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身•友•情人（Company） 

All:  
Robert Robert Robert Baby Robert Baby Robert Robert Baby 
今日昨日一直不見人 
一直就係這樣不見人 
生日大事也沒慶祝真枉過 
一路直落這夜慶祝一起過 
我地我地到齊到賀 

佢未知今晚有咩事 

不用不用不用一個人（今晚今晚一於要飲 又再飲） 
生日梗係一大班友人（今晚今晚一於要飲又再飲） 
約定去為你來慶祝請靠近（醉完然後再飲） 
我地會為你來慶祝請靠近（醉完然後再飲） 

佢係佢係佢係有情人 
無奈未有有心人 發現發現佢係有情人 
成熟仲要單身 從來未結過婚 係筍盤 

Robert:  
衰鬼講乜仲係未結婚 猜枚飲酒說笑最開心 
熱熱鬧鬧是氣氛 深宵吹水不會願瞓 
知己眷顧大半生 即使分開雖遠亦近 
鑽石是我 再沒原因 獨個去渡餘生 
最終沒原因 未婚 

若有著你哋已是有幸 
如有著你哋已是這生有幸 
如有你哋已像有着情人 
我有着良朋密友其實就夠 

All: 
Robert Robert Robert baby Robert baby Robert Robert baby 

今日昨日一直不見人 
一直就係這樣不見人 
生日大事也沒慶祝真枉過（Robert：真正老友沒有半分保留）  
一路直落這夜慶祝一起過（Robert：真正老友遇上已經一無所求） 
我地我地到齊到賀（Robert：總會在旁一生守候熱情如白晝） 
佢未知今晚誰出現（Robert：總會在旁一生守候走過了深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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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不用不用一個人（今晚今晚一於要飲 又再飲） 
生日梗係一大班友人（今晚今晚一於要飲 又再飲） 
約定去為你來慶祝請靠近（醉完然後再飲） 
我地會為你來慶祝請靠近（醉完然後再飲） 

佢係佢係佢係有情人 
無奈未有有心人 發現發現佢係有情人 
成熟仲要單身 從來未結過婚 係筍盤 

呢位呢位先生未結婚 三張幾都單身未結婚 
孤家寡佬沒女人 深宵打機不會願瞓 

知己眷顧大半生 即使分開雖遠亦近 
鑽石是你 再沒原因 獨個去渡餘生 
最終沒原因 未婚 

若有著我哋已是有幸 
如有著我哋已是這生有幸 
怎會怕未有伴侶未結婚 
要快樂哪用結婚 
未結婚 
當得到真正密友 

Robert: 
總會在旁一生守候 
一世好友從前以後 
相愛相親共同走過今生與來世 

All: 
從未會分 
不會分不會分 
不會分密友 
不會分密友 
不會分密友 
不會分 
心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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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事（The Little Things You Do Together） 

如同摔角跟你早晚角力 
一起打轉 丟失分吋 
撞親 難以確保安全  

唯恐你酒醉思緒錯亂 
每月要做開支點算 
一次一次反覆數算 
認真 來個預算 

Uh….huh….. 

如常跟你洗熨清潔抹地 
光陰的箭 光速走遠 
就咁成世已經玩完 

行超市跟你睇下價錢 
每件貨物一起點算 
減價新貨一起清算  
賺到 毫半就算 

在年月裡同步合作 
未忘俗世的責任 
若然願意齊齊渡過 
就如此一生一世 

如黑髮早己急切脫落 
腰骨酸軟不必嗟怨 
互相 微笑便暖 

如果這一世一世就完 
我未決定不知怎算 
一切一切點樣打算 
別想  人世 有多少年 

結婚………結婚…. 

你知婚姻從來未盡如意 
不怕艱辛要一再嘗試 
每種婚姻都有獨特難處 
終有天都會真正合意 
如人生探戈 
如你願意如你願意如你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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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結婚無乜野趣味 
即使吵架 不必生氣 
儘管 勞氣 永不分離 

如果結婚有乜野趣味 
半夜以後一起冚被 
生個蘇蝦不得不理 
讓他 融化掉你 

讓時日去提煉默契 
若然扮作不在乎 
若然悶了期待下次 
轉眼一生好襟計 

如果結婚有乜野趣味 
天天相見 一起改變 
耐心 微笑互勉 

如果結婚有乜野趣味 
老伴也就好比空氣 
一世一世都依戀你 
就咁 成世 無乜出奇 

uh huh……結婚……uh h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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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無結婚（Sorry-Grateful） 

如果無結婚 人生會更好 人生或更差 邊位知道 個天知道 
如果無結婚 無非你會諗 人生又會點 應該怎過 最終都過 

有着她一切 都變好  
有時她將一切 都變糟 
如果無結婚  能否更開心 人生無 take two 不需知道 
你的一生 只有這一次 只要真心珍惜過 好好的去過 

如果無結婚 人生會更好 人生或更差 邊位知道 個天知道 
如果無結婚 情感靠信心 能否就與她 相依一世 你不知道 

有人分享一生美好 有人分擔傷痛不太糟 
如果無結婚 能否更開心 人生無 take two 不需知道  
你的一生 只有這一次 只要真心珍惜過 好好的去過 

你的一生 只有這一次 只要真心珍惜過 好好的去過 
珍惜這一切 不必想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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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他唗鬼氣（You Could Drive a Person Crazy） 

前日昨日也來找我 然後這夜已停機 
誰在發誓以後相愛 然後再沒有提起 
就算我是愛着 Robert  多餘 他不心領 
如若掛念午夜痴纏  激情 最終激鬼氣 

如像老舊愛情小說 如爛尾別再提起 
情路折騰以後分別 緣份已盡無玄機 
結局最後 嘆一口氣 怨都唗氣 
不要幻想愛是那樣旖旎 
如相見 然後以後不見 然後再會收線 真唗鬼氣 

然而他也知道他有方法冧死女神 誰可以可以迫他結婚 
如一切心照他只不過想找個人 來放在背後當做陪襯 
如某月某日某地某段依偎之後 才發現這份愛是憐憫 
如以後以後以後過路都不相遇 從此我知道不可再等 

怎麼 他把我踢出公海 
怎麼 與他似置身障礙賽 
一生 去追這一顆走馬燈 
怎麼 可相信是真愛 

當我仿似置身天堂 轉眼摔進地府 
其實我不甘心 因乜解究乜鬼都要接受 

如像老舊愛情小說 如爛尾別再提起 
情路折騰以後莫非別離 緣份已盡無玄機 
就算這夜再度痴纏 多餘 棧衰收尾 
如若到達午夜子時 請辭 再等唗鬼氣 

如像老舊愛情小說 如爛尾別再提起 
情路折騰以後分別 緣份已盡無玄機 
不再激氣 我不生氣 嬲都唗氣 
要爽快做出漂亮告別的決定 
如相見 其實有如不見  
來吧再會 是誰是誰被騙 不再不再被騙 
跟你相愛 唗氣 我放棄放棄放棄放棄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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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女點至勁（Have I got a Girl for You） 

Larry:
究竟搵個咩女人 終歸才合襯 
你想搵個咩女人 至合心 
身材玲瓏還附帶明亮眼睛 纏綿時騎住你鬼咁熱情 
明晨來迷住你然後無影 真係好費神溝女點至勁 

Peter： 
究竟搵個咩女人 終歸才合襯 
你想搵個咩女人 至合心 
刁蠻難纏唔合作成日發嬲 
平常人其實有乜隔夜仇 
神情如像淑女容易怕醜 
真係好費神溝女點至受 

Peter and Larry ： 
究竟搵個咩女人 終歸才合襯 
你想搵個咩女人 至合心 
David, Paul and Harry:  

  終歸才合襯 究竟搵個咩女人
我真不了解佢個心 

All husbands: 
清晨零時如若你期待被窩 
誰誰誰潛入去如像拍拖 
然而隨時日過成日駁火 
不論終歸是好醜都最好搵返個 

現實就係 浪漫無乜忙亂附送 
現實就係 賣力每分鐘 
現實就係 若是有天寒流漸凍 用一雙手織頸巾俾佢用 

現實就係 日日放工齊齊做餸 
現實就係 合力去奔波 
現實就係 靜候某天齊眉白髮 
就此一生溫馨的相伴 

婚姻中一天天相伴 
想不想一天天相伴 
不知之間匆匆時日過 

劇場空間音樂劇《單身．友．情人》 
粵語填詞：黃明樂



有個她（Someone is Waiting） 

如若能遇到 那一個她 每天也會因我牽掛 有吧？ 
如若緣份到 那一個她 似水也似詩似真也 如假 
姻緣安排 一生牽這手吧  
一無所求 只想緊抱她  
燈火裡 儘管愛吧  
似花似夢似畫  
解碼吧 給我試吧  
這個愛情密碼  

如若從沒有 那一個她 會跟我一起說婚嫁 算吧 
其實從沒有 那一個她 會跟我一起置身這 童話 
磋跎的人 一生一世等吧  
終極等待一水的鏡花 
相愛沒原因極殘忍要留心若然有幸欄柵之處  
一看真 才發現 一個她  
發現 一個她 發現 一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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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來人往（Another Hundred People） 

尾班車開出車中的沙甸魚滿瀉 眾生追趕快車 
又有通宵巴士飛奔高速急轉落斜 眾生急轉落斜 
望見天邊飛機一天之間穿州過省 
眾生孤身上機 再孤身趕快車 再孤身省過省 剛到就要扯 

是陌生的一張臉 不知究竟在哪方 
陌生的千張臉 不知究竟在哪方 
人在冷冰繁華鬧市 

如若有天 可偶遇誰共渡 極漫長夜晚 
人人在踫杯 想快樂隨便吧 若是仍未慣 
喝醉了身驅 漆黑裡倆手牽 分享這臂彎 

你我若最終 相約大除夕夜 共渡仍未晚  
纏綿在我家 終於不覺孤單 不必相見恨晚 
到了你的家 一起追看煙花 綿綿夜話在說最愛艷陽如仲夏 
情人若是願意廝守到白頭就是幕下 

到了天一光他她他她都不知去向 
到了天一光他她他她都不知去向 
到了天一光他她他她都不知去向 
到了天一光他她他她都不知去向 
到了天一光他她他她都不知去向 
再有通宵巴士火車飛機即將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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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結婚（Getting Married Today） 

Female Solo:  
這幸福 婚紗跟戒指 譜出一厥詩 
共建人生信望愛 今晚講願意 

Paul: 
從今起每一日 一起去經歷 晴天跟雨天 
這一生跟你相愛 同分享動人故事 
容許今世今後 每一天也真心相愛 

Amy: 
喂喂喂喂 在座在座 老細老細 搞緊邊科 這晚這晚 逐漸入座 
每個每個 嘉賓來自 世界各國 非洲亞洲 你你妳妳 無謂預我 
今天今天 今天結婚 今天今天 齊來做證 不惜千金 送禮送貨 
不惜千金 穿戴認真 返歸返歸 每個老細 婚姻婚姻 可會認真 

快嫁人 然而我 我唔結婚 
要嫁人 然而我 我唔結婚 
咪嫁人 原來我最難與他合襯 

Female Solo:  
這日子 簽一張證書 相依一輩子 
願你無需太害怕 今晚講願意 

Amy: 
兩個老襯 日日夜夜 怨怨對對 多不甘心 勉強結了 就渡蜜月 
轉眼過了 蜜月然後 你會厭棄 身邊這位 瞓覺拍檔 然後為了 
一紙婚書 一生去等 一紙婚書 為何重要 一紙婚書 你有我有 
一紙婚書 不算甚麼 一紙婚書 你有我有 一紙婚書 不算甚麼 

快嫁人 然而我 我唔結婚 
要嫁人 然而我 我唔結婚 
快嫁人 然而我 我唔結婚 
要嫁人 然而我 我唔結婚 
咪嫁人 原來我最難與他合襯 

結婚 然後分 橫豎到 最終不相襯 
結婚 如認真 其實你都很天真 
誰認真 誰願等 誰又分 結婚終必分 
結婚 如問心 承諾有多少真心 

佢會佢會 日後日後 永遠懊悔 鬱鬱終生 我會我會 日後日後 
算了算了 不必上心 轉轉轉轉 失去重心 轉轉轉轉 盲目地轉 
高高低低 都已望穿 消失消失 無謂恨怨 今天應該 與佢再見 
今天應該 好快就閃 今天不應 勉強再見 今天應該 好快就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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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嫁人  然而我 我唔結婚 
要嫁人  然而我 我唔結婚 
快嫁人  然而我 我唔結婚 
要嫁人  然而我 我唔結婚 
就咪嫁人  原來我最難與他合襯 

Female Solo: 
這餘生 好歹不會知 悲歡一輩子 
若你從此 放下了 不要講下次 

Paul: 
從今起每一日 一起去經歷 晴天跟雨天 
這一生跟你相愛 同分享動人心事 
容許今世今後每一天也讓我能夠 
與你甘苦與共 

Amy: 
結婚 然後分 橫豎到 最終不相襯 
結婚 如認真 其實你都很天真 
誰認真 誰願等 誰又分 結婚終必分 
結婚 如問心 承諾有多少真心 

你咪嚇我 現實就係 我會我會 即刻「累」低 
你咪試我 現實就係 你咪試我 諸位貴賓 
有理無理 即刻散水 你咪理我 無謂令我 
瘋瘋癲癲 不知會點 應走該走 誰又預見 
不必祝福 勉強送禮 不必擔心 早有預感 
不應開心 我會冷笑 婚姻婚姻 早晚亦分 

Paul:
快快來（然而我 我唔結婚）
見吓人（然而我 我唔結婚）
已到齊（然而我 我唔結婚） 
要進場（然而我 我唔結婚）

Amy：
咪進場 原來我最難與他合襯 
（快進場 來行禮我們這麼合襯）
 Amen Amen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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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命妻子（Marry me a Little） 

今晚黑若要走 不再返轉頭 聽晚可以回頭 熱情是前奏 
若承諾能永久 一切都接受 老病痛亦要留守 無盡頭 

當我孤獨喝酒 給我溫柔  相處講究時候 就如做朋友 
若然未能放手 不要講以後  

情愛要談節奏 難放也難接收 試問誰 走到最後 都有豐收 
高價待發售 出價便有售 有天有天誰叫暫停 不要哭 知道嗎？ 
有情人 要白頭 走到白頭 罕有 

這個真命女子 分秒不要遲 給我一切承諾 願同步嘗試 
熱情就如襯衣 穿上真太易 脫下了就會停止 我猶疑 

這世間若你知 戀愛的禮儀 相處可會容易 問誰沒難處 
問誰又能看通 戀愛的意義 太攰了 就要停止 
有情人 相戀不易 

如我有緣某次 尋到這奇女子 無猶疑 終此一生 珍惜彼此 
天意若注定 只要是注定 哪天哪天如有偶遇 我們會猶疑嗎 
無猶疑 無猶疑 不要猶疑 這晚 請偶遇  

這份愛亦會溜走 要白頭 必需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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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許個願／友共情 
（Side by Side by Side/What Would We Do Without You?） 

 （對白：我係話，當你有一班咁既朋友，仲……） 

祈求甚麼 良朋若相聚 肩並肩並肩 
寂寥夜深 及時又出現 肩並肩並肩 
我地每張 合照 肩並肩並肩 
確係老死 未變 
（一世 一世都會不變） 

大時大節 話題亦不斷 肩並肩並肩 
極忙亦踫杯 實情為充電 肩並肩並肩 

這夜有着你 不必許願 心聲都有知己和應 肩並肩並肩 

Couples: 
虔誠就如願  你若信最終遇見 

Robert, Amy and Paul: 
一世一生 亦來做兄弟 飲兩杯兩杯 
 All: 
欲言又止 若然是心事 講我知我知 
我地無咩 大志  轉眼一輩子 

couples： 
你若有咩 嘗試 緊記緊記講我知 
大情大性 就無懼考驗 傾訴俟近點 

All： 
問題未算多 做人是經驗 苦惱擺兩邊 

Robert： 
要是你問我 畢生心願 一生都擁有 知己互勉 

all but Sarah and Robert：肩並肩並肩 

Robert：  
得到好友 得到的太多 
邊個講過 不想後悔終生就要結婚 

Couple： 
我地一起手挽手 終老一世是朋友 
情懷依舊 我地仍親厚 若注定無佳偶 仍快樂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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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地一起飲過酒 鬼馬風趣熱情荒謬 
發夢照舊 亦發誓以後 要 一世依靠 一世互勉 一世守候 
一世倘若未長久 今晚聚首都足夠 

我地一起手挽手 終老一世是朋友 
情懷依舊 我地仍親厚 若注定無佳偶 仍快樂喝酒 

我地一起飲過酒 鬼馬風趣熱情荒謬 
發夢照舊 亦發誓以後 要 一世依靠 一世互勉 一世守候 
一世倘若未長久 今晚聚首都足夠 

我地一起手挽手 終老一世是朋友 
情懷依舊 我地仍親厚 若注定無佳偶 仍快樂喝酒 

我地一起飲過酒 鬼馬風趣熱情荒謬 
發夢照舊 亦發誓以後 要 一世依靠 一世互勉 一世守候 
祝你生日盡忘憂 

Robert： 
良朋聚首都足夠 

All except Robert：  
今世他生 亦來做兄弟 肩並肩 
壽辰在這天 及時又出現 肩並肩 
我地會為你 深宵許願 祝你未來一生被愛 
肩並肩並肩並肩並肩並肩並肩並肩並肩並肩並肩並肩
Happy Birth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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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公咯（Poor Baby） 

Sarah:
有事 有事 實有事
如若得佢 沒有人 陪住佢 無人親近注定不幸

陰公咯 
他一個 一個光棍三更半夜睇轉播
當每一晚都去等那光陰過
陰公咯

Jenny:
有事 有事 實有事
後悔都已太遲 難合襯 要是屈就確實不幸
陰公咯

他一個 吃着到會啤酒冷飯都好過
一下心軟不理質素執返個
該煨咯

All wives:
我地想你滿意
我地想你努力去搵終身對象希望幫你
你記住要搵終身對象相伴 終老結婚
今生 你若要搵終身對象 此後相愛相親 
你若結婚 應該搵個淡定嘅女人 就注定以後 兩人幸福終生相愛

愛 快些抉擇 重新出發 (哎喲該煨咯)
她 不夠認真 噢 (陰公咯)
今晚同邊個在被窩 就快擱淺 (陰公咯)
終老便一世 一世無多 餘生求過渡 (哎喲該煨咯)
她 無童真無人品人太笨 有缺憾(哎喲該煨咯)
要是以後終生結伴一起過
終老一世怎算是他的錯
陰公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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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飛（Barcelona） 

R：出去邊到…… 
A：Barcelona 
R ：噢…… 
A：時候到…… 
R：是要走吧 
A：還是會來 
R：噢 
A：明白嘛 嬲嬲豬呀
R：唔係呀 
A：仲唔係 
R：唔係呀 但你要走 
A：必須趕路  
R：明白啦 
A：未明白 
R：明白啦 你要飛Barcelon…… 
A：該飛了 
R：不 
A：不得已 
R：不  
A：今天要 
R/A：飛 
R：你要 
R/A：飛 Barcelona 

R： 
不  只想跟你渡一夜 捨不得你走 
其實你極伶俐聰穎 能就此告別嗎
能為你 吞劍和撲火 阿June 
A：April
R：April
A：Thank you 

R：Call Sick Leave 吧
A：其實怕煩
R ：噢…… 
A：遲大到…… 
R：別要走吧 
A：還是再來 
R：嗯…… 
A：明白嘛  
R：傾多一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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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遲大到
R：幾秒鐘 
A：遲大到 
R：但你去邊？ 
A：Barcelona  
R：時候到 
A：不要嬲 
R：時候到 
A：就快起飛 
R：去飛 
A：該飛了 
R：飛
A：不得已 
R：飛  
A：今天要 
R：飛 
A：要上飛機 誰人願上飛機 其實病假OK 
R：Yes…… 
A：OK
R：來 起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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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女人乾杯 (Ladies who Lunch) 

為了甚麼而抱憾 用一生去問 
烈火紅唇白雪臉孔仍有憾 你不需慰問 
人像紅酒 愈喝愈吸引 塵俗浮生  
留住餘韻 讓你來消費 誰又憐憫 
（邊個女人唔鍾意人錫？） 

乾杯慶賀 

為了甚麼而抱憾 用一生去問 
弱質女流自信亦不無價值 認真不靠運 
勤力埋首 全靠自己 用努力建立身份 
成敗遊戲 無論原因 從未埋怨或不忿 

乾杯慶賀 來乾杯慶賀 

為了甚麼而抱憾 用一生去問 
及早嫁人為了稚子無悔恨 盡一生責任 

為你我女人致敬 為你我女人致敬 
為你我女人去飲勝 今晚乾這杯 乾杯 
勁飲要盡情 

人為了甚麼而抱憾 用一生去問 
絕境浮游沒有夢想誰過問 壓抑得過份 
持續留守 如若無悔 無事忙盡情乾杯 
前日和昨日已溜走 明日來再度舉杯 
啊——乾杯慶賀 

人為了甚麼而抱憾 是終點已近 
陌生眼神白髮又生 年歲近 歷經了人生 

為女女女女女人致敬 為女女女女女人致敬 
預祝今天全人類同慶 
一起再來乾！ 
乾！乾！乾！乾！乾！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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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一世（Being Alive） 

生活如若為有伴 追逐尋覓另一半 
總要 習慣去孖份 食野要孖份 做野也孖份 
便妥協一切 一生一世 

生活如若為有伴 追逐尋覓另一半 
她說 落雨咪出街 落雪咪出差 夜晚咪打機 
攰也要傾偈 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 

不在乎電視太細 相伴沈悶又一世 
都叫做有個依歸 若有個依歸 就有個歸宿 
亦有個安慰 一生一世 

細路唔鬧就會曳 搗亂胡鬧又巴閉 
功課仲有這一堆 未餵過奶奶 夜晚發高燒 
若你要生仔 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 可會後悔 

到頭來獨自厭世 到頭來獨自一世 
都說別介意單身 若我要單身 就似這一生 
沒有發生過 一生枉過 

生活原是為有伴 追逐尋覓另一半 
都叫做有個依歸 若有個依歸 就有個歸宿 
亦有個安慰 一生一世 
不惜一切 不要後悔 不怕後悔 
不會後悔 不必抱憾 
如若我 到最終 能活過 

生活如若為有伴 追逐尋覓另一半 
雖說沒有了空間 但有過開心 亦試過傷心 
就有過一切 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 怎可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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