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g ID Song Title
618149 一个人有一个梦想
618068 一串痴情一串泪
618014 一千零一夜
618008 一生何求
618063 一缕情丝
618018 万水千山纵横
618082 万里长城永不倒
618108 不如重新开始
618047 不怕寂寞
618139 不散的空虚
618119 不羁的女人
618073 不醉舞夜曲
618094 与你倾诉
618043 为你钟情
618067 人似浪花
618012 人生嘉年华
618066 人生满希望
618097 仍然喜欢你
618083 仍然是最爱你
从未试过拥有((粤)
618126 从未试过拥有
618146 令世界变得更暖
618140 但愿不改变
618054 你回来吧
618101 你爱我什么
618045 侧面
618044 侬本多情
618103 倾 斜
618015 像雾像雨又像跨
618016 公子多情
618030 关於爱情
618050 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
再见亦是朋友((c-c#)
618142 再见亦是朋友
618148 几分伤心几分疑
618145 分手总要在雨天
618006 千千阕歌
Cali Karaoke

Artist/Lyric
如告知某一些 的恋爱结果会心伤 曾愉快一试何妨...
默默踏进 失落爱的废墟 茫茫然独对风雨吹...
K Tamaki

等她的笑 等她的爱 等她等了 不知不觉一千夜...
潘伟源

冷暖那可休 回头多少个秋 寻遍了却偏失去...
仍在痴痴想昨天往事 无言对视心有所思...
黄_沾(粤语)
粤语)

万水千山纵横 岂惧风急雨翻 豪气吞吐风雷...
啊啊 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 啊啊 睁开眼吧小心看吧...
不如从今天起没名字 不如随著情绪做傻事...
我再也不会怕寂寞 寂寞已用一把锁 锁走真的我...
不散的空虚与我躺深夜里 多么的盼这晚我会安睡...
Peter Kom

当夜已深 原来你再约了别人 此刻空间一角...
Jorge Zarth,dito

恕我再没风度 恕我说话吞吐 但你知否 这只是预告...
木子健

寂寞寂寞心间感觉到 与你倾诉 援助内心的一片糟...
为你钟情倾我至诚 请你珍藏这份情...
Janis I an

人像流水般经过 流向何处不清楚...
林振强_
林振强_(粤语)
粤语)

多麽庆幸 漫天风霜你都愿留下 甘苦两份...
M Nakajma

看夕阳意茫茫 人生满风浪 前途在那方...
天真的恋爱为何留伤悲 再扮作潇洒抛下这个你...
林振强

过去已过去已飘去 流逝片段总念记...
从未试过拥有 一生挣扎永不休...
斜阳艳路途落 满金碎一丝一片 伴我这一刻...
如何令我坚决立志 身心多发展 如何令我不畏暴雨...
苏翁,
苏翁,sun Fung

自悔轻挑讲错话 累你哭泣声咽哑 原谅了我诸般错...
在范围视线便痴看著我 未尽明白你偏偏选择我...
犹如巡行和汇演 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
情爱就好象一串梦 梦醒了一切亦空...
伦永亮

风它跟我纵横每一日 去认识每个新的名字...
K Halonen

我对你的心 你永远不明了 我给你的爱...
刘美君(
刘美君(粤语)
粤语)

红颜每多薄命 公子多情 怜悯歌衫带泪痕...
黎沸辉

(男)关於爱情为了清醒 曾经我愚蠢保留我的心...
若爱上你怎麽躲 梦你迷人笑窝...
期望你转身与我相斯守 辗转错错了未愿放手...
哭泣声绝无意义 它不会扭转分开的心意...
晨曦细雨 重临在这大地 人孤孤单单躲避 转身刹那...
林振强

徐徐回望 曾属于彼此的晚上 看看仍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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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 ID Song Title
618040 原来爱过以後
618086 口不对心
618041 只因喜欢faye
只因喜欢faye
618013 可不可以
618133 可能
618021 哪里的天空不下雨
618125 唱这歌
618051 喜欢你是你
618069 喜爱
618080 因你真正活过
618130 在我心里放了一把椅子
618023 大河涨水沙浪沙
618074 天下浪子不独你一人
618124 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
618120 天大地大
618049 天涯凝望
618135 天若有情
618152 天龙八部
618129 失乐园
618134 失恋
618116 失恋的女人
618100 奇而浓的狂想
618027 她比我更好吗
618072 如夜
618107 始终一天
618118 婚姻勿语
618151 容易受伤的女人
618081 寂寞夜晚
618153 小李飞刀
618075 心酸的情歌
618001 思恋
618137 情人知己
618038 情是这样美
618058 情比雨丝
618099 情浓半身
Cali Karaoke

Artist/Lyric
原来爱过以後 就算一生锦绣 始终有伤心缺口...
林慕德

深宵镜中是我去问我 此刻有那些末及别人...
只因喜欢你 眼里缺点都优美 只因喜欢你...
刘德华

怎能忘记你的声音 曾经每天围绕我身边...
细细夜雨迎着风飘近 像串起心中一切疑问...
男: 别说你已被改变 只有失意 心千千结万般相思...
谭国政

独坐是无味 独坐是困倦乏味 活着是明媚...
相见的最初 我经已无端的心醉 讲不出为何...
谭泳麟

曾深深喜爱著晚空 深深喜爱著晚海...
黄尚伟

飘泊中分不清方向 喜悲不曾留印象...
许常德

我在我心里 放了一把椅子 等着一个心爱的人...
云南民歌

大河那个涨水那个 沙呀浪个沙哟 一对那个鲤鱼...
黄嘉倩

情人的眼中 祈求梦不见清晨 你不想我偏要...
天不下雨天不刮风 天上有太阳 妹不开口妹不说话...
什么使黑白日夜 颠倒一一变色 为什么你我渐...
微微冷风穿过 湿透的发端 红唇热吻于嘴角...
原谅话也不讲半句 此刻生命在凝聚...
女儿意英雄痴 吐尽恩意情深几许 女:塞外约枕畔诗...
陈品

一个人拧著一箱遗憾 在夜的城市中心迷惘...
将敌意将身份放低些吧 今夜里应一起了解她...
小美

情骤来和骤去 不准爱下去 孤单于风里痛哭...
难忘多美丽背影 难忘多美丽笑声...
吴旭文

现在的你比以前快乐吗 还喜欢雨中散步吗...
Dick Lee

你于身边走过 让我不经意看到你 眼光中都知道...
一天一天 始终你有天将发现 是我身影轻轻...
钟镇涛,
钟镇涛,陈钢

没法沟通沟通 我象孤单的观众 望你滔滔不息...
有心人儿用情深 紧紧追缘共度今生...
泪滴染□著迷朦两眼 让万缕思念长怀心间...
虽然一身好本领 儿女情深斩袂断 斩袂断柔情缠绵...
巫启贤

此刻深深的伤透了 我唱著心酸的情歌...
这宵又独坐在萤幕对面 静看当天这些片段...
时光飘过回头又见 长夜细诉别时情...
潘源良

遇上同行又再别离 似是这世界不改真理...
回忆那天 在雨中你哭过多少遍 诚心悔改...
佚名

人海里偶遇跟你 雨中轻□过 回忆当天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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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090 情系半生
618026 情长路更长
618065 戏城记
618121 我哭了
618028 我打了一通不说话的电话给你
618105 我没有恨谁
618127 我真的可以
618009 摘下满天星
618089 无止境的心痛
618046 无需要太多
618110 日女人
618136 日落日出
618147 明日世界终结时
618057 月亮光光
618088 望 月
618098 朦胧夜雨里
618132 来-寻梦
618077 来来回回
618055 梁祝恨
618087 梦中人
618117 梦幻舞衣
618062 梦飞行
618085 棋 子
618033 死心不息
618017 每日怀念你
618115 永远的偶像
618048 没爱一身轻
618010 注定的结局
618037 流下眼泪前
618071 流浪花
618141 深情再别提
清晨我们踏
们踏上小
上小道
618003 清晨我
们踏
上小
道
618020 滔滔
滔滔千里心
千里心
618109 激 情
618093 火舞艳阳
Cali Karaoke

Artist/Lyric
柔情系我半生 是我挂念醉心情人 是你以爱等待...
茫茫人海回头望 熟悉的梦都己散场...
王杰

你可知默默又一年 沉默里盼望你我依然...
是谁人在暗示事前强烈 暗示两人大概出了事...
陈进兴

我写了一封 不寄给你的信 想学会像你连分手...
这晚我再度一个去睡 只得七分醉泪眼却太累...
佚名

霓虹刺眼 就到我怀里 好好的睡一会 别走太远...
黄_沾

漫漫长路远冷冷幽梦清 雪里宇宙见清静...
秋风悠悠掠过 轻轻带走一天 冰冷中呆看照片...
无需要太多 只需要你一张温柔脸容...
几种衣饰一起披上 掩饰身上未禁的性感...
我把阴天好天 一一跨过了 踏过许多许多...
人在相恋时 原是最脆弱时候 无情亦无爱...
夜静更深对朗月 浪月清辉亮 行遍天涯难开家园...
狼在叫 雪正飘 月似镜子天上照 路正长 酒樽摇...
佚名

在毛毛夜雨里 显得一片惨淡 重读你的信里...
这一夜缠绵完后 残留著三分酒味 来提示爱的不羁...
H S /m T

有相聚有分离 还是始终喜欢你...
魂离俗世登蓬莱 跳出苦海 双双化蝶齐共舞...
佚名

梦中人一分钟抱紧 接十分钟的吻...
李敏

合著眼睛推开些障屏 轻松的决定与你共长征...
一天走进花园内 闷里讲诗经 心仿飘进古代...
杨明煌

想走出你控制的领域 却走进你安排的残局...
温馨的当天 永留在漫长梦里面...
卡_龙(粤语)
粤语)

爱像轻烟似白云 是梦幻还似真 美梦失去似雾里尘...
天黑总等到黎明 风沙总沾□眼睛 歌者早经已在意...
Eri Hiramatsu

遗忘吧 你与我闷透的往日情 悠然地说没爱一身轻...
明白你的心事 我竟比你难过 谁被爱得苦...
Keith/peters

若你爱他我成全 我信爱情亦信缘 你俩既愉快...
中岛美雪

从前常共你 在这间茶座倾倾讲讲...
前路有多远更远我更倦 回望已很远更觉心酸...
韩先杰

清晨我们踏上小道 小道弯曲划着大问号...
Paul Simon

滔滔千里 淹天地 痛惜苍生 不幸 筋竭力疲 Woo...
思海中的波涛 滔滔不息飞跃起 心窝中的激情...
I Need Your Love 霓虹舞影的中央 I Need Your K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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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 ID Song Title
618025 灰色的
灰色的逃脱
618123 爱上一个人
618024 爱上一个人
618052 爱你一定快
爱你一定快乐
我心碎
618070 爱到我心
碎
618076 爱情来的时
爱情来的时候
候
618022 片片枫叶情
片片枫叶情
自去偷欢
618035 独自去偷
欢
618007 现代
现代爱情
爱情故事
爱情故事
618150 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人
618084 痛 哭
618053 痴心愿记
痴心愿记取
取
618029 皇後大道东
後大道东
618102 直至消失天与地
直至消失天与地
618036 真女人
618143 硬汉子
硬汉子热女人(
女人(ambbm)
ambbm)
618031 秋来秋去
618092 笑看
笑看风
风云
618131 简爱
紫钗恨
618056 紫钗
恨
618078 缘份
缘份的天空
的天空
618114 缘份的
缘份的诚意
天与白云
618039 蓝天与
白云
618079 讲不出再见
618106 讲多错多
谁又欠
618061 谁又
欠了谁
618032 谢谢您
谢谢您的爱
的爱
618122 赤的疑惑
的疑惑
618144 还仍会想我吗
618091 送你一瓣
你一瓣的雪花
618104 逃离钢斤森林
618019 酒杯敲钢琴
618096 野猫之
野猫之恋
恋
618112 钻石眼泪
钻石眼泪
618095 铁幕诱惑
Cali Karaoke

Artist/Lyric
伦永亮

风它跟我纵横每一日 去认识每个新的名字...
吴旭文

打开我心门 为你点盏灯 你却忽热忽冷 嘴角那个吻...
陈镇川

爱上了一个人 就想要一个吻 只为挽救几乎...
完全是梦的感觉 现在与未来 爱你一定快乐...
王文清

我觉有点冷 阳光虽算多 你去后这个...
巫启贤

道别话要讲半天 分开了片刻都挂念...
邓文杰

片片红叶转 它低叹再会了这段缘 片片红叶转...
杨振龙

未去管谁不满 习惯自己的事由我管 若你走才不管...
陈乐融

别离没有对错 要走也解释不多...
星消失午夜天 最后和你哭着痴缠 心今天请你...
殷文琦

微微凉凉长街中 夜雨极缠绵缠著我...
从没有试过这麽痴醉 凝望你教我梦魂别去...
罗大佑

皇後大道西又皇後大道东 皇後大道东转皇後大道中...
谁曾路过此使我知 生有好意义 谁仍令我恋一辈子...
你要是宁愿幼稚 怕火吻 如愿搭上甚年轻的她...
风波有几多 你永不需要问 愿费尽一生都跟你靠紧...
红红黄黄叶儿伴我窗 飘他方的你可有著凉...
黄站

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 谁能预计後果...
雷颂德

若我将石头 都雕琢过 那样昂贵 你会看轻我...
文采

紫玉钗寄情怀 郎情妾意两无猜 紫玉钗困情怀...
赵容弼

收音机这刻 陪伴我扑进夜里 沿路细听你...
徘徊了不知多少次 回忆彷似一首歌...
古巨基

如你发觉世界像太灰沉 满是愁云没吸引...
C Yong,p Kazo

是对是错也好不必说了 是怨是爱也好不须揭晓...
讲多错多讲多错多 别烦我别烦我啊...
钟启峰

缘呀缘如何解释缘 是偶遇还是个十世冤...
熊美玲

漫漫长路 曾独自孤身走远方 幸得到她跟我流浪...
让快乐为我展开 和你共聚原是可爱...
浮云柔柔在转 心中的感觉飘远...
Chang

树木以孤单的躯壳 白雪的飘泊来期待你...
象套合约合同 闹市令身心都重 内有备注万重...
Regiacorte

酒杯敲钢琴 心里头许多志愿 想实行仿似兜圈...
Woo Woo Woo 夜深中嬉戏野猫一生 美丽偏偏不羁...
古典的天花射灯 令幻象弥漫 旁人无言多冷淡...
谭国政

一声闪电过 无名红火将漆黑划破 一身机械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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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 ID Song Title
618002 阳光和
阳光和小雨
念的经
618128 难念的
经
618138 难言再见
难言再见
618034 雨后阳光
618011 雾之恋
618111 非常夏
非常夏日
日
618064 风之路
风再起
618005 风再
起时
618004 风含情水含笑
情水含笑
618060 风的季节
风的季节
618042 风继续吹
618059 风里的
风里的呼唤
呼唤
618113 黑色午夜
黑色午夜

Cali Karaoke

Artist/Lyric
邓育庆

如果有一天 阳光不见了 世界会变冷 什么也看不到...
春风吻雨葬落日 未曾彷徨 欺山赶海践雪径...
旧日话别时共你 心中不须多挂念...
每次我看见你的脸 我便愿活多一亿一百天...
铃_木

天边一个闪星星 海边一棵闪星星...
Oh Ah E Yeah Oh Ah E Yeah Oh Ah E Yeah Hoo...
周启生

随冰冷北风跨上漫长路 寂寞但我不停步...
我回涂再望某年 象失色照片 乍现眼前这个...
颂_今

轻轻杨柳风 悠悠桃花水 小船儿漂来了...
汤正川

凉风轻轻吹到 悄然进了我衣襟 夏天偷去...
我劝你早点归去 你说你不想归去...
我在风里呼唤著你 盼为你勾起往昔每椿事...
深夜沉默但其实跳动 车内横巷内 藏著爱侣抱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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