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 每個年代具影響力女歌手 [打印本頁]

作者: 樣衰杏兒    時間: 2020-1-5 21:31     標題: 每個年代具影響力女歌手

80年代鄧麗君、甄妮、徐小鳯、梅豔芳、陳慧嫻
90年代葉蒨文、林憶蓮、王菲、彭羚、鄭秀文、陳慧琳
00年代楊千嬅、容祖兒
10年代衛蘭、GEM
20年代AGA

同意?

作者: lpj88    時間: 2020-1-5 21:37

20年代Hana.

作者: 銀針粉    時間: 2020-1-5 22:35

引用:

原帖由 樣衰杏兒 於 2020-1-5 09:31 PM 發表

80年代鄧麗君、甄妮、徐小鳯、梅豔芳、陳慧嫻
90年代葉蒨文、林憶蓮、王菲、彭羚、鄭秀文、陳慧琳
00年代楊千嬅、容祖兒
10年代衛蘭、GEM
20年代AGA

同意? ...

10年代Janice、GEM

Janice 唔算lor, 應該係KAY

20年代AGA

邊個係AGA? 小巧姨先係最具影響力，銀獎喎。其他人行開啦!!!

作者: 樣衰杏兒    時間: 2020-1-5 22:49

引用:

原帖由 銀針粉 於 2020-1-5 10:35 PM 發表

10年代Janice、GEM

Janice 唔算lor, 應該係KAY

20年代AGA

邊個係AGA? 小巧姨先係最具影響力，銀獎喎。其他人行開啦!!!

銀獎好巴閉? HANA最受歡迎女歌星一出現，大巧姑彈開

作者: 銀針粉    時間: 2020-1-5 22:49

引用:

原帖由 lpj88 於 2020-1-5 09:37 PM 發表

20年代Hana.

行開啦。hana 叱咤有獎？

作者: 銀針粉    時間: 2020-1-5 22:52

引用:

原帖由 樣衰杏兒 於 2020-1-5 10:49 PM 發表

銀獎好巴閉? HANA最受歡迎女歌星一出現，大巧姑彈開

銀獎當然巴閉

歷年銀獎得主: 陳慧嫻 林憶蓮 關淑怡 鄭秀文 陳慧琳 .....

Hana 拎過金銀銅嗎？

作者: lpj88    時間: 2020-1-5 23:00

引用:

原帖由 銀針粉 於 2020-1-5 10:49 PM 發表

行開啦。hana 叱咤有獎？

商台唔播劇歌, 但Hana出道兩年其他3台都有獎.

作者: Cute師兄    時間: 2020-1-5 23:04

Aga有鬼影響力咩，現在大中華最有影響力得GEM 和 Jolin

作者: 樣衰杏兒    時間: 2020-1-6 19:04

引用:

原帖由 銀針粉 於 2020-1-5 10:52 PM 發表

銀獎當然巴閉

歷年銀獎得主: 陳慧嫻 林憶蓮 關淑怡 鄭秀文 陳慧琳 .....

Hana 拎過金銀銅嗎？

gin lee拎咁多銀獎一點也不巴閉

作者: cu2hk    時間: 2020-1-6 21:20

20年代先幾日，咁快落定論？
仲有點解唔講埋40、50、60同70年代？
都幾十年前仲提黎做乜？明白了

作者: 返工會暈    時間: 2020-1-6 21:53

70s 鄧麗君
80s 梅艷芳
90s 王菲
00s 容祖兒
10s 吳倫芝

作者: autzejj    時間: 2020-1-7 02:40

AGA 知有依個人 但有咩歌就唔知了

作者: 地獄之友    時間: 2020-1-7 14:47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刪除 內容自動屏蔽

作者: 地獄之友    時間: 2020-1-7 14:48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刪除 內容自動屏蔽

作者: ShunNitta    時間: 2020-1-7 15:06

胡杏兒都唱過歌，樓主唔講杏兒…
留翻最無影響力先講

作者: 我不是區賽冠軍    時間: 2020-1-7 15:38

20 年代AGA

作者: netson    時間: 2020-1-7 18:28

8O，9O年代認同，OO後有保留

作者: 陈可然    時間: 2020-1-7 21:29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刪除 內容自動屏蔽

作者: 天使?魔鬼    時間: 2020-1-7 22:01

引用:

原帖由 樣衰杏兒 於 2020-1-5 09:31 PM 發表

80年代鄧麗君、甄妮、徐小鳯、梅豔芳、陳慧嫻
90年代葉蒨文、林憶蓮、王菲、彭羚、鄭秀文、陳慧琳
00年代楊千嬅、容祖兒
10年代衛蘭、GEM
20年代AGA

同意? ...

00年代楊千嬅、容祖兒、衛蘭、Jade、Kay
10年代GEM、Shiga、Sita、AGA、Ginlee、Hana

[ 本帖最後由 天使?魔鬼 於 2020-1-7 10:04 PM 編輯 ]

作者: tavyncuvnzb    時間: 2020-1-8 15:45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刪除 內容自動屏蔽

作者: 樣衰杏兒    時間: 2020-1-10 18:43

引用:

原帖由 天使?魔鬼 於 2020-1-7 10:01 PM 發表

00年代楊千嬅、容祖兒、衛蘭、Jade、Kay
10年代GEM、Shiga、Sita、AGA、Ginlee、Hana

who is sita?

作者: mightykoala    時間: 2020-1-10 19:08

講受歡迎算啦，"具影響力"係能改變歌迷 / 社會 / 甚至國際的人吧？

作者: simpson777    時間: 2020-1-11 00:40

不太理性的命題及討論沒有多大意思
影響力呢家野, 應該比個範圍佢,

例如鄧麗君在大中華區有好大影響力,

但鄭秀文及容祖兒楊千嬅只在香港紅,大中華區雖不算無名, 但影響力有限
當今能比得上鄧麗君的, 應該只有GEM能在大中華區有點名堂, 當然遠不及鄧麗君.
而只算香港區的, 個人只認楊千嬅, 好似hana/aga/Janice Wei, 都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 吐嘈楊千嬅的比較少.

作者: 地獄之友    時間: 2020-1-11 02:03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刪除 內容自動屏蔽

作者: 地獄之友    時間: 2020-1-11 02:04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刪除 內容自動屏蔽

作者: 地獄之友    時間: 2020-1-11 02:07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刪除 內容自動屏蔽

作者: 地獄之友    時間: 2020-1-11 02:09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刪除 內容自動屏蔽

作者: 地獄之友    時間: 2020-1-11 02:14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刪除 內容自動屏蔽

作者: 被隔離的小星星    時間: 2020-1-11 06:09

引用:

原帖由 返工會暈 於 2020-1-6 09:53 PM 發表

70s 鄧麗君
80s 梅艷芳
90s 王菲
00s 容祖兒
10s 吳倫芝

10s 吳倫芝
即係邊位？？點樣有影響力？

作者: 被隔離的小星星    時間: 2020-1-11 06:13

引用:

原帖由 地獄之友 於 2020-1-11 02:14 AM 發表

行開啦 gin lee 先得銀
我屍詞拎至尊呀! 你班蟻民死開啦, 大地係我屍詞腳下呀, 彈開啦其他人

屍詞？？既係邊個？
有咩歌？點樣有影響力？可否介紹一下？

作者: 月華敏棋之遺憾    時間: 2020-1-11 07:50

引用:

原帖由 樣衰杏兒 於 2020-1-5 09:31 PM 發表

80年代鄧麗君、甄妮、徐小鳯、梅豔芳、陳慧嫻
90年代葉蒨文、林憶蓮、王菲、彭羚、鄭秀文、陳慧琳
00年代楊千嬅、容祖兒
10年代衛蘭、GEM
20年代AGA

同意? ...

20年代AGA

呢啲算吧啦
尤其是嗰個乜春小巧

作者: 呀單    時間: 2020-1-11 08:26

twins 算唔算女歌手？  如果計，00年代佢地影響力大得好緊要。

作者: sowina    時間: 2020-1-11 09:51

引用:

原帖由 Cute師兄 於 2020-1-5 11:04 PM 發表

Aga有鬼影響力咩，現在大中華最有影響力得GEM 和 Jolin

係囉，我想講我連AGA一首歌我都up唔出名

作者: 00008888    時間: 2020-1-11 10:37

黃屍JOEY

作者: chancc77    時間: 2020-1-11 11:21

衛蘭？ 佢總共有幾多隻歌？ 佢都可以叫代表？

作者: kids2005    時間: 2020-1-11 11:46

唔評8,90年代，因無留意老歌

00年代楊千嬅、容祖兒
10年代鄭秀雯、容祖兒、吳若希、GEM

10後，衛蘭其實唔係差，但講影響力真係爭左d，可能太低調。所以影響力，個人覺得比吳若希仲要低。吳若希雖則唱功唔好，但有幾年既新歌真係多人識，佢首越難越愛仲有
外國人改編
而sammi同joey亦好明顯好有叫座力，睇concert反應就知，而新歌既傳唱度都較高，間唔中都有d hit歌。

[ 本帖最後由 kids2005 於 2020-1-11 11:47 AM 編輯 ]

作者: 地獄之友    時間: 2020-1-11 12:40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刪除 內容自動屏蔽

作者: 地獄之友    時間: 2020-1-11 12:44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刪除 內容自動屏蔽

作者: 地獄之友    時間: 2020-1-11 12:56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刪除 內容自動屏蔽

作者: 地獄之友    時間: 2020-1-11 15:09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刪除 內容自動屏蔽

作者: 金刀劍    時間: 2020-1-11 15:18

坦白講，10s沒有女歌手有影響力..........
10年代冇
20年代冇

作者: 銀針粉    時間: 2020-1-11 17:42

引用:

原帖由 月華敏棋之遺憾 於 2020-1-11 07:50 AM 發表

20年代AGA

呢啲算吧啦
尤其是嗰個乜春小巧

咩啫，小巧姨拎咗銀獎，天后级了。狗零三認證的

作者: 樓下原始的弟弟    時間: 2020-1-11 18:56

引用:

原帖由 被隔離的小星星 於 2020-1-11 06:09 AM 發表

10s 吳倫芝
即係邊位？？點樣有影響力？

應該係「唔L知」

作者: 07Love06    時間: 2020-1-11 21:02

20...我覺得仍然係容祖兒囉

作者: ust3    時間: 2020-1-11 21:22

70s 係汪阿姐 ? 

作者: wingyee222    時間: 2020-1-11 21:36

引用:

原帖由 樣衰杏兒 於 2020-1-5 21:31 發表

80年代鄧麗君、甄妮、徐小鳯、梅豔芳、陳慧嫻
90年代葉蒨文、林憶蓮、王菲、彭羚、鄭秀文、陳慧琳
00年代楊千嬅、容祖兒
10年代衛蘭、GEM
20年代AGA

同意? ...

AGA？
即係邊個？

作者: 寒冬性感的牛    時間: 2020-1-11 22:02

邊個係AGA?😅

作者: bellst333    時間: 2020-1-11 22:20

最愛楊千嬅

作者: 股海彼得    時間: 2020-1-11 22:51

引用:

原帖由 autzejj 於 2020-1-7 02:40 AM 發表

AGA 知有依個人 但有咩歌就唔知了

Aga的歌暫時只喜歡這首：
『一生所愛-盧冠廷, AGA』，一起來JOOX點播吧！http://www.joox.com/common_redirect.html?
page=playsong&songid=7mHQf4qRMbBz7ymZhEkxhg==&appshare=android&area=hk〈=zh_TW&ksongid=167273 (#JOOX)

作者: illm8888    時間: 2020-1-12 07:22

好明顯00年代以後嘅真係一蟹不如一蟹
一零年代及以後嘅， 好多香港人都唔知佢哋係乜東東

作者: yat69    時間: 2020-1-12 07:23

引用:

原帖由 lpj88 於 2020-1-5 09:37 PM 發表

20年代Hana.

有乜嘢影響力？
影響到d乜？
影響到政治？股市？學術？

作者: Kai_Fong    時間: 2020-1-12 10:38

引用:

原帖由 cu2hk 於 2020-1-6 09:20 PM 發表

20年代先幾日，咁快落定論？
仲有點解唔講埋40、50、60同70年代？
都幾十年前仲提黎做乜？明白了

係囉, 廿一世紀二十年代先開始幾日, 來日方長, 話唔定半路殺出個程咬金都唔定呢。

大家放長雙眼睇吓啦。

作者: sprewell2222000    時間: 2020-1-12 10:40

AGA    

作者: cu2hk    時間: 2020-1-12 10:52

引用:

原帖由 Kai_Fong 於 2020-1-12 10:38 AM 發表

係囉, 廿一世紀二十年代先開始幾日, 來日方長, 話唔定半路殺出個程咬金都唔定呢。

大家放長雙眼睇吓啦。

20年代最具影響力嘅女歌手我大概心裡有數，係度講出嚟，大家現在反應九成九係：嘩嘩嘩....未聽過...
佢未畢業，能歌善舞，演繹歌曲有感情，技巧純熟，也有很多演出經驗，我相信這十年她有力會成為香港一線女歌—- 如果有心和有運氣。

作者: kpchg4    時間: 2020-1-12 11:29

AGA 係邊個，唱過咩歌？

作者: tn01041681    時間: 2020-1-12 12:10

應該係話暫時係gem之後都冇一個有影響力

作者: yamade2017    時間: 2020-1-12 14:22

自從實體CD在這世代逐漸畏縮，年青人只免費網上下載聽歌，千禧過後已冇巨星誔生，主因無公司會做蝕本生意。曾幾何時金白銷量能養活幾多人，依家…

作者: Handsome廷    時間: 2020-1-12 17:30

衛蘭？一定唔係，一定係gem

作者: 進擊的老闆    時間: 2020-1-12 22:53

80 年代 祖兒

90 年代 祖兒

10 年代 祖兒

20 年代 祖兒

21 年代 祖兒

作者: 籠中清涼的羔羊    時間: 2020-1-13 01:53

M記歌后Aga

作者: 被隔離的小星星    時間: 2020-1-14 01:37

引用:

原帖由 地獄之友 於 2020-1-11 12:56 PM 發表

10729406
此中老女子受千人朝拜
你竟不識泰山??

未見過...唔識喎...
邊度出嚟？

作者: 地獄之友    時間: 2020-1-14 01:44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刪除 內容自動屏蔽

作者: 地獄之友    時間: 2020-1-14 01:47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刪除 內容自動屏蔽

作者: 被隔離的小星星    時間: 2020-1-14 01:52

引用:

原帖由 cu2hk 於 2020-1-12 10:52 AM 發表

20年代最具影響力嘅女歌手我大概心裡有數，係度講出嚟，大家現在反應九成九係：嘩嘩嘩....未聽過...
佢未畢業，能歌善舞，演繹歌曲有感情，技巧純熟，也有很多演出經驗，我相信這十年她有力會成為香港一線女歌—- 如果有心和有運氣。 ...

你發掘到未來新星？？
能歌善舞嘅人現代比以前多好多，可唔可以跑出除咗有冇心，又要睇個人魅力，再要睇運氣。
我以前身邊都識好多優秀嘅人，一樣有條件有魅力，但只係普通人，所以覺得現代好多人都有呢種天份，受唔受歡迎，影響力幾大，除咗睇運氣，就要再睇個人內在更多。

作者: 被隔離的小星星    時間: 2020-1-14 01:53

引用:

原帖由 地獄之友 於 2020-1-14 01:44 AM 發表

屍詞呀姐你都唔識??
山寨寨主來!!!!

唔識...
幾時開始彈出？點樣彈出？係幕前定幕後？

作者: 被隔離的小星星    時間: 2020-1-14 01:59

引用:

原帖由 地獄之友 於 2020-1-14 01:44 AM 發表

屍詞呀姐你都唔識??
山寨寨主來!!!!

好耐冇睇香港嘅嘢，所以近幾年香港歌影視嘅真實動向都唔太清楚。

作者: 地獄之友    時間: 2020-1-14 02:01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刪除 內容自動屏蔽

作者: 地獄之友    時間: 2020-1-14 02:09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刪除 內容自動屏蔽

作者: 被隔離的小星星    時間: 2020-1-14 05:54

引用:

原帖由 地獄之友 於 2020-1-14 02:01 AM 發表

人地屍詞係大作詞人黎
寫過一首九個字既黃歌
叫人遍地開花呀😆😆😆
乜冇人識? OH
佢仲話, 成隻歌既題材係佢定架, 好大影響力呀!!! 全部幕前後人都睇佢頭架! 排都要排自己第一呀

作詞: 詩詞 

不過你不可以講呀姐唔like既野, 唔係你就.....死得好慘了😏😏
因為佢既自大又小家, 最中意做王后, 假以時日, 成為全樂壇 ...

全部幕前後人都睇佢頭？
本身撈咗好多年？點解可以令全部人睇佢頭？

作者: 被隔離的小星星    時間: 2020-1-14 06:01

引用:

原帖由 地獄之友 於 2020-1-14 02:09 AM 發表

其實唔識好正常 老鼠都唔識她嘛

不過佢好像有很多“不收費”既呀叔兵打手, 不停開帖讚美佢d大作咁

說回正題, Sammi影響力仲有DD

Sammi有影響力係正常，由我細個唔識聽歌年代開始儲fans，當年當紅女歌星其中之一，一直投入喺事業咁多年喎...咁多年後仍然喺紅館開咁多場show一樣咁搶手，話無影響力
都唔合理啦

作者: LaLaChow39    時間: 2020-1-14 15:36

陳慧琳有咩影響力呀？

作者: 無情者.有情人    時間: 2020-1-14 16:50

欣宜＋小巧

作者: 名稱    時間: 2020-1-14 20:01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刪除 內容自動屏蔽

作者: 地獄之友    時間: 2020-1-14 20:58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刪除 內容自動屏蔽

作者: 469293798    時間: 2020-1-15 11:04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刪除 內容自動屏蔽

作者: mightykoala    時間: 2020-1-15 14:55

引用:

原帖由 yamade2017 於 2020-1-12 02:22 PM 發表

自從實體CD在這世代逐漸畏縮，年青人只免費網上下載聽歌，千禧過後已冇巨星誔生，主因無公司會做蝕本生意。曾幾何時金白銷量能養活幾多人，依家… ...

CD轉網上只係載體不同，商人賺錢方式改變。

千禧後生產唔到巨星，係實力問題。每代年青人都有偶像，轉左迷境外明星，先係商人無錢賺原因。

作者: 崖上變出了薯仔    時間: 2020-1-15 15:20

總結嘅很到位呀

作者: KidKen    時間: 2020-1-15 16:12

引用:

原帖由 mightykoala 於 2020-1-15 02:55 PM 發表

CD轉網上只係載體不同，商人賺錢方式改變。

千禧後生產唔到巨星，係實力問題。每代年青人都有偶像，轉左迷境外明星，先係商人無錢賺原因。

啱呀，歐美千禧後都出咗好多巨星，Adele, Lady GaGa, Taylor Swift, Ed Sheeran等等， 所以係唔關網上聽歌事

作者: 波爾修斯    時間: 2020-1-15 16:52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刪除 內容自動屏蔽

作者: DEVILQUEEN    時間: 2020-1-15 18:35

7-80年代

汪明荃係最紅👍❤ 👍❤ 

作者: DEVILQUEEN    時間: 2020-1-15 18:37

引用:

原帖由 ust3 於 2020-1-11 09:22 PM 發表

70s 係汪阿姐 ? 

可以肯定

作者: 樣衰杏兒    時間: 2020-1-16 21:09

引用:

原帖由 DEVILQUEEN 於 2020-1-15 06:35 PM 發表

7-80年代

汪明荃係最紅👍❤ 👍❤ 

徐小鳯?

作者: 銀針粉    時間: 2020-1-16 21:32

小巧姨將會係20年代殿堂級天后

作者: DEVILQUEEN    時間: 2020-1-16 21:44

引用:

原帖由 樣衰杏兒 於 2020-1-16 09:09 PM 發表

徐小鳯?

當年最紅係汪明荃鄧麗君甄妮徐小鳳

作者: 樣衰杏兒    時間: 2020-1-16 22:18

引用:

原帖由 銀針粉 於 2020-1-16 09:32 PM 發表

小巧姨將會係20年代殿堂級天后

金針獎拎到先殿堂

作者: 銀針粉    時間: 2020-1-16 22:38

引用:

原帖由 樣衰杏兒 於 2020-1-16 10:18 PM 發表

金針獎拎到先殿堂

信我。小巧姨幾年後超容(視兒)趕(小)鳳

今年已拎銀獎，指日可待

[ 本帖最後由 銀針粉 於 2020-1-16 10:39 PM 編輯 ]

作者: KidKen    時間: 2020-1-17 07:09

引用:

原帖由 DEVILQUEEN 於 2020-1-15 06:35 PM 發表

7-80年代

汪明荃係最紅👍❤ 👍❤ 

甄妮，小鳳姐？

作者: DEVILQUEEN    時間: 2020-1-17 14:22

引用:

原帖由 KidKen 於 2020-1-17 07:09 AM 發表

甄妮，小鳳姐？

三分天下

作者: 地獄之友    時間: 2020-1-19 02:35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刪除 內容自動屏蔽

作者: 真命天子    時間: 2020-1-19 03:02

點可以無阿kay...佢人靚多人like,唔少歌講社會好多黃絲鍾意...
其實twins都係夠影響力，夠哂hit陪好多8,90後成長，唱功差係另一回事

作者: 樣衰杏兒    時間: 2020-1-19 20:16

引用:

原帖由 地獄之友 於 2020-1-19 02:35 AM 發表

等睇胡杏兒、小巧姑、欣宜三分天下呀下！

加埋屍詞就會四分五裂

作者: 地獄之友    時間: 2020-1-19 21:50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刪除 內容自動屏蔽

作者: Trentwi    時間: 2020-1-19 23:41

而家多一卜

作者: 沙漠橙色的鱼    時間: 2020-1-21 14:44

容祖兒容祖兒

作者: 戰狼王    時間: 2020-1-21 17:12

引用:

原帖由 樣衰杏兒 於 2020-1-5 09:31 PM 發表

80年代鄧麗君、甄妮、徐小鳯、梅豔芳、陳慧嫻
90年代葉蒨文、林憶蓮、王菲、彭羚、鄭秀文、陳慧琳
00年代楊千嬅、容祖兒
10年代衛蘭、GEM
20年代AGA

同意? ...

同意

不過要加多個葉麗儀，佢首上海灘是全球最多人認識的廣東歌，第二位才是千千。

作者: fedax1010    時間: 2020-4-29 19:51

引用:

原帖由 ShunNitta 於 2020-1-7 03:06 PM 發表

胡杏兒都唱過歌，樓主唔講杏兒…
留翻最無影響力先講

胡杏兒唱歌其實唔差

作者: Fainx1917    時間: 2020-4-30 22:11

引用:

原帖由 fedax1010 於 2020-4-29 19:51 發表

胡杏兒唱歌其實唔差

胡杏兒 蘇怡 所以話 高新科技 囧 白河愁，青音海斗。茱麗葉.美女阿重霞伯爵第5使A徒山本玲。加路蘭度, 奇犽.揍敵客。 香港小姐 . - 20204250651 不就是指胡小姐 胡杏兒
MACAU .Myolie個印，前海.海歸嗎?. misshk.zil  .This…537字 Hong Kong says I miss you Jimmy 唔係胡小姐。
.
ipfs:// . ipfs 你地(美國)睇成Name我地只係睇成Alias. [].BitCoin每一個都是唯一的。[].我咪買個(你好抵死)(都係唔買啦)Bitcoin(即係Zil)囉。[][].原來美國日常交易工具係咁用.
[].記載承諾(of america). [].嗱你每用1美金就要記得啦… .香檳://千年梅瑰.佢有執入去zip they have ipfs://kingfrance.zil ipfs://lawrance.zil/ .crypto domains live in Opera for
Android. Keep單啊。  aaa.zil, 有單係keepsake黎。
.
1943 Universe 宇宙 1942 Space 空格(英文字母)
1979 Galaxy 加拿大的XY坐標 (-16120, 04)
影響力 in Galaxy, 加拿大的XY坐標 (-16120, 04) ，1磅的福音，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 的 Galaxy。 我以為你講緊地球。TVB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NOVEL 3級著作NOTREAL即係假。影響力 ..(影Shadow Noise)，仲弱過一般人嘅影响力。[][]. 皇家控軍.伊斯闌.Slayers白色衫嗰個。
其中一種遊記NOTREAL(1990)-Novel(1992)記緊豁達妳的有老細末但已WAR。
.
第5使A徒。金字塔頂，埃及。.

擺隻鷹係道咪得囉 唔準行入黎 死嘅行出去 我地辦喪事 - 埃及國旗
萬有，Mah。你憑咩同佢比影響力。哦，你比女歌手咋可。
.
RULES 萬有律法 萬有(Mah) 一切相當於古代嘅稱都屬於我地。法治之區不容入侵。損毀者需賠償50(倍)(註 ercent係1750ad時期用黎過骨)。不准入侵我嘅地方。(SIR我嘅,
雅閣)不准侵吞公用地方。不准使用他人勢力。不得作反。如遭檢控，判死。|||. – 20201141531
萬有律法 RULES
.
蘇怡 山本玲 藍.天道家.第三世界.天道小茜.碧奇.無敵.蔡賽西.節子.囧.綾波麗.瑞司令.優.卡逃難之士.阿兒1.莉莉絲.皇崗.白龍.米妮瓦拉歐.薩比.要塞.超時空要塞.自護.老子.哥斯
拉.布歐.亞薩斯泰姆.泰姆.子彈.滕條太郎.青音海斗.海斗.Q太郎.鴨嘴獸.白河愁.黑曜石.惡魔城.惡魔少年.杜拉格斯.射手座.艾俄洛斯.金馬.王牌.同盟.王牌同盟.梅花王牌.大和.魔幻.
阿斯蘭薩拉.國木田楓.昴涼子.西布克亞諾.茉莉卡.歌奧胡力奇.核.高達.重高達.使A徒.龍翔道.海子.黎明美.海歸.海信.前海.海.貔貅.阿重霞.蒂安.收皮.茱麗葉.美女.贝儿.海德.伯爵.
公主.海德伯爵.神谷薰.山本玲.第5使A徒.聖德.聖騎.薰.先治.南嗣.碇真嗣.飛鳥.飛鳥大貴.加路蘭度.加路.黑暗.汝.蘭度.水野亞美.奇犽.揍敵客.高新科技.High Technology.
.

引用:

原帖由 樣衰杏兒 於 2020-1-19 20:16 發表

加埋屍詞就會四分五裂

皇崗Volgons.山本玲.哥斯拉, UO3d 第3世界
詩單 是但 Volgon's Pottery - Vogon poetry is a variety of poetry, often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the worst. It is sometimes used by the Vogons as a torture method, as it
causes physical pain to the hearer. A notable example of this was when they tortured Ford Prefect and Arthur Dent after the Dentrassis let them hitchhike onto the ship.
According to the 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 Vogon poetry is the third worst . . - 20204301013. 花旦 水蛋
寡頭壟斷，優柔寡斷，斷章取義，星界的斷章。

[ 本帖最後由 Fainx1917 於 2020-5-1 10:18 AM 編輯 ]

作者: Fainx1917    時間: 2020-5-2 20:14

尋日係沙田搞事班黑暴咁樣圍住自己係咩玩法？ sos 浸會大學原來係沙田架。

1979 Galaxy 加拿大的XY坐標 (-16120, 04) II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
影響力 in Galaxy, 加拿大的XY坐標 (-16120, 04) ，1磅的福音，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 的 Galaxy。
1磅的福音 - 空格(比電視機打中嘅女仔)教緊加拿大的XY坐標 (-16120, 04)(部電視機)影響力(.AT FIELD)。每個年代具影響力女歌手 🍮 England 鳥葬 華景山莊 新版 英格兰 香
格林. JIMMY 🇫🇷 ipfs://kingfrance.zil 歐盟 按文字獄處理。.According to what you did in Treason.. CAP.162 法國 由皇家擁有。

唔記得睇火，電視機跌落街 廣告
https://youtu.be/1MQsFy77iBw 3m31s
https://youtu.be/n4wyDNpKQoc

[ 本帖最後由 Fainx1917 於 2020-5-2 08:40 PM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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