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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主題#
$%&：#
$'()*+,與人分享#
%*+-正面思維#
&+./"01+2享受生活#

第一步))詞彙#

詞彙：將所有相關的字眼、詞語、成語、及聯想到的東西，寫下來。#

例子：#
食物33菜類？水果？肉類？零食？飲品？#
# # 菜類：又有什麼蔬菜#
# # 水果：又有什麼水果#
# # 。。。#
食物，會聯想到：煮法、食肆、健康、人生道理#
# # 煮法：煎、炒、炆、 #

# # 食肆：快餐店、酒樓、酒店、譚仔#

你會聯想到什麼？#
$'()*+,與人分享#
%*+-正面思維#
&+./"01+2享受生活#

三者有什麼關係？#
分段？#
重點：你有 想講？#
# # #

第二步))熟識音樂#

4）揀歌：高山低谷、青春頌、哪裡只得我共你#

5）聆聽音樂：聽67次（%%%）（%89*:#;*2'#%1</-"#=8*-1#>#

%%?@#%89*:#%*+89#/+1@#伴奏#
%%%，%89*:#%*A#;*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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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簡譜：上網找尋（大會已提供是次比賽歌曲簡譜）#

C）譜上數字：7347#或者#75CB#

譜上任何文字：#

D(EE"#F*)2'-("G##
7757C5#7757BC#
77BBC57#BBBCBC#

H/+-/+#F)*-,19#I(<<*+,#J/;+G#
CBBC#5BC##75C#5CB#
CBBC#5BC#7BBC#

高山低谷（7C5B數字譜）#

作詞：陳詠謙#
作曲：林奕匡#

站在樹林內　就如沒 #

在夕陽下　寂寥吧　沒權利見你#

早知#高的山#低的谷#將你我#分隔兩地　失去人情味#

你那貴族遊戲　我的街角遊記#

天真到信真心　太兒戲#

高山低谷（7C5B數字譜）#
'22E9GKK-/:9L,//,<1L:/0K-/:801+2K-K43
M.N.A=;OPA?.QE8!RS"-OA=T0=IU$V+)AE;VCE2DVW#

青春頌（7C5B數字譜）#
'22E9GKK-/:9L,//,<1L:/0K-/:801+2K-K43EFXNNT-DVY.)OZ;1P[3
/6J'F*[!\9$N!\\]M<!"^&X#

哪裡只得我共你37C5B數字譜#
'22E9GKK-/:9L,//,<1L:/0K-/:801+2K-K
472Z9;\"E*&MFW2_\1'DV&.;B&1+;MOC"&&6.*_+1`YC#

結構：#
高山低谷#
]4，#a'/)89@#]5@#a'/)89@#H(92#a'/)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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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頌#
]4@#O)13a'/)89#4@#a'/)89@#O)13a'/)89#5@#a'/)89#5@#F)*-,1@#H(92#a'/)89#
?)##
W4@#F4@#a'/)89@#F5@#a'/)89#5@#F)*-,1@#H(92#a'/)89#

第三步))填寫#

4）詞彙與數字#

5）造句#
PP#PP#PPPP@#PP#PPPP#

例子4：#
若然未來做你戀人，尖咀買 #

例子5：#
熱情盡情任意飛翔，天空與你共舞，#

例子B：#
未來若然沒有戀人，彷彿背上罪過。#

例子C：#
跟你戀愛沒有可能，出走決意犯禁，#
天際海角尋覓盼望，冷對一切追問。#
做人若然沒有激情，我怕日後遺憾。#
無視冷落與嘲諷，放肆熱吻。#

例子6：#
點會諗到淑女%()"，今朝約我食晏，#
睇怕呢次唔係發夢，快快走去裝扮。#
宅男#熱誠係有收成，我努力扮平淡。#
臨踏進麥記一 #

B）押韻#

工具#
尋找韻母： #'22EGKK'80(+80L()29L:8'XL1-8L'XKH1A*9K<1A*3:(+K#

尋找同韻母的字： #'22EGKK:(+2/+191L0)E*+"*+L+12K:(+2/+191WbJL'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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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X#H*+1#

海闊天空3原諒。。。#
姨婆掉眼淚3姨婆。。。#
R歌之王3誰人又相信。。。#
無盡3踏上這。。。#
夕限無限好。。。#
浮誇33你當我。。。#
# #
6）語境：雅妙趣俗鄙（參考自岑偉宗先生的『事筆宜詞』）#

例子：#
雅：苦瓜#
妙：最佳損友#
趣：人車誌#
俗：賣身契#
鄙：粗口歌#

_）避免自製詞語、留意文法、邏輯、推進 

7）沉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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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瓜#

作詞：黃偉文#
作曲：R1+*A#a'1(+,cO)*Q(21#V//#

共你乾杯再舉箸　突然間相看莞爾　盤中透著那味兒#
大概今生有些事　是提早都不可以　明白其妙處#
就像你當日痛心她回絕一番美意#
怎發現你從情劫亦能學懂開解與寬恕#
也像我很糾結的公事　此際回頭看　原來並沒有事#

真想不到當初我們也討厭吃苦瓜#
今天竟吃得出那睿智愈來愈記掛#
開始時捱一些苦　栽種絕處的花#
幸得艱辛的引路甜蜜不致太寡#

青春的快餐只要求快不理哪一家#
哪有玩味的空檔來欣賞細緻淡雅#
到大悟大徹將虎嚥的昇華　等消化學 #

至共你覺得苦也#不太差#

下半生竟再開學　入迷的終於醒覺　移走最後的死角#
用痛苦烘托歡樂　讓餘甘彰顯險惡　如藝壇傑作#
就像我一直聽香夭從未沾濕眼角#
仔細地看神壇裡木紋什麼精巧也不覺#

卻在某蕭瑟晚秋深夜　忽爾明瞭了　而黃葉便碎落#

真想不到當初我們也討厭吃苦瓜#
今天竟吃得出那睿智愈來愈記掛#
開始時捱一些苦　栽種絕處的花#
幸得艱辛的引路甜蜜不致太寡#

青春的快餐只要求快不理哪一家#
哪有玩味的空檔來欣賞細緻淡雅#
到大悟大徹將虎嚥的昇華　等消化學 #
至共你覺得苦也　不太差#

做人沒有苦澀可以嗎#

真想不到當初我們也討厭吃苦瓜#
當睇清世間所有定理又何用再怕#
珍惜淡定的心境　苦過後更加清#
萬般過去亦無味但有領會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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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先記得聽過人說這叫半生瓜#
那意味著它的美年輕不會洞察嗎#
到大悟大徹將一切都昇華　這一秒坐擁晚霞#
我共你覺得苦也　不太差#

葡萄成熟時#

作詞：黃偉文#
作曲：]*+:1+2#a'/;、W+d1)+11#a'18+,#c#$1+9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還是有雨#
當初的堅持#現已令你很懷疑#很懷疑#
你最尾等到#只有這枯枝#

苦戀幾多次#悉心栽種全力灌注#
所得竟不如#別個後輩收成時#
這一次你真的很介意#

但見旁人談情何引誘#問到何時葡萄先熟透#
你要靜候#再靜候#就算失收#始終要守#

日後#儘量別教今天的淚白流#
留低#擊傷你的石頭#從錯誤裡吸收#
也許#豐收#月份尚未到你也得接受#
或者要到你將愛釀成醇酒#時機先至熟透#

應該怎麼愛#可惜書裡從沒記載#終於摸出來#
但歲月卻不回來#不回來#
錯過了春天#可會再花開#

一千種戀愛#一些需要情淚灌溉#
枯毀的溫柔#在最後會長回來#

錯的愛#乃必經的配菜#

但見旁人談情何引誘#問到何時葡萄先熟透#
你要靜候#再靜候#就算失收#始終要守#

日後#儘量別教今天的淚白流#
留低#擊傷你的石頭#從錯誤裡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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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豐收#月份尚未到你也得接受#
或者要到你將愛釀成醇酒#時機先至熟透#

想想天的一邊#亦有個某某#在等候#
一心只等葡萄熟透# #

別讓#寂寞害你想得一夜白頭#
嬴得不需要的自由#和最耀眼傷口#
我知#日後#路上或沒有更美的邂逅#
但當你智慧都蘊釀成紅酒#
仍可一醉自救#誰都心酸過#那個沒有#

最佳損友#

作詞：黃偉文#
作曲：&)*:#R;/X#

朋友我當你一秒朋友#
朋友我當你一世朋友#
奇怪過去再不堪回首#
懷緬時時其實還有#

朋友你試過將我營救#
朋友你試過把我批鬥#
無法再與你交心聯手#
畢竟難得有個最佳損友#

從前共你促膝把酒傾通宵都不 #
我有痛快過你有沒有#
很多東西今生只可給你#
保守至到永久#
別人如何明白透#
實實在在踏入過我宇宙#
即使相處到有過裂口#
命運決定了以後再沒法聚頭#
但說過去卻那樣厚#

問我有沒有#
確實也沒有一直 #
非什麼大仇#
為何舊知己在最後變不到老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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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你是我敵友#
已沒法望透#
被推著走跟著生活流#
來年陌生的是昨日最親的某某#

生死之交當天不知罕有#

到你變節了至覺未 #

多想一天#彼此都不追究#
相邀再次喝酒#待葡萄成熟透#
但是命運入面每個邂逅#
一起走到了#某個路口#
是敵與是友#
各自也沒有自由#
位置變了各有隊友#

問我有沒有#
確實也沒有一直 #
非什麼大仇#
為何舊知己在最後變不到老友#
不知你是我敵友#
已沒法望透#
被推著走跟著生活流#
來年陌生的是昨日最親的某某#
早知解散後各自有際遇作導遊#
奇就奇在接受了各自有路走#
卻沒人像你讓我眼淚背著流#
嚴重似情侶講分手#

有沒有#
確實也沒有一直 #
非什麼大仇#
為何舊知己在最後變不到老友#

不知你又有沒有#
掛念這舊友#
或者自己早就想通透#
來年陌生的是昨日最親的某某#
總好於那日我沒有沒有遇過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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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組#

作詞：林海峰#
作曲：陳奐仁＠M'1#b+Q*9*!<1#%1+#

叮e e叮e #

f你的心情我能感受　還是有話說不出口>#
基：一LLL二LLL三LLL四#
f對　我們再次有些事情需要你知道>#
基：兄LLL弟LLL打LLL氣#
fW'#M'1#b+Q*9*!<1#%(+#再次出現>#

林：中環人收工除 #
　　穿新出經典復刻　七零年波鞋#
　　湊 #
　　細個嘅老友到晒　個個都肚腩大#

林：新波衫波砵皮球衝出球場拉柴#
　　心情如小孩　仲扮活潑通山嗌#
　　波友一黐埋　吹水懶灰諧#
　　三張幾通處派　 #

鄭：身邊靚女走晒　我額頭禿鬼晒#
林：仲廿歲仔咩　/徙氣#
　　你係咪要想死　想死你都有排#

康：車樓我點供晒　一身屁股的債#
林：仲扮眼濕濕　扮晒/翕耷#
　　但係我都 #

＊合：老友咪嘆氣　我點幫你　!(!"#
　　　振振兩臂　拍拍背肌#
　　　打氣　!(!"　力要谷起#
　　　想當天可以孩子氣　未要 #
　　　今天爭爭氣男子組靠你＊#

林：死仔　嚟埋堆啦埋#
　　死佬　玩得起玩埋#
　　死仔包　爭 #

　　一齊　跑唔完都跑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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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小球場　一班耆英　跑全場死捱#

　　筲箕灣施丹大坑碧咸狂打柴#
　　踢兩 #
　　老友記老過魯爾　對腳應砌去賣#

林：呢班波　當打時期　攞小型球金牌#
　　呢場全挽鞋　大啖白泡嘔得快#
　　口水都乾埋　 #

　　 ;*++*+,快#

梁：啤酒兩.()隊晒　身紀有得好快#
林：係咪要修身　減肥#
　　食藥再 #

基：翻工我翻足晒　我份人工減晒#
林：又未到炒得　未算死得　就算炒#
　　最多早退休　暢遊世界#

\&O&WM＊#

林：細個大家執波很快#
　　個個大把瀟灑走上街#
　　球場維記　行行企企#
　　平台 #

林：要買合金爸爸即買#
　　細個話之當街小個解#
　　童年時你　童年時我#
　　聯羣結拜　成個世界我玩晒#

合：老友咪放棄　放都/徙氣　!(!"#
　　振振兩臂　拍拍背肌#
　　打氣　!(!"　用腦谷起#
　　一班啤酒肚在喘氣　大曬腹肌#
　　波波交俾你男子組靠你#

合：老友我撐你　我梗幫你　!(!"#
　　振振兩臂　拍拍背肌#
　　打氣　!(!"　射到飛起#
　　今天點可以話之理　仲放飛機#
　　爭番一口氣男子組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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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車誌#

作詞：黃偉文#
作曲：U1)(<-#gb+9E*)1-#!"#b+:/,+*2/#3#&Q1)"-("g#

大銀幕相當廣闊#
在投射出　想去的地方#
面前是雙探路燈#
都市黑了　我在馬路發光#

出去一下　還在戒烟　還用買烟嗎#
出去一下　原來為見一見它#
出去一下　瞞著太太　才獨處一下#
出去一下　如寧靜處非我家#

我有車　我有壓抑　需要發射#
我與車　結合一體　感覺快些#
我愛車　似個聖堂　開到半夜#
跳上車　對著錶板　禱告那些　難題#
想想　如何　轉彎　攀山　落斜#

任由電窗敞開了#
任由樂曲　都市中迴嚮#
面龐上的那陣風#
感覺爽快　決定笑著凍僵#

出去一下　留下了手提在公司嗎#
出去一下　原來為見一見它#
出去一下　人若間中能獨處一下#
整理一下　才能自我修正嗎#

我有車　我有壓抑　需要發射#
我與車　結合一體　感覺快些#
我愛車　似個聖堂　開到半夜#
跳上車　對著錶板　禱告那些　難題#
想想　如何　轉彎　攀山　落斜#

我有車　我有壓抑　需要發射#
我與車　結合一體　感覺快些#
我愛車　似個聖堂　開到半夜#
跳上車　對著錶板　禱告那些　難題#
想想　如何　轉彎　攀山　落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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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車　我有壓抑　需要發射#
我要些　過渡空間　給我煞車#
我愛車　似個聖堂　開到半夜#
跳上車　對著錶板　禱告那些　難題#
想想　如何　轉彎　攀山　落斜#

#
#

改詞：張滿源#
唱：柯玲廚#

#

aD?\h$#
望下班I)*1+-#身伴有威猛異性#

高歌搏同情#

W5#
剩女靠靚好有限#
不過都裝吓扮#
劃唇#勁化粧#我都係殘#

就算呷醋都 #
早晚偷偷發夢#
問誰 #

aD?\h$#
望下班I)*1+-#身伴有威猛異性#

高歌搏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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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愛與誠#

作詞：林夕#
作曲：曹雪芬c宇宙大爆炸#
編曲：M1-#H/#
監製：雷頌德#

其實自己一個更開心　只等你講#
其實大家早已嫌大家　卻扮忙#
恨有多一點碰撞#
然而無聊事幹　不敢打攪對方#
要是你願意　誠實講一趟#
彼此都起碼覺得釋放#

不要哭　我也忍得了這些年來的委曲#
沒法真心愛下去#
只好真心真意的結束#

別再做情人#
做隻貓　做隻狗　不做情人#
做隻寵物至少可愛迷人#
和你不 #
淪為舊朋友　是否又稱心#
沒有心　只像閒人#
若有空　難道有空可接吻#
註定似過路人陌生#
你怎麼手震#

長期被逼戀愛也真比　失戀更慘#
長期扮演若無其事般　更困難#
是我專登反應慢#
明明為時甚晚　牌一早該要攤#
再像我伴侶　凝望多一眼#
一生都將會記得今晚#

別再做情人#
做隻貓　做隻狗　不做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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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隻寵物至少可愛迷人#
和你不 #
淪為舊朋友　是否又稱心#
沒有心　只像閒人#
若有空　難道有空可接吻#
這預告　發自虔誠內心#

對不起　自動分手#
錯愕的你怕會傷感#
麻木的我　現在也可轉台來賀你新生#

別再做情人#
做隻貓　做隻狗　不做情人#
做隻寵物至少可愛迷人#
和你相交不淺　無謂明日會被你憎#
淪為舊朋友　是否又稱心#
沒有心　只像閒人#
若有空　難道有空可接吻#
註定似過路人陌生#
你怎麼手震#

賣身契#

作詞：許冠傑K黎彼得#
作曲：許冠傑#

蘇蝦仔未出世，都去搵玉皇大帝，聽 #

嚦起張賣身契，豈勢 #

喂！我要你架勢，你梗一家富貴，我發起 #

簽番張賣身契f賣身契>，攪掂筆入境費f仲要洗禮>， #

蘇蝦仔大個左啦喂，識拍拖學人地曳，一次偷雞喊亦無謂，#
番香閨論婚禮，俾八姑窒頭窒勢，好女婿　呢單認真襟計。#

喂！你咪當免費，走精面咪制f咪制>，我聽錢駛，你好挖倉底，重要三牲酒禮，#

簽番張賣身契f仲要屋契>，攪掂筆外母費f杰過西米>， #

香港地為生計， #

加差餉電費水費　Ｄg食送g #

喂！咪太過閉翳，訓醫院更貴f太貴>，養班馬騮仔，有苦暗啞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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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要交足書簿費，一張張賣身契f賣身契>，枕住 f做到 >，#
唉！總之一句柯彌吉帝f柯彌柯彌吉帝>。#

一張張賣身契f賣身契>，枕住 f做到 >，#
唉！總之一句柯彌吉帝羅，前世。#

你老闆#

d1(2L#RV#
作詞：RV#
作曲：何鈞源#

我唔係求財　我只係求存#
我唔係求財　我只係求存#
我唔係求財　我只係求存#
我唔係求財　我只係求存#

正所謂　越窮就越見鬼#
#

大學畢業出嚟　咪又係捱騾仔#
你話家下 #

為 #
月底　剩到錢追女仔　算你巴之閉#
權宜之計　就係 #

冬暖夏涼　仲免交管理費#

我唔係求財　我只係求存#
我唔係求財　我只係求存#
我唔係求財　我只係求存#
我唔係求財　我只係求存#

你老闆　 #

做得慢　睇唔過眼　話你偷懶#
做得快又話你是是但但　揸流攤#
去 #
晚晚加班　做到嘔飯#
放工似放監　個個好似走難#
做到金精火眼　先 #

一出糧 f雙拼燒味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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枉我成世做　做極都 #
極度羨慕　太子爺　二世祖#
枉我成世做　仲未見到出路#
我都好想打跛雙腳　 #

我唔係求財　我只係求存#
我唔係求財　我只係求存#
我唔係求財　我只係求存#
我唔係求財　我只係求存#

#
搬去瓦努阿圖　f搵唔到喎# >#

好 #

跟住一齊講　b#H/Q1#D/+,#R/+,#
繼續屈 #

繼續俾業主監生 #

#
不如攞 #

f主人肥#奴隸瘦#無謂鬥#無謂鬥>#
枉我成世做　做極都 #
極度羨慕　太子爺　二世祖#
枉我成世做　仲未見到出路#
我都好想打跛雙腳　 #

枉我成世做　做極都 #

極度羨慕　太子爺　二世祖#
枉我成世做　仲未見到出路#
喂#老細　想搵契仔　益一益細佬　好 #

好彩分手#

作詞：農夫#
作曲：a君#

喂　唔駛 #

#
#

你能 #

#
:82你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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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對 #

記住今日 #
呢種人你咪當從來無識過#
你只係信錯衰人一個#
咪唔信愛情係會有好結果#

你個1A擺明係賤人　係廢人#
你咪爲 #

你有 #

*+92(,)(0處寫條文#
你話 #

#
呢 #
人生流流長　總會遇到幾條#

好彩諗起 #

最委屈嘅你受 #

終於搵到 #

你開心到 #

係　我知你未放得低#
但係呢個人 #
喊啦　即管喊出黎#
少少眼淚　咪當交少少學費#
你唔想拍拖拍到似上戰場#
但係 #

講大話 #
你點對人　唔等於人地會點對你#
學識呢個道理　獲益嘅係你自己#
或者呢段感情係有 #

不過你應該慶幸　呢個人 #

你個1A擺明呢一生呢一世#
你都會憎 #

正所謂自古人生誰 #

其實你想 #

你仲要扮咩　扮咩偉大 #

根本 #

分 #

人生流流長　總有人唔洗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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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彩諗起 #

最委屈嘅你受 #

終於搵到 #

你開心到 #

嗱　好彩分手　洗 #

嗱　 #

嗱　你轉身走　洗 #
嗱　你放心有最尾完美嘅邂逅#

O#得霸氣一點fi#R*R*>#

作詞：農夫#
作曲：JU#M/00"#

好多人話， #

喂大佬你明明真人就:'/X過林峯嘅#
搞 #

吓！你連美圖秀秀都唔識用？#
等我教你特別嘅自拍神功啦#
嗱你揀好個0/-1擺好個E/91#

#

我條腰唔 #我條腿唔 #

O走隔離條友#O大我個心口#
大神請你救救#我有美圖秀秀#
O多個頭#O多對手#O到天下我有#

j#開始啦#最緊要相機拍先#相機拍先#
開餐啦#最緊要相機 #相機 #

開波啦#最緊要相機踢先#相機踢先#
各大神大神#麻煩O得霸氣一點#j#

唔洗拗#嚟個三炒高炒低炒側炒#
唔洗比較#我未加特效#
你同我定 #我知啦知啦#
再O吓O吓#最緊要O #

嗱#咪有囉#你咪有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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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一個肥佬#我見你一場嚟到#
我都幫你O個 #

就算一個醜女#我都唔想你受罪#
我幫你O到男人流口水#
一 #個個變獨臂神尼#
單手影# #我 #

呢面# #左面#你 #

呢面# #左面#側面#
拉麵#撈麵#炒麵#丁麵#
邊面# #最後一面#
面面面面面#食你煮嘅麵#

\1E1(2#j#

舉高你部手機#
準備對住我地#
趁我仲 #咪棟 #要自拍嘅就過嚟#
你O到似韓星#
f其實>#真人似糖兄#
你O圖#要知道#咪改到#基因改造#
大神#求求你#
幫我O架法拉利#
加個陳法拉挨 #
美圖唔代表我自卑#
我點樣執相有我嘅權利#
唔欣賞#照分享#
我我我有一個夢想#
fO張相嚟 >#

呢面# #左面#你 #

呢面# #左面#側面#
拉麵#撈麵#炒麵#丁麵#
邊面# #最後一面#
面面面面面#食你煮嘅#
拉麵#撈麵#炒麵#丁麵#
伊麵伊健加埋李思*+#
臨兵鬥者皆陣列在前#誅邪#

個個都美肌遮瑕#遮埋雙下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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嗱你執大埋隻眼#削骨還父#
修腳拉長埋個人#
畫走埋個肚腩#
喔！要條罅呀嘛#
好#一鍵美顏咪變周秀娜囉#

FF都變W+,1<(!(!"啦#

\1E1(2#j#A#5#

高山低谷（數字歌）#

作詞：陳詠謙#
作曲：林奕匡#

]1)91#4#
站在樹林內，就如沒 #

55#575#57#5CC#
在夕陽下，寂寥吧，沒權利見你，#
5575#575#575CC#
早知#高的山#低的谷#將你我#分隔兩地，失去人情味，#
BB#BBB#BCC#BCC#BCC5#BC7CB#
你那貴族遊戲，我的街角遊記，#
CC#C57C#CBBC5C#
天真到信真心，太兒戲。#
BBCCBB#C5B#

a'/)89#
你快樂過生活，我拼命去生存，#
CC5CB5#CC5CB7#
幾多人#位於#山之 #

BB7#5C#BBB#C5CB75#
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誰怕氣喘，#
C5577#C5577CCB#
但那終點，掛在那天邊。#
5CBC#C55CBC#

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
CC5CB5#CC5CB7#
只適宜滯於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亂，#
BB75C#BBBC5CB75#
渴望大團圓，腳下路程難以削短，#
C5577#C557#7CCB#
未見終點，也未見恩典，我與你極遠。#
5CBC#C55CBC#CCC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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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
愈望愈無望，未來沒有我，#
55#575#57#5CC#
在斷崖下，盡頭吧，樂園未有過，#
5575#575#575CC#
彷彿天一黑天一光揮發了一句再會，只見人下墮，#
BB#BBB#BCC#BCC#BCC5#BC7CB#
快慰繼續傳播，你都不慰問我，#
CC#C57C#CBBC5C#
區分到太清楚，太嚴苛。#
BBCCBB#C5B#

a'/)89##
你快樂過生活，我拼命去生存，#
CC5CB5#CC5CB7#
幾多人位於山之 #

BB7#5C#BBB#C5CB75#
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誰怕氣喘，#
C5577#C5577CCB#
但那終點，掛在那天邊。#
5CBC#C55CBC#

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
CC5CB5#CC5CB7#
只適宜滯於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亂，#
BB75C#BBBC5CB75#
渴望大團圓，腳下路程難以削短，#
C5577#C557#7CCB#
未見終點，也未見恩典，我與你極遠。#
5CBC#C55CBC#CCC5C#

H(92#a'/)89#
我卻尚要生存，偷偷存活於山之谷，等到某天魂斷，#
CC5CB7#BB75C#BBBC#5CB75#
你繼續盤旋，我繼續埋藏我愛戀，#
C5577#C557#7CCB#
沒有終點，永沒有終點，那永遠極遠。#
5CBC#C55CBC#CCC5C#

青春頌375CB數字譜#

曲、詞：藍奕邦#

]1)91#4KW#
若然現時士氣高昂，即管放肆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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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75CB7#BBCC5C#
當你感到無力軟弱，切記不怪宿命，#
BBBC75#C5#CCBCB5#
若然做人未算聰明，更要賣力亡命，#
5757#5CB7#CC5#575#
還未要負責之際，切記盡興。#
75C#5CBC#CC5C#

O)13a'/)89KF#
誰亦會隨年變老，方懂得童年多好，#
75C#77CC#BCB#77BB#
等不到來年變老，才懷念那種悠然腳步，#
BBC#77CC#775#CB57C5#
來吧趁毫無控訴，快釋穿沿途的 #

75C77CC#CBB#77BBC#
這段少年時間，既然昂貴，大好青春要盡耗。#
C5C77C#C77C#5CBBC5C#

a'/)89#4#
記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個夜晚，#
C5C#55CB7#BBCC5C#
別忘掉，原是靠堅持醫好每個傷患，#
575#75CB7#BBCCB5#
既是有力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反，#
C5C55CB7#BBBBCB#
無懼雨水沾濕兩眼。#
75#CBBBCC#

O)13a'/)89#5KF5#
無用聽誰來勸告，一街的人言滔滔，#
75C#77CC#BCB#77BB#
不需坐下來計數，前行吧，你想做全意做，#
BBC#77CC#775#CB57C5#
如沒有無窮氣數，也可跟神明賭一鋪，#
75C77CC#CBB#77BBC#
這段少年時間，有誰無悔，大好青春要消耗。#
C5C77C#C77C#5CBBCBC#

a'/)89#5#
記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個夜晚，#
C5C#55CB7#BBCC5C#
別忘掉原是靠堅持，醫好每個傷患，#
575#75CB7#BBCCB5#
記住趁尚有些本錢，簽多一些帳單，#
C5C55CB7#BBBBCB#
如若你還淘氣，你還強壯，盡管出走別折返。#
75C77C#C77C#5CBC5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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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無需定立時限，如風一般往返，#
7B5575#7B#BBCB#
人未老，還未晚，還未到盡頭，記住來放心荒誕，#
75C#75C#75C57#C57#5CBC##
若生命是無限，何必自定界限，#
7B5575#7B55C5#
大好青春就要多貪。#
5CBC5CBB#

a'/)89#5#
記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個夜晚，#
C5C#55CB7#BBCC5C#
別忘掉原是靠堅持，醫好每個傷患，#
575#75CB7#BBCCB5#
記住趁尚有些本錢，簽多一些帳單，#
C5C55CB7#BBBBCB#
如若你還淘氣，你還強壯，盡管出走別折返。#
75C77C#C77C#5CBC5CB#

H(92#a'/)89#
記住每日盡興歡騰，通宵至到達旦，#
C5C#55CB7#BBCC5C#
別忘掉原是以單純體恤每個災難，#
575#75CB7#BBCCB5#
既是有力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反，#
C5C55CB7#BBBBCB#
無懼雨水沾濕兩眼，年月燦爛。#
75CBBBCC#75C5#

哪裡只得我共你37C5B數字譜#

作詞：陳詠謙#
作曲：D/;*1cJ1()#U(+1#

]1)91#4#
吻下去，便確定我共你能同生，能同死，#
C5C#5C5#C5C#77B#77B#
趁渡假覓勝地，我共你能從此一起#
C5C#5C5#C5C#77B#BBfC>#

O)13a'/)89#
我們身邊太多假人，#
C7#BBCBB7#
心中太多傷痕，等不到私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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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BB7#BBCBBfC>#

a'/)89#
我要將你拯救，逃離人類荒謬，#
CCBCB7#7775B5#
就用我的雙手，帶著你走，不掙扎，只緊扣，#
555CBC#C5CB#BBC#BBC#
從未低頭，途經幾百萬傷口，#
75B7#7BBC5B7#
站在我的身後，要確保你無愁沒憂，#
555CB5#CCBC#755B#
不聽閒言，若你好，就已經很足 #

BB77#5CB#5CB#BBC#

]1)19#5#
愛下去，便慶幸我共你能同歌，能同泣，#
C5C#5C5#C5C#77B#77B#
與外界未隔絕，我共你能停止呼吸，#
C5C#5C5#C5C#77B#BBfC>#

O)13a'/)89#
我們身邊太多批評，#
C7#BBCBB7#
干擾敏感生命，不想太清醒。#
BBCBB7#BBCBBfC>#

a'/)89#
我要將你拯救，逃離人類荒謬，#
CCBCB7#7775B5#
就用我的雙手，帶著你走，不掙扎，只緊扣，#
555CBC#C5CB#BBC#BBC#
從未低頭，途經幾百萬傷口，#
75B7#7BBC5B7#
站在我的身後，要確保你無愁沒憂，#
555CB5#CCBC#755B#
不聽閒言，若你好，就已經很足 #

BB77#5CB#5CB#BBC#

F)*-,1#
那裡無人被嫌棄，那裡無人被人欺，#
CC75#57C#CC7757B#
浪漫溫馨一世紀，那裡只得我共你，#
55BBBCB#CCBBC5C#
勝過絕美的晨曦。#
CCCC57B#

a'/)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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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將你拯救，逃離人類荒謬，#
CCBCB7#7775B5#
就用我的雙手，帶著你走，不掙扎，只緊扣#
555CBC#C5CB#BBC#BBC#
從未低頭，途經幾百萬傷口，#
75B7#7BBC5B7#
站在我的身後，要確保你無愁沒憂，#
555CB5#CCBC#755B#
不聽閒言，若你好，就已經很足 #

BB77#5CB#5CB#BBC#

H(92#
生存，就這麼愛到死，很足 #

B7#5CB#5CB#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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