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金曲

風繼續吹 (張國榮)
海闊天空 (Beyond)

祝福 (張學友)
認錯 (優客李林)

執迷不悔 (王菲)

不了情 (顧媚)

無心睡眠 (張國榮)
愛的根源 (譚詠麟)

忘情水 (劉德華)
我願意 (王菲)

愛情陷阱 (譚詠麟)
獅子山下 (羅文)

夜來香 (李香蘭)

舊歡如夢 (譚炳文)
天才白癡夢 (許冠傑)

南泥灣 (郭蘭英)
甜蜜蜜 (鄧麗君)
橄欖樹 (齊豫)
一無所有 (崔健)
愛如潮水 (張信哲)
新不了情 (萬芳)
夢醒時分 (陳淑樺)
請跟我來 (蘇芮、虞戡平)
禮，就是「經典」！正值銀禧紀念，新時代電視特別

龍的傳人 (李建復)
大約在冬季 (齊秦)

邀請了資深主持及音樂人盧業瑂、袁卓繁、劉祖德、

但願人長久 (鄧麗君)

盧玉鳳、邵蔚華及何活權，攜手精挑細選了千禧年前
出版的 100 首中英文作品，讓您投選心中摯愛，發掘

何日君再來 (周璇)
你把我灌醉 (黃大煒)

屬於大家的 25 首最經典金曲。讓回憶一起重放！您

酒矸倘賣無 (蘇芮)

更有機會贏得豐富獎品。

情人的眼淚 (潘秀瓊)
給我一個吻 (張露)

歌曲是心情記憶的回放，陪伴我們成長，無懼時間洗

主辦：

對你愛不完 (郭富城)
熱情的沙漠 (歐陽菲菲)
瀟灑走一回 (葉蒨文)
往事只能回味 (尤雅)
恰似你的溫柔 (蔡琴)

協辦：

新鴛鴦蝴蝶夢 (黃安)
一場遊戲一場夢 (王傑)
月亮代表我的心 (陳芬蘭)
你怎麼捨得我難過 (黃品源)

1. 票
 選時間：3月26日早上10時至4月20日下午5時
(西岸時間)。
2. 每人只可投票一次。
3. 網上票選 www.fairchildtv.com 或下載投票表格，並親
身交回列治文時代坊三樓新時代電視。
4. 投
 票人士必須投選共25首金曲，方為有效。
5. 票
 選詳情、其他規則及聲明：
http://www.fairchildtv.com

姓名：

電郵：
電話：

投選表格可網上遞交 www.fairchlidtv.com
或親身交回下列地址：新時代電視 #3300 列治文時代坊
規則及聲明：http://www.fairchildtv.com/gameRules.php

風雨同路 (徐小鳳)

吻別 (張學友)
味道 (辛曉琪)

原來你什麼都不要 (張惠妹)
男人不該讓女人流淚 (蘇永康)

粵語金曲
Monica (張國榮)
紅日 (李克勤)
祝福 (葉倩文)
傻女 (陳慧嫻)

今宵多珍重 (陳百強)
皇后大道東 (羅大佑、蔣志光)
越吻越傷心 (蘇永康)
舊夢不須記 (雷安娜)
難得有情人 (關淑怡)
現代愛情故事 (許秋怡、張智霖)
一起走過的日子 (劉德華)
每天愛你多一些 (張學友)
容易受傷的女人 (王菲)
情深說話未曾講 (黎明)
萬水千山總是情 (汪明荃)

英文金曲
All Out Of Love (Air Supply)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Charles Hart)
Beat It (Michael Jackson)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Simon & Garfunkel)
Candle In The Wind (Elton John)
Careless Whisper (Wham featuring George Michael)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Julie Covington)
Feelings (Morris Albert)
Hotel California (Eagles)
I Will Always Love You (Dolly Parton)
Imagine (John Lennon)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Lori Lieberman)
Love Story (Andy Williams)
Material Girl (Madonna)
Memory (Elaine Paige)
Moon River (Audrey Hepburn)
More Than I Can Say (The Crickets)
My Heart Will Go On (Celine Dion)

似水流年 (梅艷芳)

My Way (Frank Sinatra)
Oh, Pretty Woman (Roy Orbison)
Only You (The Platters)
Sealed With A Kiss (The Four Voices)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Gertrude Niesen)
Stayin‘ Alive (Bee Gees)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George Benson)
The Way We Were (Barbra Streisand)
Today (The New Christy Minstrels)
Unchained Melody (Todd Duncan)
What A Wonderful World (Louis Armstrong)

沉默是金 (張國榮、許冠傑)

Yesterday (Beatles)

上海灘 (葉麗儀)
分飛燕 (甄秀儀、陳浩德)
李香蘭 (張學友)
情已逝 (張學友)
一生何求 (陳百強)
千千闕歌 (陳慧嫻)
夕陽之歌 (梅艷芳)
小李飛刀 (羅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