝燊及飛機仔 跳飛機

生長(國語) 徐小鳳 每日懷念你

生活 許美靜 靜聽精采13首

生活一小時 劉美君 點解

生活在他方 鍾欣桐 人人彈起 新曲+精選

生活語言 鄭秀文 生活語言

生理時鐘 羅志祥 羅生門

生銹 許志安 飛得起

生還者 蔡卓妍 ANOTHER ME

生鏽遊樂場 蔡健雅 若你碰到他

用心良苦 蔡琴 GOLDEN VOICE

用手走路 蔡國權 蔡國權精選

用愛造世界 許志安 驚喜交集17首

由你選擇 (FEAT. 農夫FAMA) 林俊傑,農夫 陸SIXOLOGY

由零開始 張國榮 BELOVED

白日夢 林志美 愛情幻像

白日夢 沈殿霞,黃日華 群星高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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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風車 周杰倫 依然范特西

白色球鞋 陳奕迅 ADMIT IT

白色戀人 薛凱琪 F BEST

白沙灘 鄧麗君 原鄉情濃

白粉誤終生 　 尹光 尹光

白紙鶴 李克勤 CUSTOM MADE

白馬王子 蔡楓華 青春三皇奏

白雲寄情意 徐小鳳 梅花

白霧輕飄盪 張德蘭 茫茫路

皮 黃汝燊及飛機仔 跳飛機

目光的句子 陳美玲 陳美玲

目的地 張柏芝 DESTINATION

矛盾 林子祥 林子祥

石像 林子祥 愛到發燒

石頭記 達明一派 石頭記

石頭記 陳慧琳 誰願放手精選17首

丟 陳小春 THAT'S MINE

丟架 TWINS GIRL POWER

交叉算了 張學友 SMILE

交出我的心 梅艷芳 赤色梅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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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 奚秀蘭 蘇州河邊

交換溫柔 鄭秀文 溫柔

交織千個心 BEYOND 真的見證

仲夏夜之戀 鄺美雲 留住春天

任天堂流淚 古巨基 勁歌‧金曲 新曲+精選

任何天氣 張柏芝 任何天氣

任你多瀟灑 關正傑 人在江湖

任你怎麼收 陳樂敏 少女雜誌

任你鎖住我 葉德嫻 倦

任性 孫燕姿 風箏

任意讓時間消逝 徐小鳳 猛龍特警隊

伊人何處 鄧麗君 在水一方

伊人何處 徐小鳳 猛龍特警隊

伊斯坦堡 周杰倫 周杰倫

休止符 孫燕姿 未完成

先敬羅衣後敬人 許冠傑 念奴嬌

光芒 F.I.R. F.I.R.飛兒樂團同名專輯

光明路上 徐小明 明仔來的電話

光輝歲月 BEYOND THE ULTIMATE STORY

全日愛 黎明 LEON CLUB SANDW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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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動星夜 夢劇院 天生一對

全身都是愛 張國榮 張國榮

全身暑假 容祖兒 喜歡祖兒2新曲+精選

全為愛 羅文 名劍風流

全部愛心都愛你 甄妮 祝福你

全憑直覺 黎明 IF

共同渡過 張國榮 SUMMER ROMANCE 87'

共你手拖手 張偉文 再會了野茉莉

共享陽光 蔣慶龍 430穿梭機第二輯

共妳常為伴 許冠傑 最佳拍擋大顯神通

共度良宵 張學友,陳潔儀,謝天華,陳嘉露雪狼湖

共看絲絲雨 陳浩德 暢飲在今宵

共您別離 張國榮 風繼續吹

共創真善美 張國榮 BELOVED

再一次想你 李克勤 CUSTOM MADE

再一遍 183 CLUB 183 CLUB

再不要問 夏韶聲,鄧麗盈 夏韶聲

再不想躲開 陳秀雯 震蕩

再不想擁有他 甄妮 為你而歌

再生人 林子祥 活色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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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花(粵) 徐小鳳 神鳳

再共舞 梅艷芳 赤色梅艷芳

再回頭 蔡楓華 人之初

再別康橋 林宥嘉 神秘嘉賓

再坐一會 鄺美雲 再坐一會

再見！我的愛人 鄧麗君 鄧麗君精選第一集

再見，我的愛人 鄭寶雯 流星蝴蝶劍

再見，那裏再見？ 鄺美雲 再坐一會

再見JOSEPHINE 陳百強 精裝陳百強 2

再見PUPPY LOVE 陳百強,林姍姍 奪標金曲

再見了 趙學而 趙學而家系列17首

再見二丁目 楊千嬅 私日記

再見十九歲 陳美齡 願你繼續醉

再見也罷 甄妮 春雨彎刀

再見勾勾 盧廣仲 七天

再見亦是戀人 孫耀威,車婉婉 SO FAR SO…CLOSE

再見再見有情人 甄妮 奮鬥

再見吧！浪漫 譚詠麟 再見吧! 浪漫

再見我的初戀 容祖兒 隆重登場

再見朋友 RAIDAS 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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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理想 BEYOND 秘密警察

再見楊柳 林子祥 林子祥創作歌集

再來一杯 鄧麗君 鄧麗君精選第一集

再度孤獨 譚詠麟 我們一起走過的日子

再要傷多少 鍾鎮濤 聽濤

再問 蘇永康 失眠

再望銀河 葉麗儀 葉麗儀

再等待  葉振棠 葉振棠精選

再愛我一次 蔡楓華 蔡楓華

再會 關淑怡 冬戀

再會，香港！ 許冠傑 念奴嬌

再會了，野茉莉！ 張偉文 再會了野茉莉

再遇 王傑 GIVING

再遇 黃凱芹 MOODY

再熾戀火 甄妮 甄妮

再續無盡愛 譚詠麟 愛念

再戀 黃凱芹 MISTY

再戀 張國榮 HOT SUMMER

冰山大火 梅艷芳 壞女孩

冰封的心 呂方 求你講清楚

第 82 頁，共 312 頁



                 音樂永續2020指定流行金曲名單

冰封的心 陳百強 癡心眼內藏

冰凍的女人 鄺美雲 留住春天

冰點 陳慧嫻 永遠是你的朋友

印心 陳慧嫻 秋色

印地安老斑鳩 周杰倫 周杰倫

印象 許冠傑 摩登保鑣

印滿你的笑容 蔡楓華 青春三皇奏

危情 黃凱芹 MISTY

危險地帶 杜德偉 等待黎明

危險的念頭 羅志祥 羅生門

危險動作 郭富城 分享愛／誰會記得我

危險遊戲 RAIDAS 危險遊戲

各師各法 林子祥 各師各法

合久必婚 李克勤 CUSTOM MADE

吉他的季節 譚詠麟 再見吧! 浪漫

吉米寶貝 盧廣仲 七天

吉慶滿堂 李寶瑩,文千歲 大家恭喜歡樂年年

同一種調調 周杰倫 葉惠美

同年同月同日生 鄭秀文 溫柔

同行萬里 林子祥 林子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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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你同我 葉蒨文 祝福

同你飲勝 張偉文 再會了野茉莉

同是世俗人 甄妮 為你而歌

同是寂寞人 呂方 癡戀

同根 黃貫中 THE ULTIMATE STORY

同根生 譚詠麟 擁抱

同班同學 蔡卓妍 ANOTHER ME

同渡每晚 杜德偉 等待黎明

同樣的兩個夢 TWINS 見習愛神

同謀 林峯 COME 2 ME

同類 孫燕姿 STEFANIE 同名專輯

同黨 達明一派 你還愛我嗎 ?

名劍風流 羅文 名劍風流

向日葵 關正傑 天龍訣

向日葵 鄧麗君 鄧麗君金唱片

向全世界說愛你 許志安 驚喜交集17首

向前行 葉振棠 葉振棠精選

向孩子學習 黎明 IF

回來我身邊 鄭秀文 完全擁有 新曲+精選

回到過去 周杰倫 八度空間

第 84 頁，共 312 頁



                 音樂永續2020指定流行金曲名單

回味無窮 鄭秀文 SAMMI ULTIMATE COLLECTION

回娘家 奚秀蘭 奚秀蘭小調第六輯

回家 張明敏 中華民族

回家吧 甄妮 祝福你

回家對著你媽媽 林憶蓮 都市觸覺

回情 陳慧琳 一齣戲

回復真我 梅艷芳 烈燄紅唇

回想曲 奚秀蘭 蘇州河邊

回頭已是百年身 梅艷芳 情歌

回頭望(追想) 薰妮 每當變幻時

回聲谷裏念離情 徐小明 徐小明名曲集

回響 BEYOND 請將手放開

因為太愛你 吳建豪 身體會唱歌

因為愛所以愛 謝霆鋒 無形的他

在KTV說愛你 言承旭 FIRST TIME JERRY FOR YOU

在水一方 鄧麗君 在水一方

在水中央 林子祥 一個人

在水中央 關菊英 過客

在水中央 林子祥 各師各法

在乎你感受 陳曉東 心理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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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憶中 許冠傑 最佳拍擋大顯神通

在你身邊 張學友 BY YOUR SIDE

在你的左右 容祖兒 小小

在你與我之間 馮偉棠 每當變幻時

在我生命裡 羅文 愛的幻想

在我眼裡你最特別 郭富城 分享愛／誰會記得我

在那遙遠的 關正傑 英雄出少年

在那遙遠的地方 王力宏 心中的日月

在那遙遠的地方 奚秀蘭 奚秀蘭小調第六輯

在雨中 劉家昌,尤雅 劉家昌全新歌集在雨中

在雨中  王雅文,葉振棠 群星一號-金唱片特輯

在秋風裡 雷安娜 舊夢不須記

在原野上 關正傑 英雄出少年

在夏天冬眠 容祖兒 獨照

在期待戀愛 呂方 求你講清楚

在等一個晚上 林子祥 林子祥

在潮浪裡 鍾鎮濤 我行我素

在懷念妳（還需勇氣） 郭富城 愛的呼喚

地下室 鄭秀文 LOVE IS …

地下裁判團 陳百強 夢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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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大追蹤 陳慧嫻 秋色

地獄天堂 葉蒨文 甜言蜜語

多少柔情 梅艷芳 梅艷芳

多少柔情多少夢 陳慧嫻 故事的感覺

多少黎明多少黃昏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五集

多出來的自由 言承旭 FIRST TIME JERRY FOR YOU

多啦A夢 陳慧琳 IN THE PARTY

多得他  王菲 情 FAYE 得意

多得妳 郭富城 唱這歌

多情的玫瑰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三集

多謝失戀 TWINS TOUCH OF LOVE

她 鍾鎮濤 不可以不想你

她的前半生 梅艷芳 烈燄紅唇

她的睫毛 周杰倫 葉惠美

她的歌 陶喆 太平盛世

她的歌聲 林子祥 一個人

她是誰 王寶欣 王寶欣

好一對 郭富城 唱這歌

好了 張芸京 相反的我

好人 古巨基 歡樂今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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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不見 陳奕迅 ADMIT IT

好久不見 張學友 BY YOUR SIDE

好大個網 威利 新力群星盡精英第二集

好心 張柏芝 不一樣的我

好年華 葉振棠 大內群英

好似舊時LONG AGO 仙樂飄飄兒童合唱團 仙樂飄飄

好事多為 容祖兒 LOVE JOEY LOVE FOUR

好東西 蔡依林 看我 81 變

好春光 文千歲,麗莎 步步高陞

好春宵 甄秀儀 四季歌

好時光 曾路得 雜歌賓治

好景自己去尋 許冠傑 念奴嬌

好媽媽 林子祥 抉擇

好想見面 陳百強 陳百強

好夢難圓 羅嘉良 天也豪情

好歌獻給你 羅文 好歌獻給你

好劍 陳小春 算你狠

如水 衛蘭 WISH

如此 許美靜 靜聽精采13首

如何 甄妮 為你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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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是好醫生 黃汝燊及飛機仔 跳飛機

如何掉眼淚 鄭秀文 LOVE IS …

如我是浮雲 張德蘭 寂寞是我

如我是浮雲 鄧麗君 甜蜜蜜

如果 蔡楓華 IQ成熟時

如果 陳美玲 陳美玲-Pat Chan

如果下半生　 郭富城 華納超極品音色系列

如果不愛你 張學友 BLACK & WHITE

如果只得一星期 謝霆鋒 MOST WANTED 霆鋒精輯

如果可以再見你 黎明 LEON CLUB SANDWICH

如果有一天 劉德華 EVERYONE IS NO. 1

如果你快樂 張信哲 思念

如果你要離去  李宗盛 似曾相識

如果我（國語） 張敬軒 MY 1ST COLLECTION

如果我是他 張信哲 思念

如果我是男人 鄭秀文 生活語言

如果我們不再見  鄭秀文 SAMMI ULTIMATE COLLECTION

如果沒有你 鄧麗君 償還

如果真的戀愛不流行 黎姿 如果真的戀愛

如果能許一個願 鄧麗君 水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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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都不算愛 張學友 BLACK & WHITE

如若我是他 張信哲 思念

如風  王菲 情 FAYE 得意

如意吉祥 李寶瑩,文千歲 大家恭喜歡樂年年

妄想 張國榮 SUMMER ROMANCE 87'

妄想 梅艷芳 似火探戈

孖寶668 TWINS 雙生兒

字條 徐小鳳 每一步

宇宙大帝 張國榮 430穿梭機第一輯

宇宙小姐 S.H.E. 我的電台

守望相愛 鄭秀文 SHOCKING PINK

安了心 張學友 釋放自己

安全感 TWINS GIRL POWER

安全感 鄭秀文 生活語言

安妮 王傑 一場遊戲一場夢

安寧 孫燕姿 AGAINST THE LIGHT

安歌 羅文 好歌獻給你

安樂窩 張淑玲 猛片勁歌寶麗金第二輯

安靜 周杰倫 范特西

安靜了 S.H.E. 我的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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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沙咀SUSIE 許冠傑 念奴嬌

年青人 湯正川 六啤半

年青人世界 馮偉棠 風飄飄

年青的感覺 林志美 甚麼是緣份

年節時景 張明敏 中華民族

年輕人的心聲 張明敏 我是中國人

年輕無極限 孫燕姿 未完成

成功需苦幹 譚詠麟 寶麗金80中文金曲龍虎榜

成吉思汗 林子祥 各師各法

成長 TWINS 人人彈起 新曲+精選

成長的代價 蔡國權 在你耳邊唱

成長路 林憶蓮 華納經典十三首第二輯

成敗轉頭空 鄭寶雯 流星蝴蝶劍

收不到訊號 梁詠琪 FRESH 新鮮

收音機 彭健新 聲音

早安您好 S.H.E. 我的電台

早知 謝霆鋒 MOST WANTED 霆鋒精輯

早知道愛上你 張信哲 思念

早春二月 蔡楓華 人之初

早班火車 BEYOND THE ULTIMATE STORY

第 91 頁，共 312 頁



                 音樂永續2020指定流行金曲名單

早晨！早晨！ 俞琤 六啤半

早晨的路上 蔡楓華 IQ成熟時

早晨校長 小虎隊 可會遺忘, 忍著淚說GOODBYE

曲中情 黃凱芹 MOODY

曲終人不散 周華健 生.生活

曲終人散 區瑞強 少年夢

曲終殘夜 鄭寶雯 流星蝴蝶劍

有一個地方 張學友 BY YOUR SIDE

有一種快樂 鄭秀文 FAITH 信

有了你 陳百強 陳百強突破精選

有人 劉美君 笑說

有心人 張國榮 紅

有句話 林子祥 活色生香

有我一貫原則 彭健新 可愛的笑容

有我有你 周渝民 MAKE A WISH

有房出租 陳慧琳 星夢情真

有所不知 TWINS 愛情當入樽

有空請愛我 黎明 LEON CLUB SANDWICH

有個女孩等著你 鄧麗君 水上人

有效日期 郭富城 愛的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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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日期 趙學而 趙學而家系列17首

有酒今朝醉 許冠傑 半斤八兩

有隻雀仔 薛凱琪 F BEST

有這麼難嗎 陳小春 抱一抱

有著你 林子祥 林子祥

有間小屋 黃汝燊及飛機仔 跳飛機

有愛 容祖兒 獨照

有緣的話 王菲,(對白：陳少寶) 王靖雯

有誰知我 鄧麗君 淡淡幽情

有誰知我此 鄧麗君 漫步人生路

有誰知我此時情 劉美君 赤裸感覺

有誰知我此時情 鄧麗君 淡淡幽情

朱古力萬歲 容祖兒 NIN9 2 5IVE

此刻，你心裡想起誰 王力宏 不可思議

此刻你在何處 - 電影「花仔多情」插曲 譚詠麟 愛情陷阱 

此刻的你 羅文 幾許風雨

此情不再 林志美 林志美

此情只待成追憶 鍾鎮濤 要是有緣

此情只待成追憶 林憶蓮,倫永亮 都市觸覺

此情可待 林子祥 林子祥創作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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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此境 李克勤 此情此境

死心的理由 F.I.R. INFINITY無限

死性不改 TWINS SUCH A BETTER DAY

江水要比河水長 鄧麗君 原鄉情濃

江水滔滔 張偉文 再會了野茉莉

灰色 林憶蓮 灰色

灰色化粧 林憶蓮 灰色

灰色軌跡 BEYOND THE ULTIMATE STORY

灰色戀曲 陳百強 精裝陳百強 1

灰姑娘 王寶欣 王寶欣

百花歌 奚秀蘭 奚秀蘭小調第六輯

百花齊放 奚秀蘭 莫負青春

百鳥朝凰 奚秀蘭 鳳凰于飛

百煉情 汪明荃 春殘夢斷

百試不厭 TWINS HAPPY TOGETHER 新曲+精選

百變 梅艷芳 似火探戈

竹林記舊 徐小明 新變色龍

竹林深處 王力宏 心中的日月

米蘭的小鐵匠 周杰倫 八度空間

老了十歲 張敬軒 MY 1ST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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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河 林子祥 一個人

老人與海 徐小鳳 逍遙四方

老是一件令人回味的事 張學友,葛民輝 釋放自己

老狼在此 符潤光 雪狼湖

老實講 羅志祥 羅生門

考試考試 蔡國權 蔡國權

耳朵 林宥嘉 感官世界

耳邊細語 甄妮 夢中的媽媽

肉麻 李克勤 李克勤演奏廳II

自己保重 林峯 愛在記憶中找你

自己發電 苦榮,小苦妹,許志安, 陳慧琳,穀德昭芝SEE菇BI FAMILY-初戀嗱喳麵

自甘墮落 劉美君 點解

自由 張學友 想和你去吹吹風

自由在我手 余安安 81-82寶麗金金唱片特輯

自由行不行 TWINS 桐話妍語

自由落體 蔡健雅 若你碰到他

自成一派 黃凱芹 MOODY

自你往年離去 張信哲 思念

自我 蔡楓華 高溫境界

自卑 吳浩康 LOVE JOEY LOVE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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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娛 王菀之 王菀之國語創作專輯

自從 王菀之 王菀之國語創作專輯

自從您一去 許冠傑 最佳拍擋大顯神通

自尋煩惱 許志安 我的天我的歌

自然 黎明 IF

自然而然 楊丞琳 遇上愛

自愛 孫耀威 SO FAR SO…CLOSE

自導自演的悲劇 陶喆 太美麗

至少還有我 飛輪海 双面飛輪海

至尊無上 譚詠麟 忘情都市

至愛 陳百強 凝望

血色瑪莉 關淑怡 難得有情人

血色薔薇 達明一派 你還愛我嗎 ?

血脈沸騰 李克勤 CUSTOM MADE

血淚的控訴 徐小明 新變色龍

血盟 徐小明 漁歌

行人路上 徐小鳳 徐小鳳

行蹤不要問 徐小鳳 每日懷念你

衣櫃裡的男人 梁漢文 偷吻

西伯利亞開滿臘梅花 何韻詩 無名‧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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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之醉 古巨基 歡樂今宵

西廂會 汪明荃 春殘夢斷

伯樂 林宥嘉 神秘嘉賓

估計錯誤 謝霆鋒 MOST WANTED 霆鋒精輯

伴你一世 林子祥 各師各法

伴我小半天 陳百強 傾訴

伴我同行 謝霆鋒 零距離

伴我在歌聲 小虎隊 可會遺忘, 忍著淚說GOODBYE

伴我啟航 小虎隊 華星影視新節奏第一輯

伴我歌唱 葉麗儀 葉麗儀

伴侶 黃凱芹 MISTY

伴侶 群星 金唱片特輯88'

伴星行 林利 心債

似水流年 梅艷芳 梅艷芳

似火探戈 梅艷芳 似火探戈

似是故人來 梅艷芳 情歌

似曾相識 陶喆 太美麗

似曾相識 林子祥 花街七十號

但我已給你 林憶蓮 放縱

但願人長久 張國榮 SAL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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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願人長久 鄧麗君 淡淡幽情

但願人長久 陳百強 喝采

但願不改變 譚詠麟 霧之戀

但願你了解 王傑 人在風雨中

低等動物 陳奕迅 打得火熱

低調感覺 RAIDAS 傳說

住家男人 林憶蓮 灰色

佔領 陳曉東 心的接觸

何日 梅艷芳 情歌

何日再見 甄妮 祝福你

何日再相見 葉振棠 大內群英

何日再相逢 許冠傑 '79夏日之歌集

何日君再來 鄧麗君 一封情書

何以相戀 蔡楓華 愛不是遊戲

何必 鄭秀文 完整

何必太認真 陳小春 抱一抱

何必草草 張德蘭 何日再相見

何必曾相識 蔡楓華 蔡楓華新曲精選

何年何月 徐小鳳 徐小鳳

何妨又跳躍 葉振棠 浮生六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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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妨再醉這一杯 甄妮 衝擊

何妨醉一杯 關菊英 天龍八部之六脈神劍

何事懶洋洋 蔡楓華 蔡楓華

何苦 容祖兒 不容錯失

何時何地 林子祥 花街七十號

何處覓蓬萊 薰妮 又見別離愁

何處覓蓬萊 許冠傑 財神到

何謂情深 王傑 GIVING

佛山贊先生 李龍基 名曲65

佛跳牆 許冠傑 財神到

作弄 太極 沉默風暴

作夢 陳小春 THAT'S MINE

作戰 孫燕姿 LEAVE

你又可知我 曾路得 你知我知

你不必害怕 徐小鳳 每日懷念你

你不在 王力宏 不可思議

你不快樂 張柏芝 不一樣的我

你不知道我 郭啟華 叱吒新一代

你不是好情人 TWINS 我們相愛6年

你不愛我愛誰 F4 流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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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會了解 謝霆鋒 無形的他

你比從前快樂 周杰倫 范特西 (EP+27MV VCD)

你令我心醉 陳百強 凝望

你令愛了不起 黎明 LEON SOUND

你可以步近一點 夢劇院 天生一對

你可知道 關菊英 天龍八部之六脈神劍

你可知道我 鄧麗君 鄧麗君十五週年

你在何方 林子祥 一個人

你在何地 張國榮 SUMMER ROMANCE 87'

你在我心中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三集

你在我心裡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六集

你在我夢裡  鄧麗君 甜蜜蜜

你好 羅文 愛的幻想

你好嗎? 鄧麗欣 DATING

你如果好鍚我 陳潔儀 揭曉

你有你講 (佢有佢講) 許冠傑 SAM AND FRIENDS

你有愛過我嗎 周華健 生.生活

你你我我 達明一派 你還愛我嗎 ?

你我之間 張國榮 紅

你我相伴左右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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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沒有錯 張學友 祇願一生愛一人

你並不孤單 林峯 愛在記憶中找你

你和我 王力宏 不可思議

你的女人 衛蘭 LOVE DIARIES

你的吻很甜 蔡卓妍 AS A SA

你的我 鄭伊健 LIFE II 發現

你的前半生 鄭秀文 BECOMING SAMMI

你的眼神 林志美 林志美

你的微笑 F.I.R. F.I.R.飛兒樂團同名專輯

你的微笑 蔡楓華 IQ成熟時

你的歌 陶喆 69樂章

你的樣子  羅大佑 似曾相識

你知我知 譚詠麟 忘情都市

你知道我在等你們分手嗎 衛蘭 WISH

你知道我在等你嗎  張洪量 似曾相識

你係我嘅 黎明 THE RED SHOES

你咪理我 林子祥 摩登土佬

你怎麼說 鄧麗君 在水一方

你恨到 古巨基 GUITAR FEVER

你是八十年代 何韻詩 GOOMUSIC COLLECTION 200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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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我心中最愛的人 郭富城 愛定妳

你是我心內的一首歌(FEA TSELINA) 王力宏, Selina 改變自己

你是我所有 劉德華 LOVE HOPE

你是我的UFO TWINS HAPPY TOGETHER 新曲+精選

你是我的一切 郭富城 華納好精選

你是我的男人 林憶蓮 華納經典十三首第二輯

你是我信心 古巨基 歡樂今宵

你是我堅強的唯一理由 容祖兒 不容錯失

你是我最愛的人 王菀之 王菀之國語創作專輯

你是明日意義 黎姿 如果真的戀愛

你是唯一 張芸京 相反的我

你為了愛情 黎姿 如果真的戀愛

你為何不說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七集

你看得見嗎 鍾欣桐 桐話妍語

你要等我 譚詠麟 暴風女神

你情我願 達明一派 神經

你望．我望 達明一派 我等著你回來

你這剎那在何方 黎明 LEON SOUND

你想不想 張學友 釋放自己

你想要的 陳曉東 心的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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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愛我 鄭秀文 FAITH 信

你愛我 (國) 鄭秀文 信者得愛

你愛我愛不起 鄭秀文 溫柔

你愛的只有我 林志美 林志美

你愛唱那首歌 徐小鳳 神鳳

你會否不再想起我 陳百強 百強 84'

你會衝動 陳慧琳 星夢情真

你裝作不知道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五集

你像我一樣 薰妮 霧裡玫瑰

你滿意嗎 太極 沉默風暴

你說吧! 張德蘭 風塵淚

你說是甜我說苦 劉美君 笑說

你說得對 容祖兒 喜歡 - 祖兒

你講你愛我 TWINS EVOLUTION

你還是疼我的 容祖兒 獨照

你還愛我嗎? 達明一派 你還愛我嗎 ?

克里德島晨光 翁倩玉 新力群星盡精英第一集

冷水 古巨基 愛與夢飛行

冷令暖人生 陳浩德 群星唱聚

冷冰冰的形象 林子祥 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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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的真可怕 徐小鳳 徐小鳳

冷雨 錢錢 六啤半

冷雨夜 BEYOND THE ULTIMATE STORY

冷風中 陳百強 精裝陳百強 2

冷得真的可怕 徐小鳳 徐小鳳

冷傲的化粧 譚詠麟 夢幻舞台

冷暖風鈴 陳百強 一生何求

冷靜 張學友 不老的傳說

別了 張學友 昨夜夢魂中

別了別了 林志美 林志美

別了秋天 呂方 癡戀

別了校園 張德蘭 網中人

別了媽媽 鄺美雲 再坐一會

別了憂鬱 JOHNNY BLUE 雷安娜 舊夢不須記

別了繽紛 甄妮 衝擊

別人的故事 陳美玲 陳美玲

別人的情歌 葉蒨文 華納超極品音色系列 - 葉蒨文 II

別人的歌 RAIDAS 傳說

別亦難 徐小鳳 別亦離

別再說想我 王傑 一場遊戲一場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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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再靠緊我 林憶蓮 都市觸覺

別來無恙 謝霆鋒 零距離

別怕重逢 薰妮 又見別離愁

別後 雷安娜 癡情劫

別挽留我 鄺美雲 再坐一會

別時 區瑞強,黃造時 　 猛片勁歌寶麗金第二輯

別問 張學友 BLACK & WHITE

別等 達明一派 我等著你回來

別裝了 周筆暢 I,魚,光,鏡

別話 陳百強 等待您

別說恨 謝霆鋒 零距離

別說對不起 S.H.E. ENCORE 安歌

別離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七集

別離的無奈 梅艷芳 華星影視新節奏第二輯

別戀 張學友 相愛

君心我心 鄧麗君 原鄉情濃

君心知我心 呂方 癡戀

含笑 羅文 卉

含羞草 雷安娜 舊夢不須記

吸煙的女人 RAIDAS 吸煙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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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沙入眼 容祖兒 NIN9 2 5IVE

吹微風 陳奕迅 打得火熱

吻別 蔡琴 GOLDEN VOICE

吻別 譚詠麟 暴風女神

吻我吧 郭富城 華納超極品音色系列

吾夢 許冠傑 '79夏日之歌集

告白 張柏芝 不一樣的我

告別 曾路得 你知我知

告別憂鬱 群星 金唱片特輯88'

告訴你告訴我 鄧麗君 在水一方

告訴我吧 梁朝偉 梁朝偉

告解 容祖兒 喜歡祖兒 II

困 謝天華,陳嘉露 雪狼湖

困 蔡楓華 愛不是遊戲

困獸之鬥 周杰倫 七里香

壯志雄心 李克勤 PURPLE DREAD

妒忌 張國榮 VIRGIN SNOW

妖女 梅艷芳 梅 · 憶錄

完全地愛吧 BEYOND THE ULTIMATE STORY

完美 林海峰 的士夠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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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 鄭秀文 為你等

完美主義 周杰倫 周杰倫

完美的一天 孫燕姿 完美的一天

完美的神話 夢劇院 夢劇院

完整 鄭秀文 完整

局外人 張學友 SMILE

巫婆的咀咒 呂方 癡戀

希治閣劇場 陳慧琳 IN THE PARTY

希望你還好 郭富城 愛定妳

床上的法國煙 林子祥 林子祥創作歌集

序曲/將我送給你 梅艷芳 似火探戈

弟弟乖乖 路家敏 道理真巧妙

形影不離 呂方,方韻詩 華星影視新節奏第一輯

忍 許冠傑 '79夏日之歌集

忍者 華星兒童合唱團 430穿梭機第二輯

忍者 周杰倫 范特西

忍着淚說GOODBYE 小虎隊 可會遺忘, 忍著淚說GOODBYE

忍痛說謊 甄妮 為你而歌

志在四方 馮偉棠 風飄飄

忘了我是誰 黃韻玲 新力群星盡精英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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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哭 張學友 BLACK & WHITE

忘不了 陶喆 太美麗

忘不了您 譚詠麟 忘不了您

忘年的友情 汪明荃 山歌情誼長

忘年雨 蔣麗萍 我為你狂

忘記了 林子祥 林子祥

忘記不起 鄭秀文 BECOMING SAMMI

忘記巴黎 鄭秀文 生活語言

忘記他 鄧麗君 勢不兩立

忘記他  鄧麗君 鄧麗君十五週年

忘記他是她 達明一派 意難平

忘記左憂傷  關菊英 知己同心

忘記悲傷 陳慧嫻 反叛

忘情 劉美君 劉美君

忘情冷雨夜 張學友 祇願一生愛一人

忘情負義 張學友 給我親愛的

忘情都市 譚詠麟 忘情都市

忘掉你像忘掉我  王菲 情 FAYE 得意

忘盡心中情 葉振棠 葉振棠精選

快快救我 林憶蓮 放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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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來跳碰碰舞 徐小鳳 猛龍特警隊

快樂 周華健 生.生活

快樂 許冠傑 難忘你, 紙船

快樂正開始 陳秋霞 心聲 ... 想著你

快樂老實人 盧冠廷 群星一號-金唱片特輯

快樂自由歌 鍾鎮濤 不可以不想你

快樂男生 陳奕迅 ADMIT IT

快樂到天亮 薛凱琪 F BEST

快樂的汽球 小太陽兒童合唱團 430穿梭機第一輯

快樂是我鄉 徐小鳳 每日懷念你

快樂是無知 徐小鳳 神鳳

快樂是痛苦的開始 鄧麗君 甜蜜蜜

快樂是痛苦開始 張德蘭 寂寞是我

快樂苗 林子祥 抉擇

快樂時光 陳小寶,曾路得 六啤半

快樂時光 黃愷欣 快樂時光

快樂醜小鴨 陳百強 喝采

快熟時代 TWINS TWINS

我(國語) 張國榮 一切隨風

我也不想這樣 容祖兒 喜歡祖兒3新曲+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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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很想他 孫燕姿 STEFANIE 同名專輯

我也喜歡你 張智霖 我也喜歡你

我已經長大 棒棒堂 哪裡怕

我不以為 陳慧琳 誰願放手精選17首

我不再迷惘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五集

我不明白 張學友 BLACK & WHITE

我不是一百分 陳小春 抱一抱

我不是好人 側田 FROM JUSTIN COLLECTION OF HIS FIRST 3 YEARS

我不配 周杰倫 我很忙

我不愛 孫燕姿 LEAVE

我不愛你了 張芸京 相反的我

我不會MIND 徐小鳳 徐小鳳

我不會唱歌 李克勤,鋼琴演奏<郎朗> CUSTOM MADE

我不會唱歌 羅志祥 舞所不在

我不管 陳慧琳 誰願放手精選17首

我不懂愛 鄧紫棋 18…

我不難過 孫燕姿 未完成

我不願意 張學友 BLACK & WHITE

我冇醉 張武孝 發你個財財

我太傻 陶喆 69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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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有你 許志安 驚喜交集17首

我心只有您 譚詠麟 遲來的春天

我心未冷 蔡國權 蔡國權

我心如雷 譚詠麟 忘情都市

我心深處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五集

我心喜歡你 譚詠麟 忘不了您

我心裡邊 鄧麗君 勢不兩立

我心醉自然 徐小鳳 夜風中

我只在乎你 鄧麗君 我只在乎你

我只有知道 葉蒨文 面對面

我只怨自己 黎姿 如果真的戀愛

我只要現在 鄭秀文 完整

我只想你好 劉德華 LOVE HOPE

我只屬於你 關菊英 過客

我未願意 鄧麗欣 DATING

我永在懷念你 露雲娜 猛片勁歌寶麗金第二輯

我生 古巨基 HUMAN 我生

我在乎 陳小春 THAT'S MINE

我在夢中哭泣了 齊豫 橄欖樹

我在戀愛中 呂方 可會遺忘, 忍著淚說GOOD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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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感動 鄭秀文 SHOCKING PINK

我如何知道你愛我 王傑 人在風雨中

我有什麼資格不要你 陳小春 抱一抱

我有我天地 彭羚 我有我天地

我有我風格 BEYOND BEYOND IV

我有兩個 達明一派 意難平

我老婆話我 彭健新 聲音

我自己願意 林志美 甚麼是緣份

我自問 關正傑 關正傑名曲選

我行我素 鍾鎮濤 要是有緣

我估不到 劉美君 赤裸感覺

我決定走了 TWINS 我們相愛6年

我沒有錯 蘇芮 蘇芮1986

我沒有騙你 鄧麗君 鄧麗君金唱片

我沒法相信 譚詠麟 牆上的肖像

我秀故我在 羅志祥 舞所不在

我走我路 張國榮 一片癡

我走來走去 黎明 感應

我呼吸你 周渝民 記得我愛你

我和你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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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你 陳百強 精裝陳百強 2

我怕... 陳潔儀 揭曉

我所知的兩三事 容祖兒 A TIME FOR US

我所喜愛的歌 葉德嫻 倦

我抱歉 郭富城 愛的呼喚

我沾濕了的臉 黃凱芹 MOODY

我的天 張敬軒 LOVE SO CRUEL

我的天我的歌 許志安 我的天我的歌

我的心仍屬於您 許冠傑 摩登保鑣

我的心向著你 賈思樂 華星影視新節奏第一輯

我的心裡沒有他 劉文正 蘭花草

我的方向 杜麗莎 杜麗莎

我的地盤 周杰倫 七里香

我的志願 梁漢文 偷吻

我的爸爸媽媽 鍾欣桐 TOUCH OF LOVE

我的知己 BEYOND 請將手放開

我的故事 陳百強 夢裡人

我的星座 林姍姍 精裝林姍姍

我的背後你的手 譚詠麟 再見吧! 浪漫

我的祖國 奚秀蘭 奚秀蘭第八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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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秘密 MY SECRET 鄧紫棋 MY SECRET

我的愛 孫燕姿 STEFANIE 同名專輯

我的愛人 太極 華納經典十三首第二輯

我的歌 張武孝 發你個財財

我的歌   張武孝 新力群星盡精英第一集

我的驕傲 容祖兒 我的驕傲

我知你好 張國榮 一切隨風

我知你知 曾路得 你知我知

我知道你在等我（國語） 孫耀威 HITS SIXTEEN

我知錯 王傑 人在風雨中

我肯 梅艷芳, 許志安 烈燄紅唇

我阿英個老 許冠英 寶麗金十週年紀念

我係小忌廉 戴蘊慧 華星影視新節奏第二輯

我信 王菲 玩具

我信韻律全能 商業二台DJ 叱吒新一代

我很好 梁詠琪 FRESH 新鮮

我很想愛他 TWINS 八十塊環遊世界

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 趙傅 似曾相識

我怎能離開你 鄧麗君 鄧麗君金唱片

我恨我是女人 趙學而 趙學而家系列17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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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國人 張明敏 我是中國人

我是太空人 許冠傑 SAM AND FRIENDS

我是火星人 S.H.E. 我的電台

我是你的知音 鄧麗君 一封情書

我是我 孫燕姿 風箏

我是幸運人 許冠傑 新的開始

我是真的真的很愛你 F4 流星雨

我是能源 達明一派 達明一派II

我是痴情無限  關菊英 知己同心

我是憤怒 BEYOND THE ULTIMATE STORY

我是藍鳥 夢劇院 天生一對

我為你狂 蔣麗萍 我為你狂

我為我生存 李惠敏 愛恨交纏新曲+精選17首

我要你 鄧麗君 漫步人生路

我要你多愛一次 甄妮 不要再重逢

我要走天涯 關正傑 天蠶變

我要走天涯 林子祥 各師各法

我要的幸福 孫燕姿 THE MOMENT

我要活下去 葉蒨文 祝福經典十三首

我要看齣戲 陳慧琳 一齣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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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逆風去 張國榮 風繼續吹

我要問問你 陳美齡 願你繼續醉

我們 謝霆鋒 無形的他

我們之間 棒棒堂 哪裡怕

我們的主題曲 鄭秀文 我們的主題曲

我們的紀念冊 TWINS HAPPY TOGETHER 新曲+精選

我們的愛 F.I.R. F.I.R.飛兒樂團同名專輯

我們的歌 王力宏 改變自己

我們很好 林峯 COME 2 ME

我們要睡覺 TWINS TOUCH OF LOVE

我們都哭了 梅艷芳 梅 · 憶錄

我們都寂寞 容祖兒 喜歡 - 祖兒

我們都寂寞 陳奕迅 黑、白、灰

我真的受傷了 張學友 BLACK & WHITE

我笑我哭 王傑 故事的角色

我笑說... 劉美君 笑說

我討厭我自己 吳建豪 身體會唱歌

我偷望、你偷看 林子祥 愛到發燒

我問 許冠傑 摩登保鑣

我問我笑 夢劇院 天生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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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寂寞 鍾鎮濤 要是有緣

我得你 劉德華 EVERYONE IS NO. 1

我得你 張學友 他在那裡

我得你得唔得 小太陽兒童合唱團 430穿梭機第一輯

我得到 太極 沉默風暴

我終於失去了你  趙傅 似曾相識

我這樣愛你 黎明 我這樣愛你

我這樣愛你錯了嗎？（粵） 黎姿 如果真的戀愛

我都做得到 小太陽兒童合唱團 430穿梭機第二輯

我就喜歡 王力宏 不可思議

我曾深愛過 蘇芮 新曲+精選

我想 孫燕姿 LEAVE

我想 關菊英 過客

我想了半天 張德蘭 寂寞是我

我想了半天 鄧麗君 甜蜜蜜

我想妳 陳百強 夢裡人

我愛上課 陳百強 凝望

我愛大自然 譚詠麟 愛人女神

我愛月亮 徐小鳳 猛龍特警隊

我愛世界 譚詠麟 愛情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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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白雲 陳百強 喝采

我愛你 S.H.E. ENCORE 安歌

我愛你 許冠傑,陳秋霞 財神到

我愛你 林子祥 愛到發燒

我愛呼吸 衛蘭 WISH

我愛的人 陳小春 抱一抱

我愛唱機 譚詠麟 愛念

我愛雀斑 譚詠麟 愛的根源

我愛煩惱 S.H.E. 我的電台

我感到疲倦 王傑 GIVING

我會知道幾時要退 王傑 GIVING

我會很愛妳 言承旭 FIRST TIME JERRY FOR YOU

我會掛念你 陳慧琳 誰願放手精選17首

我會等你 王傑 GIVING

我會繼續想你 李惠敏 愛恨交纏新曲+精選17首

我像一片雲 許冠傑 難忘你, 紙船

我與你,他與我 梅艷芳 華星影視新節奏第二輯

我與秋風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七集

我需要的只是愛 梁漢文 貪新戀舊17首

我醉了 鍾鎮濤 要是有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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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瞭解你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四集

我還想她 林俊傑 陸SIXOLOGY

我鍾意 梁詠琪 TODAY

我懷念的 孫燕姿 AGAINST THE LIGHT

我願你知道 鄭伊健 97'古惑仔之"戰無不勝"

我願沉睡如醉 葉麗儀 上海灘續集

我願前行 甄妮 為你而歌

我願陪罪 葉振棠 大內群英

我願無情 甄妮 心聲

我願意 葉振棠,葉麗儀 葉麗儀

我願意  王菲 情 FAYE 得意

扮幼稚 黎明 LEON SOUND

扮野 許冠傑 摩登保鑣

扯 周杰倫 我很忙

找不到 楊丞琳 遇上愛

找不到自由 陳百強 陳百強

找不著藉口 葉振棠 葉振棠精選

找自己愛的人 郭富城 愛定妳

找尋 甄妮 夢中的媽媽

抉擇 林子祥 各師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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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   蘇芮 搭錯車電影原聲大碟

把愛放開 F.I.R. INFINITY無限

把愛埋藏在心窩 鄧麗君 鄧麗君金唱片

把歌談心 林姍姍 精裝林姍姍

抓緊你的愛 杜麗莎 杜麗莎

投降吧 林子祥 各師各法

抗議變心 杜德偉 等待黎明

改邪歸正歌 WYNNERS SAME KIND OF MAGIC

改造人 謝霆鋒 MOST WANTED 霆鋒精輯

改變自己 王力宏 改變自己

攻心計 棒棒堂 四度空間

更加愛你 鄭秀文 BECOMING SAMMI

更進一杯酒 張德蘭 茫茫路

杜鵑 羅文 卉

步步高昇 李寶瑩 大家恭喜歡樂年年

步步高陞 文千歲,麗莎 步步高陞

每一步 徐小鳳 每一步

每一面都美 陶喆 太美麗

每一個晚上 林子祥 林子祥創作歌集

每一個夢 王傑 故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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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種一個願望 陳慧琳 IN THE PARTY

每日懷念你 徐小鳳 每日懷念你

每事問 許冠傑 念奴嬌

每夜呼叫你 甄妮 甄妮

每夜唱不停 林子祥 創作+流行歌集

每段路 BEYOND 秘密警察

每段路 呂方 癡戀

每當晚飯時 張武孝 六啤半

每當變幻時 張慧 流星蝴蝶劍

每隔兩秒 趙學而 趙學而家系列17首

求你不要走 盧冠廷 第一階段作曲演譯精品集

求你不要追問 徐小明 明仔來的電話

求你莫淚流 張德蘭 武俠帝女花

求求妳 陳百強 夢裡人

求妳講清楚 呂方 求你講清楚

求救專線 周渝民 MAKE A WISH

決定 鄭秀文 為你等

決絕 林憶蓮 憶蓮

決戰二世祖 側田 FROM JUSTIN COLLECTION OF HIS FIRST 3 YEARS

汽水樽裡的咖啡 何韻詩 GOOMUSIC COLLECTION 200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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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默的母親 蘇芮 新曲+精選

沈默是金 張國榮,許冠傑 BELOVED

沉寂午夜 陳慧嫻 嫻情

沉默 陳小春(feaT Kristal) 算你狠

沉默的眼睛 張學友 JACKY

沉默是金 許冠傑,張國榮 新藝寶金曲金碟VOL.1

沉默風暴 太極 沉默風暴

沒有 陳慧琳 LOVER'S CONCERTO

沒有人的方向 孫燕姿 THE MOMENT

沒有人知的故事 張信哲 思念

沒有你在我旁 雷安娜 癡情劫

沒有妳 蔡楓華 絕對空虛

沒有翅膀的天使 劉德華 EVERYONE IS NO. 1

沒有寄出的信 區瑞強 陌上歸人

沒有張揚的命案 達明一派 你還愛我嗎 ?

沒有愛 張國榮 BELOVED

沒有路人的都市 RAIDAS 危險遊戲

沒有運氣的天使 鄭秀文 SHOCKING PINK

沒法可續緣 陳百強 凝望

沒法做足一百分 TWINS 我們的紀念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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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時間 孫燕姿 自選集

沒結果的一些感情 黃凱芹 給你留念

沒感覺 鄭秀文 完整

沒線風箏 陳曉東 心理遊戲

沒關係 容祖兒 小小

沙堡壘 容祖兒 隆重登場

沙煲兄弟 于燐兒童合唱團 群星唱聚

沙漠小子 林子祥 各師各法

沙灘中的腳印 陳百強 陳百強突破精選

牡丹 羅文 卉

狂 張學友 雪狼湖

狂野之城 郭富城 華納超極品音色系列

狂傲 張學友 相愛

狂想曲 TWINS 我們相愛6年

狂潮 胡燕妮 群星高唱

狂熱革命 陳奕迅 LISTEN TO EASON CHAN

狂歡 林子祥 活色生香

狂戀 陳綺貞 太陽

狂戀 蔡楓華 愛不是遊戲

男人 蔡健雅 若你碰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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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KTV 側田 FROM JUSTIN COLLECTION OF HIS FIRST 3 YEARS

男人女人 葉麗儀 群星一號-金唱片特輯

男人信什麼 衛蘭,王灝兒 [JW] FIRST EP

男人這東西 張柏芝 DESTINATION

男人最痛 許志安 驚喜交集17首

男仕今天你很好 鄭秀文 華納超極品音色系列

男兒漢 許冠傑 賣身契

男朋友與歌 容祖兒 GIVE LOVE A BREAK

男孩最痛 張敬軒 LOVE SO CRUEL

男孩像你 薛凱琪 F BEST

究竟天有幾高 林子祥 各師各法

究竟為什麼 徐小鳳 梅花

良夜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三集

良夜好歌聲 關正傑 人在江湖

良師頌 張德蘭 寂寞是我

良師頌 鄧麗君 甜蜜蜜

良機不可再 甄妮 奮鬥

見習愛神 TWINS 見習愛神

角度 梁漢文 偷吻

貝殼 側田 FROM JUSTIN COLLECTION OF HIS FIRST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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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地之戀 容祖兒 很忙

赤地雪 容祖兒 LOVE JOEY LOVE FOUR

赤地轉機 林峯 愛在記憶中找你

赤的疑惑 梅艷芳 赤色梅艷芳

赤的衝擊 梅艷芳 赤色梅艷芳

赤裸抱月下  劉美君 赤裸感覺

赤壁賦 張明敏 我的中國心

走不完的路 夏韶聲 夏韶聲

走不掉 張學友 他在那裡

走在雨中 齊豫 橄欖樹

走到街上 陳百強 喝采

走馬燈 林子祥 活色生香

走得漂亮 許志安 飛得起

走著睡 容祖兒 隆重登場

足球小將 張衛健 華星影視新節奏第二輯

足球小旋風 李克勤 此情此境

足跡   羅嘉良 群星一號-金唱片特輯

身驕肉貴 容祖兒 GIVE LOVE A BREAK

身體會唱歌 吳建豪 身體會唱歌

車真惡撈 　 尹光 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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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的戀愛 鄺美雲 留下陪我

那一天 曾路得 六啤半

那一天 棒棒堂 哪裡怕

那一天    曾路得 新力群星盡精英第三集

那一記耳光 張國榮 風繼續吹

那一陣風 雷安娜 舊夢不須記

那一瞬間 陶喆 太美麗

那天再重聚 區瑞強,黃造時 　 猛片勁歌寶麗金第二輯

那天你愉快嗎？ 鄭秀文 SHOCKING PINK

那天前那天後 黎明 THE RED SHOES

那天很愛笑 TWINS TOUCH OF LOVE

那天將心交給你 葉麗儀 上海灘特輯

那句諾言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四集

那次到海邊 譚詠麟 愛人女神

那怕到處闖 林子祥 摩登土佬

那個下午我在舊居燒信 達明一派 我等著你回來

那個女生 吳建豪 身體會唱歌

那裡是吾家 許冠傑 '79夏日之歌集

邦女郎 草蜢 GRASSHOPPER III

防盜鎖 羅志祥 舞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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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蒂花 石修,沈澱霞 群星高唱

乖不乖 楊丞琳 曖昧

乖乖牌 蔡依林 舞孃

乖貓 蔡依林 城堡

事前 劉美君 赤裸感覺

事後 劉美君 赤裸感覺

亞里巴巴 林子祥 各師各法

亞拉伯跳舞女郎 BEYOND THE ULTIMATE STORY

亞基拉 太極 沉默風暴

亞慹帶  紀宏仁 似曾相識

亞熱帶少年 SUBTROPICAL BOY 劉美君 劉美君

使愛情更美麗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五集

來去自如 鄭秀文 為你等

來年來日 古巨基 愛與夢飛行

來吧  劉美君 赤裸感覺

來來星屑港 梅艷芳 妖女

來到今天 李克勤,黃伊汶 CUSTOM MADE

來到你面前 鄺美雲 鄺美雲

依依 梁漢文 偷吻

依然 徐小鳳 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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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 林憶蓮 都市觸覺

依然   林憶蓮 華納好精選

依靠 鄭秀文 華納超極品音色系列

兩小無知 區瑞強 少年夢

兩心通 關正傑 天籟

兩位一體 黎明 LEON CLUB SANDWICH

兩面 容祖兒 A TIME FOR US

兩個人的西洋棋 183 CLUB 183 CLUB

兩個女人 側田 FROM JUSTIN COLLECTION OF HIS FIRST 3 YEARS

兩個她的秘密理想 陳潔儀,陳嘉露 雪狼湖

兩個好 TWINS MAGIC

兩個黃昏 楊國華 香港城市民歌ENCORE

兩對球鞋 張德蘭 風塵淚

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蔡琴 GOLDEN VOICE

其實你心裡有沒有我 鄭秀文 完全擁有 新曲+精選

其實你知 葉蒨文 華納超極品音色系列 - 葉蒨文 II

其實我...我...我 古巨基 勁歌‧金曲 新曲+精選

其實我明白你暗示 羅嘉良 天也豪情

初次遇見你 林子祥 愛情故事

初吻 張學友 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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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見 鄧麗欣 DATING

初初相識 薰妮 每當變幻時

初初約會他 徐小鳳 神鳳

初戀 甄秀儀 今宵多美妙

初戀 林志美 甚麼是緣份

初戀的地方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六集

到了晚上又怎樣 張偉文 再會了野茉莉

到我心裡活 郭富城 分享愛／誰會記得我

到那風起處 薰妮 霧裡玫瑰

制水歌 許冠傑 Gold Into '77寶麗多

刷牙歌 黃汝燊及飛機仔 跳飛機

刺客 譚詠麟 第一滴淚

刺鳥 F.I.R. INFINITY無限

刺激 林子祥 創作+流行歌集

刻不容緩 李克勤,容祖兒 喜歡祖兒3新曲+精選

取消資格 陳小春 抱一抱

受之有愧 TWINS GIRL POWER

呼之欲出 鄭秀文 濃情

呼天不應 容祖兒 喜歡祖兒3新曲+精選

呼吸 梁漢文 貪新戀舊17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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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不說謊 黎明 LEON CLUB SANDWICH

呼號 黃凱芹 MOODY

命苦 容祖兒 隆重登場

命途戰士 譚詠麟 暴風女神

命硬 側田 FROM JUSTIN COLLECTION OF HIS FIRST 3 YEARS

命運 甄妮 心聲

命運之川 鄧麗君 我只在乎你

命運我操縱 葉蒨文 面對面

命運是你家 BEYOND THE ULTIMATE STORY

命運舞會 VARIOUS ARTISTS 雪狼湖

命運賭注 譚詠麟 愛念

和平之歌 譚詠麟,王雅文,周啟生,林子祥,林姍姍,張學友,陳美玲,葉振棠,甄妮,蔡楓華,關正傑第一滴淚

和平分手 孫耀威 SO FAR SO…CLOSE

和平日 TWINS 愛情當入樽

咕嘰咕嘰 孫燕姿 AGAINST THE LIGHT

咖啡 張學友 他在那裡

坭路上 盧冠廷 第一階段作曲演譯精品集

夜 蘇永康 失眠

夜 陳百強 傾訴

夜 葉麗儀 葉麗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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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已靜   威鎮樂隊 新力群星盡精英第一集

夜半愛敲門 李惠敏 公主復仇記EP

夜半歌聲 陳慧嫻 嫻情

夜半輕私語 許冠傑 半斤八兩

夜半驚魂 陳慧嫻 秋色

夜曲 周杰倫 十一月的蕭邦

夜有所夢 張國榮,黃耀明 BELOVED

夜色 鄧麗君 一封情書

夜行 甄妮 甄妮

夜行人 羅文 幾許風雨

夜行人 林憶蓮 憶蓮

夜妝 王菲 將愛

夜車  陳美玲 寶麗金十週年紀念

夜來香 鄧麗君 一封情書

夜來香 林子祥 活色生香

夜來香 奚秀蘭 莫負青春

夜夜念奴嬌 許冠傑 念奴嬌

夜夜夢魂中 仙杜拉 　 群星唱聚

夜的投影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五集

夜的迷戀 甄妮 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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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的第七章 周杰倫,潘兒（Room19） 依然范特西

夜長無夢 徐小鳳 每一步

夜長夢多 BEYOND THE ULTIMATE STORY

夜雨紛紛 鍾鎮濤 我行我素

夜雨聲 許冠英 許冠英

夜風中 徐小鳳 夜風中

夜香港 梅艷芳 FAITHFULLY

夜海港之戀 蔡楓華 人之初

夜航 RAIDAS 危險遊戲

夜深 張學友 JACKY

夜溫柔 陳秋霞 心聲 ... 想著你

夜溫柔  姚蘇蓉 似曾相識

夜機 陳慧嫻 永遠是你的朋友

夜貓 鍾鎮濤 癡心的一句

夜歸人 劉文正 蘭花草

夜霧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二集

夜霧下的姑娘 鄧麗君 鄧麗君精選第一集

奇門遁甲 夏韶聲 夏韶聲

奇洛李為斯回信 薛凱琪 F BEST

奇哥 羅嘉良, 張可頤 難兄難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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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異恩典 王菀之 王菀之國語創作專輯

奇遇 黎明 LEON'S …

奇遇 鄭寶雯 流星蝴蝶劍

奇緣 林楚麒 華星影視新節奏第三輯

奈何 鄧麗君 在水一方

奈何 葉德嫻 倦

奔 孫燕姿 STEFANIE 同名專輯

奔上前程 徐小明 新變色龍

奔向末來日子 張國榮 VIRGIN SNOW

妳令我快樂過 呂方 華星影視新節奏第一輯

妳何嘗願意 關正傑 常在我心間

妳每句說話 張學友 相愛

妳的一切 張國榮 一片癡

妳的微笑 蔡楓華 IQ成熟時

妳的體溫 周渝民 記得我愛你

妳是我一半 張國榮 VIRGIN SNOW

妳是誰 黎明 感應

妳最勇敢 TWINS 八十塊環遊世界

妳應該被珍惜 飛輪海 越來越愛

妳聽得到 周杰倫 葉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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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 蔡卓妍 桐話妍語

妹妹找哥淚花流 奚秀蘭 奚秀蘭第八輯

姊妹 楊千嬅 MIRIAM

始作俑者 蔡依林 城堡

始終怕講 蔣慶龍 心債

始終被愁困 許冠傑 念奴嬌

始終會行運 張國榮 張國榮

姐姐哥哥 羅堅,鄺美雲 留下陪我

姑娘十八似花嬌 羅嘉良, 宣萱 難兄難弟

季候風  王菲 情 FAYE 得意

季節限定 鍾欣桐 桐話妍語

孤身走我路 梅艷芳 壞女孩

孤身旅者 林子祥 花街七十號

孤芳獨對天 關正傑 天蠶變

孤星淚 甄妮 祝福你

孤淸淸 陳百強 陳百強

孤單 梅艷芳 烈燄紅唇

孤單一吻 BEYOND THE ULTIMATE STORY

孤單不要怕 王灝兒 [JW] FIRST EP

孤單公園 張敬軒 MY 1ST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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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單的心 陳美玲 陳美玲

孤單的戰爭 林子祥 花街七十號

孤單摩天輪 飛輪海 越來越愛

孤雁 陳百強 陳百強

孤想   林志美 香港城市民歌ENCORE

孤獨不再怕 呂方,梁朝偉 華星影視新節奏第三輯

孤獨行 甄妮 心聲

孤獨探戈 陳奕迅 SHALL WE DANCE ? SHALL WE TALK ?

孤獨最好 葉德嫻 倦

定鏡 林峯 COME 2 ME

岷江夜曲 靜婷 月兒彎彎照九州

岷江夜曲 奚秀蘭 蘇州河邊

幸運星 譚詠麟 愛情陷阱 

幸福不滅 羅志祥 潮男正傳

幸福灰塵 陳慧琳 IN THE PARTY

幸福的保證 周渝民 記得我愛你

幸福空氣 蔡卓妍 ANOTHER ME

幸福途 徐小鳳 夜風中

幸福就好 棒棒堂 哪裡怕

幸福舞台劇 薰妮 霧裡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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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鐘聲 張德蘭 風塵淚

店小二 S.H.E. 我的電台

延長賽 容祖兒 很忙

彼此不相欠 甄妮 為你而歌

彼此的世界早已拉近 羅嘉良 天也豪情

往日情 蔡楓華 青春三皇奏

往日夢 薰妮 故鄉的雨

往生 古巨基 HUMAN 我生

往事 許冠傑 財神到

往事並不如煙 蔡卓妍 AS A SA

往事常掛牽 鄧麗君 一封情書

往事難忘 葉麗儀 葉麗儀

往昔夢境 葉蒨文 面對面

征服他 梅艷芳 妖女

征服愛 鄭秀文 為你等

征途 張學友 遙遠的她

念念不忘 鄧麗欣 DATING

念念不忘 鄭秀文 為你等

念親恩 陳百強 陳百強突破精選

忽然 周渝民 記得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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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單身 容祖兒 獨照

怕死 陳奕迅 U87

性情中人 梁漢文 偷吻

怪你過份美麗 張國榮 紅

怪物 陳奕迅 SHALL WE DANCE ? SHALL WE TALK ?

怪物小皇子 胡渭康 430穿梭機第二輯

怯 容祖兒 隆重登場

或者祇有恨 甄妮 奮鬥

所謂理想 林峯 COME 2 ME

所謂愛情 古巨基 愛與夢飛行

承諾 劉德華 LOVE HOPE

承諾 張智霖 我也喜歡你

承諾 鄭秀文 為你等

披星獨行 陳慧嫻 永遠是你的朋友

抱一抱 陳小春 抱一抱

抱你十個世紀 梅艷芳 壞女孩

抱抱 容祖兒 喜歡祖兒 II

抱雪 張學友 不老的傳說

抱緊 鍾鎮濤 聽濤

抱緊我 杜德偉 等待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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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緊眼前人 梅艷芳 情歌

抽離 蔡卓妍 AS A SA

拋物線 蔡健雅 若你碰到他

拍住上 TWINS GIRL POWER

拍錯拖 衛蘭 WISH

拒絕再玩 張國榮 SUMMER ROMANCE 87'

拖男帶女 方大同 THIS LOVE

招呼你朋友 黎明 LEON SOUND

放大鏡 容祖兒 獨照

放不低 鄭秀文 華納超極品音色系列

放手 蔡卓妍 AS A SA

放手 甄妮 甄妮

放你在心裡 許美靜 靜聽精采13首

放空 棒棒堂 四度空間

放得低 蔡卓妍 ANOTHER ME

放開你的心 王力宏 心中的日月

放榜 張敬軒 LOVE SO CRUEL

放縱 林憶蓮 放縱

放膽唱 蔡國權 在你耳邊唱

放鬆 梅艷芳 似火探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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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 鍾鎮濤 寂寞

明天仍要繼續 譚詠麟 夢幻舞台

明天止步 劉美君 公子多情

明天以後 林峯,泳兒 YOUR LOVE

明天是否愛我 林憶蓮 放縱

明天晴天 孫燕姿 完美的一天

明天還是要繼續 蘇芮 新曲+精選

明日世界 BEYOND 真的見證

明日再明日 關正傑 人在江湖

明日有會期 蔣麗萍 金曲金唱片

明日有運程 徐小鳳 依然

明日的主角是誰 鄭伊健 LIFE II 發現

明日香 飛輪海 双面飛輪海

明日恩典 容祖兒 LOVE JOEY LOVE FOUR

明日話今天 甄妮 奮鬥

明日夢 陳美齡 願你繼續醉

明月千里寄相思 靜婷 月兒彎彎照九州

明月千里寄相思 甄秀儀 四季歌

明月千里寄相思 徐小鳳 別亦離

明月千里寄相思 奚秀蘭 蘇州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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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來看我 鄧麗君 愛像一首歌

明仔來的電話 徐小明 明仔來的電話

明目張膽 何韻詩 GOOMUSIC COLLECTION 2004-2008

明早 陳慧嫻 變, 變, 變

明知你的他沒有 蔡卓妍 二缺一

明知故犯 許美靜 靜聽精采13首

明星 古巨基 星戰

明星  陳麗斯 Gold Into '77寶麗多

明愛暗戀補習社 TWINS TWINS

昔日舞曲 BEYOND THE ULTIMATE STORY

朋友 蔡楓華 青春三皇奏

朋友 VARIOUS ARTISTS 群星高唱

朋友 譚詠麟 暴風女神

朋友   溫拿 溫拿十週年紀念

朋友, 請不要傷悲 林峯 愛在記憶中找你

朋友仔 TWINS HAPPY TOGETHER 新曲+精選

朋友的愛 TWINS EVOLUTION

朋友祝福 張信哲 思念

杯中冷巷 RAIDAS 吸煙的女人

杯酒當歌 許冠傑 賣身契

第 140 頁，共 312 頁



                 音樂永續2020指定流行金曲名單

東山飄雨西山晴 鄧麗君 漫步人生路

東方之珠 甄妮 心聲

東方西方 林憶蓮 憶蓮

東方的威風 小虎隊 華星影視新節奏第一輯

東南西北 甄妮 甄妮

東風破 周杰倫 葉惠美

河童 楊千嬅 MIRIAM

沸騰 趙學而 趙學而家系列17首

沿海公路的出口 S.H.E. 我的電台

法國餐廳 張學友 給我親愛的

泡菜的故事 徐小鳳 風雨同路

泡影 許冠傑 最佳拍擋大顯神通

波士   許冠英 寶麗金80中文金曲龍虎榜

爭氣 容祖兒 LOVE JOEY LOVE FOUR

爭氣 譚詠麟 忘情都市

爸 我回來了 周杰倫 范特西

爸爸的草鞋 張明敏 我是中國人

爸爸媽媽你去邊 路家敏 道理真巧妙

爸爸愛媽媽 屯門兒童合唱團 仙樂飄飄

牧幼曲  趙靄珊 香港城市民歌EN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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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先生的尾巴 夢劇院 天生一對

玩出火 譚詠麟 迷惑

玩具 王菲 玩具

玩玩 劉美君 赤裸感覺

玩美 蔡依林 舞孃

玩笑 黎明 THE RED SHOES

玩得開心 譚詠麟 反斗星 

玩得開心D 葉智強 溫拿十週年紀念

玫瑰玫瑰我愛你 梅艷芳 FAITHFULLY

玫瑰花 張德蘭 寂寞是我

玫瑰花 鄧麗君 甜蜜蜜

的士司機 譚詠麟 第一滴淚

的士夠格 林海峰 的士夠格

的誰 鄭秀文 完整

盲頭烏蠅 TWINS TWINS

直來直住 孫燕姿 LEAVE

直到你不找我 林峯 COME 2 ME

知己 蔡卓妍 AS A SA

知己同心  關菊英 知己同心

知己知彼  王菲 情 FAYE 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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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心友 許冠傑 '79夏日之歌集

知心每日少 盧國雄 流星蝴蝶劍

知心當玩偶 譚詠麟 再見吧! 浪漫

知我是誰 薰妮 霧裡玫瑰

知音夢裡尋 許冠傑 半斤八兩

知恥近乎勇 許冠傑 難忘你, 紙船

知道不知道 奚秀蘭 阿里山之歌

空山靈雨    鄭人文 新力群星盡精英第三集

空城 王菲 將愛

空屋 林子祥 生命之曲

空氣中等你 陳百強 等待您

空凳 夏韶聲 夏韶聲

芥末巧克力 楊丞琳 遇上愛

芭莎路華 林子祥 愛到發燒

花 郭富城 愛的呼喚

花不痛 古巨基 GUITAR FEVER

花仔世界 譚詠麟 愛情陷阱 

花市 鄭少秋,汪明荃 歡樂年年

花生騷 王菲,梅艷芳 情 FAYE 得意

花見 何韻詩 GOOMUSIC COLLECTION 200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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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事了 王菲 將愛

花兒為什麼這樣紅 奚秀蘭 奚秀蘭第九輯中國名曲集

花店 陳慧嫻 陳慧嫻REMIX + 精選

花放有情天 文千歲,麗莎 步步高陞

花花公子 張學友 祇願一生愛一人

花花紐約街主題曲 徐小鳳 神鳳

花花紐約街插曲 徐小鳳 神鳳

花花嘉年華 張學友 不老的傳說

花城 容祖兒 A TIME FOR US

花草樹 黃汝燊及飛機仔 跳飛機

花迷戀 何韻詩 GOOMUSIC COLLECTION 2004-2008

花傘舞 奚秀蘭 鳳凰于飛

花喱花碌星期六 林子祥 愛情故事

花無雪 泳兒 LOVE JOEY LOVE FOUR

花街70號 林子祥 花街七十號

花開的時刻 容祖兒 小小

花開富貴 李寶瑩,文千歲 大家恭喜歡樂年年

花開等郎來 奚秀蘭 莫負青春

花嫁 徐小鳳 逍遙四方

花鼓聲裏 張德蘭 武俠帝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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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與琴的流星 張學友,陳嘉露 雪狼湖

花蓮舞曲 奚秀蘭 阿里山之歌

花蝶喜相逢 文千歲,麗莎 步步高陞

花灑 古巨基 HUMAN 我生

芳草無情 鄧麗君 淡淡幽情

虎威戰士 林子祥 最愛

表演時間 鄭秀文 生活語言

表演時間  鄭秀文 SAMMI ULTIMATE COLLECTION

迎春花 鄭少秋,汪明荃 歡樂年年

迎風上路 梅艷芳 赤色梅艷芳

迎著風跟著雲 鄧麗君 原鄉情濃

迎新春 文志兒童合唱團 小時候

近況 陳美齡 願你繼續醉

金刀情俠  黃韻詩 夏日金輝

金山夢 關正傑 大地恩情

金花朵朵 汪明荃 山歌情誼長

金金相印 謝天華, 伍潔茵 雪狼湖

金鐘罩鐵布衫 S.H.E. ENCORE 安歌

長伴忠魂舞    何家勁 新力群星盡精英第三集

長夜 蔡國權 猛片勁歌寶麗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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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夜 MY LOVE GOOD NIGHT 葉蒨文 祝福經典十三首

長夜正深時 關淑怡 冬戀

長夜抱琴 鄺美雲 鄺美雲

長夜裡的相隨 許冠傑 最緊要好玩

長空 BEYOND THE ULTIMATE STORY

長城 BEYOND THE ULTIMATE STORY

長城 徐小鳳 超白金精選

長城謠 張明敏 我是中國人

長春不老 許冠傑 摩登保鑣

長相依 張學友 昨夜夢魂中

長途伴侶 劉德華 LOVE HOPE

長街的一角 林憶蓮 放縱

長跑者 蔡楓華 高溫境界

阻擋 蘇芮 蘇芮1986

阿牛 陳奕迅 U87

阿李爸爸 李克勤 李克勤演奏廳

阿里山之歌 聖士提反書院附屬小學合唱團仙樂飄飄

阿里山之歌 奚秀蘭 阿里山之歌

阿里巴巴 林子祥 林子祥十分十二吋

阿怪 陳奕迅 黑、白、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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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門 鄭秀文 信者得愛

阿門 容祖兒 喜歡祖兒2新曲+精選

阿信的故事 劉德華 忘不了的 UNFORGETTABLE

阿信的故事 葉蒨文 葉蒨文 (同名專輯)

阿美阿美 王夢麟 新力群星盡精英第二集

阿郎戀曲 許冠傑 新藝寶金曲金碟VOL.1

阿喲心聲 林子祥 愛情故事

阿褔揀老婆 　 尹光 尹光

阿寶阿寶 鍾鎮濤,彭健新 寂寞

雨 黃汝燊及飛機仔 跳飛機

雨   威鎮樂隊 新力群星盡精英第二集

雨下的花朵 鄧麗君 鄧麗君精選第一集

雨不停心不定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四集

雨不灑花花不紅 奚秀蘭 奚秀蘭第九輯中國名曲集

雨中之歌 蔡楓華 人之初

雨中行 甄妮 心聲

雨中即景 劉文正 蘭花草

雨中的心 鄺美雲 鄺美雲

雨中的點點滴滴 鄧麗君 愛像一首歌

雨中花 陳秀雯 震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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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追憶 鄧麗君 漫步人生路

雨天晴天 許志安 驚喜交集17首

雨夜的浪漫 譚詠麟 愛情陷阱 

雨夜香檳 葉振棠 葉振棠精選

雨夜鋼琴 林志美 雨夜綱琴

雨後陽光 許志安 驚喜交集17首

雨是眼淚 飛輪海 越來越愛

雨絲、情愁 譚詠麟 愛人女神

雨點 林子祥 創作+流行歌集

青年的步伐 徐小明 新變色龍

青色的回憶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五集

青花瓷 周杰倫 我很忙

青春 甄妮 心聲

青春三重奏 蔡楓華 青春三皇奏

青春女探 黃愷欣 十八日

青春少年時 林子祥 林子祥精選

青春少年時 張德蘭 寂寞是我

青春少年時 鄧麗君 甜蜜蜜

青春豆 徐小明 明仔來的電話

青春的友誼 許冠英 許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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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我誰可擋 陳慧嫻 故事的感覺

青春的烙印 蔣麗萍 我為你狂

青春的歡笑 徐小明 新變色龍

青春珊瑚島 林姍姍 精裝林姍姍

青春潮流 太極 沉默風暴

青春熱潮 林子祥 林子祥精選

青海青 張明敏 我的中國心

青鳥 陳慧琳 誰願放手精選17首

青蛙王子 路家敏 道理真巧妙

青葱 區瑞強 區瑞強精選

青夢湖 齊豫 橄欖樹

青蔥 區瑞強 陌上歸人

青蔥 區瑞強 雲外千峰

青蔥歲月 黃凱芹 超白金精選

非君不嫁 鍾欣桐 我們相愛6年

非我莫屬 黎明 LEON CLUB SANDWICH

非男非女 鄭秀文 我們的主題曲

非走不可 謝霆鋒 MOST WANTED 霆鋒精輯

非常快樂 周華健 生.生活

非常幸會 李惠敏 愛恨交纏新曲+精選17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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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夏日 王菲,張學友 情 FAYE 得意

非親非故 李惠敏 公主復仇記EP

非龍非彲 鄧麗君 我只在乎你

亮了紅燈 譚詠麟 霧之戀

俏皮小天使 Let's Go 陳慧嫻,陳樂敏,黎芷珊 故事的感覺

俗世的污染 鍾鎮濤 不可以不想你

保持微笑 S.H.E. ENCORE 安歌

保鑣(廣) 徐小鳳 梅花

俠客 張明敏 我的中國心

俠骨柔情 徐小明 新變色龍

信心 關菊 關菊英 天龍八部之六脈神劍

信心花舍 陳奕迅 SHALL WE DANCE ? SHALL WE TALK ?

信自己 劉德華 忘不了的 UNFORGETTABLE

信我 側田 FROM JUSTIN COLLECTION OF HIS FIRST 3 YEARS

信念 張學友 祇願一生愛一人

信者得愛 鄭秀文, MC仁 FAITH 信

信者得愛 (國) 鄭秀文, MC HOTDOG 信者得愛

信金得救 陳嘉露,伍潔英,沈鳳,胡寶秀 雪狼湖

信則有 黃家強 THE ULTIMATE STORY

信望愛 黃秀儀 城市民歌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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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生有緣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四集

前序/ 憶夢 甄妮 數碼大碟

前程 甄妮 奮鬥

前程在手裡 薰妮 故鄉的雨

前路 沈殿霞,胡燕妮 群星高唱

前路共你闖 彭健新 聲音

勁之夜 林志美 雨夜綱琴

勁量愛 棒棒堂 四度空間

勁歌舞曲 張德蘭 何日再相見

勁舞DANCING QUEEN 麥潔文 麥潔文

勁舞者 陳潔靈 華星影視新節奏第二輯

勁舞熱辣辣 譚詠麟 反斗星 

勇往直前 林子祥 群星一號-金唱片特輯

勇者無敵 張國榮 華星影視新節奏第三輯

勇敢的愛 林子祥 花街七十號

勇闖愛情路 關正傑 天龍訣

勇闖新世界 BEYOND 真的見證

南瓜車 薛凱琪 F BEST

南泥灣 奚秀蘭 奚秀蘭第九輯中國名曲集

南屏晚鐘 徐小鳳 別亦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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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風 甄秀儀 四季歌

南海姑娘 鄧麗君 鄧麗君金唱片

叛逆漢子 關淑怡 超白金精選

咩世界 TWINS TOUCH OF LOVE

咪當我老襯 許冠傑 財神到

咫距一寸 張柏芝,傅珮嘉 不一樣的我

哀樂人生 葉振棠 大內群英

哈！哈！哈！ 陳慧琳,仙樂飄飄兒童合唱團仙樂飄飄

哈唎哈唎 (HARLEY HARLEY) 盧冠廷 第一階段作曲演譯精品集

哈囉 陳美玲 陳美玲-Pat Chan

城市之歌 葉振棠 浮生六劫

城市之歌  城市民歌合唱團 新力群星-香港城市民歌

城市外的清晨 楊國華 新力群星-香港城市民歌

城市民歌 區瑞強 又見月明

城市足印 徐小鳳 每一步

城裡的月光 許美靜 靜聽精采13首

威廉古堡 周杰倫 范特西

孩子 李克勤 夏日之神話

孩兒 譚詠麟 反斗星 

客人 黃翊 新藝寶金曲金碟VOL.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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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從何處來 區瑞強 陌上歸人

宣戰 李克勤 夏日之神話

封面女郎 梅艷芳 梅 · 憶錄

屋 夢劇院 天生一對

帝女花 林嘉華,胡燕妮 群星高唱

帥哥無用 TWINS MAGIC

幽幽夢裡 鄺美雲 留下陪我

幽默感 何韻詩 GOOMUSIC COLLECTION 2004-2008

待月草 甄妮 奮鬥

待嫁女兒心  奚秀蘭 鳳凰于飛

待續 F.I.R. F.I.R.飛兒樂團同名專輯

很好 孫燕姿 THE MOMENT

很忙 容祖兒 很忙

後勁 彭健新 聲音

後悔淚水 葉蒨文 葉蒨文 (同名專輯)

後悔愛上你 鄧麗君 鄧麗君金唱片

後窗　 達明一派 石頭記

後會有期 李克勤 CUSTOM MADE

後樂園 F.I.R. F.I.R.飛兒樂團同名專輯

後遺症 鄭秀文 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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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可忘記 譚詠麟 夢幻舞台

怎會愛著你 蔡楓華 蔡楓華

怎算滿意 陳百強 陳百強

怎麼 蔡立兒 華納經典十三首第二輯

怎麼忘 周渝民 記得我愛你

怎麼走 容祖兒 小小

怎麼捨得你 張學友 不老的傳說

怎麼開始 鄧麗君 漫步人生路

怎麼意思 關正傑 關正傑名曲選

怎麼會是你 F4 FANTASY 4EVER

怎麼會寂寞 王菀之 王菀之國語創作專輯

怎麼說 趙學而 趙學而家系列17首

怒 VARIOUS ARTISTS 雪狼湖

怒似火 蔡楓華 蔡楓華

怒劍鳴 李龍基 夏日金輝

思君 鄧麗君 淡淡幽情

思念總在分手後 張明敏 中華民族

思前戀後 孫耀威 SO FAR SO…CLOSE

思鄉愁 張德蘭 網中人

思想走了光 陳百強 陳百強突破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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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凍心靈 陳曉東 心的接觸

急凍愛情 陳秀雯 震蕩

急凍癡情 劉德華 情感的禁區

怨男 張國榮 紅

恆星 飛輪海 越來越愛

恨不相逢未嫁時 鄧麗君 忘不了 - 鄧麗君紀念專輯

恨不相逢未嫁時 奚秀蘭 蘇州河邊

恨綿綿 關正傑 天龍八部之虛竹傳奇

恰似你的溫柔 鄧麗君 水上人

拜年 鄭少秋,汪明荃 歡樂年年

拜年歌 文志兒童合唱團 小時候

拜拜 許冠傑 賣身契

拜訪春天 張明敏 我的中國心

拷紅 奚秀蘭 阿里山之歌

拾下拾下 林海峰 的士夠格

按摩女郎 劉德華 EVERYONE IS NO. 1

故人夢中隨 陳浩德 暢飲在今宵

故事的角色 王傑 故事的角色

故鄉 張明敏 中華民族

故鄉 羅文 愛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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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鄉之淚 葉振棠 浮生六劫

故鄉的雨 薰妮 故鄉的雨

故鄉的風 張明敏 我是中國人

故園風雪後 林子祥 生命之曲

故夢在眼前  關菊英 知己同心

施比受 TWINS GIRL POWER

施展法術 葉德嫻 倦

星 關正傑 大地恩情

星 譚詠麟 我們一起走過的日子

星「秀」傳說 鄭秀文 生活語言

星之碎片 林姍姍 精裝林姍姍

星心相印 奚秀蘭 蘇州河邊

星月交輝 徐小明 漁歌

星月淚痕 鄧麗君 在水一方

星光的背影 林子祥 林子祥85特輯

星光的背影 徐小鳳 徐小鳳全新歌集

星光遊樂園 泳兒 LOVE JOEY LOVE FOUR

星光遊樂園 TWINS 見習愛神

星夜 群星 金唱片特輯88'

星夜 許冠傑 最緊要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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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夜 蔡國權 蔡國權精選

星河感覺 許志安 我的天我的歌

星空下的戀人 關淑怡 難得有情人

星空倒轉七十年 羅嘉良 天也豪情

星星月亮太陽 TWINS HAPPY TOGETHER 新曲+精選

星星問 徐小鳳 徐小鳳全新歌集

星座 王力宏 心中的日月

星宿可引路 羅文 幾許風雨

星球怪宴 小太陽兒童合唱團 430穿梭機第一輯

星晴 周杰倫 周杰倫

星期三的信 周筆暢 I,魚,光,鏡

星期五檔案 陳慧琳 大日子

星期六的深夜 王力宏 改變自己

星期六約會 鄺美雲 鄺美雲

星塵 葉德嫻 星塵

星夢情真 陳慧琳 星夢情真

星與雲 葉倩文 葉倩文 (零時十分)

星語 譚詠麟 反斗星 

星語心願 張柏芝 任何天氣

星戰 古巨基 星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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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之晨 奚秀蘭 莫負青春

春天（國語） 張敬軒 MY 1ST COLLECTION

春天的小雨 徐小鳳 依然

春天的角落 羅文 幾許風雨

春天新希望 張德蘭 茫茫路

春光乍泄 張國榮 BELOVED

春在歲歲年年 鄧麗君 在水一方

春花秋月 陳浩德 暢飲在今宵

春花秋月 徐小明 漁歌

春雨彎刀 甄妮 春雨彎刀

春雨灣刀 沈殿霞 群星高唱

春風秋風 許冠英 許冠英

春風得意 黃愷欣 十八日

春風滿小城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六集

春夏又秋冬 陳麗斯 陳麗斯

春夏秋冬 張國榮 BELOVED

春夏秋冬 徐小鳳 徐小鳳-新曲與精選

春留人在 甄妮 春雨彎刀

春殘夢斷 汪明荃 春殘夢斷

春曉 黃愷欣 快樂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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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曉 甄妮 數碼大碟

昨天 許冠傑 難忘你, 紙船

昨天，今天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三集

昨天的美夢 雷安娜 癡情劫

昨天的笑聲 溫拿 溫拿十五週年紀念

昨日的牽絆 BEYOND 秘密警察

昨日的傳說 陳慧嫻 陳慧嫻REMIX + 精選

昨日街頭 林子祥 創作+流行歌集

昨夜那惡夢 張德蘭 風塵淚

昨夜的渡輪上 李炳文 新力群星-香港城市民歌

昨夜夢魂中 張學友 昨夜夢魂中

是又怎樣 蔡楓華 絕對空虛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 陳慧琳 仙樂飄飄

是不是這樣 蘇芮 新曲+精選

是你 ! 是你 劉家昌 劉家昌全新歌集在雨中

是你 是你 王傑 人在風雨中

是否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三集

是否   蘇芮 搭錯車電影原聲大碟

是雨？是淚？ 許冠傑 最佳拍擋大顯神通

是真的愛我 孫燕姿 風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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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是夢還是緣 歐陽菲菲 寶麗金十週年紀念

是您那一吻 許冠傑 難忘你, 紙船

是這樣的 梅艷芳 梅 · 憶錄

是最好人生 郭富城 愛的呼喚

是愛 王菀之 王菀之國語創作專輯

是誰在我耳邊唱 蔡國權 在你耳邊唱

是誰沈醉 關正傑 天龍訣

某一天 梅艷芳 妖女

某一個終點 林憶蓮 灰色

某月某日 RAIDAS 傳說

某月某夜 梁漢文 貪新戀舊17首

柔柔河畔 譚詠麟 愛人女神

柔情全屬你 葉德嫻 星塵

柔情淚 許冠傑 財神到

柔情蜜意 張國榮 張國榮

查無此人 郭富城 愛定妳

柳毅傳書 (洞庭十送)  龍劍笙, 梅雪詩 洞庭十送

洋紫荊 許冠傑 新的開始

洒脫是英雄 陳浩德 暢飲在今宵

洪湖水浪打浪 奚秀蘭 鳳凰于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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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活力 張國榮 430穿梭機第二輯

活色生香 林子祥 各師各法

活動教學 TWINS 我們的紀念冊

活得比你好 李惠敏 愛恨交纏新曲+精選17首

活著VIVA 謝霆鋒 MOST WANTED 霆鋒精輯

活著多姿采 甄妮 春雨彎刀

活著是為愛 葉德嫻 天天都相見

活躍症 陳奕迅 打得火熱

活躍微風裡 露雲娜 猛片勁歌寶麗金第二輯

流下眼淚前 徐小鳳 依然

流水恨 許冠傑 半斤八兩

流行風格 關淑怡 難得有情人

流金搖擺 TWINS 八十塊環遊世界

流金歲月 葉蒨文 祝福經典十三首

流非飛  王菲 情 FAYE 得意

流星  王菲 情 FAYE 得意

流星的傳說 呂方 可會遺忘, 忍著淚說GOODBYE

流星雨 F4 流星雨

流星蝴蝶劍 鄭寶雯 流星蝴蝶劍

流浪 張國榮 風繼續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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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地圖 孫燕姿 完美的一天

流浪者 陳百強 一生何求

流浪者之歌 F.I.R. F.I.R.飛兒樂團同名專輯

流浪歌手 盧冠廷 第一階段作曲演譯精品集

流淚的背影 草蜢 草蜢IV

流淚眼望流淚眼 容祖兒 LOVE JOEY LOVE FOUR

流雲 徐小鳳 梅花

流螢 胡渭康 心債

流轉摩天輪 王菀之 王菀之國語創作專輯

流離所愛 黃凱芹 MOODY

炸彈 張學友 相愛

為了愛夢一生 蔡琴 GOLDEN VOICE

為什麼 盧業瑂 六啤半

為什麼 劉家昌 劉家昌全新歌集在雨中

為什麼我要走 周華健 生.生活

為什麼要在一起 羅志祥 羅生門

為什麼愛是這樣 張學友 他在那裡

為什麼還會想起你 蘇芮 蘇芮1986

為何 葉蒨文 祝福經典十三首

為何又是這樣錯 鄭秀文 生活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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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仍是你 陳慧嫻 陳慧嫻REMIX + 精選

為何仍然未醉 王傑 人在風雨中

為何仍愛你 蔣麗萍 我為你狂

為何分離 王傑 誰明浪子心

為何你不來 周渝民 記得我愛你

為何是你 葉蒨文 祝福

為何相愛 為何結束 林憶蓮 都市觸覺

為你 許冠傑 財神到

為你而生 劉美君 點解

為你而歌 甄妮 為你而歌

為你征服全世界 183 CLUB 183 CLUB

為你高歌 黃愷欣 快樂時光

為你執著 F4 流星雨

為你醉心 鍾鎮濤 寂寞

為你鍾情 衛蘭,李治廷 LOVE DIARIES

為我心痴 林憶蓮 放縱

為我獻上心韻 關菊英 過客

為妳存在 飛輪海 双面飛輪海

為甚麼 盧業瑂 新力群星盡精英第二集

玻璃之情 張國榮 一切隨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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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窗的愛 陳慧嫻 故事的感覺

玻璃鞋 鄭秀文 完全擁有 新曲+精選

珊瑚海 周杰倫 十一月的蕭邦

珊瑚頌 奚秀蘭 何日君再來

珍重 譚詠麟 第一滴淚

珍重 葉蒨文 華納超極品音色系列 - 葉蒨文 II

珍珠指環的約誓 梅艷芳 赤色梅艷芳

珍珠淚 陳美齡 漓江曲

珍惜再會時 梅艷芳 似火探戈

珍惜好年華 陳秋霞 第二道彩虹

珍惜好時光 馮偉棠 每當變幻時

珍惜好時光 徐小鳳 神鳳

甚麼世界 張學友 想和你去吹吹風

甚麼吸引 陳曉東 心理遊戲

甚麼是緣份 林志美 甚麼是緣份

甚麼是戀愛 張學友 不老的傳說

皆因你的愛 甄妮 甄妮

皇后大盜 達明一派 神經

相反的我  張芸京 相反的我

相片的回憶 關寶輝 香港城市民歌EN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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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見在明天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五集

相見歡 王傑 GIVING

相思果 甄妮 夢中的媽媽

相思河畔 奚秀蘭 阿里山之歌

相思河畔 陳百強 精裝陳百強 1

相思草 甄妮 衝擊

相思淚 鄧麗君 勢不兩立

相思萬千重 許冠傑 賣身契

相看淚眼 鄧麗君 淡淡幽情

相逢未晚 梅艷芳 赤色梅艷芳

相逢在半生 鄺美雲 留下陪我

相愛 張學友 相愛

相愛6年 TWINS 我們相愛6年

相愛千萬年 葉振棠 大內群英

相愛未能愛 羅文 好歌獻給你

相愛亦相分 蔡楓華 高溫境界

相愛如往昔 鄧麗君 償還

相愛很難 張學友,梅艷芳 他在那裡

相當刺激 容祖兒 喜歡 - 祖兒

相對無言 關正傑 天蠶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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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更甜蜜 鄧麗君 鄧麗君金唱片

相識也是緣份 張德蘭 德蘭與你

相識在童年 區瑞強 少年夢

相識非偶然 譚詠麟 79-80寶麗金金唱片特輯

相識過亦朋友 林志美 愛情幻像

盼望的愛情 羅文 名劍風流

盼望的緣分 陳百強 精裝陳百強 2

眉頭不再猛皺 杜麗莎 杜麗莎

看上她 黎明 THE RED SHOES

看日落的人 呂方 求你講清楚

看我72變 蔡依林 看我 73 變

看見什麼吃什麼 林宥嘉 感官世界

看海的日子 草蜢 草蜢IV

看路遠 林子祥 花街七十號

看盡好風光 小太陽兒童合唱團 430穿梭機第一輯

祇不要問理由 鄧藹霖 名曲65

祇可活一次 林憶蓮 灰色

祈望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二集

祈禱 張信哲 思念

秋天到 黃大仙兒童合唱團 香蕉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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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復秋天 梅艷芳 FAITHFULLY

秋水伊人 蔡楓華 IQ成熟時

秋水伊人 奚秀蘭 何日君再來

秋冬愛的故事 鄭秀文 華納超極品音色系列

秋光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三集

秋色 鄺美雲 再坐一會

秋色 陳慧嫻 秋色

秋別 甄妮 夢中的媽媽

秋夜 奚秀蘭 阿里山之歌

秋的懷念 奚秀蘭 莫負青春

秋風秋雨 葉振棠 浮生六劫

秋菊的詩句 甄秀儀 今宵多美妙

秋詞 奚秀蘭 莫負青春

秋愁 羅文 愛的幻想

秋楓    何家勁 新力群星盡精英

秋戀 鄺美雲 心中有愛

秒殺 孫耀威 SO FAR SO…CLOSE

穿梭機快起飛 小太陽兒童合唱團 430穿梭機第一輯

穿黑衣的少年 RAIDAS 傳說

突破 張德蘭 風塵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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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 陳百強 陳百強突破精選

突然 李克勤 PURPLE DREAD

突發事件 RAIDAS 危險遊戲

突爆的光芒 蔡楓華 絕對空虛

紀念日 183 CLUB 183 CLUB

紀念日 DRY 誰願放手精選17首

紀念冊 陳百強 喝采

約定 王菲 玩具

約定你 古巨基 HUMAN 我生

約會 陳百強,陳美玲 癡心眼內藏

約會自己 TWINS GIRL POWER

紅 張國榮 紅

紅了我的臉 關正傑 天籟

紅日 李克勤 CUSTOM MADE

紅日豐收 林子祥 林子祥創作歌集

紅地氈 側田 FROM JUSTIN COLLECTION OF HIS FIRST 3 YEARS

紅色高跟鞋 蔡健雅 若你碰到他

紅豆詞 奚秀蘭 奚秀蘭第九輯中國名曲集

紅玫瑰 陳奕迅 ADMIT IT

紅玫瑰 葉蒨文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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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唇的吻 草蜢 GRASSHOPPER III

紅棉 羅文 名劍風流

紅牌出場 容祖兒 GIVE LOVE A BREAK

紅著臉兒講多遍 張德蘭 情若無花不結果

紅葉知多少 張德蘭 茫茫路

紅塵 葉蒨文 華納超極品音色系列 - 葉蒨文 II

紅模仿 周杰倫 依然范特西

紅蝴蝶 張國榮 一切隨風

紅噹噹飛吻 草蜢,TWINS 我們相愛6年

紅燈綠燈 徐小鳳 猛龍特警隊

紅燭淚 薰妮 故鄉的雨

紅顏 黃淑儀 群星高唱

美好「新世界」 達明一派 石頭記

美好的一天 陳秋霞 心聲 ... 想著你

美好的一刻 林子祥 一個人

美好的舊時光 IN MY HEART 鄧紫棋 MY SECRET

美斯樂 張明敏 我的中國心

美夢 葉德嫻 星塵

美夢記心中 葉蒨文 祝福

美滿是那舊日 杜麗莎 杜麗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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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錯 王菲 將愛

美麗之最 側田 FROM JUSTIN COLLECTION OF HIS FIRST 3 YEARS

美麗在望 容祖兒 喜歡 - 祖兒

美麗的小姑 林子祥 林子祥精選

美麗的小姑娘 林子祥 摩登土佬

美麗的片段 許冠傑 最佳拍擋大顯神通

美麗的回憶 劉德華 LOVE HOPE

美麗的將來 羅文 親情

美麗的童話 雷安娜 彩雲曲

美麗無比 TWINS GIRL POWER

美麗謊言 陳奕迅 打得火熱

耶利亞 梅艷芳 情歌

背叛 鄭秀文 華納超極品音色系列

背著良心說話  陳百強 一生何求

背影 張信哲 思念

背影 劉家昌 劉家昌全新歌集在雨中

背影(60'S MIX) 小苦妹,谷德昭 芝SEE菇BI FAMILY-初戀嗱喳麵

胡思亂想  王菲 情 FAYE 得意

苗 張學友 遙遠的她

若生命等候 黃凱芹 給你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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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碰到他 蔡健雅 若你碰到他

若即若離 甄妮 奮鬥

若是有一日 李克勤 夏日之神話

若然係我錯  關菊英 知己同心

苦(RADIO MIX) 苦榮 芝SEE菇BI FAMILY-初戀嗱喳麵

苦哀 葉蒨文 葉蒨文 (同名專輯)

苦相逢 黃愷欣 十八日

苦浪漫 古巨基 愛與夢飛行

苦悶BYE BYE7 王寶欣 王寶欣

苦戀 張學友 BLACK & WHITE

苦戀 RAIDAS 危險遊戲

苦戀 鄭秀文 完全擁有 新曲+精選

英雄 甄妮 夢中的媽媽

英雄 劉家昌 劉家昌全新歌集在雨中

英雄心 何韻詩 GOOMUSIC COLLECTION 2004-2008

英雄出少年 關正傑 英雄出少年

英雄本色 甄妮 春雨彎刀

英雄淚 甄妮 夢中的媽媽

英雄莫笑痴 呂方 求你講清楚

英雄無淚 甄妮 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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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花 奚秀蘭 奚秀蘭第九輯中國名曲集

要不是愛上你 周渝民 MAKE A WISH

要去遙遠的地方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七集

要你的 陳奕迅 黑、白、灰

要我怎麼忘記他 謝霆鋒 無形的他

要定你 F4 流星雨

要爭取快樂 MARIA CORDERO 監獄風雲, 龍虎風雲

要是有緣 鍾鎮濤 要是有緣

要是那時... 古巨基 歡樂今宵

要約妳去街 溫拿 溫拿十五週年紀念

要爆的細胞 鄺美雲 再坐一會

計時炸彈 譚詠麟 牆上的肖像

軌跡 周杰倫 尋找周杰倫 EP

迫不得已 梁詠琪 TODAY

迫我絕情 張學友 昨夜夢魂中

郊道 奚秀蘭 何日君再來

重逢 徐小鳳 徐小鳳

重逢 林子祥 愛情故事

重逢是個夢 徐小鳳 依然

重愛輕友 黎明 THE RED SH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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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溫舊夢 林子祥 愛到發燒

重複犯錯 古巨基 HUMAN 我生

重複動作 黎明 LEON'S …

重賜我生命 劉德華 情感的禁區

陌上歸人 區瑞強 陌上歸人

陌上歸人 區瑞強 79-80寶麗金金唱片特輯

面對面 葉蒨文 面對面

音樂 文志兒童合唱團 小時候

音樂盒 徐小鳳 每日懷念你

音樂與歌唱 徐小鳳 猛龍特警隊

風 甄妮 甄妮

風    陶贊新 香港城市民歌ENCORE

風中的早晨 鄧麗君 愛像一首歌

風中勁草 譚詠麟 遲來的春天

風中感覺 徐小鳳 依然

風中暖流 蔡國權 蔡國權精選

風中趕路人 許冠傑 新的開始

風之戀 羅文 親情

風月情愁 黃愷欣 十八日

風再起時 張國榮 BEL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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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言風語 林志美 偶遇

風兒別敲我窗 劉藍英 新力群星盡精英第一集

風兒吹向原野 甄妮 夢中的媽媽

風兒雨兒 鄧麗君 愛像一首歌

風和霧 王傑 一場遊戲一場夢

風的衣袖裏 陳美齡 願你繼續醉

風的季節 徐小鳳 徐小鳳-新曲與精選

風花雪 陳慧琳 誰願放手精選17首

風雨 盧廣仲 七天

風雨同路 徐小鳳 風雨同路

風雨命運 張淑玲 金曲金唱片

風雨夜歸人 李克勤 PURPLE DREAD

風雨故人來 林子祥 千億個夜晚

風信子 杜麗莎 杜麗莎

風是冷 陳潔靈 華納經典金曲十三首

風流斷劍小小刀 甄妮 春雨彎刀

風風雨雨 王傑 誰明浪子心

風情 劉美君 公子多情

風景 陳潔儀 揭曉

風裡的歌 葉振棠 大內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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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塵 蔡楓華 人之初

風塵淚 張德蘭 風塵淚

風箏 孫燕姿 THE MOMENT

風箏 曾路得 雜歌賓治

風箏    林志美 新力群星盡精英第三集

風箏與風 TWINS HAPPY TOGETHER 新曲+精選

風與我 林志美 甚麼是緣份

風聲 梁漢文 貪新戀舊17首

風聲、水滴 蘇永康 失眠

風霜伴我行 鄧麗君 勢不兩立

風繼續吹 張國榮 風繼續吹

風飄飄 馮偉棠 風飄飄

飛 孫耀威 HITS SIXTEEN

飛出去 陳百強 喝采

飛走的愛情 甄妮 衝擊

飛花 李克勤 CUSTOM MADE

飛花季節 徐小明 漁歌

飛虎神槍 夏韶聲 夏韶聲

飛砂風中轉 周潤發 新藝寶金曲金碟VOL. II

飛得起 許志安 飛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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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翔境界 甄妮 CBS新力群星盡精英第二集

飛鳳潛龍 徐小明 明仔來的電話

飛線 TWINS 愛情當入樽

飛機師的風衣 張學友 相愛

飛躍在我心 徐小鳳 風雨同路

飛躍舞台 梅艷芳 飛躍舞台

食嘢一族 軟硬天師(林海峰,葛民輝) 叱吒新一代

香水 謝霆鋒 無形的他

香格里拉 奚秀蘭 何日君再來

香港.香港 陳美齡 漓江曲

香港一定得 黃貫中 THE ULTIMATE STORY

香港之夜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四集

香港仔 李克勤 李克勤演奏廳II

香港的愛 小虎隊 可會遺忘, 忍著淚說GOODBYE

香港紐約 TWINS EVOLUTION

香港電台廣播劇龍城壁之雪刀浪子 徐小明 徐小明名曲集

香濃 TWINS 見習愛神

香蕉船 黃大仙兒童合唱團 香蕉船

乘客 王菲 將愛

乘風去 關淑怡 冬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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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我試一次 譚詠麟 遲來的春天

俾面派對 BEYOND THE ULTIMATE STORY

倆心未變 梅艷芳 壞女孩

倆忘煙水裡 關菊英, 關正傑 天龍八部之六脈神劍

個人指數 陳慧琳 IN THE PARTY

個心立立亂 譚詠麟 反斗星 

個個讚你乖 郭富城 華納超極品音色系列

倒帶 蔡依林 城堡

倔強愛情的勝利 陳綺貞 太陽

候鳥 S.H.E. ENCORE 安歌

候鳥 關正傑 人在江湖

候鳥樹 容祖兒 NIN9 2 5IVE

倚天屠龍記 林嘉華 群星高唱

借來一夜 甄妮 甄妮

借來的美夢 彭健新 1981中文金曲龍虎榜

借來的美夢 譚詠麟 溫拿十週年紀念

借過 容祖兒 NIN9 2 5IVE

倩女幽魂 張國榮 SUMMER ROMANCE 87'

倩影 蔡楓華 青春三皇奏

倩影 何守信,李司棋 群星高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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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家 張德蘭 寂寞是我

冤家 鄧麗君 甜蜜蜜

冤家 張國榮 BELOVED

凌波仙子 汪明荃 春殘夢斷

凌晨一吻 譚詠麟 夢幻舞台

凌晨小雨 黃造時 　 猛片勁歌寶麗金第二輯

凌晨舊戲 陳慧嫻 秋色

原因 蔡國權 蔡國權精選

原因   紀炎炎 華納好精選

原來只要共你活一天 張學友 不老的傳說

原來是你 梁詠琪 FRESH 新鮮

原來戀愛 黎明 感應

原野心聲 薰妮 霧裡玫瑰

原野的我 區瑞強 少年夢

原野是我家 林子祥 抉擇

原鄉人 鄧麗君 原鄉情濃

原鄉情濃 鄧麗君 原鄉情濃

原罪 林峯 愛在記憶中找你

原罪犯 張學友 BY YOUR SIDE

原諒我 雷安娜 彩雲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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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諒我今天 BEYOND BEYOND IV

原諒我嗎? 蘇永康 失眠

哥哥 TWINS 我們的紀念冊

哪裡怕 棒棒堂 哪裡怕

哭泣情歌 王傑 GIVING

哭泣遊戲 鄭秀文 完全擁有 新曲+精選

唇唇欲動 蔡依林 舞孃

唉! 方大同 THIS LOVE

唉聲嘆氣 鄭秀文 我們的主題曲

唏！不要走  關菊英 知己同心

唐人街 林宥嘉 感官世界

唐伯虎點秋香 楊麗珍,蔡可明,郭珠蘭,鍾麗君唐伯虎點秋香

唔見點得 羅文 好歌獻給你

唔關你事 陳慧琳 誰願放手精選17首

夏之活力 蔣麗萍 我為你狂

夏日 陳慧嫻 反叛

夏日FIESTA 劉德華 EVERYONE IS NO. 1

夏日之神話 李克勤 夏日之神話

夏日狂嘩 TWINS EVOLUTION

夏日的懷念 陳百強 喝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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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終結的戀人 蔡國權 蔡國權精選

夏日寒風 譚詠麟 愛的根源

夏日傾情 衛蘭 WISH

夏日聖誕 鄧麗君 我只在乎你

夏日歡暢 ( 淺水灣 ) 曾路得 你知我知

夏雨 TWINS 我們相愛6年

夏威夷情歌 徐小鳳 徐小鳳-新曲與精選

夏雪 林峯 YOUR LOVE

娉婷 蔡楓華 蔡楓華

娘子 周杰倫 周杰倫

娘心 鄧麗君 償還

娥姐賣粉果 尹光 尹光

孫子兵法 陶喆 太平盛世

宮保雞丁 陶喆 黑色柳丁

害怕 孫燕姿 THE MOMENT

家 甄妮 衝擊

家和萬事興 趙雅芝 群星高唱

家庭計劃 陳小春 THAT'S MINE

容易受傷的女人  王菲 情 FAYE 得意

島的一方 羅文 愛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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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傅教落 林子祥 林子祥創作歌集

恕難從命 張學友 遙遠的她

恩愛夫妻 鄧麗君 愛像一首歌

恩愛盡變 譚詠麟 反斗星 

恩賜 劉德華 LOVE HOPE

恭喜！恭喜！ 許冠傑 摩登保鑣

恭喜你 李寶瑩,文千歲 大家恭喜歡樂年年

恭喜發財 劉鳳屏 大家恭喜歡樂年年

恭喜發財 譚詠麟 愛情陷阱 

悄悄地告訴你 鄧麗君 愛像一首歌

悔過詩 張敬軒 LOVE SO CRUEL

悟空 古巨基 勁歌‧金曲 新曲+精選

拿手絕活 羅志祥 潮男正傳

挪亞方舟 張國榮 一切隨風

挽手向前行 馮偉棠 風飄飄

捉鬼敢死隊 草蜢 草蜢IV

捉鹿識脫角 張武孝 發你個財財

捕風的漢子 譚詠麟 愛的根源

旁觀者清 黃凱芹 MOODY

旅程 陳百強 百強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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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程 區瑞強 又見月明

旅愁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二集

旅遊熱 　 尹光 尹光

時不與我 容祖兒 A TIME FOR US

時分秒 黃大仙兒童合唱團 香蕉船

時代 古巨基 時代

時代巨輪 陳奕迅 LISTEN TO EASON CHAN

時代廣場 李克勤 李克勤演奏廳II

時光 郭富城 聽風的歌

時光倒流 許冠傑 新的開始

時光機與流浪者 周筆暢 I,魚,光,鏡

時差 張信哲 思念

時間時間 黎明 感應

書中故事 陳秀雯 震蕩

書劍恩仇錄 楊群 群星高唱

柴娃娃 張武孝 發你個財財

根 盧冠廷 第一階段作曲演譯精品集

根 譚詠麟 牆上的肖像

桂花 羅文 卉

桂冠英雄 陶喆 69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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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色冒險 容祖兒 JOEY TEN EP 2010

桃李爭春 奚秀蘭 奚秀蘭小調第六輯

桃紅柳綠 文千歲,麗莎 步步高陞

桃紅結他 TWINS 我們相愛6年

浣花洗劍錄 李龍基 夏日金輝

浪人期望 郭富城 愛定妳

浪女孩 陳慧嫻 變, 變, 變

浪子心聲 許冠傑 半斤八兩

浪花與夕陽 關菊英 天龍八部之六脈神劍

浪淘沙 林楚麒,張衛健,羅文 幾許風雨

浪跡天涯 蔡楓華 愛不是遊戲

浪漫之後 譚詠麟 忘情都市

浪漫手機 周杰倫 十一月的蕭邦

浪漫長路 李克勤 此情此境

浪漫時光 劉美君 公子多情

浪漫就是… 趙學而 趙學而家系列17首

浪潮 陳百強 精裝陳百強 2

浪潮 甄妮 數碼大碟

浪濤 張德蘭 網中人

浪濺長堤 曾路得 你知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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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六劫 葉振棠 浮生六劫

浮生若水 林峯 YOUR LOVE

浮生若夢 張國榮 華星影視新節奏第二輯

浮雲倚山崗 薰妮 霧裡玫瑰

浮雲萬里 徐小明 漁歌

浮誇 陳奕迅 U87

浮躁  王菲 情 FAYE 得意

海上花 蔡琴 GOLDEN VOICE

海之夢 關菊英 天龍八部之六脈神劍

海市蜃樓 林子祥 各師各法

海角-國境之南 梁漢文 偷吻

海底針 蔡國權 蔡國權

海底深 TWINS 我們相愛6年

海風 羅文 好歌獻給你

海風 鄧麗君 愛像一首歌

海旁獨唱 葉蒨文 華納超極品音色系列 - 葉蒨文 II

海棠 羅文 卉

海盜 蔡依林 城堡

海誓山盟 林子祥 千億個夜晚

海闊天空 BEYOND THE ULTIMATE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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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闊天空 葉蒨文 面對面

海藤 張德蘭 何日再相見

海邊之戀 陳樂敏 少女雜誌

海韻 陳浩德 暢飲在今宵

海韻 鄧麗君 鄧麗君金唱片

海鷗飛翔 徐小鳳 逍遙四方

消失 F.I.R. INFINITY無限

消失的城堡 蔡依林 城堡

消極的愛 劉美君 笑說

涉谷車站見 TWINS 雙生兒

烈女 TWINS GIRL POWER

烈火快車 草蜢 超白金精選

烈燄紅唇 梅艷芳 梅 · 憶錄

烏賊 容祖兒 很忙

烘一烘 甄妮 數碼大碟

烟 王菲 將愛

特別嘉賓 容祖兒 喜歡祖兒2新曲+精選

珠海梟雄 杜麗莎 杜麗莎

留下來 飛輪海 越來越愛

留下陪我 鄺美雲 留下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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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不得 陳小春(feat Y and Andy Lau) 算你狠

留在臂彎 呂方 愛令我變炭

留多一秒鐘 林志美 偶遇

留位置 彭羚 我有我天地

留住你今晚 梅艷芳 飛躍舞台

留住佢 黃愷欣 快樂時光

留住我吧 太極 沉默風暴

留住春天 鄺美雲 留住春天

留住夏季的風 孫耀威 HITS SIXTEEN

留住過去 陳秋霞 心聲 ... 想著你

留我枕邊 梁朝偉 梁朝偉

留言 張學友 釋放自己

留座 陳慧琳 大日子

留給最愛的說話 鄭丹瑞, 張麗瑾 新藝寶金曲金碟VOL. II

留戀 太極 沉默風暴

疾風 陳百強 陳百強

病態 林宥嘉 神秘嘉賓

真女人 葉蒨文 華納超極品音色系列 - 葉蒨文 II

真心去唱 溫拿 溫拿十五週年紀念

真心的知己 汪明荃 山歌情誼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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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我 黃愷欣 快樂時光

真身上陣 容祖兒 NIN9 2 5IVE

真的 孫燕姿 風箏

真的哭了 林峯 愛在記憶中找你

真的喜歡你 雷安娜 舊夢不須記

真的愛你 許冠傑 最緊要好玩

真的愛你 BEYOND 新藝寶金曲金碟VOL. II

真的漢子 林子祥 生命之曲

真空十九小時 張學友 JACKY

真金不怕熊爐火 許冠傑 最緊要好玩

真金哪怕火 徐小鳳 風雨同路

真相 夢劇院 夢劇院

真面目、假面具 張學友 遙遠的她

真情早嚐過 鍾鎮濤 不可以不想你

真情流露 陳慧嫻 永遠是你的朋友

真愛又如何 徐小鳳 徐小鳳

真說話 羅嘉良 天也豪情

破例  劉美君 赤裸感覺

破碎 蔡楓華 破碎

破碎的眼淚 周渝民 MAKE A W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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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綻 梁漢文 偷吻

破曉 甄秀儀 今宵多美妙

破曉時分 徐小鳳 徐小鳳全新歌集

破曉時份 李克勤 CUSTOM MADE

祝你愉快 BEYOND THE ULTIMATE STORY

祝你開心 孫燕姿 STEFANIE 同名專輯

祝我幸福 蔡琴 GOLDEN VOICE

祝妳幸福 陶喆 太美麗

祝婚曲 文千歲,吳美英 步步高陞

祝婚曲 鄭少秋,汪明荃 歡樂年年

祝新歲 麗莎 步步高陞

祝壽曲 文千歲,吳美英 步步高陞

祝壽曲 鄭少秋,汪明荃 歡樂年年

祝福 汪明荃 大家恭喜歡樂年年

祝福 關正傑 英雄出少年

祝福 葉蒨文 祝福

祝福 鄭少秋,汪明荃 歡樂年年

祝福你 甄妮 祝福你

神化 鄭秀文 溫柔

神仙也移民 陳百強 陳百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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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 孫燕姿 未完成

神奇女俠 達明一派 我等著你回來

神奇兩女俠 TWINS 雙生兒

神奇係我同你 陳百強 癡心眼內藏

神秘女子 許冠傑 SAM AND FRIENDS

神秘女郎 蔡楓華 高溫境界

神秘午夜 陳美玲 陳美玲-Pat Chan

神秘的遊戲 陳慧嫻 故事的感覺

神秘嘉賓 林宥嘉 神秘嘉賓

神探霹靂 葉振棠 葉振棠精選

神經 郭富城 唱這歌

神魂顛倒 容祖兒 我的驕傲

神鳳 徐小鳳 神鳳

神鳳(國) 徐小鳳 神鳳

神燈 陳秀雯 震蕩

神鵰與射鵰 徐小鳳 猛龍特警隊

秘密 李惠敏 愛恨交纏新曲+精選17首

秘密警察 BEYOND 秘密警察

秦淮河畔 奚秀蘭 鳳凰于飛

站在高崗上 奚秀蘭 阿里山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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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中有淚 張智霖 我也喜歡你

笑吓就算 許冠傑 摩登保鑣

笑忘書 張敬軒 MY 1ST COLLECTION

笑看風雲變 梅艷芳 梅 · 憶錄

笑著睡 陳慧琳 大日子

笑說想 古巨基 勁歌‧金曲 新曲+精選

粉紅色的一生 陳百強 百強 84'

紐約的司機駕著北京的夢 張學友 想和你去吹吹風

純真傳說 古巨基 星戰

純真傳說 郭富城 華納超極品音色系列

純情筆記 林憶蓮 憶蓮

純粹誤會 黎明 THE RED SHOES

紗籠女郎 梅艷芳 梅艷芳

紙中情 甄妮 數碼大碟

紙船 張國榮 SALUTE

紙船 許冠傑 難忘你, 紙船

耕種不驚風雨聲 徐小明 明仔來的電話

胭脂扣 梅艷芳 情歌

胭脂淚  鄧麗君 淡淡幽情

能否知我心 林子祥 摩登土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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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搏奔流 陳百強 精裝陳百強 2

茫茫前路 許冠傑 最佳拍擋大顯神通

草原之夜 奚秀蘭 奚秀蘭第八輯

草原英雄 徐小明 徐小明名曲集

荒廢的樂園 許志安 驚喜交集17首

衷心的期待 葉麗儀 上海灘續集

衹要你親口道別 許志安 驚喜交集17首

衹願一生愛一人 張學友 祇願一生愛一人

討厭 劉美君 公子多情

討厭紅樓夢 陶喆 黑色柳丁

討厭鬼 路家敏 道理真巧妙

記得我愛你 周渝民 記得我愛你

財神到 許冠傑 財神到

迷人姑娘 徐小鳳 神鳳

迷人是你 雷安娜 癡情劫

迷失 蘇芮 新曲+精選

迷失中有著你 陳百強 凝望

迷失的方向 張學友 祇願一生愛一人

迷失表參道 張敬軒 LOVE SO CRUEL

迷迭香 周杰倫 依然范特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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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情 張學友 JACKY

迷惘 夏韶聲 夏韶聲

迷惘 梁朝偉 梁朝偉

迷惘 甄妮 數碼大碟

迷惘的愛 鄺美雲 留住春天

迷途的小羔羊 許冠傑 難忘你, 紙船

迷博 古巨基 時代

迷湖 王菀之 王菀之國語創作專輯

迷亂 麥潔文 新藝寶金曲金碟VOL.1

迷亂 林憶蓮 憶蓮

迷痴的心 譚詠麟 再見吧! 浪漫

迷路 張國榮 一片癡

迷魂 陳曉東 心理遊戲

迷糊、情慾、對象 許志安 驚喜交集17首

迷離 葉蒨文 葉蒨文 (同名專輯)

迷離地帶 鍾鎮濤 癡心的一句

迷離夜雨 陳慧琳 星夢情真

迷離的吻 鄺美雲 留下陪我

迷戀 達明一派 達明一派II

迷戀愛劇場 張柏芝 不一樣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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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戀愛劇場之失落於街頭 張柏芝 不一樣的我

追 張國榮 BELOVED

追 陶喆 太美麗

追女仔 TWINS SUCH A BETTER DAY

追求三部曲 許冠傑 半斤八兩

追風箏的孩子 張敬軒 LOVE SO CRUEL / 酷愛

追族 張國榮 BELOVED

追憶 蔡國權 在你耳邊唱

追憶 彭羚 我有我天地

追憶 鍾鎮濤 我行我素

追憶 林子祥 林子祥創作歌集

退 衛蘭 SERVING YOU

退色的彩照 葉德嫻 天天都相見

退後 周杰倫 依然范特西

送你一把泥土 張明敏 我的中國心

送你幸福的童年 葉振棠 大內群英

送君 奚秀蘭 阿里山之歌

送我一枝玫瑰花 奚秀蘭 奚秀蘭第九輯中國名曲集

送我一個家 泳兒 LOVE JOEY LOVE FOUR

送郎 奚秀蘭 奚秀蘭第九輯中國名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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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郎一朵牽牛花 奚秀蘭 奚秀蘭小調第六輯

逃亡 孫燕姿 風箏

逃不過 郭富城 分享愛／誰會記得我

逃情 陳美玲 陳美玲

逃避行 鄧麗君 鄧麗君精選第一集

逃避你 容祖兒 喜歡 - 祖兒

逃離鋼筋森林 林憶蓮 都市觸覺

逆光 孫燕姿 AGAINST THE LIGHT

逆鱗 周杰倫 十一月的蕭邦

酒不醉人自醉 呂方 聽不到的說話

酒杯敲鋼琴 鄭敬基,黃寶欣 SUPER REMIX 88' 大話西遊

酒矸倘賣無 蘇芮 搭錯車電影原聲大碟

酒紅色的心 譚詠麟 愛的根源

酒醉的探戈 鄧麗君 我只在乎你

酒醉酒醒 王傑 故事的角色

閃 陳奕迅 LISTEN TO EASON CHAN

閃閃星晨 鍾鎮濤 要是有緣

閃電 陳百強 百強 84'

閃電刀 徐小明 明仔來的電話

閃燈 張德蘭 情若無花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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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陣春風柔  鄧麗君 甜蜜蜜

除了這些，還有… 張學友 釋放自己

馬甲上的繩索 蔡依林 看我 80 變

馬路天使 達明一派 石頭記

馬德里不思議 蔡依林 舞孃

馬戲 小太陽兒童合唱團 430穿梭機第一輯

馬騮過海 鍾鎮濤 不可以不想你

高山要低頭 徐小明 徐小明名曲集

高手看招 TWINS HAPPY TOGETHER 新曲+精選

高妹 李克勤 CUSTOM MADE

高速戰士 梁朝偉 梁朝偉

高溫派對 BEYOND THE ULTIMATE STORY

高溫瑜伽 TWINS EVOLUTION

高溫境界 蔡楓華 高溫境界

高歌ENCORE 泰迪羅賓 猛片勁歌寶麗金

高調愛 羅志祥 潮男正傳

高攀 李惠敏 公主復仇記EP

鬥牛 周杰倫 周杰倫

鬥牛士之歌 S.H.E. ENCORE 安歌

鬼 GHOST 陶喆 太平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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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馬大家樂 許冠傑 半斤八兩

鬼馬雙星 許冠傑 SAM HUI GREATEST HITS

乾一杯 葉蒨文 華納超極品音色系列 - 葉蒨文 II

假如你還在這裡 羅志祥 潮男正傳

假如我是男人 梅艷芳 烈燄紅唇

假如我是真的 蔡琴 GOLDEN VOICE

假如我是真的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七集

假如夢兒是真的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七集

假如讓我說下去 楊千嬅 MIRIAM

假刺激 譚詠麟 迷惑

假面具 薰妮 故鄉的雨

假面具 夏韶聲 夏韶聲

假面的告白 蔡依林 看我 74 變

假愛之名 王菲 將愛

假裝 蔡依林 舞孃

假裝 劉美君 劉美君

假像 杜德偉 等待黎明

偏偏喜歡你 陳百強 精裝陳百強 1

偏偏想起你 薰妮 故鄉的雨

偏愛 譚詠麟,早見優 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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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天的你 蔡依林 看我 77 變

做個木頭人 雷安娜 癡情劫

做得到 羅志祥 舞所不在

停不了的愛 雷安娜 雷安娜精選

停火 李克勤 夏日之神話

側面 張國榮 新藝寶金曲金碟VOL.1

偶然 陳秋霞 第二道彩虹

偶然 蔡國權 蔡國權

偶然的相遇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三集

偶遇 鄭秀文 我們的主題曲

偶遇 林志美 偶遇

偶像 徐小鳳 夜風中

偶像 陳百強 精裝陳百強 1

偷心的人 許冠傑 新的開始

偷心者 張學友 遙遠的她

偷吻 林憶蓮 放縱

偷看他一眼 關菊英 過客

偷笑 方大同 THIS LOVE

偷偷地 陳迪匡 雜歌賓治

偷情 張國榮 紅

第 197 頁，共 312 頁



                 音樂永續2020指定流行金曲名單

偷戀 鄺美雲 鄺美雲

偷戀隔牆花 蔡楓華 愛不是遊戲

動脈 飛輪海 越來越愛

唯一伴侶 梅艷芳 妖女

唯愛人間 衛蘭 LOVE DIARIES

唯獨你是最真 張智霖 我也喜歡你

唱一首好歌 譚詠麟 反斗星 

唱出了希望 羅文 親情

唱只新歌賀新年 劉鳳屏 大家恭喜歡樂年年

唱這歌 郭富城 唱這歌

問 譚詠麟 暴風女神

問 區桂芬,葉源春 新力群星-香港城市民歌

問一問你 梅艷芳 梅艷芳

問白雲 靜婷 月兒彎彎照九州

問自己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三集

問你 林利 心債

問君知否 關正傑 天蠶變

問我 徐小鳳 猛龍特警隊

問我  陳麗斯 Gold Into '77寶麗多

問我就知 黃大仙兒童合唱團 香蕉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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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天天都多 歐倩怡 櫻桃小丸子

啜泣 容祖兒 喜歡祖兒 II

啦啦 古巨基 GUITAR FEVER

圈圈 張學友 給我親愛的

國王的新歌 郭富城 聽風的歌

國旗 林子祥 林子祥

執到寶 林子祥 一個人

執法者 呂方 聽不到的說話

執迷不悔  王菲 情 FAYE 得意

堆夢 蔡國權 蔡國權精選

堆積情感 鄺美雲 心聲

夠了 張國榮 SUMMER ROMANCE 87'

夠了沒有 謝霆鋒 無形的他

奢侈  陳百強 一生何求

婚前的女人 李克勤 李克勤演奏廳

婚後事 李克勤 李克勤演奏廳

婚紗背後 徐小鳳 每一步

宿命主義 鄭秀文 完全擁有 新曲+精選

寂寞公寓 梁詠琪 FRESH 新鮮

寂寞似雷鳴 甄妮 不要再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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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的心 梅艷芳 飛躍舞台

寂寞芳心 鄭秀文 為你等

寂寞奏鳴曲 陳奕迅 黑、白、灰

寂寞星球的小玫瑰 THE ROSE 鄧紫棋 MY SECRET

寂寞是我 鄧麗君 甜蜜蜜

寂寞廣場 吳建豪 身體會唱歌

寂寞暴走 飛輪海 越來越愛

寄人 張德蘭 風塵淚

寄意 關菊英 過客

寄語多情人  鄧麗君 甜蜜蜜

寄語風箏 張德蘭 寂寞是我

寄語風箏 鄧麗君 甜蜜蜜

將冰山劈開 梅艷芳,許志安 FAITHFULLY

將自己給你 劉德華 EVERYONE IS NO. 1

將快樂一試 葉振棠 葉振棠精選

將來那天 葉倩文 葉倩文 (零時十分)

將軍 周杰倫 七里香

將軍抽車 譚詠麟 愛人女神

崩裂　 達明一派 石頭記

帶我走 許美靜 靜聽精采13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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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笑話別 杜麗莎 杜麗莎

帶動熱潮 呂方 癡戀

帶著心碎 蔡楓華 破碎

常在你左右 李克勤 李克勤演奏廳

常在我心間...愛你不分早晚 關正傑, 黃露儀 常在我心間

常在我身邊 蔡國權 蔡國權

常言道 劉德華 EVERYONE IS NO. 1

康定情歌 奚秀蘭 莫負青春

強 郭富城 華納超極品音色系列

彩色世界 小太陽兒童合唱團 430穿梭機第一輯

彩色玻璃裡 林子祥 摩登土佬

彩色相對論 夢劇院 夢劇院

彩虹 周杰倫 我很忙

彩虹泡泡 呂方 可會遺忘, 忍著淚說GOODBYE

彩雲曲 雷安娜 彩雲曲

彩霞回來吧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七集

得失都一笑 張德蘭 茫茫路

得寵 溫拿 溫拿十五週年紀念

徙水歌 黃汝燊及飛機仔 跳飛機

從不知 郭小霖 CBS新力群星盡精英第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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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知 張國榮 SALUTE

從今日起 鄧麗君 漫步人生路

從今開始 黎明 LEON CLUB SANDWICH

從未可以 張國榮 VIRGIN SNOW

從未如此深愛過 呂方 聽不到的說話

從何唱起 張敬軒 MY 1ST COLLECTION

從何說起 張德蘭 何日再相見

從你祝福中離開 許志安 驚喜交集17首

從沒這般相信 黃凱芹 MISTY

從沒這麼愛戀過 許志安 驚喜交集17首

從前日後與這天 林子祥 創作+流行歌集

從前到現在 葉蒨文 面對面

從前愛我 林志美 愛情幻像

從後趕上 譚詠麟 擁抱

從深海中到外太空 陳曉東 心的接觸

從新欣賞我 陳百強 等待您

從過去到永遠 黎明 我這樣愛你

從頭到尾 張學友,李玟 他在那裡

從頭開始 葉蒨文 祝福

您莫太意外 關正傑 天龍八部之虛竹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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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是永願著迷) 譚詠麟 愛情陷阱 

情人 BEYOND THE ULTIMATE STORY

情人 陳百強 癡心眼內藏

情人一笑 鄧麗君 水上人

情人的眼淚 奚秀蘭 阿里山之歌

情人的關懷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二集

情人路 林志美 林志美

情人說 陳慧琳,黃耀明 一齣戲

情人樹 陳秋霞 第二道彩虹

情人橋 奚秀蘭 莫負青春

情不變 譚詠麟 牆上的肖像

情化雨絲絲  關菊英 知己同心

情心怎分享 薰妮 又見別離愁

情比紙薄 李克勤 李克勤演奏廳II

情在呼吸裡 劉德華 情感的禁區

情在昨日 呂方 愛令我變炭

情在深時 甄妮 不要再重逢

情如松柏 甄妮 奮鬥

情如葉垂千萬縷 馮偉棠,張德蘭 風塵淚

情自困 張國榮 一片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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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冷情熱 蔡楓華 愛不是遊戲

情改變 梁朝偉 梁朝偉

情兩牽 譚詠麟 忘不了您

情到濃時 陳美齡 願你繼續醉

情花開 羅嘉良, 宣萱 難兄難弟

情非首爾 李克勤 李克勤演奏廳

情是枉痴心 蔣麗萍 我為你狂

情流夜中環 達明一派 意難平

情若無花不結果 張德蘭 情若無花不結果

情海波濤 黃愷欣 十八日

情迷夜雨 黎姿 如果真的戀愛

情探 達明一派 我等著你回來

情深未忘 鍾鎮濤 寂寞

情深的吩咐 雷安娜 彩雲曲

情深海更深 黎姿 如果真的戀愛

情深惹恨苗 杜麗莎 杜麗莎

情深說話未曾講 衛蘭 WISH

情深緣淺 黃凱芹 給你留念

情場如戰場 鍾鎮濤 要是有緣

情湖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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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債 甄妮 衝擊

情愛火花 梅艷芳 心債

情愛火花 林憶蓮 憶蓮

情愛如夢碎 張德蘭 網中人

情愛是力量 甄妮 春雨彎刀

情愛幾多哀 關正傑 天龍八部之虛竹傳奇

情感的刺 張國榮 BELOVED

情感的禁區 劉德華 情感的禁區

情感意外 呂方 癡戀

情義兩心知 譚詠麟 愛念

情話 鄧麗君 漫步人生路

情話綿綿 葉倩文 葉倩文 (零時十分)

情路裡 鍾鎮濤 聽濤

情歌 側田 FROM JUSTIN COLLECTION OF HIS FIRST 3 YEARS

情歌 容祖兒 LOVE JOEY LOVE FOUR

情盡於此 葉麗儀 群星一號-金唱片特輯

情遙遠 張德蘭 茫茫路

情濃原是痛 王寶欣 王寶欣

情謎 蔣麗萍 我為你狂

情歸何處 梅艷芳 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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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鎖 黃愷欣 十八日

情懷易改變 薰妮 霧裡玫瑰

情難自控 張國榮 SUMMER ROMANCE 87'

情願 張學友 BLACK & WHITE

情竇初開 關菊英 天龍八部之六脈神劍

情飄飄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五集

情變 鄭秀文 我們的主題曲

情變 徐小明 漁歌

情驟變 瑪利亞 監獄風雲, 龍虎風雲

惆悵滄桑夜 劉美君 劉美君

惆悵舊歡如夢 雷安娜 彩雲曲

惜分飛 徐小明 漁歌

惜別 馮偉棠 風飄飄

惜別歌 關正傑 天龍八部之虛竹傳奇

惜花 黃愷欣 快樂時光

惦記這一些 王傑 一場遊戲一場夢

戚眼眉 露雲娜 猛片勁歌寶麗金第二輯

捨不得你  鄭秀文 SAMMI ULTIMATE COLLECTION

捨得愛 蔡卓妍 AS A SA

排名不分先後左右忠奸 達明一派 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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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念好友 王灝兒 [JW] FIRST EP

採茶山歌 汪明荃 春殘夢斷

採檳榔 甄秀儀 四季歌

採檳榔 奚秀蘭 阿里山之歌

探情郎 奚秀蘭 鳳凰于飛

接下來 孫燕姿 未完成

接財神 劉鳳屏,向華 大家恭喜歡樂年年

救世者 關正傑 人在江湖

救世者姿勢 區新明 叱吒新一代

救生圈 張柏芝 不一樣的我

救生圈 TWINS 我們相愛6年

救生圈 蔡健雅 若你碰到他

敖包相會 奚秀蘭 奚秀蘭第九輯中國名曲集

敗給你 羅志祥,蕭亞軒 舞所不在

教堂鐘聲 區瑞強 陌上歸人

教堂鐘聲 區瑞強 雲外千峰

斜陽垂眼照 關正傑 天龍訣

旋木 王菲 將愛

晚秋 區瑞強 區瑞強精選

晚風 葉蒨文 祝福經典十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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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風, 花香 鄧麗君 原鄉情濃

晚霞 奚秀蘭 奚秀蘭小調第六輯

晨曦    林志美 新力群星-香港城市民歌

晨曦迎著我 張德蘭 網中人

曼佗羅 徐小明 明仔來的電話

望一望 鄧麗君 原鄉情濃

望兩望,笑一笑 羅嘉良, 張可頤 難兄難弟

望穿秋水 徐小鳳 逍遙四方

望望鏡頭 蔣麗萍 我為你狂

望鄉 陳浩德 暢飲在今宵

望鄉  鍾文康 城市民歌新一代

望鄉    林志美 新力群星-香港城市民歌

梅 羅文 卉

梅花 鄧麗君 原鄉情濃

梅花 徐小鳳 梅花

梧桐樹下 張偉文 再會了野茉莉

梨渦淺笑 許冠傑 半斤八兩

梯田 周杰倫 葉惠美

棄 達明一派 石頭記

欲說還休 鄧麗君 淡淡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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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斷難斷 陳美玲 陳美玲-Pat Chan

殺手神鎗 李振輝 Gold Into '77寶麗多

氫氣球 蔡卓妍 二缺一

淑女 梅艷芳 梅 · 憶錄

淘汰 陳奕迅 ADMIT IT

淚的小雨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二集

淚珠頸鍊 蔡楓華 高溫境界

淡淡的小野花 羅文 好歌獻給你

淡淡哀傷淡淡愁 徐小鳳 每日懷念你

深心裡一點愛 關菊英 天龍八部之六脈神劍

深夜裡 林子祥 創作+流行歌集

深信着愛 夏韶聲 夏韶聲

深秋立樓頭 徐小鳳 夜風中

深宵約會時 甄妮 甄妮

深海 張學友 BLACK & WHITE

深海潛水艇 蔣麗萍 我為你狂

深情相擁 張國榮,辛曉琪 BELOVED

深深的創傷 王傑 誰明浪子心

深深深 李克勤 超白金精選

深深擁著我 葉蒨文 祝福

第 209 頁，共 312 頁



                 音樂永續2020指定流行金曲名單

深淵 草蜢 草蜢IV

深紫色 楊千嬅 MIRIAM

深愛 衛蘭 WISH

深愛著你 陳百強 華納好精選

淺草妖姬 周啟生 華納經典金曲十三首

淺醉一生 葉蒨文 面對面

清夜悠悠 鄧麗君 淡淡幽情

清風 張學友 相愛

清風 周玉玲 　 群星唱聚

清風是你 羅明珠,呂方 聽不到的說話

清風寄語 甄秀儀 今宵多美妙

清風輕輕吹 甄妮 春雨彎刀

清茶 張德蘭 情若無花不結果

清晨 劉美君 劉美君

猛龍特警隊(日) 徐小鳳 猛龍特警隊

猜猜猜 陳曉東 心理遊戲

現代舞台 BEYOND THE ULTIMATE STORY

現在幾點 鄭秀文 BECOMING SAMMI

理想不改變 陳浩德 暢飲在今宵

理想邦  關正傑 常在我心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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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情人 楊丞琳 曖昧

理想對象  鄭秀文 SAMMI ULTIMATE COLLECTION

瓶中沙 TWINS 見習愛神

甜心咒 楊丞琳 遇上愛

甜言蜜語 葉蒨文 甜言蜜語

甜甜小公主 劉美君 公子多情

甜甜的 周杰倫 我很忙

甜甜蜜 林海峰 的士夠格

甜夢 張學友 SMILE

甜蜜十六歲 呂方 聽不到的說話

甜蜜的小雨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二集

甜蜜的往事 許冠傑 摩登保鑣

甜蜜蜜 古巨基 星戰

甜蜜蜜  鄧麗君 79-80寶麗金金唱片特輯

畢業生 張明敏 中華民族

異邦人 蔡楓華 人之初

異國情緣 林嘉寶 雜歌賓治

異鄉邂逅 劉美君 笑說

盛大獻映 郭富城 聽風的歌

盛宴 F.I.R. INFINITY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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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戀 李克勤 CUSTOM MADE

眼色 林宥嘉 神秘嘉賓

眼前人 許冠傑 新的開始

眼紅紅 TWINS 我們相愛6年

眼神 孫燕姿 THE MOMENT

眼淚中的愛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二集

眼淚成詩 孫燕姿 完美的一天

眼淚飄到很遠 陳慧琳 一齣戲

眼睛不能沒眼淚 古巨基 GUITAR FEVER

眼睛吃冰淇淋 區瑞強 又見月明

眼睛殺手 劉美君 赤裸感覺

眼睛想旅行 黎明 LEON CLUB SANDWICH

眼緣 許志安 飛得起

眼鏡 周筆暢 I,魚,光,鏡

笛子姑娘 葉振棠 葉振棠精選

第一天 孫燕姿 完美的一天

第一位 梁漢文 貪新戀舊17首

第一個雅皮士 陳奕迅 ADMIT IT

第一時間 F4 流星雨

第一滴淚 譚詠麟 第一滴淚

第 212 頁，共 312 頁



                 音樂永續2020指定流行金曲名單

第一優先 蔡依林 城堡

第二年孤獨 林姍姍 痴心

第二次分手 鄭秀文 BECOMING SAMMI

第二故鄉 關正傑 大地恩情

第二個春天 甄妮 為你而歌

第二順位 羅志祥 潮男正傳

第三身 何韻詩,麥浚龍 GOOMUSIC COLLECTION 2004-2008

第三者 RAIDAS 危險遊戲

第三個季節  葉源春,黃敏華 香港城市民歌ENCORE

粒粒有勤勞 文志兒童合唱團 小時候

粒粒有勤勞 黃汝燊及飛機仔 跳飛機

粒粒皆辛苦 (比賽版) 仙樂飄飄兒童合唱團 仙樂飄飄

粒粒皆辛苦 (夜半歌聲版) 仙樂飄飄兒童合唱團 仙樂飄飄

粒粒皆幸福 李克勤 李克勤演奏廳II

細雨下 蔡楓華 IQ成熟時

細雨洗青山 葉麗儀 上海灘特輯

細想 陳百強 夢裡人

終止的開始 張柏芝 DESTINATION

終有一天會遇見 陳慧琳 星夢情真

終身美麗  鄭秀文 SAMMI ULTIMATE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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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可結束 趙學而 趙學而家系列17首

終於勝利 林子祥 創作+流行歌集

絆腳石 彭健新 聲音

習慣 楊丞琳 曖昧

習慣失戀 容祖兒 我的驕傲

習慣就好 羅志祥 羅生門

習慣與你一起 周啟生 淺草妖姬精選十三首

脫彊小馬 張德蘭 何日再相見

船兒在夢鄉 甄秀儀 今宵多美妙

荷花香 何守信,沈澱霞 群星高唱

莫再為名氣 林子祥 抉擇

莫再悲 林子祥 愛情故事

莫忘今宵 鄧麗君 忘不了 - 鄧麗君紀念專輯

莫忘記 徐小鳳 徐小鳳全新歌集

莫苛求 關正傑 人在江湖

莫要為名氣 林子祥 抉擇

莫負少年頭 黃愷欣 十八日

莫負青春 太極 沉默風暴

莫負青春 奚秀蘭 莫負青春

莫負青春 張可頤 難兄難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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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逃避 梅艷芳 飛躍舞台

莫問一生 梅艷芳 FAITHFULLY

莫問起 梅艷芳 心債

莫斯科沒有眼淚 TWINS 見習愛神

莫徬徨 關正傑 天蠶變

莫徬徨 甄妮 春雨彎刀

莫顧慮 張德蘭 茫茫路

莫聽我哭訴 蔡楓華 蔡楓華

處處是家鄉 張偉文 永恆金曲

處處愛 周華健 生.生活

覓愛重重 梅艷芳 梅艷芳

貪、貪、貪 陳慧嫻 變, 變, 變

貪嗔癡 容祖兒 LOVE JOEY LOVE FOUR

貪新愛舊 黎明 LEON SOUND

逍遙四方 徐小鳳 逍遙四方

逍遙在海濱 林志美 林志美

逍遙自在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六集

這一分鍾 陳潔儀 揭曉

這一曲送給您 許冠傑 念奴嬌

這一個日子 許冠傑 SAM AND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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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種感覺 許冠傑 最佳拍擋大顯神通

這分鐘更愛你 容祖兒 喜歡祖兒3新曲+精選

這片葉給你 葉振棠 葉振棠精選

這世界裡 彭健新 可愛的笑容

這份情 葉蒨文 甜言蜜語

這些年來 張國榮 BELOVED

這是個約會 甄妮 祝福你

這是愛 張國榮 SALUTE

這是愛  泰迪羅賓 1981中文金曲龍虎榜

這是誰 陳慧琳 星夢情真

這首歌 溫拿 寶麗金十週年紀念

這個秋天 關正傑 天龍訣

這個圈子 蔣麗萍 猛片勁歌寶麗金

這就是愛嗎? 容祖兒 很忙

這雙手 許冠傑 新的開始

這雙眼祗望你 劉美君 點解

通緝者 太極 沉默風暴

逝去日子 BEYOND 新藝寶金曲金碟VOL. II

逝去的心 盧冠廷 第一階段作曲演譯精品集

逝去的愛 梅艷芳 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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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愛 王傑 誰明浪子心

逝去的愛 歐陽菲菲 79-80寶麗金金唱片特輯

逝去的諾言 陳慧嫻 少女雜誌

逝如風 林子祥 愛到發燒

造夢者 張學友 SMILE

逢名逢利 張德蘭 茫茫路

連帶關係 TWINS 桐話妍語

連鎖反應 林姍姍 精裝林姍姍

連體 趙學而 趙學而家系列17首

都市獵人 譚詠麟 擁抱

都市戀歌 譚詠麟 愛的根源

都是那個吻害的 容祖兒 獨照

都是夜歸人 許美靜 靜聽精采13首

野生花 鄧麗君 甜蜜蜜

野孩子 楊千嬅 MIRIAM

陪你一起不是我 張德蘭 武俠帝女花

陪你也甘心 陳美齡 漓江曲

陪你倒數 張國榮 BELOVED

陪我長大 (國語) 容祖兒 LOVE JOEY LOVE FOUR

陪我看看 黃大仙兒童合唱團 香蕉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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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我做夢 王傑 GIVING

陪着她 温拿 金曲金唱片

陪著她  溫拿 溫拿十週年紀念

陰天假期 衛蘭 WISH

陳永仁 TWINS MAGIC

陸小鳳 石修 群星高唱

雪刀浪子 徐小明 新變色龍

雪中情 關正傑 天蠶變

雪中情 鄧麗君 勢不兩立

雪地上的回憶 鄧麗君 償還

雪兒 呂方 求你講清楚

雪後有春風 徐小鳳 每日懷念你

雪豹 陶喆 69樂章

雪裡紅 靜婷 月兒彎彎照九州

魚 陳綺貞 太陽

魚旦歌 苦榮,蔡卓妍 我們相愛6年

魚罐頭 周筆暢 I,魚,光,鏡

鳥之歌 陳美齡 漓江曲

麥芽糖 周杰倫 十一月的蕭邦

麥當娜一吻 薛凱琪 F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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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雀耍樂 許冠傑 財神到

麻煩你 容祖兒 隆重登場

麻醉 BEYOND 請將手放開

傀儡 許冠傑 念奴嬌

創世記 陳百強 百強 84'

創作前言 王力宏 改變自己

創造命運 譚詠麟 霧之戀

創造者 許志安 我的天我的歌

勝利的歌聲 鄧麗君 原鄉情濃

勝情中人 李克勤 李克勤演奏廳

勝敗之間 林子祥 林子祥

勞斯.萊斯 何韻詩 GOOMUSIC COLLECTION 2004-2008

啼笑姻緣 陳小春 算你狠

啼笑恩緣 李司棋 群星高唱

喂喂喂 林海峰 的士夠格

喚回快樂的我 梅艷芳 壞女孩

喜怒哀樂 葉麗儀 上海灘續集

喜洋洋 劉鳳屏 大家恭喜歡樂年年

喜氣洋洋 徐小鳳 夜風中

喜喜 容祖兒 LOVE JOEY LOVE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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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碧夫人時間 S.H.E. 我的電台

喜歡你 BEYOND 秘密警察

喜歡你是你 許志安 驚喜交集17首

喝采 陳百強 雜歌賓治

單一的愛 鄭伊健 ETERNITY

單身女人 林子祥 千億個夜晚

單身女郎 甄妮 甄妮

單身有希望 杜德偉 等待黎明

單身香水瓶 鄺美雲 心中有愛

單車 陳奕迅 SHALL WE DANCE ? SHALL WE TALK ?

單車少女 張學友 遙遠的她

單面鏡 周筆暢 I,魚,光,鏡

單眼皮 楊丞琳 曖昧

單程路 甄妮 甄妮

圍牆 達明一派 達明一派II

堤岸   黃敏華 香港城市民歌ENCORE

嫏村姑娘 靜婷 月兒彎彎照九州

富士山下 泳兒 LOVE JOEY LOVE FOUR

寒命 衛蘭 WISH

寒夜 張德蘭 何日再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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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傲似冰 蔡國權 在你耳邊唱

寒煙翠 葉蒨文 葉蒨文 (同名專輯)

尋人 趙學而 趙學而家系列17首

尋找茱麗葉 吳建豪 身體會唱歌

尋找獨角獸 薛凱琪 F BEST

尋情覓愛 甄妮 衝擊

尋開心 趙學而 趙學而家系列17首

尋愛 梅艷芳 烈燄紅唇

尋夢園 劉文正 蘭花草

尋樂真岩數 譚詠麟 忘不了您

就在現場 鍾欣桐, 陳偉霆 人人彈起 新曲+精選

就是為了 鄭秀文 SHOCKING PINK

就是這樣 孫燕姿 自選集

就是愛 蔡依林 城堡

就是愛你 陶喆 太平盛世

就算世界無童話 衛蘭 WISH

就算早知道 陳美齡 願你繼續醉

幾分傷心幾分癡 王傑 故事的角色

幾分鐘的約會 陳百強 雜歌賓治

幾多愁 鄧麗君 淡淡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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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多愁 陳美齡 願你繼續醉

幾何三角 苦榮,陳慧琳 芝SEE菇BI FAMILY-初戀嗱喳麵

幾時再見 陳慧嫻 秋色

幾時再見 鄧麗君 愛像一首歌

幾許風雨 羅文 幾許風雨

幾番歸鳥 徐小鳳 依然

彭小姐 林海峰 的士夠格

悲哀的催眠曲 黎芷珊 少女雜誌

悲歌之王 楊千嬅 MIRIAM

悲與喜 張學友 釋放自己

悲劇人物 張敬軒 LOVE SO CRUEL / 酷愛

悲劇剪綵 關淑怡 冬戀

惡鬥惡 林子祥 最愛

惡搞 古巨基 時代

愉快的旅程 許冠傑 新的開始

愉快皆因你 許冠傑 SAM AND FRIENDS

掌握 陳慧琳 LOVER'S CONCERTO

提防小手 彭健新 可愛的笑容

提提我 黎明 LEON CLUB SANDWICH

提錢靠雙手 張武孝 發你個財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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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曲 鄭秀文 完全擁有 新曲+精選

換到千般恨 關正傑 天蠶變

換季 TWINS TWINS

揣摩 王菀之 王菀之國語創作專輯

揭曉 陳潔儀 揭曉

揮不去的妳 陳百強 夢裡人

揮別 鄧麗君 甜蜜蜜

揮著翅膀的女孩 容祖兒 獨照

敢死隊 古巨基 HUMAN 我生

敢抱未敢愛 王灝兒 [JW] FIRST EP

敢愛 張國榮 一切隨風

敢愛敢做 林子祥 花街七十號

散太匆匆 雷安娜 彩雲曲

散場 郭富城 分享愛／誰會記得我

散聚 陳百強 凝望

斑馬線 徐小明 徐小明名曲集

斯人獨憔悴 葉德嫻 天天都相見

普通人 呂方 聽不到的說話

晴天 周杰倫 葉惠美

晴天 F4 FANTASY 4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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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天雨天 林姍姍 痴心

曾在你懷抱 林姍姍 精裝林姍姍

曾是擁有 BEYOND BEYOND IV

曾經 林子祥 最愛

曾經不知你好 張智霖 我也喜歡你

替換 陳慧琳 大日子

最好的朋友 劉德華 LOVE HOPE

最佳男配角 棒棒堂 四度空間

最佳拍檔 許冠傑 難忘你, 紙船

最佳朋友 達明一派 意難平

最佳福星 譚詠麟 第一滴淚

最佳聽眾 飛輪海 越來越愛

最佳聽衆 陳曉東 心的接觸

最長的電影 周杰倫 我很忙

最後一吋 葉蒨文 面對面

最後一次 鄭秀文 我們的主題曲

最後一次 梅艷芳 烈燄紅唇

最後一夜 劉美君 劉美君

最後一封信 張學友 BLACK & WHITE

最後一班車 陳秀雯 震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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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眼 陳慧琳 大日子

最後一舞 古巨基 歡樂今宵

最後一課 容祖兒 喜歡祖兒3新曲+精選

最後一課 陳潔儀 揭曉

最後的告別 張學友 JACKY

最後的玫瑰 甄妮 CBS新力群星盡精英第二集

最後的風度 羅志祥 舞所不在

最後的對話 BEYOND BEYOND IV

最後的戰役 周杰倫 八度空間

最後的纏綿 陳慧嫻 永遠是你的朋友

最後勝利 容祖兒 喜歡祖兒3新曲+精選

最後勝利 鄭秀文 濃情

最後勝利 古巨基 歡樂今宵

最特別的存在 F4 流星雨

最真的愛 陳慧嫻 變, 變, 變

最真的夢  周華健 似曾相識

最寂寞的時候 盧廣仲 七天

最深刻一次 關淑怡 難得有情人

最深刻的記憶 陳百強 精裝陳百強 2

最深愛的人是妳 郭富城 唱這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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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話 蔡依林 舞孃

最菲精選 林海峰 的士夠格

最愛  張艾嘉 似曾相識

最愛的你 譚詠麟 愛情陷阱 

最愛是我家 葉倩文 華納經典金曲十三首

最愛是誰 林子祥 最愛

最愛演唱會 陳慧琳 IN THE PARTY

最新消息 容祖兒 不容錯失

最痴一仗 羅嘉良,周影 群星一號-金唱片特輯

最緊要好玩 許冠傑 最緊要好玩

最熱那天 張德蘭 情若無花不結果

最激帝國 郭富城 聽風的歌

朝朝暮暮 梅艷芳 情歌

朝露 甄妮 不要再重逢

期待 陳慧琳 一齣戲

期待 關正傑 關正傑名曲選

期待（國語） 張敬軒 MY 1ST COLLECTION

期待愛 (FEAT. 金莎) 林俊傑,金莎 陸SIXOLOGY

期望盡落空 張德蘭 情若無花不結果

棉胎 張柏芝 不一樣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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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子  王菲 情 FAYE 得意

森巴 TWINS 八十塊環遊世界

森巴皇后 TWINS 我們相愛6年

欺騙 183 CLUB 183 CLUB

欺騙觀眾 謝霆鋒 零距離

殘月碎春風 梅艷芳 赤色梅艷芳

殘夢 關正傑 天龍訣

殘酷月光 林宥嘉 神秘嘉賓

殘酷遊戲 衛蘭 WISH

渺茫的愛 陳慧嫻 嫻情

湘女多情 關菊英 天龍八部之六脈神劍

焚情 黃凱芹 給你留念

無一倖免 孫耀威 SO FAR SO…CLOSE

無人願愛我 梅艷芳 FAITHFULLY

無名 何韻詩 無名‧詩

無名的歌 BEYOND 真的見證

無助 BEYOND 請將手放開

無形 謝霆鋒 無形的他

無形鎖扣 張國榮 SUMMER ROMANCE 87'

無言的晚餐 鍾鎮濤 我行我素

第 227 頁，共 312 頁



                 音樂永續2020指定流行金曲名單

無言無語 側田 FROM JUSTIN COLLECTION OF HIS FIRST 3 YEARS

無言感激 譚詠麟 第一滴淚

無奈 周華健 生.生活

無奈 徐小鳳 徐小鳳-新曲與精選

無奈只有恨 蔡楓華 蔡楓華

無奈我心亂如麻 雷安娜 舊夢不須記

無奈那天  王菲 情 FAYE 得意

無奈遙遠祝禱 張德蘭 武俠帝女花

無所謂 張學友 BLACK & WHITE

無所謂 衛蘭 SERVING YOU

無法不想你 譚詠麟 愛人女神

無法真心 呂方 愛令我變炭

無花果 陳麗斯 陳麗斯

無毒不丈夫 關正傑 英雄出少年

無限 F.I.R. INFINITY無限

無限 鄭秀文 SHOCKING PINK

無限空間 鄭伊健 LIFE II 發現

無限前程 鍾鎮濤 聽濤

無風的秋季 達明一派 石頭記

無悔這一生 BEYOND THE ULTIMATE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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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根草 劉錫明 華納經典金曲十三首

無能為力（國語） 張敬軒 MY 1ST COLLECTION

無冕天使 陳潔靈 華星影視新節奏第一輯

無得比 黃貫中 THE ULTIMATE STORY

無情夜冷風 許冠英 許冠英

無情荒地有情天 鄧麗君 一封情書

無情實驗 林憶蓮 灰色

無淚之女 梅艷芳 似火探戈

無淚的遺撼 BEYOND THE ULTIMATE STORY

無意逗留 陳慧嫻 陳慧嫻REMIX + 精選

無話都是醉 鄺美雲 心中有愛

無盡的風 呂方 愛令我變炭

無盡的愛 張德蘭 何日再相見

無盡的路 呂方 求你講清楚

無需要太多 張國榮 HOT SUMMER

無敵超人 TWINS 見習愛神

無緣 陶喆 太平盛世

無論你是誰 葉德嫻 倦

無憾 林憶蓮 華納經典金曲十三首

無謂再訓話 區瑞強 陌上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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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謂瞞我 鍾鎮濤 我行我素

無聲仿有聲 謝霆鋒 MOST WANTED 霆鋒精輯

無聲的告別 BEYOND THE ULTIMATE STORY

無膽入情關 張國榮 一片癡

無雙 周杰倫 我很忙

無邊的思憶 譚詠麟 牆上的肖像

然後 王寶欣 王寶欣

爲何・如何 蔡楓華 破碎

猶豫 鄭秀文 濃情

琴心劍膽 汪明荃 春殘夢斷

琴鍵右角 張德蘭 寂寞是我

琴鍵右角 鄧麗君 甜蜜蜜

琵琶怨 奚秀蘭 鳳凰于飛

甦醒 陳慧琳 星夢情真

畫出彩虹 陳百強 百強 84'

畫叮噹 小太陽兒童合唱團 430穿梭機第一輯

畫家 林子祥 一個人

畫家 詩婷 奪標金曲

痛快 S.H.E. ENCORE 安歌

痛愛 容祖兒 喜歡 - 祖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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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你個財財 張武孝 發你個財財

發現 鄭伊健 LIFE II 發現

發現灣 羅文 親情

發電一千VOLT 梅艷芳 飛躍舞台

發夢見過你 TWINS HAPPY TOGETHER 新曲+精選

發噏風 許冠傑 念奴嬌

發錢寒 許冠英 許冠英

發錢寒 許冠英 Gold Into '77寶麗多

盜日者 夏韶聲 夏韶聲

稀有品種 張學友 他在那裡

童子軍 TWINS TOUCH OF LOVE

童年 張艾嘉 81-82寶麗金金唱片特輯

童年 蔡國權 猛片勁歌寶麗金

童年時 張國榮 新藝寶金曲金碟VOL. II

童真 甄妮 數碼大碟

童真    陶讚新 新力群星-香港城市民歌

童話公主 黃凱芹 MISTY

童話還是不夠美好 周渝民 MAKE A WISH

筆友 馮偉棠 風飄飄

等 陳百強 精裝陳百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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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個懷抱 蔡卓妍 ANOTHER ME

等了又等 陳潔儀 雪狼湖

等不及愛上你 容祖兒 獨照

等不到 羅嘉良 天也豪情

等你回來 言承旭 FIRST TIME JERRY FOR YOU

等你和應 林子祥 千億個夜晚

等你約會我 鄧麗欣 DATING

等我 劉德華 LOVE HOPE

等到了 陳潔儀 雪狼湖

等妳 張學友 JACKY

等待SUNDAY 麥潔文 麥潔文

等待明天 黃愷欣 快樂時光

等待黎明 杜德偉 等待黎明

等等等到慣 張武孝 發你個財財

等著你開口 陳曉東 心的接觸

等愛的人最孤單 郭富城 分享愛／誰會記得我

答案 徐小鳳 夜風中

答案 容祖兒 很忙

答案 葉蒨文 祝福

答案 齊豫 橄欖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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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水晶 張德蘭 風塵淚

紫玉墜 張德蘭 情若無花不結果

紫色 楊千嬅 MIRIAM

紫荊 羅文 卉

紫荊花 陳美齡 漓江曲

紫薇 羅文 卉

結伴同航 林子祥 創作+流行歌集

結果 鄭秀文 FAITH 信

結婚喜帖  黃韻玲 似曾相識

結識你那一天 鄧麗君 勢不兩立

絕不能失去你 F4 FANTASY 4EVER

絕頂愛情（國語） 張敬軒 MY 1ST COLLECTION

絕對空虛 蔡楓華 絕對空虛

絕對感激 呂方 癡戀

絕對痴心 黎芷珊 少女雜誌

給我親愛的 張學友 給我親愛的

給朋友 鍾鎮濤 不可以不想你

給您留念 黃凱芹 給你留念

絲絲小雨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三集

絲線[默然II] 鍾鎮濤 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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菇菇歌 何韻詩 無名‧詩

菊花台 周杰倫 依然范特西

菟絲 羅文 卉

華人萬歲 王力宏 改變自己

華麗邂逅 容祖兒 LOVE JOEY LOVE FOUR

著了魔 林志美 甚麼是緣份

著迷 甄秀儀 今宵多美妙

著睡衣跳舞 TWINS 雙生兒

虛假浪漫 陳慧嫻 永遠是你的朋友

街道 林俊傑 陸SIXOLOGY

街頭月 甄秀儀 四季歌

街邊派對 劉美君 笑說

詠梅 關正傑 天龍八部之虛竹傳奇

詠嘆調 甄妮 不要再重逢

貼身舞 林子祥 愛到發燒

趁此少年時 區瑞強 又見月明

超快感 孫燕姿 THE MOMENT

超級小黑咪 陳慧琳 IN THE PARTY

超喜歡你 飛輪海 双面飛輪海

超越分界綫 陳百強 陳百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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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時空 陳百強 凝望

越來越愛 飛輪海 越來越愛

越夜越有機 黎明 LEON CLUB SANDWICH

越夜越有機 衛蘭 LOVE DIARIES

越唱越強 容祖兒 LOVE JOEY LOVE FOUR

越幫越忙 衛蘭 WISH

越懂你越疼你（國語） 孫耀威 HITS SIXTEEN

距離 陳綺貞 太陽

週末狂熱 汪明荃 山歌情誼長

週末舞曲 麥潔文 新藝寶金曲金碟VOL.1

進我生命裡 林志美 甚麼是緣份

進步 馮偉棠 風飄飄

郵差叔叔 黃汝燊及飛機仔 跳飛機

鄉村好 黃大仙兒童合唱團 香蕉船

鄉間的小路 張明敏 我是中國人

開口夢 達明一派 神經

開不了口 周杰倫 范特西 (EP+20MV VCD)

開心去面對 陳慧琳 仙樂飄飄

開心鬼 林子祥 林子祥十分十二吋

開心餐廳 盧廣仲 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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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 陳慧琳 仙樂飄飄

開放 黎明 感應

開放日 謝霆鋒 MOST WANTED 霆鋒精輯

開動快樂 容祖兒 A TIME FOR US

開場INTRO 王力宏 心中的日月

開場白 蔡依林 舞孃

開路先鋒 林子祥 最愛

開篷車上等你的人 孫耀威 HITS SIXTEEN

間接傷害 容祖兒 小小

陽光 許冠傑 摩登保鑣

陽光宅男 周杰倫 我很忙

陽光空氣 威 鎮樂隊 新力群星盡精英第一集

陽寶 王菲 將愛

隆重登場 容祖兒 隆重登場

雁南飛 奚秀蘭 奚秀蘭第九輯中國名曲集

雲 側田 FROM JUSTIN COLLECTION OF HIS FIRST 3 YEARS

雲外千峰 區瑞強 少年夢

雲似是你  譚詠麟 精裝譚詠麟

雲河 鄧麗君 一封情書

雲海玉弓緣 羅嘉良 群星一號-金唱片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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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深情也深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三集

雲裡月 薰妮 又見別離愁

順其自然 蘇芮 新曲+精選

飲馬江湖 RAIDAS 危險遊戲

飲勝 許冠傑 賣身契

飲歌 TWINS MAGIC

黃色手絹 張德蘭 情若無花不結果

黃色的玫瑰 劉文正 蘭花草

黃色的街燈 葉德嫻 星塵

黃色香港 許冠英 許冠英

黃沙萬里 徐小鳳 徐小鳳-新曲與精選

黃豆 陳小春 算你狠

黃昏 鍾鎮濤 癡心的一句

黃昏放牛 徐小鳳 徐小鳳全新歌集

黃昏的聲音 譚詠麟 再見吧! 浪漫

黃昏都市人 草蜢 GRASSHOPPER III

黃昏裡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二集

黃昏戀人 黃翊 新藝寶金曲金碟VOL.1

黃河願 張明敏 我是中國人

黃金甲 周杰倫 黃金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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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戰士 胡渭康 430穿梭機第二輯

黃葉舞秋風 奚秀蘭 阿里山之歌

黑仔 古巨基 HUMAN 我生

黑白畫映 張學友 BLACK & WHITE

黑色毛衣 周杰倫 十一月的蕭邦

黑色快車 譚詠麟 再見吧! 浪漫

黑色戒指 林姍姍 痴心

黑色幽默 周杰倫 周杰倫

黑色柳丁 陶喆 黑色柳丁

黑色婚紗 梅艷芳 似火探戈

黑色喜劇 TWINS 人人彈起 新曲+精選

黑色催眠曲 夢劇院 夢劇院

黑咖啡日記 言承旭 FIRST TIME JERRY FOR YOU

黑夜的豹 梅艷芳 梅 · 憶錄

黑武士 林俊傑 陸SIXOLOGY

黑的幻覺 陳百強 百強 84'

黑盒子 TWINS 八十塊環遊世界

黑眼圈 容祖兒 獨照

黑暗中漫舞 陳奕迅 SHALL WE DANCE ? SHALL WE TALK ?

黑暗的空間 王傑 人在風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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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 麥潔文 麥潔文

亂 達明一派 達明一派II

亂七∞糟 陶喆 69樂章

亂了感覺 張柏芝 DESTINATION

亂世巨星 陳小春 97'古惑仔之"戰無不勝"

亂世佳人 TWINS EVOLUTION

亂世兒女 林海峰 的士夠格

亂世兒女 仙杜拉 　 群星唱聚

亂唱的歌 楊千嬅 MIRIAM

亂舞春秋 周杰倫 七里香

催眠曲 許冠傑 '79夏日之歌集

傲骨 譚詠麟 霧之戀

傲然出塵 黃愷欣 快樂時光

傳呼機 　 尹光 尹光

傳情達意 黎明 IF

傳電美人 郭小霖 CBS新力群星盡精英第二集

傳說 F.I.R. INFINITY無限

傳說 梅艷芳 赤色梅艷芳

傳說 林宥嘉,劉力揚 神秘嘉賓

傳說 RAIDAS 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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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  鄭秀文 SAMMI ULTIMATE COLLECTION

傷了三個心 梁漢文 貪新戀舊17首

傷心人 陳百強 精裝陳百強 2

傷心的小鸚鵡 陳迪匡 雜歌賓治

傷心的我 鄺美雲 心聲

傷心帶笑者 譚詠麟 愛念

傷心教堂 梅艷芳 烈燄紅唇

傷城秘密 何韻詩 GOOMUSIC COLLECTION 2004-2008

傷追人 古巨基 勁歌‧金曲 新曲+精選

傷痕 容祖兒 LOVE JOEY LOVE FOUR

傷逝　 達明一派 石頭記

傷痛 葉蒨文 華納超極品音色系列 - 葉蒨文 II

傷感的戀人 黃凱芹 MOODY

傻女 陳慧嫻 嫻情

傻獅子 區瑞強 區瑞強精選

傾心 RAIDAS 傳說

傾我今生 譚詠麟 再見吧! 浪漫

傾城 許美靜 靜聽精采13首

傾倒 陳慧琳 誰願放手精選17首

傾訴 陳百強 陳百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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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存者 關正傑 大地恩情

嗨！ 葉麗儀 上海灘續集

圓缺 徐小鳳 依然

圓謊 容祖兒 A TIME FOR US

塔羅牌 F.I.R. F.I.R.飛兒樂團同名專輯

塞納河 鄧紫棋 18…

媽媽好 陳美齡 漓江曲

媽媽呼喚你 鄧麗君 在水一方

媽媽的歌 鄧麗君 水上人

媽媽說 周渝民 記得我愛你

微妙的三角 何嘉麗 CBS新力群星盡精英第二集

微風中 孫明光 華星影視新節奏第三輯

微風細雨 劉藍溪 新力群星盡精英第二集

微笑革命 譚詠麟 愛念

微微夜雨中 盧冠廷 第一階段作曲演譯精品集

微醺 鄭秀文 華納超極品音色系列

想… 徐小鳳 每日懷念你

想入非非 徐小鳳 徐小鳳

想也想不到 薰妮 故鄉的雨

想多看一眼 林志美 偶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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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你 張國榮 BELOVED

想你 BEYOND THE ULTIMATE STORY

想你 林志美 林志美

想你 葉德嫻 倦

想你想斷腸 鄧麗君 鄧麗君金唱片

想把情人留 鄧麗君 愛像一首歌

想見你 趙學而 趙學而家系列17首

想到我就做 鍾鎮濤 不可以不想你

想和你去吹吹風 張學友 想和你去吹吹風

想怎麼樣 許志安 飛得起

想思扣 文千歲 步步高陞

想郎 奚秀蘭 奚秀蘭小調第六輯

想哭 張學友 釋放自己

想起他 杜麗莎 杜麗莎

想起你 蔡國權 在你耳邊唱

想起你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六集

想起舊家鄉 蔡楓華 青春三皇奏

想將來 譚詠麟 忘不了您

想得太遠 容祖兒 我的驕傲

想著你 陳秋霞 心聲 ... 想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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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著妳，等著妳 梁漢文 貪新戀舊17首

想跟你露營 林姍姍 痴心

想像十個你 吳建豪 身體會唱歌

想說 許志安 驚喜交集17首

想講你知 鄧紫棋 18…

愁絕黃昏裏 甄秀儀 今宵多美妙

意式戀愛 鄧紫棋 18…

意猶未盡 張國榮 紅

愚人節 言承旭 FIRST TIME JERRY FOR YOU

愛 許冠傑 財神到

愛 (國) 鄭秀文 信者得愛

愛．無膽 洪卓立 LOVE JOEY LOVE FOUR

愛一個人 李克勤,陳慧琳 CUSTOM MADE

愛一個上一課 容祖兒 LOVE JOEY LOVE FOUR

愛人 陳百強 陳百強

愛人 鄧麗君 償還

愛人．女神 譚詠麟 81-82寶麗金金唱片特輯

愛人朋友 許志安 我的天我的歌

愛人與海 林峯 YOUR LOVE

愛上下雨天 梁詠琪 FRESH 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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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上您 譚詠麟 忘不了您

愛才 衛蘭 WISH

愛不疚 林峯 YOUR LOVE

愛不是遊戲 蔡楓華 愛不是遊戲

愛不單行 羅志祥 羅生門

愛不會一直等你 F4 流星雨

愛之死 齊豫 橄欖樹

愛之國 區瑞強 81-82寶麗金金唱片特輯

愛之園 區瑞強 又見月明

愛心任你取 甄妮 不要再重逢

愛比我重要 黎明 LEON CLUB SANDWICH

愛火 譚詠麟 霧之戀

愛火廣播站 盧業瑂,林姍姍,露比 叱吒新一代

愛令我變炭 呂方 愛令我變炭

愛加深 黎明 IF

愛永遠萬能 鍾鎮濤 聽濤

愛因斯坦 張學友 JACKY

愛在人在 張智霖 我也喜歡你

愛在天地動搖時 衛蘭 LOVE DIARIES

愛在西元前 周杰倫 范特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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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在我心中  鄧麗君 甜蜜蜜

愛在哪裡 王力宏 改變自己

愛在記憶中找你 林峯 愛在記憶中找你

愛在深秋 譚詠麟 愛的根源

愛在陽光空氣中 區瑞強 少年夢

愛在愛你 周渝民 MAKE A WISH

愛在瘟疫蔓延時 達明一派 意難平

愛在濃霧中 羅文 好歌獻給你

愛在懸崖 張德蘭 網中人

愛她因為愛你 孫耀威 SO FAR SO..CLOSE

愛如春風 周玉玲 　 群星唱聚

愛有什麼用 鄭秀文 我們的主題曲

愛有萬萬千 陳麗斯 陳麗斯

愛自那天遇上 孫耀威 HITS SIXTEEN

愛你／不愛你 黎明 我這樣愛你

愛你一眼 周華健 生.生活

愛你太深 譚詠麟 愛情陷阱 

愛你我自願 陳美玲 陳美玲-Pat Chan

愛你兩個人 譚詠麟 愛念

愛你是我一生中理想 鄭秀文 完全擁有 新曲+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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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你還愛你 衛蘭 WISH

愛我一點點 陳美齡 漓江曲

愛我的只有我 梅艷芳 情歌

愛我像愛花一樣 鄧麗君 一封情書

愛我還是他 陶喆 太平盛世

愛沒有不對 陳百強 凝望

愛到心震 許冠傑 最緊要好玩

愛到發燒 林子祥 林子祥85特輯

愛到發燙（國語） 孫耀威 HITS SIXTEEN

愛和夢 徐小鳳 徐小鳳全新歌集

愛定妳 郭富城 愛定妳

愛念 譚詠麟 愛念

愛的力量 F.I.R. INFINITY無限

愛的土地上 關正傑 天籟

愛的幻想 羅文 愛的幻想

愛的日記 陳秀雯 CBS新力群星盡精英第二集

愛的火花 蔡楓華 蔡楓華新曲精選

愛的王道 飛輪海 双面飛輪海

愛的世界 鄧麗君 鄧麗君金唱片

愛的世界 齊豫 橄欖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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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主場秀 羅志祥 羅生門

愛的回想 林志美 愛情幻像

愛的呼喚 郭富城 愛的呼喚

愛的呼喚（國語版） 郭富城 愛的呼喚

愛的呼聲 薰妮 每當變幻時

愛的咒語 郭富城 愛定妳

愛的哀歌 葉振棠 浮生六劫

愛的故事(上集) 孫耀威 SO FAR SO..CLOSE

愛的故事(下集) 孫耀威 SO FAR SO…CLOSE

愛的洗禮 林志美 偶遇

愛的突破 林志美 偶遇

愛的美敦書 林子祥 摩登土佬

愛的苦果 羅文 親情

愛的軍團 徐小鳳 逍遙四方

愛的音訊 關正傑 英雄出少年

愛的根源 譚詠麟 愛的根源

愛的迴響 林志美 雨夜綱琴

愛的迷惑 蔡楓華 蔡楓華新曲精選

愛的迷戀  翁倩玉 新力群星盡精英第一集

愛的逃兵 譚詠麟 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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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動力 孫明光 華星影視新節奏第三輯

愛的旋律 徐小鳳 神鳳

愛的理想 鄧麗君 鄧麗君精選第一集

愛的細訴 關正傑 常在我心間

愛的尋覓 徐小明 徐小明名曲集

愛的替身 譚詠麟 霧之戀

愛的發熱網 郭富城 唱這歌

愛的結束 蔡楓華 絕對空虛

愛的週記 甄秀儀 今宵多美妙

愛的催眠曲 林志美 林志美

愛的微波 林志美 林志美

愛的過路人 李克勤 夏日之神話

愛的鼓舞 陳潔靈 華星影視新節奏第二輯

愛的鼓勵 王力宏 改變自己

愛的種子之 林子祥 林子祥精選

愛的輓歌  鄭秀文 SAMMI ULTIMATE COLLECTION

愛的領域 F4 FANTASY 4EVER

愛的廢墟 林憶蓮 憶蓮

愛的獨白 蔡國權 蔡國權精選

愛的蹤影 彭健新 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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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懲罰 羅嘉良 群星一號-金唱片特輯

愛的羅輯 蔡楓華 蔡楓華

愛雨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七集

愛冒險 周華健 生.生活

愛後餘生 謝霆鋒 MOST WANTED 霆鋒精輯

愛恨交纏 古巨基 HUMAN 我生

愛是 鄭秀文 LOVE IS …

愛是一本書 陳奕迅 ADMIT IT

愛是永恆 張學友 不老的傳說

愛是何價(戀之歌) 蔡楓華 絕對空虛

愛是你愛是我 劉文正 蘭花草

愛是個什麼東西 陶喆 太平盛世

愛是這樣甜 盧冠廷 第一階段作曲演譯精品集

愛是這樣甜 譚詠麟 霧之戀

愛是無涯 劉美君 笑說

愛是難避免 關正傑 大地恩情

愛美麗 古巨基 HUMAN 我生

愛苦情甜 汪明荃 山歌情誼長

愛要去那裡 黎明 THE RED SHOES

愛風 古巨基 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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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狼說 張學友,陳嘉露 雪狼湖

愛神 古巨基 勁歌‧金曲 新曲+精選

愛神 HOLIDAY 林憶蓮 放縱

愛神的影子 區瑞強 少年夢

愛神邱比特  關菊英 知己同心

愛將 梅艷芳 FAITHFULLY

愛得太深 蔡楓華 高溫境界

愛得太盡 葉倩文 葉倩文 (零時十分)

愛得太遲 古巨基 HUMAN 我生

愛得真愛得深 呂方 華納好精選

愛得啱啱好 麥嘉,張艾嘉 金曲金唱片

愛得瘋了 鄺美雲 心中有愛

愛從零開始 孫燕姿 LEAVE

愛您是我一生中理想  鄭秀文 SAMMI ULTIMATE COLLECTION

愛情 鄧麗君 愛像一首歌

愛情三『不』曲 羅志祥 舞所不在

愛情三十六計 蔡依林 城堡

愛情不虧待我 葉麗儀 上海灘特輯

愛情幻像 林志美 雨夜綱琴

愛情幻像 蔡楓華 愛情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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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白皮書 孫耀威 HITS SIXTEEN

愛情在那天開始 陳潔儀 揭曉

愛情字典 孫燕姿 風箏

愛情把戲 林子祥 千億個夜晚

愛情沒有錯 呂方 聽不到的說話

愛情來了 草蜢 GRASSHOPPER III

愛情味道 葉德嫻 星塵

愛情的花樣 孫燕姿 AGAINST THE LIGHT

愛情的顏色 楊丞琳 曖昧

愛情保險 許冠傑 最緊要好玩

愛情故事 林子祥 愛情故事

愛情是圓的 林宥嘉 神秘嘉賓

愛情特賣 183 CLUB 183 CLUB

愛情組曲 溫拿 溫拿十五週年紀念

愛情習作 盧廣仲 七天

愛情陷阱 譚詠麟 愛情陷阱 

愛情斑馬線 譚詠麟 夢幻舞台

愛情跑道 蔣麗萍 猛片勁歌寶麗金

愛情當入樽 TWINS HAPPY TOGETHER 新曲+精選

愛情路裡 張國榮 一片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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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雷達網 林志美 愛情幻像

愛情像風雨 羅文 親情

愛情賭注 甄妮 甄妮

愛情選項 張芸京 相反的我

愛情轉移 陳奕迅 ADMIT IT

愛深過做人 衛蘭 WISH

愛清風更愛TELEPHONE 林志美 偶遇

愛無所不在 王力宏 不可思議

愛無敵 TWINS GIRL POWER

愛意怎擋 譚詠麟 忘不了您

愛意怎擋 彭健新 溫拿十週年紀念

愛愛愛 方大同 THIS LOVE

愛煞 達明一派 你還愛我嗎 ?

愛像一首歌 鄧麗君　 1981中文金曲龍虎榜

愛像雲煙 張德蘭 武俠帝女花

愛像黃昏 許冠傑 難忘你, 紙船

愛瘋頭 羅志祥 羅生門

愛與希望 (FEAT. 重慶市青少年宮銀杏童聲合唱團) 林俊傑,重慶市青少年宮銀杏童聲合唱團陸SIXOLOGY

愛與奇異果 王菀之 王菀之國語創作專輯

愛與情 梁漢文 貪新戀舊17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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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與夢飛行 古巨基 愛與夢飛行

愛誓 鄭寶雯 流星蝴蝶劍

愛慕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三集

愛錯 王力宏 心中的日月

愛彌留 達明一派 神經

愛難說 陳慧琳 誰願放手精選17首

愛韻 許冠傑 最佳拍擋大顯神通

愛麗絲夢遊仙境症候群 何韻詩 無名‧詩

愛贏才會拼 蔡卓妍 AS A SA

愛聽謊言 王菲 王靖雯

愛戀的星火 張學友 遙遠的她

感同身受 林宥嘉 感官世界

感受 黃凱芹 MISTY

感動味蕾 陳慧琳 大日子

感情用事 張敬軒 MY 1ST COLLECTION

感情的段落 林志美 香港城市民歌ENCORE

感情是否交流 蘇芮 蘇芮1986

感情線上  鄭秀文 SAMMI ULTIMATE COLLECTION

感情豐富 陳曉東 心理遊戲

感應 黎明 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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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曾路得 你知我知

感謝你愛我 陳美玲 陳美玲-Pat Chan

感謝您 張信哲 思念

感覺  劉美君 赤裸感覺

感覺蘇豪 吳浩康 LOVE JOEY LOVE FOUR

慈母心 張德蘭 武俠帝女花

慌 謝霆鋒 無形的他

慌心假期 TWINS EVOLUTION

損友 容祖兒 LOVE JOEY LOVE FOUR

搖船曲 靜婷 月兒彎彎照九州

搖擺心窩 夏韶聲 夏韶聲

搖擺樂 楊振耀 六啤半

搖籃曲 陶喆 黑色柳丁

搖籃曲 齊豫 橄欖樹

搜神記 容祖兒 A TIME FOR US

搞定 羅志祥 羅生門

搞笑 羅志祥 潮男正傳

搵嘢做 許冠傑 念奴嬌

搵銀狂熱 張偉文 再會了野茉莉

搵錢靠雙手 張武孝 發你個財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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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新禧 黃愷欣 十八日

敬啟者之 (愛全是奉獻) 郭富城 華納超極品音色系列

新天地 陳麗斯 陳麗斯

新月情懷 李克勤 夏日之神話

新生 王菲 王靖雯

新年快樂 劉鳳屏 大家恭喜歡樂年年

新的片段 甄秀儀 今宵多美妙

新的希望 關正傑 常在我心間

新的起點 葉麗儀 葉麗儀

新的開始 許冠傑 新的開始

新的轉機 張衛健 華星影視新節奏第二輯

新春如意 麗莎 步步高陞

新春行大運 鄭少秋,汪明荃 歡樂年年

新美人主義 (國) 陳奕迅 U87

新宿物語 林志美 雨夜綱琴

新紮師兄 梁朝偉 華星影視新節奏第三輯

新窩 飛輪海 双面飛輪海

新廣告歌 陳奕迅 打得火熱

新蓮花落 張武孝 發你個財財

新鮮 梁詠琪 FRESH 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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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雙星情歌 葉倩文 葉倩文 (零時十分)

新變色龍 關正傑 天龍訣

暖流 CITY BEAT 超白金精選

暗湧 王菲 玩具

暗號 周杰倫 八度空間

暗裡的感覺 陳潔儀 雪狼湖

暗戀 陶喆 69樂章

暗戀 關淑怡 難得有情人

楓 周杰倫 十一月的蕭邦

楓紅層層 徐小鳳 梅花

楓葉飄飄 鄧麗君 水上人

楚河漢界 譚詠麟 暴風女神

楚歌 張學友 遙遠的她

極度哀艷的晚上 郭富城 聽風的歌

歇斯底里 林宥嘉 感官世界

歲月(逝如風) 徐小鳳 每一步

歲月流聲 陳慧嫻 嫻情

歲月無聲 BEYOND THE ULTIMATE STORY

歲月燃燒 草蜢 GRASSHOPPER III

歲寒三友 文千歲 步步高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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溜冰 黃大仙兒童合唱團 香蕉船

溜冰滾族 達明一派 我等著你回來

溜走的激情 達明一派 達明一派II

溫室效應 陳奕迅 打得火熱

溫柔 張學友 SMILE

溫柔的手 王菲 王靖雯

溫柔的你 王傑 故事的角色

溫柔的你 林憶蓮.王杰 華納好精選

溫柔的夜 蘇芮 蘇芮1986

溫柔的晚安 周渝民 MAKE A WISH

溫差 衛蘭 LOVE DIARIES

溫拿狂想曲 溫拿 溫拿十五週年紀念

溫情滿世間 關菊英 79-80寶麗金金唱片特輯

溫情滿香江 小虎隊 華星影視新節奏第三輯

溫暖的家 黃愷欣 快樂時光

溫馨 張學友 相愛

溶 容祖兒 NIN9 2 5IVE

滂沱大雨 蔡楓華 高溫境界

滑浪 許志安 我的天我的歌

滑鐵盧車站 陳奕迅 LISTEN TO EASO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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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滔兩小時 甄妮 不要再重逢

煙火 陳綺貞 太陽

煙火的季節 F4 FANTASY 4EVER

煙外曉雲輕 蔡楓華 IQ成熟時

煙味 陳奕迅 ADMIT IT

煙花 鍾鎮濤 寂寞

煙花背後 黎明 IF

煙雨淒迷 陳百強 陳百強

煙霞 容祖兒 GIVE LOVE A BREAK

煞科 鄭秀文 完全擁有 新曲+精選

煞科  鄭秀文 SAMMI ULTIMATE COLLECTION

照相本子 楊千嬅 MIRIAM

煩惱只因我 王傑 誰明浪子心

煩惱困在我心 甄妮 祝福你

煩惱歌 張學友 BY YOUR SIDE

煩惱總為情 林志美 甚麼是緣份

煲車 葉振棠 名曲65

爺爺泡的茶 周杰倫 八度空間

獅子山下 羅文 好歌獻給你

當中究竟 劉德華 情感的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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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你緊握我手 林姍姍 痴心

當年情 古巨基 星戰

當你是朋友 F4 FANTASY 4EVER

當我幼年的時候 徐小明 漁歌

當我們宅一塊 羅志祥 舞所不在

當我想起你 陳百強 精裝陳百強 1

當晚夢見是你 陳百強 等待您

當愛己成往事 張國榮 BELOVED

痴心 林姍姍 痴心

痴心不再流行 劉德華 LOVE HOPE

痴心再會期 雷安娜 舊夢不須記

痴心的廢墟 譚詠麟 牆上的肖像

痴心怎獨醉 關淑怡 難得有情人

痴心晚安 陳百強 陳百強

痴心眼內藏 陳百強 癡心眼內藏

痴心等待你 關菊英 流星蝴蝶劍

痴心漢 鄺美雲 再坐一會

痴心盡熱血 張德蘭 網中人

痴心誤會 劉美君 公子多情

痴情 黎姿,張衛健 如果真的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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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情劫 雷安娜 雷安娜精選

痴情夢醒 陳慧嫻 陳慧嫻REMIX + 精選

痴痴愛一次 梅艷芳 情歌

痴纏 林憶蓮 都市觸覺II之逃離鋼筋森林

痴戀 葉麗儀 葉麗儀

痴戀 呂方 癡戀

禁色 達明一派 你還愛我嗎 ?

綉金匾 奚秀蘭 奚秀蘭小調第六輯

綉荷包 奚秀蘭 蘇州河邊

綑著我，困著我 梁漢文 貪新戀舊17首

罪人 謝霆鋒 零距離

罪與罰 鄭秀文, 廿四味 FAITH 信

罪與罰 (國) 鄭秀文, 吳建豪 信者得愛

罪魁 容祖兒 LOVE JOEY LOVE FOUR

群星 - 大話西遊 群星 SUPER REMIX 88' 大話西遊

義本無言 鄺美雲 留住春天

義氣 FEAT 敖犬 張芸京,敖犬 相反的我

聖戰千秋 劉家昌 劉家昌全新歌集在雨中

肆無忌憚 棒棒堂 四度空間

腦波子 陳美齡 430穿梭機第二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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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水千山縱橫 關正傑 天龍八部之虛竹傳奇

萬里心連心 呂方 可會遺忘, 忍著淚說GOODBYE

萬事錢行頭 張偉文 再會了野茉莉

萬花筒 何韻詩 GOOMUSIC COLLECTION 2004-2008

萬家歡樂分分分 林海峰 的士夠格

萬能的妳 譚詠麟 迷惑

萬般情 葉麗儀 上海灘特輯

萬惡淫為首之乞食 新馬師曾 萬惡淫為首

萬惡淫為首之玉箏怨 新馬師曾,吳君麗 萬惡淫為首

萬惡窮為首 　 尹光 尹光

萬葉千聲 鄧麗君 淡淡幽情

落日在何處 關正傑 大地恩情

落日情  陳美玲 1981中文金曲龍虎榜

落花片片 徐小鳳 神鳳

落花紅似火 徐小鳳 逍遙四方

落雁 蔡楓華 青春三皇奏

落葉歸根 王力宏 改變自己

落錯車 鄭秀文 完全擁有 新曲+精選

落難天使 林子祥 抉擇

葡萄園 陳美玲 陳美玲-Pat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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葦草指環 蔡楓華 青春三皇奏

葬月 張學友 不老的傳說

號角 羅文 親情

蜃樓 容祖兒 GIVE LOVE A BREAK

補償 陳小春(feat Hanjin) 算你狠

裝飾的眼淚 梅艷芳 梅 · 憶錄

裝襲作啞 陳小春 抱一抱

解 HIGH 人 林宥嘉 感官世界

解開愛鎖 羅文 幾許風雨

解語花 容祖兒 小小

解釋我深情 蘇永康 失眠

触電舞 譚詠麟 愛的根源

試問誰沒錯 陳百強 等待您

試著愛我一天 周渝民 記得我愛你

試想 群星 金唱片特輯88'

試過方知道 華星兒童合唱團 430穿梭機第二輯

詩人的情人 方大同 THIS LOVE

詩媒 汪明荃 春殘夢斷

詩意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六集

詩與胡說 何韻詩 無名‧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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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長江 林子祥 千億個夜晚

話俾家鄉知 　 尹光 尹光

該不該 張學友 他在那裡

該我的愛 陳小春 THAT'S MINE

該怎樣愛 張信哲 思念

誠懇 鍾鎮濤 聽濤

跟佢做個Friend 許冠傑 最佳拍擋大顯神通

跟我一世熱戀 黎姿 如果真的戀愛

跟我說愛我    蔡琴 新力群星盡精英第三集

跩跩 容祖兒 我的驕傲

路 葉振棠 大內群英

路 陳慧嫻 反叛

路上遇見你 甄妮 衝擊

路始終告一段 梅艷芳 FAITHFULLY

路黑山高錫人夜 麥潔文 麥潔文

路過蜻蜓 張國榮 BELOVED

路邊的野花不要採 鄧麗君 鄧麗君金唱片

跳飛機 文志兒童合唱團 小時候

跳飛機 第一輯 (一) 黃汝燊及飛機仔 跳飛機

跳飛機 第一輯 (二) 黃汝燊及飛機仔 跳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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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傘 鄭秀文 溫柔

跳跳笑笑 黃汝燊及飛機仔 跳飛機

跳躍太陽下 林子祥 林子祥創作歌集

躲也躲不了 葉蒨文 葉蒨文 (同名專輯)

躲藏的眼睛 周啟生 淺草妖姬精選十三首

遇上愛 楊丞琳 遇上愛

遇見 孫燕姿 THE MOMENT

遇見了你 (國) 陳奕迅 U87

遇見日期 張柏芝 DESTINATION

遇見你  鄧麗君 漫步人生路

遇見神 張敬軒 MY 1ST COLLECTION

遇見舊情人 鄧麗君 漫步人生路

遊花園 楊千嬅 私日記

遊樂場 謝霆鋒 MOST WANTED 霆鋒精輯

遊戲 BEYOND 請將手放開

遊戲完畢 甄妮 甄妮

運動好處多 小太陽兒童合唱團 430穿梭機第一輯

過山車 蔡楓華 人之初

過去永遠都如此  陳百強 一生何求

過去的開端 關正傑 常在我心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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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來 王力宏 心中的日月

過來人 甄妮 為你而歌

過來人 黎明 感應

過河田雞 蔣慶龍 心債

過客 關菊英 過客

過客   顧嘉輝 1981中文金曲龍虎榜

過敏 楊丞琳 遇上愛

過眼雲煙 草蜢 GRASSHOPPER III

過雲雨（國語） 張敬軒 MY 1ST COLLECTION

過路人 盧冠廷 第一階段作曲演譯精品集

道理真巧妙 路家敏 道理真巧妙

鈴聲響了 黃大仙兒童合唱團 香蕉船

隔 劉美君 劉美君

隔著玻璃 鄭秀文 生活語言

零4好玩 TWINS MAGIC

零時十一分 梁漢文 貪新戀舊17首

零時十分 林子祥 林子祥85特輯

零時十分 葉蒨文 祝福經典十三首

零晨之後 譚詠麟 忘情都市

雷射中 林子祥 林子祥十分十二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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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鳥拯救隊 蔣慶龍 430穿梭機第二輯

電子神童 胡渭康 430穿梭機第二輯

電我 容祖兒 喜歡祖兒 II

電梯 黎明 LEON'S …

預兆 林志美 林志美

預備 BEYOND 請將手放開

預感 齊豫 橄欖樹

頑固污漬 鄭秀文 溫柔

像一句廣告 陳奕迅 黑、白、灰

像我這樣的男人 周華健 生.生活

像故事般溫柔 鄧麗君 我只在乎你

劃星 關淑怡 難得有情人

劃時代飛縱 草蜢 草蜢IV

嘆息 徐小鳳 徐小鳳全新歌集

嘆息橋 何韻詩 GOOMUSIC COLLECTION 2004-2008

圖書館歌 華星兒童合唱團 430穿梭機第二輯

圖畫日記 陳秀雯 震蕩

夢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七集

夢 蔡國權 蔡國權

夢不落 孫燕姿 完美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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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中人 奚秀蘭 莫負青春

夢中見 夢劇院 天生一對

夢中的媽媽 甄妮 夢中的媽媽

夢之洞 葉振棠 葉振棠精選

夢仍是一樣 譚詠麟 夢幻舞台

夢少年 李克勤 PURPLE DREAD

夢幻中十二年 鍾鎮濤 不可以不想你

夢幻的擁抱 梅艷芳 梅艷芳

夢幻夢 陳秀雯 CBS新力群星盡精英第二集

夢向何處尋  鄧麗君 甜蜜蜜

夢伴 梅艷芳 壞女孩

夢到內河 張國榮 BELOVED

夢的衣裳 張明敏 中華民族

夢的徘徊 陳秋霞 心聲 ... 想著你

夢的預言 蔡國權 蔡國權精選

夢非夢 容祖兒 很忙

夢竟成真 達明一派 達明一派II

夢想巴士 棒棒堂 哪裡怕

夢想成真（東方新天地） 黎明 LEON CLUB SANDWICH

夢想的幻彩 譚詠麟 第一滴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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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裡 183 CLUB 183 CLUB

夢裡人 陳百強 夢裡人

夢裡有夢 彭健新 猛片勁歌寶麗金

夢裡的家 鄺美雲 心中有愛

夢裡的聲音 張學友 昨夜夢魂中

夢裡相思 奚秀蘭 奚秀蘭小調第六輯

夢裡情人 鍾鎮濤 要是有緣

夢裡嫣紅 鍾鎮濤 癡心的一句

夢話…大話….真話 王傑 人在風雨中

夢路 容祖兒 NIN9 2 5IVE

夢遊 孫燕姿 AGAINST THE LIGHT

夢遊記 夢劇院 夢劇院

夢醒最難過 葉振棠 葉振棠精選

夢蕾   王雅文 群星一號-金唱片特輯

夢囈 陳百強 癡心眼內藏

夢魘 蔡楓華 破碎

實不相瞞 鄭秀文 完全擁有 新曲+精選

寧願我會記不起 陳慧琳 誰願放手精選17首

寧願沒有愛情 張智霖 我也喜歡你

寧願做青蛙 鍾鎮濤 我行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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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起 陳百強 一生何求

對不起 周杰倫 范特西

對不起 草蜢 草蜢IV

對不起我愛誰 黎明 LEON CLUB SANDWICH

對不對 陳百強 華納經典金曲十三首

對牛彈琴 謝霆鋒 零距離

對酒當歌 陳百強 華納經典金曲十三首

對號入座 S.H.E. ENCORE 安歌

對話 林子祥 林子祥

對話 林子祥,蔡立兒 華納經典金曲十三首

幕後英雄 林子祥 花街七十號

慢一點 林宥嘉 神秘嘉賓

慢慢 張學友 BLACK & WHITE

慢慢地 蘇芮 蘇芮1986

慢慢地更加好 葉蒨文 面對面

慢慢來 孫燕姿 STEFANIE 同名專輯

慢鏡 劉美君 笑說

摘星 陳百強 百強 84'

暢飲在今宵 陳浩德 暢飲在今宵

榴槤飄香 李司棋 群星高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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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之女 梅艷芳 梅 · 憶錄

歌手與模特兒 方大同 THIS LOVE

歌曲解困憂 許冠傑 摩登保鑣

歌吟動地哀 張德蘭 武俠帝女花

歌衫淚影 梅艷芳 情歌

歌頌好春天 李寶瑩,文千歲 大家恭喜歡樂年年

歌聲暖我心 徐小鳳 逍遙四方

歌聲跟著我 陳秋霞 心聲 ... 想著你

歌聲飄世上 葉振棠 浮生六劫

滴汗 張國榮 SALUTE

滿天滿地小星星 黃大仙兒童合唱團 香蕉船

滿地可 何韻詩 GOOMUSIC COLLECTION 2004-2008

滿江紅 張明敏 我的中國心

滿身火燙的女人 草蜢 草蜢IV

滿城盡帶黃金甲 何韻詩 GOOMUSIC COLLECTION 2004-2008

滿園春色 鄭少秋,汪明荃 歡樂年年

漁火閃閃 區瑞強 陌上歸人

漁父 關正傑 天龍八部之虛竹傳奇

漁舟唱晚 關正傑 常在我心間

漁村風光  李炳文 新力群星-香港城市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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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家女 甄秀儀 四季歌

漁家女 奚秀蘭 何日君再來

漁家女 黃愷欣 快樂時光

漁港的海風 薰妮 霧裡玫瑰

漁歌 徐小明 漁歌

演 張學友 想和你去吹吹風

演唱會 陳奕迅 LISTEN TO EASON CHAN

漣漪 陳百強 精裝陳百強 2

漩渦 孫燕姿 AGAINST THE LIGHT

漩渦 古巨基 歡樂今宵

漫天風雨 徐小鳳 逍遙四方

漫步人生路 鄧麗君 漫步人生路

漫步風雨中 張明敏 我是中國人

漫長盼望 陳百強 陳百強

漫漫長路上 林子祥 抉擇

漫漫前路 徐小鳳 夜風中

瑪利奧派對 陳奕迅 LISTEN TO EASON CHAN

瑪莉！我好鍾意您！ 許冠傑 最佳拍擋大顯神通

疑惑 關淑怡 難得有情人

瘋女 葉倩文 葉倩文 (零時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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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子 何韻詩 無名‧詩

瘋狂大老千 甄妮 祝福你

瘋狂世界 奚秀蘭 何日君再來

瘋狂慶祝會 陳百強 百強 84'

盡在不言中 關正傑 天籟

盡在今夜 達明一派 意難平

盡在無言 張學友 昨夜夢魂中

盡情地愛 黎明 LEON CLUB SANDWICH

盡情地愛 張國榮 一片癡

睡王子 小苦妹,許志安 芝SEE菇BI FAMILY-初戀嗱喳麵

碧水寒山奪命金 關正傑 人在江湖

碧海清天 關正傑 天籟

碧蘭村的姑娘 奚秀蘭 奚秀蘭小調第六輯

福星高唱 區瑞強 又見月明

福氣 葉倩文 華納好精選

種 孫燕姿 STEFANIE 同名專輯

種子 張學友,符潤光 雪狼湖

箇中強手 羅志祥 潮男正傳

算你狠 陳小春 算你狠

精工體育'82 譚詠麟 精裝譚詠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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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戀愛 容祖兒 喜歡 - 祖兒

精選 TWINS SUCH A BETTER DAY

綠光 孫燕姿 風箏

綠衣郎 張德蘭 網中人

綠島小夜曲 奚秀蘭 鳳凰于飛

網起浪花 雷安娜 癡情劫

綿綿 陳奕迅 打得火熱

綿綿冷雨 林志美 偶遇

緊張 鄭秀文 LOVE IS …

緊靠一起 林子祥 千億個夜晚

緋聞中的女人 梅艷芳 梅 · 憶錄

翠湖寒  鄧麗君 甜蜜蜜

腐朽化神奇 許冠傑 '79夏日之歌集

與心談心 羅文 愛的幻想

與主在園中 曾路得 你知我知

與你一起渡過 關正傑 天龍八部之虛竹傳奇

與你又過一天 葉蒨文 華納超極品音色系列 - 葉蒨文 II

與你傾訴 葉蒨文 華納超極品音色系列 - 葉蒨文 II

與妳心一致 譚詠麟 遲來的春天

與妳共行 BEYOND BEYOND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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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淚抱擁 陳慧嫻 反叛

與眾不同 鄭秀文 完整

與貓共舞 容祖兒 LOVE JOEY LOVE FOUR

舞伴 許冠傑 賣身契

舞會後 陳美齡 漓江曲

舞影 關菊 關菊英 天龍八部之六脈神劍

舞孃 蔡依林 舞孃

蒙塵的巨龍 張明敏 中華民族

蒲公英 呂方 可會遺忘, 忍著淚說GOODBYE

蒲公英的約定 周杰倫 我很忙

蒸發 謝霆鋒 零距離

蒸發眼淚 鄭伊健 LIFE II 發現

蒼天的安排 蔡國權 蔡國權

蜘蛛女之吻 林子祥 最愛

蜜月 TWINS MAGIC

製造浪漫 陳慧琳 LOVER'S CONCERTO

認真 彭羚 我有我天地

誓言 蔡楓華 蔡楓華新曲精選

說一聲再見 許冠傑 '79夏日之歌集

說不出的快活 徐小鳳 猛龍特警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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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不完的故事 關西蒙 六啤半

說不完的故事 陳美玲 陳美玲-Pat Chan

說天說地說空虛 羅嘉良 天也豪情

說句你愛他 歐陽德勛 華星影視新節奏第二輯

說句對不起 張麗瑾 叱吒新一代

說愛你 蔡依林 看我 72 變

說愛就愛 鍾鎮濤 要是有緣

說聲珍重 王傑 一場遊戲一場夢

說聲珍重 林子祥 林子祥創作歌集

說謊 林宥嘉 感官世界

豪俠 羅文 好歌獻給你

豪情小子 呂方 求你講清楚

豪情綠酒 林志美 愛情幻像

趙五娘(一)(二)(三) 蔡可明,郭珠蘭,鍾麗君 趙五娘

輕功 TWINS MAGIC

輕風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七集

輕輕吻別時 鄺美雲 再坐一會

輕輕嘆 葉德嫻 星塵

輕撫妳的臉 張學友 絲絲記憶精選

輕談淺唱 蔡楓華 青春三皇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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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飄遠方路 鍾鎮濤 不可以不想你

遙吻 張敬軒 LOVE SO CRUEL / 酷愛

遙望 BEYOND THE ULTIMATE STORY

遙遠的她 張學友 遙遠的她

遙遠的路 鄧麗君 愛像一首歌

遙遠的路 甄妮 衝擊

遠山含笑 奚秀蘭 蘇州河邊

遠方天外 雷安娜 癡情劫

遠在天邊 梁詠琪 TODAY

酷 TWINS 桐話妍語

酷愛 張敬軒 LOVE SO CRUEL

酸甜 S.H.E. 我的電台

酸甜苦辣 溫拿 溫拿十五週年紀念

銀花飛 奚秀蘭 蘇州河邊

銀蛋伴小貓 容祖兒 隆重登場

銘心戀 羅文 親情

需要你 孫燕姿 AGAINST THE LIGHT

領悟 鄭秀文 LOVE IS …

領航燈 譚詠麟 擁抱

魂牽夢也系 鄧麗君 一封情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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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于飛 奚秀蘭 鳳凰于飛

鳳陽花鼓 汪明荃 山歌情誼長

鳳閣恩仇未了情 張武孝,斑斑 發你個財財

齊上小山崗 徐小鳳 風雨同路

齊齊望過去 黃大仙兒童合唱團 香蕉船

齊齊講故事 黃大仙兒童合唱團 香蕉船

儂本多情 張國榮 張國榮

儂情萬縷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五集

劍雪 何韻詩,鄭秀文 GOOMUSIC COLLECTION 2004-2008

嘻哈人生 棒棒堂 四度空間

噓 何韻詩 無名‧詩

噚晚狗仔叫 路家敏 道理真巧妙

墮入愛河 黃凱芹 MISTY

墮落天堂 張學友 他在那裡

廣告廣告 林子祥 摩登土佬

廣播道神話 劉美君 公子多情

影子 譚詠麟 遲來的春天

影子的愛情故事 林峯 YOUR LOVE

影暗自憐 雷安娜 舊夢不須記

德州的故事 TWINS 我們相愛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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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問 孫耀威 HITS SIXTEEN

慶洞房 鄭少秋,汪明荃 歡樂年年

慶祝 楊丞琳 遇上愛

慾望野獸街 梅艷芳 梅 · 憶錄

憂傷都市 浮世繪 新藝寶金曲金碟VOL. II

憂鬱，你好 陳慧嫻 永遠是你的朋友

摩登土佬 林子祥 各師各法

摩登保鑣 許冠傑 摩登保鑣

摩登時代 BEYOND BEYOND IV

摩登時代 容祖兒 LOVE JOEY LOVE FOUR

摩登衙門 彭健新 聲音

撈針 容祖兒 喜歡 - 祖兒

撐開生死路 徐小明 漁歌

撐腰 羅志祥 潮男正傳

撞裂黑夜 李克勤 PURPLE DREAD

敷衍 王菲 玩具

數字人生 林子祥 最愛

數字歌 黃汝燊及飛機仔 跳飛機

數你 楊千嬅 私日記

數彩虹 TWINS 見習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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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別 雷安娜 彩雲曲

暫時戀愛 黃凱芹 MOODY

暫停厭倦 梅艷芳 烈燄紅唇

暴風一族 張國榮 新藝寶金曲金碟VOL. II

暴風女神 LORELEI 譚詠麟 暴風女神

樂園再見 張學友 昨夜夢魂中

樓台會 甄秀儀 四季歌

樓梯轉角 薛凱琪 F BEST

樣樣做到好 譚詠麟 愛人女神

歎十聲 奚秀蘭 莫負青春

潑墨桃花 林峯 愛在記憶中找你

潛意識失控 羅志祥 潮男正傳

潮汐 鄺美雲 留住春天

潮汐 甄妮 夢中的媽媽

潮男正傳 羅志祥 潮男正傳

潮流由我創 梁朝偉 梁朝偉

熬夜DJ S.H.E. 我的電台

熱血青年 楊千嬅 MIRIAM

熱島小夜曲 陳奕迅 LISTEN TO EASON CHAN

熱浪假期 TWINS 我們相愛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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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多年在心藏 關正傑 大地恩情

熱情面具 張學友 給我親愛的

熱愛 陳慧嫻 故事的感覺

熱辣辣 張國榮 VIRGIN SNOW

熱鬧過後 RAIDAS 危險遊戲

糊塗 彭羚 我有我天地

糊塗魯莽 林子祥 林子祥

緣 劉美君 笑說

緣    關正傑 英雄出少年

緣份 薰妮 又見別離愁

緣份有幾多 張國榮 風繼續吹

緣份我喜歡你 戴蘊慧 華星影視新節奏第一輯

緣份莫攔我 關正傑 大地恩情

緣來緣去 徐小鳳 每一步

緣盡那天 呂方 愛令我變炭

編織 譚詠麟 暴風女神

緩慢 郭富城 聽風的歌

緬桂花開十里香 奚秀蘭 奚秀蘭第九輯中國名曲集

練習 孫燕姿 風箏

蔓珠莎華 梅艷芳 梅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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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妹共你 許冠英 許冠英

蝴蝶 陶喆 黑色柳丁

蝴蝶泉邊 奚秀蘭 奚秀蘭第八輯

蝴蝶結 蔡卓妍 二缺一

蝴蝶夢 陳秋霞 Gold Into '77寶麗多

蝶兒雙雙 羅嘉良,吳鎮宇,宣萱,張可頤 難兄難弟

蝶夢蝶 林志美 甚麼是緣份

蝶舞 甄妮 夢中的媽媽

蝶變 張國榮 一切隨風

蝶變 林子祥 抉擇

蝸牛 周杰倫 范特西 (EP+26MV VCD)

蝸居 古巨基 時代

衛星站 小太陽兒童合唱團 430穿梭機第一輯

衛星站之聯絡網 小太陽兒童合唱團 430穿梭機第一輯

衝刺 梁朝偉 梁朝偉

衝動 葉蒨文 甜言蜜語

衝開一切 BEYOND 秘密警察

衝線 譚詠麟 第一滴淚

衝擊 甄妮 衝擊

複製靈魂 郭富城 愛的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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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 蔡健雅 若你碰到他

誰人沒有錯 徐小明 明仔來的電話

誰人要噎怪獸 黃汝燊及飛機仔 跳飛機

誰人能 林子祥 生命之曲

誰不說俺家鄉好 奚秀蘭 奚秀蘭第八輯

誰可比親心 譚詠麟 夢幻舞台

誰可改變 譚詠麟 愛的根源

誰可相依 蘇芮 奪標金曲

誰可情深如我 鄭伊健 ETERNITY

誰永遠呵護你 薰妮 又見別離愁

誰在改變 鄧麗君 漫步人生路

誰在笑我 戴蘊慧 華星影視新節奏第二輯

誰在陪伴你 葉麗儀 葉麗儀

誰在欺騙我 張德蘭 情若無花不結果

誰伴我闖蕩 BEYOND THE ULTIMATE STORY

誰更重要 羅嘉良 難兄難弟

誰來愛我 容祖兒 喜歡祖兒2新曲+精選

誰來愛我 鄧麗君 鄧麗君精選第一集

誰來愛我們 黃翊 新藝寶金曲金碟VOL. II

誰命我名字 BEYOND 請將手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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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明浪子心 王傑 誰明浪子心

誰的奧斯卡? 陶喆 69樂章

誰是知己 陳百強 一生何求

誰是勇敢 BEYOND 真的見證

誰是誰 林志美 愛情幻像

誰為你 林子祥 生命之曲

誰為你自己 關正傑 天籟

誰能任意取 甄妮 心聲

誰能明白我 林子祥 林子祥創作歌集

誰最愛你 蔡國權 蔡國權精選

誰想輕輕偷走我的吻 張學友 BLACK & WHITE

誰想誰 張智霖 我也喜歡你

誰會為我等 關正傑 人在江湖

誰會記得我 郭富城 分享愛／誰會記得我

誰說 鄺美雲 鄺美雲

誰說我在掉眼淚 陳小春 抱一抱

誰願 梁朝偉 梁朝偉

誰願放手 陳慧琳 誰願放手精選17首

誰讓你流淚 F4 流星雨

談情說愛 張國榮 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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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情說愛 葉蒨文,鄭秀文 濃情

請不要認錯我 關淑怡 冬戀

請勿客氣 王菲 情 FAYE 得意

請勿接近 陳慧嫻 變, 變, 變

請勿貼身 王寶欣 王寶欣

請勿越軌 張國榮 SUMMER ROMANCE 87'

請勿騷擾 葉德嫻 天天都相見

請付入場費 鄭秀文 LOVE IS …

請你不要走 陳美齡 願你繼續醉

請你回來    威利 新力群星盡精英

請你在餘生中等我 許志安 飛得起

請你別再找我 鄧麗君 鄧麗君精選第一集

請你留一個夢 許冠英 許冠英

請你記得我 文志兒童合唱團 小時候

請你記得我 黃汝燊及飛機仔 跳飛機

請你靠近我 陳美玲 陳美玲

請求 劉美君 點解

請放心 鄭秀文 濃情

請柬 陳慧琳 星夢情真

請將手放開 BEYOND 請將手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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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等一等 羅文 好歌獻給你

請給一點愛心 林志美 愛情幻像

請跟我來 蘇芮 搭錯車電影原聲大碟

請說 林宥嘉 神秘嘉賓

請說聲再會 譚詠麟 愛人女神

請繼續，任性 陶喆 69樂章

諸神的黃昏 達明一派 神經

賞心樂事 樂仕 六啤半

賣身契 許冠傑 賣身契

賣湯圓 徐小鳳 風雨同路

賣餛飩 徐小鳳 夜風中

踏上成功路 徐小鳳 夜風中

躺一躺 洪卓立 LOVE JOEY LOVE FOUR

輪流轉 古巨基 星戰

輪流轉 蔡健雅 若你碰到他

醉 羅文 親情

醉赤壁 林俊傑 陸SIXOLOGY

醉紅塵 關正傑 81-82寶麗金金唱片特輯

醉迷情人 陳慧琳 誰願放手精選17首

醉街拍檔 譚詠麟 我們一起走過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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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蕩 林子祥 林子祥十分十二吋

震盪 陳秀雯 震蕩

靚歌伴星河 區瑞強 少年夢

養妳一世 呂方 求你講清楚

餘情 鄺美雲 鄺美雲

餘震 張敬軒 MY 1ST COLLECTION

髮如雪 周杰倫 十一月的蕭邦

鬧情緒 梁詠琪 FRESH 新鮮

魅力在天橋 梅艷芳 烈燄紅唇

魅力的散發 梅艷芳 壞女孩

魅力燃燒 鄭秀文 完整

黎明不要來 葉蒨文 祝福經典十三首

黎明與我 黎明 LEON SOUND

凝望 陳百強 凝望

凝望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三集

凝溶 容祖兒 NIN9 2 5IVE

奮鬥 黃日華 群星高唱

奮鬥 甄妮 奮鬥

學生手冊 TWINS 愛情當入樽

學生哥 許冠傑 賣身契

第 286 頁，共 312 頁



                 音樂永續2020指定流行金曲名單

學爬爬  薰妮 霧裡玫瑰

學會 王菀之 王菀之國語創作專輯

學會 孫燕姿 未完成

學會絕情 呂方 愛令我變炭

憑良心說再見 林峯 YOUR LOVE

憶童年 陳秋霞 第二道彩虹

戰士高狄安 蔣慶龍 430穿梭機第二輯

戰勝心魔 BEYOND THE ULTIMATE STORY

戰勝服從 王灝兒 [JW] FIRST EP

戰場 張學友 昨夜夢魂中

戰場上的快樂聖誕 郭富城 唱這歌

戰無不勝 陳小春 97'古惑仔之"戰無不勝"

戰鼓 郭富城 愛的呼喚

擁有 黃凱芹 MISTY

擁有 林憶蓮 都市觸覺

擁抱 蔣麗萍 我為你狂

擁抱 譚詠麟 擁抱

擁抱大自然 區瑞強 區瑞強精選

擁抱天下 容祖兒 隆重登場

擁抱吧 蘇永康 失眠

第 287 頁，共 312 頁



                 音樂永續2020指定流行金曲名單

操盤手 羅志祥 舞所不在

曇花 羅文 卉

樹上的小詩 葉德嫻 星塵

橄欖樹 齊豫 橄欖樹

橙路 鍾欣桐 人人彈起 新曲+精選

橫直線 徐小鳳 依然

橫濱別戀 李惠敏 愛恨交纏新曲+精選17首

澤田研二 林子祥 活色生香

激光中 羅文 名劍風流

激流 區瑞強 又見月明

激情 林憶蓮 憶蓮

濁世暖流清 雷安娜 雷安娜精選

濃妝舞台 麥潔文 麥潔文

濃情 鄭秀文 華納超極品音色系列

燃亮我 蔡國權 蔡國權精選

燃點真愛 劉美君 公子多情

燒 林憶蓮 華納經典金曲十三首

燒毀我眼睛 張國榮 VIRGIN SNOW

燕子的故事 張國榮 一片癡

獨一無二 鄭秀文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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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上西樓 鄧麗君 淡淡幽情

獨行少女 林憶蓮 憶蓮

獨行在雨中 葉振棠 大內群英

獨坐夜店中 羅文 愛的幻想

獨男 古巨基 時代

獨家試唱 鄭秀文 LOVE IS …

獨唱歌 鄭伊健 ETERNITY

獨愛荊途 梅艷芳 飛躍舞台

獨照 容祖兒 獨照

獨腳戲 林子祥 愛到發燒

獨醉之後 周啟生 淺草妖姬精選十三首

獨醉街頭 譚詠麟 忘情都市

磨擦 麥潔文 麥潔文

積雪 衛蘭 LOVE DIARIES

糖不甩 薛凱琪 F BEST

蕭邦寫過的歌 鄭秀文 LOVE IS …

螢光粉紅 鄭秀文 SHOCKING PINK

親吻 陳慧嫻 永遠是你的朋友

親密愛人 梅艷芳 情歌

親密關係 鄭秀文 生活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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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情 葉振棠 浮生六劫

親情 羅文 親情

親愛的小孩 蘇芮 蘇芮1986

親親 張學友 祇願一生愛一人

親親我 陳秀雯 震蕩

親親爹地 何君樂 群星唱聚

親親夢裡人 甄妮 甄妮

貓女人 陳百強 百強 84'

輸得漂亮 鄭秀文 BECOMING SAMMI

輸情歌 李克勤 李克勤演奏廳

輸給戀愛的女人 趙學而 趙學而家系列17首

遲早是一對 關正傑 常在我心間

遲來的春天 譚詠麟 遲來的春天

遲婚的女人 李惠敏 公主復仇記EP

遲鈍 側田 FROM JUSTIN COLLECTION OF HIS FIRST 3 YEARS

遺忘  鄧麗君 甜蜜蜜

遺忘了 葉蒨文 祝福

遺言 馮偉棠 每當變幻時

遺棄 鄺美雲 留下陪我

遺憾 蔡楓華 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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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憾 許美靜 靜聽精采13首

鋼鐵人 何韻詩 無名‧詩

錢會繼續嚟 許冠傑 財神到

錫曬你  許冠傑 79-80寶麗金金唱片特輯

錯愛 陳百強 夢裡人

錯愛也是愛(紫釵記) 徐小鳳 徐小鳳

錯覺 劉德華 情感的禁區

隨心 張國榮 一切隨風

隨身聽 陳慧琳 IN THE PARTY

隨浪 林志美 偶遇

隨堂測驗 孫燕姿 風箏

隨著你逐彩虹 羅文 愛的幻想

隨想曲 徐小鳳 徐小鳳全新歌集

隨緣 葉蒨文 面對面

霍元甲 周杰倫 霍元甲

霎眼嬌 衛蘭 WISH

霓虹 張德蘭 武俠帝女花

霓虹鳥 劉美君 劉美君

靜靜地 李龍基 名曲65

頭條新聞 側田 FROM JUSTIN COLLECTION OF HIS FIRST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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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髮亂了 張學友 釋放自己

鴛鴦水泡 鍾鎮濤 癡心的一句

默契   鄭秀文 華納好精選

默默 飛輪海 越來越愛

默默向上游 張國榮 風繼續吹

龍 蘇芮 新曲+精選

龍的傳人 張明敏 我是中國人

龍的傳人 關正傑 常在我心間

龍的傳人 李健復 新力群星盡精英第一集

龍拳 周杰倫 八度空間

龜兔賽跑 黃大仙兒童合唱團 香蕉船

償還 鄧麗君 償還

壓軸 RAIDAS 危險遊戲

尷尬了 陳小春 THAT'S MINE

懂事 孫燕姿 LEAVE

應有此報 譚詠麟 忘情都市

應留還應走 陳美齡 願你繼續醉

應許之地 F.I.R. INFINITY無限

應該不應該 陳慧嫻 永遠是你的朋友

應該有自由 區瑞強 陌上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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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要自愛 許冠傑 賣身契

應徵愛 陶喆 69樂章

懦夫 周杰倫 葉惠美

懦弱 陳慧琳 誰願放手精選17首

戲班小子 葉振棠 葉振棠精選

戲假情真 林憶蓮 灰色

戲劇人生 葉振棠 浮生六劫

擠迫 陳曉東 心理遊戲

擱淺 周杰倫 七里香

曖昧 楊丞琳 曖昧

曖昧  王菲 情 FAYE 得意

曙鳳蝶 容祖兒 小小

營火 林志美 甚麼是緣份

燦爛與墜落 梁漢文 偷吻

牆 陳慧嫻 反叛

牆上的肖像 譚詠麟 牆上的肖像

總在我身旁（國語） 張敬軒 MY 1ST COLLECTION

總有一天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三集

聲音 彭健新 金曲金唱片

臉兒微笑花兒香 鄧麗君 水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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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行 郭富城 華納超極品音色系列

臨別的一吻 甄妮 為你而歌

臨別贈言 關菊英 過客

臨時褓姆 區瑞強 區瑞強精選

薔薇怒放 杜麗莎 杜麗莎

薔薇謝了 葉振棠 浮生六劫

謊言 甄妮 甄妮

講不出口 陳慧琳 一齣戲

講多錯多 林憶蓮 都市觸覺PART 1 RHYTHEM TAKE 2 EP

講玩 TWINS TOUCH OF LOVE

講野 達明一派 神經

謝謝 陳奕迅 黑、白、灰

謝謝王子 鄭秀文 BECOMING SAMMI

謝謝你的愛 劉德華 華納好精選

謝謝你的愛1999 謝霆鋒 無形的他

謝謝你常記得我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四集

謝謝你曾經愛過我 鄺美雲 留住春天

謠言 薰妮 又見別離愁

邁向新一天 梅艷芳,李中浩 華星影視新節奏第二輯

邁步向前 林子祥 愛到發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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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 林憶蓮 憶蓮

還不了情債 徐小鳳 每一步

還不想見他 陳秋霞 寶麗金十週年紀念

還未 容祖兒 LOVE JOEY LOVE FOUR

還有 王傑 GIVING

還有誰 張國榮 紅

還是你好 林志美 林志美

還是覺得你最好 古巨基 星戰

鍚晒你 許冠傑 '79夏日之歌集

鍾情於您 許冠英 猛片勁歌寶麗金

隱形人 孫燕姿 完美的一天

隱形眼鏡 張學友 想和你去吹吹風

韓夜不冷 李克勤 李克勤演奏廳

鴿子情緣 劉德華 EVERYONE IS NO. 1

點一把火炬 林俊傑 陸SIXOLOGY

點亮霓虹燈 蔡琴 GOLDEN VOICE

點指兵兵 泰迪羅賓 79-80寶麗金金唱片特輯

點俾某君聽 鄺美雲 留下陪我

點起你慾望 梅艷芳 飛躍舞台

點唱機 林憶蓮 灰色

第 295 頁，共 312 頁



                 音樂永續2020指定流行金曲名單

點都要愛 梅艷芳 壞女孩

點解 劉美君 點解

點解(手牽手) 陳秋霞 第二道彩虹

點解你係咁 陳慧琳 IN THE PARTY

點解娶老婆 林子祥 抉擇

點歌 謝霆鋒 無形的他

點滴情懷 區瑞強 區瑞強精選

點樣講你知 蔡楓華 新力群星盡精英第一集

點點追憶 林姍姍 痴心

嚮往 徐小鳳 梅花

嚮應 郭富城 唱這歌

斷了的弦 周杰倫 尋找周杰倫 EP

斷腸紅 靜婷 月兒彎彎照九州

斷腸紅 奚秀蘭 奚秀蘭小調第六輯

斷腸夢 許冠傑 半斤八兩

斷線木偶 梅艷芳 華星影視新節奏第三輯

斷點（國語） 張敬軒 MY 1ST COLLECTION

朦朧夜雨裡 梅艷芳 情歌

朦朧的愛 陳麗斯 陳麗斯

檳城艷 鄧麗君 勢不兩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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檸檬草的味道 蔡依林 城堡

歸人 張明敏 中華民族

歸途    林志美 新力群星-香港城市民歌

禮物 張學友 他在那裡

簡訊 張芸京 相反的我

簡單愛 周杰倫 范特西

簡愛 黎明 THE RED SHOES

簡簡單單愛情觀 VARIOUS ARTISTS 雪狼湖

織個幽夢 關正傑 天籟

舊日初昇 徐小鳳 夜風中

舊日的小提琴 李克勤 PURPLE DREAD

舊日的足跡 BEYOND THE ULTIMATE STORY

舊生會 李克勤 CUSTOM MADE

舊事隨夢去 徐小鳳 風雨同路

舊信,舊夢 張學友 給我親愛的

舊信紙 譚詠麟 第一滴淚

舊約 黎明 LEON SOUND

舊風褸 林姍姍 華納經典十三首第二輯

舊傷口 謝霆鋒 無形的他

舊照片 葉蒨文 甜言蜜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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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夢不須記 胡燕妮,楊群 群星高唱

舊夢不須記 雷安娜 舊夢不須記

舊夢何處尋 鄧麗君 鄧麗君金唱片

舊舞衣 甄妮 甄妮

舊曆 BEYOND 請將手放開

舊歡 關正傑 天龍八部之虛竹傳奇

舊歡如夢 李克勤 CUSTOM MADE

舊歡如夢 梅艷芳 梅艷芳

薰衣草 陳慧琳 大日子

藉口 周杰倫 七里香

藉口 王菲 王靖雯

藍 徐小鳳 依然

藍月亮 李克勤 此情此境

藍色保暖杯 呂方 求你講清楚

藍色風暴 周杰倫 十一月的蕭邦

藍色傘下等 李惠敏 愛恨交纏新曲+精選17首

藍雨 張學友 相愛

藍眼 鍾鎮濤 癡心的一句

藍精靈 小太陽兒童合唱團 430穿梭機第二輯

藍與黑 徐小鳳 別亦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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謫仙記 趙學而 趙學而家系列17首

轉 甄妮 甄妮

轉睇香蕉船 黃大仙兒童合唱團 香蕉船

轉轉轉 林子祥 一個人

醫生與我 鄭秀文 SHOCKING PINK

闔家歡時間 黎明 LEON SOUND

闖進新領域 張國榮 一片癡

雙刀 周杰倫 葉惠美

雙失情人節 TWINS MAGIC

雙冠軍 容祖兒 JOEY TEN EP 2010

雙星情歌 許冠傑 SAM HUI GREATEST HITS

雙節棍 周杰倫 范特西 (EP+24MV VCD)

雙腳著地 容祖兒,梁奕倫 喜歡 - 祖兒

雙截棍 周杰倫 范特西

雙雙結伴去 張德蘭 寂寞是我

雙雙結伴去 鄧麗君 甜蜜蜜

雜技 衛蘭 WISH

雜念 黎明 感應

雞尾酒 鍾鎮濤 要是有緣

雞尾酒  溫拿 溫拿十週年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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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 達明一派 石頭記

離人 張德蘭 武俠帝女花

離人節 蔡依林 舞孃

離別之歌 鍾文康 城市民歌新一代

離別心曲 譚詠麟 夢幻舞台

離別的叮嚀 林嘉華,黃淑儀 群星高唱

離別的搖籃曲 鄺美雲 心聲

離別酒 譚詠麟 愛人女神

離家出走 衛蘭 WISH

離場 郭富城 聽風的歌

離鄉別井 周啟生 淺草妖姬精選十三首

離開 陳慧琳 一齣戲

離開校園的路上 夢劇院 天生一對

離話唏噓 薰妮 又見別離愁

顏色 許美靜 靜聽精采13首

顏色…氣味 鄭秀文 華納超極品音色系列

騎士精神 蔡依林 看我 82 變

壞了 張芸京 相反的我

壞了的指南針 鍾鎮濤 我行我素

壞女孩 梅艷芳 壞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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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習慣 謝霆鋒 MOST WANTED 霆鋒精輯

壞習慣 陳慧嫻 反叛

寵愛 陳百強 陳百強

懶洋洋的下午 陳慧嫻 變, 變, 變

懶洋洋的夏季 羅文 名劍風流

懶得去管 孫燕姿 THE MOMENT

懶舒服 林子祥 愛情故事

懷念 徐小鳳 猛龍特警隊

懷念你 許冠英 許冠英

懷抱的您 張學友 SMILE

曝光 黎明 LEON SOUND

曝光 謝霆鋒 MOST WANTED 霆鋒精輯

瀟灑先生 泰迪羅賓 新藝寶金曲金碟VOL. II

爆米花的味道 蔡依林 看我 79 變

爆發 陳小春 算你狠

爆裂都市 BEYOND BEYOND IV

癡心的一句 鍾鎮濤 癡心的一句

癡癡為你等 鄭秀文 為你等

禱告良辰歌 陶喆 太平盛世

繪下每點愛 張德蘭 情若無花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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繭中人 關淑怡 冬戀

羅生門 謝霆鋒 無形的他

羅生門 羅志祥 羅生門

羅娜 張武孝 發你個財財

羅馬時差 容祖兒 很忙

藝海浮台 譚詠麟 夢幻舞台

蠍色心臟 麥潔文 麥潔文

襟裳岬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二集

證人 蘇芮 蘇芮1986

識你之後 苦榮,小苦妹 芝SEE菇BI FAMILY-初戀嗱喳麵

譜一首愛的歌 鄧藹霖 名曲65

贈我花一串 葉麗儀 上海灘特輯

贈言 彭健新,彭嘉碧 可愛的笑容

贈興 李惠敏 愛恨交纏新曲+精選17首

邊位算係性感 林子祥 夏日金輝

邊緣少年 李克勤 此情此境

鏡花水月 梅艷芳 梅 · 憶錄

關心 鄭秀文 為你等

關於 孫燕姿 AGAINST THE LIGHT

關於我 林宥嘉 感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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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陶喆 陶喆 69樂章

關閉心靈 陳百強 等待您

難以再說對不起 張國榮 風繼續吹

難兄難弟 羅嘉良, 吳鎮宇, 宣萱, 張可頤難兄難弟

難自禁想著你 甄妮 不要再重逢

難忘的一天  鄧麗君 甜蜜蜜

難忘的初戀情人 鄧麗君 鄧麗君金唱片

難忘的眼睛 鄧麗君 水上人

難忘您 許冠傑 難忘你, 紙船

難念的經 周華健 生.生活

難為正邪定分界 葉振棠 葉振棠精選

難得一起 鄺美雲 心中有愛

難得有情人 關淑怡 超白金精選

難道真的不能用愛解決嗎？ 張學友 BY YOUR SIDE

難辨我方向 薰妮 薰妮金曲

霧 黃愷欣 快樂時光

霧 郭富城 愛定妳

霧之戀 譚詠麟 霧之戀

霧夜 林姍姍 精裝林姍姍

霧夜追蹤 黃凱芹 MI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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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裡玫瑰 薰妮 薰妮金曲

霧裡緣 關正傑 天龍八部之虛竹傳奇

霧燈 薰妮 薰妮金曲

韻律泳 何韻詩 GOOMUSIC COLLECTION 2004-2008

願 曾路得 你知我知

願 黃汝燊及飛機仔 跳飛機

願化小流螢 羅文 親情

願主憐憫 陶喆 69樂章

願生命留些懷念 葉振棠 大內群英

願死也為情 葉蒨文 祝福經典十三首

願你  陳麗斯 Gold Into '77寶麗多

願你也在這裡 彭羚 我有我天地

願你共享 汪明荃 山歌情誼長

願你好 文志兒童合唱團 小時候

願你來看我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五集

願你待我真的好 葉振棠,葉麗儀 葉麗儀

願你珍惜 葉麗儀 葉麗儀

願你接受 陳友 溫拿十週年紀念

願你載我飄浮 葉振棠 大內群英

願你寬恕我 張德蘭 網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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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你繼續醉 陳美齡 願你繼續醉

願我可以學會放低你 何韻詩 GOOMUSIC COLLECTION 2004-2008

願我永遠不用想你 關正傑 天龍八部之虛竹傳奇

願我似浮雲 薰妮 薰妮金曲

願我能 BEYOND 秘密警察

願妳接受 譚詠麟 反斗星 

願能入你夢 馮偉棠 風飄飄

願能比翼飛 張國榮 一片癡

願望 關菊英 過客

願望就是明天 羅文 名劍風流

願愛得浪漫 林子祥 摩登土佬

孽緣 關淑怡 冬戀

懺悔者 黎明 感應

懺情 汪明荃 山歌情誼長

獻上這歌 陳百強 陳百強

獻世 陳小春 算你狠

獻出真善美 葉麗儀 上海灘特輯

繼續去 蔡楓華 蔡楓華

繼續行 王傑 誰明浪子心

繼續空虚 蔡楓華 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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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追尋 達明一派 達明一派II

繼續跳舞 張國榮 HOT SUMMER

繼續談情 劉德華 EVERYONE IS NO. 1

繾綣星光下 陳慧琳 LOVER'S CONCERTO

罌粟花 陳秋霞 第二道彩虹

蘇三采茶 奚秀蘭 莫負青春

蘇州河邊 奚秀蘭 蘇州河邊

蘇麗珍 方大同 THIS LOVE

釋放自己 張學友 釋放自己

飄 林宥嘉 感官世界

飄去夏天 夢劇院 夢劇院

飄流物語 王傑 GIVING

飄移 周杰倫 十一月的蕭邦

飄著 孫燕姿 AGAINST THE LIGHT

飄過汪洋 陳美玲 城市民歌新一代

飄零夢 馮偉棠 每當變幻時

騷擾 張智霖 我也喜歡你

騷靈情歌 張敬軒 MY 1ST COLLECTION

攜著你走出門外 陳曉東 心理遊戲

櫻花 李克勤 CUSTOM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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爛 陳奕迅 U87

纏綿 鄭秀文 生活語言

纏綿不盡 關淑怡 難得有情人

纏綿以後 鄺美雲 心聲

蘭花花 奚秀蘭 奚秀蘭第八輯

蘭花草 劉文正 蘭花草

蘭花草 包美聖 新力群星盡精英第二集

護花使者 李克勤 CUSTOM MADE

躍馬奔騰 徐小明 明仔來的電話

鐵心人 陳慧嫻 變, 變, 變

鐵窗 許美靜 靜聽精采13首

鐵塔凌雲 許冠傑 SAM HUI GREATEST HITS

鐵幕誘惑 郭富城 華納超極品音色系列

鐵膽柔情 徐小明 明仔來的電話

驅魔大法師 陳百強 癡心眼內藏

魔高一丈 孫耀威 SO FAR SO..CLOSE

魔鬼之女 譚詠麟 愛念

魔術師 陳百強 陳百強

魔術師 梅艷芳 華星影視新節奏第一輯

魔與道 譚詠麟 精裝譚詠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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囉囉攣 容祖兒 我的驕傲

巔覆 古巨基 愛與夢飛行

彎角 鍾鎮濤 聽濤

歡呼春天 鄭少秋,汪明荃 歡樂年年

歡呼聲 蔡楓華 蔡楓華新曲精選

歡笑 徐小鳳 猛龍特警隊

歡笑全為你 羅文 親情

歡笑在心 陳麗斯 Gold Into '77寶麗多

歡笑隔絕我 葉源春 香港城市民歌ENCORE

歡場 張學友 祇願一生愛一人

歡樂今宵 古巨基 歡樂今宵

歡樂年年 鄭少秋,汪明荃 歡樂年年

歡樂車廂 徐小鳳 逍遙四方

歡樂的背面 徐小鳳 逍遙四方

歡顏 齊豫 橄欖樹

歡顏    齊豫 新力群星盡精英第一集

聽下唱下一樂也 陳美玲 79-80寶麗金金唱片特輯

聽不到的呼喚 呂方 癡戀

聽不到的說話 呂方 聽不到的說話

聽天由命 張學友 BY YOUR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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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見 孫燕姿 STEFANIE 同名專輯

聽見了嗎? 盧廣仲 七天

聽身體唱歌 黎明 LEON CLUB SANDWICH

聽風的歌 郭富城 聽風的歌

聽媽媽的話 周杰倫 依然范特西

聽說你失戀 李克勤 此情此境

讀書郎 徐小鳳 風雨同路

驕傲 張學友 他在那裡

戀一個愛 孫耀威 HITS SIXTEEN

戀人 蔡楓華 IQ成熟時

戀人止步 蔡楓華 愛不是遊戲

戀人絮語 許志安 我的天我的歌

戀上你的床 鄭秀文 完全擁有 新曲+精選

戀曲1990  羅大佑 似曾相識

戀你千千遍 蔡楓華 蔡楓華

戀後 梁漢文 偷吻

戀愛大過天 TWINS 愛情當入樽

戀愛中 郭富城 華納超極品音色系列-郭富城 (VOL 17)

戀愛片段 許志安 驚喜交集17首

戀愛交叉 張國榮 一片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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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愛快車 陳百強 傾訴

戀愛宣言 孫耀威 SO FAR SO…CLOSE

戀愛料理 周筆暢 I,魚,光,鏡

戀愛偶像 孫明光 華星影視新節奏第三輯

戀愛動詞 李惠敏 愛恨交纏新曲+精選17首

戀愛專家 鄺美雲 留住春天

戀愛預告 林姍姍 精裝林姍姍

戀愛獵人 王寶欣 王寶欣

變 彭羚 我有我天地

變 羅文 幾許風雨

變 蘇芮 搭錯車電影原聲大碟

變、變、變之狂想版 陳慧嫻 陳慧嫻REMIX + 精選

變、變、變變變 陳慧嫻 變, 變, 變

變幻是緣份 鍾鎮濤 要是有緣

變幻無常 葉麗儀 上海灘續集

變色的紫花 黃敏華 香港城市民歌ENCORE

變色龍 陳奕迅 LISTEN TO EASON CHAN

變身派對 TWINS 八十塊環遊世界

變奏 譚詠麟 擁抱

驚天動地 鄭秀文 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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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恐症 黃家強 THE ULTIMATE STORY

體會 陳慧琳 LOVER'S CONCERTO

體會 鄭秀文 為你等

囍宴 李惠敏 愛恨交纏新曲+精選17首

癲多一千晚 梅艷芳 壞女孩

罐頭湯 楊千嬅 MIRIAM

艷紅小曲 (三願) 鄧麗君 在水一方

艷遇 鄭秀文 溫柔

讓一切隨風 鍾鎮濤 聽濤

讓夕陽照耀 薰妮 故鄉的雨

讓心兒圈起你 鄧麗君 在水一方

讓你自由 蔡楓華 愛不是遊戲

讓我休息一天 路家敏 道理真巧妙

讓我快樂 陳慧嫻 少女雜誌

讓我決定  關菊英 知己同心

讓我坦蕩蕩 鍾鎮濤 要是有緣

讓我奔放 羅文 名劍風流

讓我昇華 彭羚 我有我天地

讓我待你好一點 許志安 驚喜交集17首

讓我飛 張國榮 風繼續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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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快樂在一起 彭羚 我有我天地

讓我們看雲去 劉文正 蘭花草

讓我逍遙 葉德嫻 星塵

讓我睇清楚 甄秀儀 今宵多美妙

讓我飄過 張德蘭 德蘭與你

讓花兒為你開  鄧麗君 島國情歌第四集

讓春風過去 葉德嫻 天天都相見

讓時間做證 李惠敏 愛恨交纏新曲+精選17首

驟雨中的陽光 曾路得 雜歌賓治

鷹與星 林憶蓮 灰色

鑽石 劉文正 蘭花草

鑽石敗犬 古巨基 時代

鱷魚淚  袁麗嫦 夏日金輝

鸚鵡使者 鍾鎮濤 要是有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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