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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部

101729 7 陳奕迅

108876 ABCDE 劉德華

135704 AEIOU 龔柯允

141145 AMOUR 梁詠琪

164874 ANGEL 原始林合唱團

153953 ANGEL 趙詠華

110703 ANGEL 李聖傑

101509 ANGEL 陳冠希

191008 ARIGATOU[國] 鄭秀文

132331 ASK 陳慧琳

400923 AYO[國] 溫嵐

178089 BABE J

141407 BEAUTIFUL 梁靜茹

158352 BELIEF S.H.E

160120 BEN 佚名

128165 BLESSING 張敬軒

145768 BLUE 陶晶瑩

165288 BOM BA BOM BA 183CLUB

165135 BOOM ENERGY

155652 BOOM S.H.E

143733 BORDERLINE 齊豫

180560 BRAVO[國] 花世紀

100069 BUDDY 可米小子

101316 BUTTER 財部有輝

143637 BUTTERFLY 裘海正

110944 BUTTERFLY 李雨寰

139563 BYOB 李玟

138929 CACHITO 呂珊

159625 CAN 恰恰舞曲

300906 CANDY DOROTHEE

148148 CAPPUCCINO 蕭亞軒

152927 CELEBRATE 張靚穎

155755 CHANGE F.I.R

170669 CHOK 林峯

170099 CHOK 林峰

143523 CONSTANTLY 潘迪華

130507 CRAZY 張菲

108500 CRAZY 艾雨

109523 CRYSTAL 太極

170715 DADDY 王祖藍

130511 DALAH 艾青

158993 DANGEROUS T-RUSH

160132 DARLING 佚名

151712 DARLING 周蕙

145421 DARLING 塗紫凝

170094 DEADLINE 張敬軒

157765 DEAR 動力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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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335 DELA 關淑怡

133760 DESPERADO 杜雯惠

118759 DESTINATION 王嘯坤

143784 DIARY RING

156440 DIGITAL 夾子太硬啦

127230 DINOSAUR 張善為

160138 DISCO1 佚名

140524 DIVA 林憶蓮

154524 DNA BY2

200874 Do Re Mi[國] 鄭秀文

160146 DON 佚名

115709 DONLAIRA 施文彬

164850 DREAM 元衛覺醒

147972 DREAM 張棟樑

128404 DREAM 徐若瑄

160147 DREAMING 佚名

132840 DREAMS 陳潔儀

153874 E RIKA

149994 E 孫燕姿

144597 E 楊星繪

143782 E 潘越雲

143458 E 趙薇

131232 EMAIL 蔡健雅

135869 EVERBODY 何耀珊

127289 EVERYBODY 張國榮

165120 EVERYDAY 中國力量

174248 EVERYTHING 梁心頤

149053 EVERYTHING 辛曉琪

146850 EVERYTHING 王菲

118596 EVERYTHING 王力宏

155389
EVOLUTION(DIS

CO) 黎明

147614 FANS 小斯韻

157040 FANTASY L.A BOYZ

133450 FANTASY 丁小芹

125770 FANTASY 言承旭

149708 FEAR 楊乃文

180138 FIGHTERS
三代目 J SOUL

BROTHERS

118597 FINALLY 王力宏

155865 FIRE FIRE

142657 FIRE 莫文蔚

181770 Firefly[國] 左溢

154237 FLYING 阿霈樂團

138727 FLYING 劉若英

143737 FOREVER 草蜢

138254 FOREVER 齊豫

158982 FOREVER TOKYO D

151713 FOREVER 周蕙

138079 FOREVER 金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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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294 FOREVER 張智成

160152 FRANKIE 佚名

152590 FREE 張玉華

148542 FREEDOM 曹格

100865 FREEDOM 許瑋倫,GARY

158631 FRESH SUNDAY GIRLS

180550 FunRun[國] 胡彥斌

160154 GETAWAY 佚名

158702 GHOST 四分衛

101657 GIRL 陳司翰

138505 GIRLS 劉思惠

143549 GOOD 蘋果姐姐

164962 GOODBYE I LOVE YOU BOYZ

157768 GOODBYE 洛客班

157074 GOODBYE 群星

170441 GOODBYE 米娜

143885 GOODBYE 容祖兒

135207 GOODBYE 郭靜

131097 GOODBYE 蔡依林

200567
Halo[LIVE^消

伴][國] 洪辰

200568 Halo[國] 洪辰

155231 HAMMER(REMIX) DJ

146400 HAPPY 王婧

148462 HAPPY 許慧欣

145301 HAPPY 順子

143886 HEARTBEAT 容祖兒

156001 HEAVEN GOGO,MEME

160164 HELLO 杜德偉

137985 HELLO 金海心

103353 HELLO 霍經倫

153875 HELLO 趙薇

107463 HELP 黃立行

165289 HERO 183CLUB

102069 HERO 陳小春

152923 HEROES 張靚穎,三角 COOL

148029 HEY 心微

154997 HEYOH DISCO

180395 HIGH[國] 東城衛

171206 HIP 張真菲

180137 hold 住[國] 佚名

153050 HONEY 曾寶儀

135118 HONEY 郭書瑤

130442 HONEY 愛戴

178049 HULAHU R,B

157344 INTRO 木瑪樂隊

150563 INVISIBLE 葉樹茵

160189 IT 佚名

103897 JAGCEE 房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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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91 JAM 佚名

135116 JIGGY F.CUZ,郭書瑤

152974 JOURNEY 張韶涵

118602 JULIA 王力宏

160195 KATANA 佚名

152112 KATSU 張惠妹

165229 KISS 杜德偉

147063 KISS 王菲菲

137842 KISS 簡美妍

157386 KISSY 蜜雪薇琪

160197 KNIFE 佚名

145772 L 陶晶瑩

135182 L.O.V.E 郭采潔

146072 LADY 吳雨霏

133618 LAFITE 戴佩妮

146282 LANDY 溫嵐

135208 LEAVE 郭靜

200002 LIAR 棒棒堂 F

173132 LIFE 宇珩

182041
LIFE[國][原

版] 胡彥斌

138833 LILITH 劉菲

137986 LOLITA 金海心

148155 LONELY 何韻詩

154882 LONELY 草蜢

154320 LOVE BEAUTY 4

154319 LOVE BEYOND

138723 LOVE 劉若英,梁靜茹

128003 LOVE 張峰奇

173355 LOVE 春曉

173352 LOVE 張誌林

148156 LOVE 蕭亞軒

145771 LOVE 陶晶瑩

141405 LOVE 梁靜茹,劉若英

127485 LOVE 張學友

116096 L-O-V-E 蘇永康

173966 LOVE! 田馥甄

128915 LOVELCOM 張騰

170659 LOVELUTION 楊丞琳

105961 LOVER 何潤東

160215 LOVIN 佚名

139245 LOVING 李宇春

155766 LYDIA F.I.R

101683 LYDIA 陳坤

400527 M[國] SUPER JUNIOR

133700 MAGIC 戴愛玲

165292 MAGICROOM 183CLUB

137265 MARIA 群星

200852
Mascara(煙燻

妝)(11 演)(國 鄧紫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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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102713 MASQUERADE 陳百強

120423 MEDLEY 許誌安

155272 MELODY MELODY

117157 MELODY 陶喆

181147 MEMORIA 佚名

143739 MEMORY 葉麗儀

128401 MEMORY 齊豫

191018 MI[國] 鄭秀文

117497 MICHELLE 伍思凱

160227 MICHOLAS 佚名

160228 MINA 佚名

160230 MISSING 佚名

149710 MONSTER 楊乃文

173651 MOON 濱崎步

180926 MR 佚名

200272 MR.ONE 尹光 KZ

146855 MV 王菲

141648 MYSTERY 盧春如

108883 NATURAL 劉德華

100980 NEED 蒼茫

160245 NEVER 佚名

181561 NEVERLAND U KISS

173998 NODODY 楊千樺

160247 NOTHING 佚名

146768 NOW 王若琳

152116 OK 張惠妹

160254 ONE 阿超

143525 PACHANGA 潘迪華

175147 PALENI HIT-5

154322 PARADISE BEYOND

101438 PARADISE 陳乃榮

160260 PARADOX 佚名

128174 PARIS 張敬軒

107167 PASSION 黃大煒

100863 PK 曹格,梁靜茹

117163 PLAY 陶喆

180223 PLAY[國] 大嘴巴

157388 PRINCESS 蜜雪薇琪

143787 PROCESS RING

140836 PROCESS 林榆涵,RING

157201 REASON 麻吉

158362 REMEMBER S.H.E

139836 REMEMBER 李翊君

155769 REVOLUTION F.I.R

160266 RING 佚名

157474 ROCK 南拳媽媽

155447 ROCKIT 大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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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49 ROCKSTAR 陳宥臻

138855 ROMANTIC 劉虹翎

155135 RUN (REMIX) DJ

160268 RUNAWAY 佚名

175148 RUNNING HIT-5

160269 SACRIFICE 佚名

100016 SCANDAL 吳建豪,安七炫

156410 SCREAM JS

152321 SCREAM 張懸

151642 SEASON 周筆暢

155310 SELENA 動力火車

133277 SELF 陳綺貞

152322 SELLING 張懸

147594 SHACKLES 佚名

159770 SHADOWS 小刀樂團

180126 SHAKE YING YANG TWINS

200618 Shake[國] 瑪利亞

158365 SHERO S.H.E

155448 SHINING 大嘴巴

159330 SHINNING 丸子

131885 SHOPPING 陳嘉唯

165111 SHOUT ZIP發射樂團

151643 SILENCE 周筆暢

149712 SILENCE 楊乃文

160279 SKY 龍井

100519 SLIENTDAY 便利商店

142662 SLOWLY 莫文蔚

158959 SMART TENSION

142663 SNACKS 莫文蔚

144265 SOLO SAYA

149713 SOMEBODY 楊乃文

144609 SOMEONE 孫燕姿

400711 Somewhere[國] 布朗,白安

160280 SONICE 佚名

147119 SORRY 王浩信

116100 SORRY 蘇永康

103983 SORRY 方大同

141157 SPAGHETTI 梁詠琪

175617 STAR CONNIE

145775 STAY 陶晶瑩

173383 STAY 四分之三

173128 STAY MISSTER

144612 STEFANIE 孫燕姿

144248 STOP 阮筱芬

139249 STOP 李宇春

143741 STORIES 張國榮

151980 SUBWAY 張咪

141053 SUBWAY 林葉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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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94 SUMMER 陳昇

178171 SUMMERTIME 佚名

141413 SUNRISE 梁靜茹

145311 SUNRISES 順子

160286 SUPER WOMAN 曹格

100868 SUPERMAN 曹格

160285 SUPERSTAR 容祖兒

143901 SUPERSTAR 杜德偉

173742 SUPERVOICE 群星

100870 SUPERWOMAN 曹格

175071 SVIVO SOLER

137256 SWEET 季欣霈

158649 SWEETY SWEETY

180859 TAIWAN[國] JULIE

160290 TAKESARE 佚名

116279 TASU TAE

157244 TEAMO MINI

136118 TEMPTATION 河莉秀

160297 THAT 佚名

141414 TIFFANY 梁靜茹

146769 TIKIVILLE 王若琳

126727 TIME 周華健

107881 TIMELESS 張力尹,俊秀

156339 TIMING 黑色餅乾

141159 TODAY 梁詠琪

141083 TOGETHER 栗兒

117607 TOMORROW 吳克群

160306 TONIGHT 南拳媽媽

157476 TONIGHT 鄺美雲

120804 TONIGHT 謝霆鋒

160309 TRULY 佚名

160310 TRUST 佚名

157465 TURBO K ONE

143742 TURNING 齊豫

158643 U SUPER JUNIOR

141649 UNDERSTAND 盧春如

180752 Undilah[國] 黃明誌

129433 VALENTINE 鄭中基

160311 VEGA 佚名

144617 VENUS 孫燕姿

152761 VENUS 張苡溦

143743 VINCENT 齊豫

160312 VOYAGE 佚名

118612 W 王力宏

160314 WALK 佚名

130715 WHO 濱崎步

156201 WHY 火星人

131243 WHY 蔡健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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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060 WHY[消][國] 蘑菇團

111096 X 林俊傑

110954 YELLOW 蔡健雅

154612 YES 棒棒堂 F

160330 YESTERDAY 車靜子

131445 YESTERDAY 蔡淳佳

139254 ZOMBIE 李宇春

101595 Π 陳昇

108884 一 劉德華

133455 乖 丁小芹

143926 亂 容祖兒

400728 井[國] 張敬軒

160753 仔 佚名

146401 他 王婧

136857 伴 黃小琥

120194 你 梁靜茹

116445 你 許巍

171174 你 小淩

170763 你 蕭敬騰

144888 你 尚雯婕

140157 你 林依晨

137971 你 金智娟

116397 你 屠洪綱

107646 你 黃舒駿

107557 來 黃耀明,老狼

147308 信 翁倩玉

146546 偈 王海玲

147534 傻 魏如昀

138738 光 劉若英

119028 光 王櫟鑫

104426 光 光良

145669 兵 譚晶

133466 別 丁文琪

103378 刺 杜德偉

117615 動 吳克群

148187 吻 蕭亞軒

136146 吻 洪瑋

151655 呃 周筆暢

175640 味 黃妃

127877 命 張宇

140582 哭 林憶蓮

400283 哭[國] 阿樂

141442 問 梁靜茹

132752 問 陳淑樺

158652 嗨 SWEETY

131142 嗨 蔡依林

181165 噓[國] 蛋堡,徐佳瑩

180972 囈 張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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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743 圓 何以奇

148197 夜 蕭亞軒

145885 夜 吳倩蓮

200255 夜[國] 小寶

201026 夢 黃耀明

138940 夢 呂珊

135486 夢 顧媚

127347 夢 張國榮

118647 夢 王力宏

117254 夢 騰格爾

113241 夢 黎明

200004 夢[國] SELINA

181587 夢[國] 任家萱

146497 天 佚名

144648 奔 孫燕姿

182036 她[消][國] 羽泉

156249 嫩 花兒樂隊

157487 家 五月天

147070 家 南拳媽媽

136737 家 王菲菲

117313 家 黃亞

143399 家 潘美辰

100597 家 白松

155745 尋 費翔

115368 尋 鄧妙華,孫建平

104325 尋 額爾古納樂隊

112248 居 羅吉鎮

157425 屌 麻吉

116297 嵐 TANK

157178 強 黑鴨子

148569 忘 許美靜

148659 忘 許茹蕓

103901 忠 房祖名

115040 快 任賢齊

146084 怕 吳雨霏

119784 怕 曉楓

162147 悔 方季惟

143403 悔 潘美辰

176098 悟 劉德華

136926 悟 黃思婷

119846 悲 玄武

150665 惜 葉璦菱

119285 想 王鍵

119070 想 葉啟田

154207 想 阿妹妹

128802 想 張陵樂

128007 想 張峰奇

108763 想 劉子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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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523 想 胡彥斌

106004 想 何炅

131312 愛 許巍

129801 愛 謝霆鋒,蔡卓妍

126031 愛 鄭智化

120801 愛 陳慧琳

120213 愛 陽帆

176939 愛 王錚亮

172875 愛 鄭秀文

154647 愛 芭比

144256 愛 SARA

142709 愛 莫文蔚

102135 愛 陳小春

108139 愫 江明學

139887 愫 李翊君

147072 慌 王菲菲

109355 憶 劉文正

136934 戀 黃思婷

139395 戀 李心潔

104452 戀 光良

159414 我 五月天

144895 我 尚雯婕

118484 我 王傑

120852 戰 謝霆鋒

124694 戲 嚴寬

142729 手 莫文蔚

126248 扯 周傑倫

173111 批 江誌豐

170889 找 張婧

160088 拽 伊妹兒

172109 放 戴愛玲

142730 散 莫文蔚

107988 旅 姜育恒

200257 星[國] 小寶

181280 星[日] 鄧麗君

139720 春 李玲玉

156439 時 叫吠音樂聯盟

103993 暖 方大同

115343 梅 孫國慶

162905 棹 佚名

126262 楓 周傑倫

148436 樹 許哲佩

120227 樹 許巍

162878 橋 佚名

172693 歌 李一可

108142 歌 江明學

104234 歸 費玉清

136880 殼 黃小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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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019 毒 MC HOTDOG

158785 水 李逸朗

106010 沖 何炅

142620 沙 何韻詩

145220 河 蘇芮,張惠妹

165266 海 王凡瑞

165016 海 蟑螂合唱團

128892 海 張震嶽

176793 漂 王梓旭

136504 漂 韓紅

138052 潮 金素梅

126786 潮 周華健

152255 火 張惠妹

126568 焚 周治平

149034 煙 謝雨欣

149100 煙 辛曉琪

143521 煩 潘辰

140819 煩 林曉培

152958 熱 張靚穎

116595 燈 童安格

170404 燒 吉傑

140674 燒 林憶蓮

157206 爽 麻吉

107456 爽 黃立成,麻吉

134675 牆 白光

130718 牆 範怡文

137261 狗 季欣霈

103703 狗 迪克牛仔

130484 狼 艾夢萌

111675 狼 林誌穎

130461 猜 愛戴

105521 猜 顧峰

106536 猜 胡彥斌

165396 班 3D動漫

155367 當 動力火車

141805 病 路嘉欣

155305 痛 動力火車

126532 痛 周明輝

125422 痛 楊烈

109221 癡 劉德華

137218 癢 黃齡

400298 癮[國] 陳楚生

106459 發 胡兵

157715 白 清醒樂隊

126615 白 周渝民

117738 白 吳奇隆

111139 盜 林俊傑

113008 直 陸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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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551 盼 張可芝

180982 祭 張萌萌

147075 福 王菲菲

151791 秋 周迅

140850 空 林淑娟

151992 窗 張咪

158855 窺 蘇打綠

150784 等 袁泉

139292 等 李宇春

137039 等 黃湘怡

129876 等 鄭源

126570 箏 周治平

140889 粘 林淑蓉

173857 糖 周逸涵

125198 紅 葉德嫻

181778 紅[國] 常思思

151794 綠 周迅

147272 網 王馨平

117557 網 伍思凱

121134 緣 亞東

135618 緣 高勝美

135090 繞 郭嘉璐

159765 罪 夏卡毛樂團

175090 美 洪啟

111839 美 林義忠

147023 臉 王菲

142686 臺 莫文蔚

139295 舞 李宇春

134612 船 方逸華

142969 船 那英

131621 船 蔡琴

159474 花 五月天

170732 花 琪琪格

148309 花 蕭瀟

147076 茶 王菲菲

143542 菊 潘陽

105415 菊 關喆

136521 藍 韓紅

181334
藏[動畫&消

伴][國] 陳翔

400745 藏[國] 彭懷逸

117452 蛇 伍佰

145756 蝶 譚維維

130955 蟬 彩虹姐姐

148447 蠅 許哲佩

136189 蠶 佚名

173676 行 荒山亮

128226 襯 張敬軒

107492 要 黃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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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55 証 FLUMPOOL

156273 該 花兒樂隊

126116 說 仲維軍

138807 說 劉若英

165072 誰 李逸朗

157404 誰 王菲菲

170453 誰 虞笙

149043 誰 謝雨欣

131294 誰 蔡健雅

181894 諾[更新][國] 李煒

132883 謎 陳潔儀

147934 謎 徐懷鈺

100834 謎 成龍

145258 變 蘇芮

143187 變 彭羚

125332 讓 楊宗緯

159322 貓 WEWE

107303 賣 黃征

146318 走 溫嵐

116058 走 蘇有朋

138918 跑 厲娜

102553 跑 陳曉東

133603 路 德德瑪

172851 路 冷漠

141542 路 梁靜茹

133660 路 戴佩妮

118552 路 王傑

117459 路 伍佰

138812 輕 劉若英

175238 追 陳奕迅,張敬軒

170142 追 孫燕姿

144190 逃 容祖兒

141852 逝 雷光夏

109365 遇 劉文正

180900 道 THE SKETCHBOOK

149132 遠 李健

109880 遠 辛欣

134976 酒 鳳飛飛

137312 野 江映蓉

400611 針[消][國] 卓文萱

143510 錯 潘越雲

102288 錯 陳德誌

131014 門 曹方

159492 闖 五月天

103283 闖 戴洛賽克斯

200676 離[國] 羅鐘寅

165059 雨 堯堯

124713 雨 江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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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44 雨 脫拉庫

130697 雨 本多 RURU

105841 雨 高楓

104489 雨 光良

150860 雪 雨兒

173837 雪 杜鵑,王藝翔

136531 雪 韓紅

401227 雪[原伴][國] 黃燦

400532 雲[國] W.K

120186 青 許嵩

133268 頌 陳紅

172197 願 何韻詩

140741 願 林憶蓮

157033 風 張偉文

127155 風 張傑

127105 風 方炯鑌

113885 風 符號

104080 風 蝌蚪合唱團

104012 風 麥子傑

138197 風 柯以敏

118098 風 巫啟賢

108283 風 解曉東

157664 飄 任真

147080 飄 張洪量

142380 飄 葉德嫻

128513 飄 飄樂團

144934 飄 斯琴格日樂

115908 飄 沙寶亮

108024 飄 姜育恒

157240 飛 LMF

143451 飛 周國賢

118749 飛 王喆

116632 飛 覃飛宇

181836 飛 徐健淇

151407 飛 周冰倩

144875 飛 宋祖英

139404 飛 李心潔

138144 飛 孔瑩

118721 飛 王力宏

113797 飛 馬天宇

100413 飛 阿牛

171352 飯 袁野

152370 餵 張柏芝

140512 馳 林慧萍

138041 驛 金瑞瑤

173897 鬧 化學猴子

117233 鬼 陶喆

159727 魂 信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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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175 魂 小淩

133328 魚 陳綺貞

124843 鳥 尹相傑

二字部

126849 10 左光平

200841
18(11 演)(粵

語) 鄧紫棋

182171 18[2011LIVE] 鄧紫棋

101225 2 人 蔡旻佑

170674 4CHORDS 梁心頤

155651 7 DAYS ENERGY

300455 AH AH A-LIN

182172
AINY 愛你

[2011LIVE] 鄧紫棋

182173
AINY 愛你

[2012LIVE] 鄧紫棋

401126 ALL HAPPY[國] 鄧福如

165410 ALL RIGHT 3EP美少女

182155
Always

Friends[國] 那英

182153
Always

Friends[國] 那英

182154

Always

Friends[新媒

體] 那英

142653 AM PM 莫文蔚

157763 AMAZING GRACE 群星

173892 AMAZING GRACE 林育韋

102430 AMERICAN PIE 陳曉東

117149 ANGEL 陶喆

151711 ANGEL FACE 周蕙

117151 ANGELINE 陶喆

150562 ANSWER ME 葉樹茵

114872 ANY DREAM RAIN

139237 AOAEO 出發 李宇春

131092 BABY FACE 蔡依林

170913 BABY GIRL 蔡日軒

154303 BABY MONKIZ BABY MONKIZ

182229

BABY

SONG[國][原

版] 陳奕迅

134350 BABY 愛 ELAINE

126339 BACK HOME 周傳雄

143375 BAD BOY 潘美辰

152096 BAD BOY 張惠妹

000330
BAD

BOY[LIVE][國] 容祖兒

200100 Bad Boy[國] 吳淑敏

147885 BAD GIRL 徐懷鈺

119726 BAD GIRL 徐浩

157117 BAR STREET 零點樂隊

200223 BE TURE 容祖兒

148296
BEAUTIFUL

ANGEL 蕭瀟

173382 BEAUTIFUL DAY 四分之三

145344 BEAUTIFUL LIE 同恩

131230
BEAUTIFUL

LOVE 蔡健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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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319
BEAUTIFUL

WOMAN 張懸

133449
BEAUTIFUL

WORLD 丁小芹

115938
BEAUTIFUL

WORLD 石康軍

140523 BETTER MAN 林憶蓮

152098 BIG CITY 張惠妹

400999
BLING

LOVE[國] 紫薇

139321 BLUE SKY 李小璐

126648 BORING DAY 周華健

156140 BOY FRIEND HOTCHA

173650 BREAK IT 安室奈美惠

139562 BREAK OUT 李玟

105715 BUDDY BUDDY 高山峰

154971 BUTTER-FLY 財部有輝

139376 BYE BYE 李心潔

153865
CAFFEINE

OVERDOSE 趙芬妮

147886 CALL ME 徐懷鈺

130678 CAME OVER 本多 RURU

142654 CANDY KISSES 莫文蔚

160121 CANDY MAN 佚名

145866 CANDY MAN 吳佩慈

128292 CAP GIRL 張智成

165110 CATCH ME ZIP發射樂團

117152 CATHERINE 陶喆

140155 CHA CHA 林依晨

117472 CHERRY LOVER 伍佰

165092 CHERRY TIMES ZAYIN

130440 CHIC NIGHT 愛戴

152101 CHINESE GIRL 張惠妹

147887 CHOCOLATE BOY 徐懷鈺

174016 CHOCOLATE ICE 衛蘭

139238 CHRIS LEE 李宇春

107462 CIRCUS MONKEY 黃立行

182034
city story(消

伴)[國] 羽泉

107164
COCKTAIL

PARTY 黃大煒

158802 COLD SILENCE 深白色 2人組

103258 COLOR SONG 大炳

155653 COME ON ENERGY

103611 COOL EYES 竇智孔

128096 COOL GIRL 張誌林

146725 CORNER CAFE 王羚柔

141146 COVER GIRL 梁詠琪

153635 CRAZY GIRL 詹采妮

144885 CRAZY LOVE 尚雯婕

182227 CRAZY LOVE 陳僖儀

182228 CRAZY_LOVE 陳僖儀

157627 CRYING LOVE OVERDOES

152621 CRYSTAL PLANE 張瑤

180426 Dance 電司[國] 棒棒堂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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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43
DANGEROUS

LOVE 韓庚

148359 DEAR FIONA 薛凱琪

145299 DEAR FRIEND 順子

152928 DEAR JANE 張靚穎

119027 DEAR U 王櫟鑫

128167 DEAR U 張敬軒

134360 DECEMBER RAIN 李彩樺

105959 DI DA 何潤東

146848 DI DAR 王菲

140784 DIAMOND SUN 林曉培

160136 DICK+JANE 佚名

158701 DISCO ALIEN 四分衛

143736 DONDE VOY 齊豫

154548 DREAM GIRL 八三夭

400732
Dream

Love[國] 張智成

159661 DREAM ON XDREAM

152929 DREAM PARTY 張靚穎

128592 ELECTRIC GIRL 張立基

135206 ENCORE LALA 郭靜

200436

Eternal

Flame(11

演)(英語) 林欣彤

125161 EVERY BODY 楊坤

159793 EVERY DAY 心跳男孩

172767 EVERY ONE 江若琳

159673 FALLEN ANGEL 信樂團

165372 FAR AWAY 2個女生

131882 FEEL GOOD 陳嘉唯

142655 FELL ME 莫文蔚

145132 FINAL HOME 蘇慧倫

159763 FIND OUT 夏卡毛樂團

148431
FINDING

NEVERLAND 許哲佩

157167 FIRST LOVE K ONE

156963 FIRST LOVE 湯寶如

157095 FIRST TIME 螺絲釘

156236 FLOWER SHOW 花兒樂隊

160151 FLOWERS SHOW 佚名

157649 FLY AWAY F.I.R

155757 FLY AWAY 張真賀

141409 FLY AWAY 梁靜茹

118166 FLYING FLOWER 文章

118598 FOLLOW ME 王力宏

165463 FOR YOU 5566

157766 FOR YOU 希亞

147730 FOR YOU 群星

115372
FOREVER

FRIENDS 柯有倫

108501
FOREVER

FRIENDS 泳兒

155759 FOREVER GREEN F.I.R

143883 FOREVER LOVE 容祖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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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154 FREE 陶喆

165054 FREE STYLE 翼勢力

133490 FU GOOD 丁當

170395 FUNKY TOWN 吉傑

141148 FUNNY FACE 梁詠琪

147438
FUNNY

JEALOUSY 衛詩

200846
Game Over(11

演)(粵語) 鄧紫棋

182176

GAME

OVER[2011LIVE

] 鄧紫棋

182177

GEM'S JIVE[欣

賞

版][2011LIVE] 鄧紫棋

155655 GET AWAY ENERGY

155760 GET HIGH F.I.R

157413 GET OUT 魔幻力量

150347 GIRL POWER 遊艾迪

139567 GIVE ME 李玟

112875 GIVES 老狼

151954 GO AWAY 張可芝

107512 GO AWAY 黃義達

141647 GO ON 盧春如

153213 GOOD NIGHT 曾軼可

117832
GOOD

VIBRATION 吳建豪,安七炫

116275 GOODBYE TAE

181352
GOODBYE

GOODBYE[國] 魏晨

152105
GOODNIGHT

GOODBYE 張惠妹

132967 GREAT DAY 陳琳

160160
HAPPY

BIRTHDAY 林強

100089
HAPPY

BIRTHDAY 黃鶴翔

108439
HAPPY

BIRTHDAY 康康

159317 HAPPY DAY WEWE

138919 HAPPY DAY 呂佳芳

100866 HAPPY DAY 曹格

158226 HAPPY ENDING 南方二重唱

157509 HAPPY ENDING 輕鬆玩樂團

118600 HAPPY ENDING 王力宏

145133 HAPPY HOURS 蘇慧倫

139378 HAPPY TUNE 李心潔

164963 HAS IT 羽泉

139568 HELLO C 李玟

143524 HELLO DOLLY 潘迪華

139462 HELLO HELLO 李樂詩

118761 HELLO HONEY 王嘯坤

118384 HELLO WORLD 王傑

157699 HELP ME 強辯樂團

157199 HEY BABY 麻吉

107458 HEY BABY 黃立成,麻吉

131883 HEY BOY 陳嘉唯

154519 HEY BUDDY BUD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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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521 HEY GIRL 張爽

181366 Hey Girl [國] 黑 GIRL

181365 HEY GIRL[國] 黑 GIRL

157000 HEY HAH 可米小子

144599 HEY JUDE 孫燕姿

101274 HEY PAULA 蔡濟文,趙學而

155657 HEY YOU SUN BOY'Z

155466 HI GIRL 大地樂隊

128445 HIGH PARTY 張棟樑,王啟文,戴佩

170893 HIGH 咖 張惠妹

170943 High 咖 張惠妹

137301 HIGH 歌 江映蓉

145548 Hi 呀 田震

107165 HOLD ME 黃大煒

154717 HONEY BABY 豹小子

144600 HONEY HONEY 孫燕姿

144262 HONEY MONEY SAYA

160168
HOTEL

CALIFORNIA 群星

120590 HUSH LOVE 許紹洋

160170 I BELIEVE WINKIE

145849 I BELIEVE 古巨基

129714 I BELIEVE 鄭少秋

125163 I BELIEVE 阿生

117155 I BELIEVE 陳秀雯

180966 I BELIEVE 張萌萌

149055 I BELIEVE 辛曉琪

148151 I BELIEVE 蕭亞軒

138728 I BELIEVE 劉若英

135772 I BELIEVE 何嘉莉

125162 I BELIEVE 楊坤

120421 I BELIEVE 許誌安

115386 I BELIEVE 孫楠

107044 I BELIEVE 黃品源

103354 I BELIEVE 杜德偉

108864 I DO 劉德華,舒淇

100252 I DO 阿杜

115388 I KNOW 孫楠

181571 I KNOW[國] 丁祥威

143738 I SWEAR
林憶蓮,齊豫,林麗莎,

劉美君

118982 I WANNA 王誌清

160182 ID 佚名

117156 I'M OK 陶喆

106498 IN CITY 胡彥斌

118762 INSIDE OUT 王嘯坤

180887
INVISIBLE

WINGS[國] OLIVIA

154631 IT'S YOU 芭比

160190 J.BOY 佚名

151999 JUMP JUMP 張娜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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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94 JUST ONCE 張智成

156142 KISS GOODBYE HOTCHA

118603 KISS GOODBYE 王力宏

157067 KISS ME LOTTE GIRLS

141155 KISS ME 梁詠琪

180108 KISS ME[閩] SUPER7

181654 KISS_ME 區文詩

135837 KO ME 何潔

181330 KTV 傳奇[國] 陳珊妮

200851

Lady

Marmalade(11

演)(英語) 鄧紫棋

182181

LADY

MARMALADE[201

1LIVE] 鄧紫棋

165536 LADY'S NIGHT 5分之 1

101743 LAST ORDER 陳奕迅

160203 LEMON TREE 古巨基,容祖兒

145134 LEMON TREE 蘇慧倫

158703 LENNY KRAVTIZ 四分衛

140530 LET GO 林憶蓮

154463 LET'S BOBO BOBO

165337 LET'S FLY 1983

136289 LETTING GO 胡培蔚

200711
Letting

Go[國] 蔡健雅

182059
Letting

go[國] 蔡健雅

200717 LETTING_GO 蔡健雅

181931
LOLLI

PARTY[國] 棒棒堂 F

136852
LONELY

CHRISTMAS 黃小琥

160207 LONELY DAYS 佚名

160208 LONELY NIGHT 佚名

155763 LOVE 3 F.I.R

125763 LOVE FOREVER 袁耀發

136117 LOVE HURT 河莉秀

160210 LOVE IS 佚名

129777 LOVE IS 鄭建鵬

160211 LOVE LETTER 佚名

135183 LOVE LOVE 郭采潔

159529 L-O-V-E LOVE 溫拿樂隊

182037 LOVE ME 翁滋蔓

104294 LOVE ME 費翔

130586 LOVE MUSIC 阿茹娜

170993 LOVE PARTY 張嘉秀

103981 LOVE SONG 方大同

160213 LOVE STORY 範逸臣

142661 LOVE YOURSELF 莫文蔚

155893 LOVE'LOTUS 廢五金

154300 LOVER BOY BABES

160216 LOVING YOU F4

155817 LOVING YOU 側田

143107 LOVING YOU 彭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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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580 LOVING YOU 周渝民

110345 LOVING YOU 李崗霖

178052 LUCKY CHARM R,B

132337 LUCKY DAY 陳慧琳

117833 LUCKY ME 吳建豪

131104 LUCKY NUMBER 蔡依林

154807 M RIGHT COLOR BAND

150771 MA MA 袁泉

145773 MAC&JACK 陶晶瑩

160220 MAGIC GIRL 伊能靜

149202 MAGIC GIRL 佚名

138837 MAGIC LOVE 劉虹樺

152975 MAMA MAMA 張韶涵

157774 MAMA MIA 群星

100370 MAMAK 檔 阿牛

200299 Marry Me[國] 張傑

160224
MAYBE

TOMORROW 佚名

155667 MEN SONG ENERGY

180929 MINE MINE[國] 周傑倫

151936 MISS YOU 張元蒂

200655

MISSING

SOUL[東

樂][國] 程恢弘

126583 MISSING U 周渝民

155660 MISSING YOU ENERGY

159289 MONEY!MONEY! 鐵竹堂

126654 MORNING CALL 周華健

130552 MR HONEY 阿朵

119809 MR MOON 熊天平

108761 MR WHY 劉子千

138982 MR WRONG 呂莘

200273 MR._ONE 尹光 KZ

160233 MY ALL 佚名

117159 MY ANATA 陶喆

130512 MY ANGEL 艾青

135773 MY DREAMS 何嘉莉

138285 MY FLOWER 利得匯

117834 MY FRIEND 吳建豪

160234 MY GIRL 蘇永康

107342 MY GIRL 黃曉明

127301 MY GOD 張國榮

130360 MY LIFE ALAN

173332 MY LOGO 韓庚

160238 MY LOVE 蔡妍

171465 MY LOVE 田馥甄

171195 MY WAY 張學友

128172 MY WAY 張敬軒

139247 N,1 李宇春

160243 N.O.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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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911 NA NA 厲娜

160244 NANA 佚名

181893
NEVER KNOW[獨

家製作] 李治廷,衛蘭

155767 NEVER LAND F.I.R

120591 NEVER LAND 許紹洋

157779 NEW LIVE 群星

145774 NO ANSWER 陶晶瑩

142875 NO MORE 那英

155264
NO

NAME(REMIX) DJ

138150 NO WAY 康思婷

156324 NO.1 黑棒組合

157002 NUMBER 2 可米小子

131960 OAOA 陳寶蓮

155442 OFFICE LADY 大囍門

116277 OH BABY TAE

100751 OH BABY 常寬

102070 OH BABY 我的愛 陳小春

131106 OH OH 蔡依林

160250 OH YEAH 盧廣仲

155662 OH YES ENERGY

157780 OK OK 任賢齊,羅百吉

144979 OK OK 群星

114920 OK OK 蘇慧倫

173367 OK OK 沈芯羽

107166 OLD TIME 黃大煒

117161 OLIA 陶喆

128173 ON FIRE 張敬軒

200854
One Button(11

演)(英語) 鄧紫棋

182184

ONE

BUTTON[2011LI

VE] 鄧紫棋

108525 ONE DAY 吳建豪,安七炫

100015 ONE DAY 柯有綸

108503 ONE DAY 柯有倫

178017 ONE FIFTH ONE FIFTH

155664 ONE LOVE ENERGY

155665 ONE TIME ENERGY

401000 ONLY GIRL[國] 紫薇

158360 ONLY LONELY S.H.E

131238 ONLY LOVE 蔡健雅

200437
Only Love(11

演)(英語) 林欣彤

128406 ONLY ONE 張棟樑

145309 ONLY ONE 順子

112370 ONLY YOU 羅家英

160256 OPEN ARMS 佚名

145310 OPEN UP 順子

158957 OUR STORY TENSION

139248 OVER IT 李宇春

140122 OVER OVER 李麗蕊,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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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390
PARAPARA

SAKURA(DISCO) 郭富城

147533 PARTY DAYS 魏如昀

148023 PARTY GIRL 徐黛妮

165415 PARTY NIGHT 4 IN LOVE

139577 PARTY TIME 李玟

102436 PERFECT LOVE 陳曉東

160261
PERFECT

MOMENT 佚名

153287 PIZZA 歌 朱安禹

181995

PLOTTING

REVENGE[英][

原版] 王若琳

173141 POP DIVA 幸田來未

100505 PRADA 小姐 BLACK BOX

129285 PREATY ANGEL 趙中晨

160262
PRIVATE

NUMBER 佚名

157041 PURE ENERGY L.A BOYZ

130679 RAIN RAIN 本多 RURU

157097 RAINY DAY 螺絲釘

155666 RAMEN SONG ENERGY

155510 RISING SUN 東方神起

173754 ROCK STAR MIC男團

117164 RUN AWAY 陶喆

171427 RUN AWAY 魏晨

146143 SAD MOVIES 娃娃

125493 SAHARA 永邦

153876
SATURDAY

NIGHT 趙薇

156002 SAY FOREVER GOGO,MEME

106740 SAY NO 韓庚

160274 SAY YES 蔡濟文

143839 SECRET LOVER 容祖兒,SD5行堂

103364 SEXY BABY 杜德偉

175328 SEXY GIRL DJ

165352 SHABU SHABU 2MORO

156444 SHAKE BEER 夾子樂團

132341 SHAKE SHAKE 陳慧琳

140788 SHE KNOWS 林曉培

156332 SHINING KISS 黑澀會美眉

156979 SHUT UP KISS

158976 SIDESHOW BOB TIZZY BAC

154546 SILENT DAY 便利商店

160278 SILENT NIGHT TWINS

170141 SMILEY FACE 周柏豪

139580 SO CRAZY 李玟

110704 SO FUN 李聖傑

152118 SO GOOD 張惠妹

125494 SO LONG 永邦

116098 SO NICE 蘇永康

110606 SO SO 徐若琔,李玖哲

106380 SO SORRY 海鳴威,鄭希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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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93 SOME DAY 古巨基

141735
SOMEWHERE

SOMEONE 藍心湄

155609 SONG F 達達樂隊

101514 SORRY SORRY 陳冠希

155311 SORRY SUNDA 動力火車

154103 SOS PARTY ASOS

140206 SOUL MATE 林嘉欣

144611
SPARKLING

DIAMONDS 孫燕姿

200406 STAY AWHILE 李龍基,韋綺姍

104417 STOP NOW 光良

175624 SUMMER DAY 猴子飛行員

149056 SUMMER SONW 辛曉琪

139837 SUN RISE 李翊君

160050 SUNDY BOY 星期天男孩

139584 SUNNY DAY 李玟

173673 SUNSHINE GIRL MOUMOON

200932 SUPER GEAR 陳蕊蕊

158636 SUPER GIRL SUPER JUNIOR

157389 SUPER LOVE 蜜雪薇琪

158366 SUPER MODEL S.H.E

158369 SUPER STAR S.H.E

157416 SUPER STAR 韋綺珊

147518 SUPER STAR 高原紅組合

100867
SUPER

SUNSHINE 曹格

117167 SUSAN 說 陶喆

160292 TEDDY BEAR 佚名

181996
THE

BUG[英][原版] 王若琳

139737 THE END 李琳

144614 THE MOMENT 孫燕姿

154247 THE ONE BAD

130563 THE ROSE 阿桑

157345 THIRD PARTY 木瑪樂隊

140789 THIS IS 林曉培

157785 THIS SUMMER 群星

134851 THIS SUMMER 菲菲

147893 TI AMO 徐懷鈺

173967 TO HEBE 田馥甄

160304
TOGETHER

AGAIN 佚名

160305
TOGETHER

FOREVER 佚名

124432
TOGETHER

FOREVER 俞思遠

175690
TONIGHT

TONIGHT MR

158370 TOO MUCH S.H.E

101515 TP WON 陳冠希

147335 TRUE COLORS 萬芳

132345 TRUE COLORS 蔡健雅

144251 TRUE LOVE 饒燕婷

131241 TRUE LOVE 蔡健雅

191023 TRY AGAIN[國] 鄭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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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56
Twinkle II(11

演)(國語) 鄧紫棋

182187
TWINKLE

II[2011LIVE] 鄧紫棋

181459 TWINKLE_II GEM

181460
Twinkle_II[國

] GEM

138931
UNCHAINED

MELODY 呂珊

157788
UNIVERSAL

LOVE 群星

134579 UNLOCK ME 方皓玟

108506 WAKE UP 柯有倫

170978 WAKE UP MAKIYO

140790 WAKE UP 林曉培

126624 WAKE UP 周湯豪

180087 WAKE UP[國] MAKIYO

160313 WALK AWAY 佚名

134580 WANNA LOVE 方皓玟

137873 WANNA 愛 蔣中一

155770 WE ARE F.I.R

200416
We

Together[國] 林俊傑

105317 WE WILL 郭彪

165270 WELCOME HERE 豬頭皮

135263 WHITE FLAG 關心妍

139253 WHY ME 李宇春

176622 WHY WHY 曹格

180501
WILD

WORLD[英] 王若琳

143746 WIND FLOWERS 齊豫

143747
WISHFUL

MILENIO 齊豫

160320 WITHOUT YOU 關心妍

107466 WITHOUT YOU 黃立行

154636 WOMAN POWER 芭比

160321
WONDERFUL

TONIGHT 佚名

173671 WOO WEEKEND BOA

108410 WORLD PEACE 孔令奇

118613 YA BIRTHDAY 王力宏

148161
YELLOW

CHRISTMAS 蕭亞軒

157098 YES！TODAY！ 螺絲釘

135658 YOU I 高慧君

130445 YOU LIE 愛戴

139587 YOU ME 李玟

160339 YOUR EYES 佚名

170328 YOUR SMILE 季欣霈

160082 YUMMY YUMMY YUMMY

130364 一個 ALAN

154248 一半 BAD

175669 一半 丁當

117500 一半 伍思凱

170773 一天 許巍

127252 一天 張嘉洵

102074 一對 陳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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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614 一直 許茹蕓

400950 一直[國] 王箏

120191 丁香 許巍

116107 七友 蘇永康

152622 七天 張瑤

117837 七天 吳建豪

125367 七律 楊洪基

128935 七月 佚名

108674 七月 曾一鳴

173463 七月 江映蓉

157246 三人 MINI

128299 三千 張智成

104915 三國 佚名

160459 三姨 佚名

157436 三年 NEON樂團

150901 三年 卓依婷

147742 三年 佚名

140102 三年 李香蘭

136358 三年 韓寶儀

131476 三年 蔡琴

104154 三年 費玉清

125093 三月 月光星子

160466 三願 佚名

166081 上學 佚名

108411 上火 孔令奇

155671 上癮 ENERGY

131117 上街 蔡依林

115798 下墜 佚名

166096 下江陵 佚名

166097 下雨 田家達

139257 下雨 李宇春

146415 下雪 王宇婕

100258 下雪 阿杜

159678 不 OK 信樂團

101439 不再 陳乃榮

175443 不同 CLOWN

145875 不同 吳佩珊

144621 不同 孫燕姿

129343 不哭 趙凱

170709 不哭 王心淩

151715 不哭 周蕙

140792 不哭 林曉培

400943 不哭[粵] 王心淩

160539 不問 佚名

160492 不壞 佚名

180301 不多[國] 張棟樑

165338 不夜 1983

141809 不夠 路綺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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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05 不安 李聖傑

165278 不必 這位太太

103650 不忍 迪克牛仔

200298 不怕[國] 弦子

146730 不想 王羚柔

133625 不想 戴佩妮

132743 不想 陳淑樺

129839 不想 鄭源

119780 不想 曉楓

117170 不愛 陶喆

149523 不懂 於臺煙

110297 不懂 李宗盛

147337 不換 萬芳

119812 不換 熊天平

120808 不散 謝霆鋒

175607 不服 符瓊音

110589 不留 李炳辰

152977 不痛 張韶涵

151649 不痛 周筆暢

400877 不痛[國] 樊凡

101769 不睡 陳奕迅

200332 不良[國] 徐良

128156 不要 張敬軒,王菀之

105282 不要 郭峰

180172 不要[國] 劉奇梅

149664 不見 楊丞琳

133465 不說 丁文琪

146731 不變 王羚柔

148173 不遠 蕭亞軒

148174 不配 蕭亞軒

145390 不醒 堂娜

154547 世界 便利商店

147064 世界 王菲菲

101774 世界 陳奕迅

106000 世界 何炅

181217 世界[國] 譚晶

153804 丟了 趙之璧

100235 丟了 阿木

115496 丟失 孫江楓

152323 並不 張懸

170692 並非 沙靖傑

119100 丫頭 王童語

160585 中嗨 佚名

150906 中國 卓依婷

400322 中國[國] 韓琳

104605 中箭 古巨基

120657 中邪 謝宇文

173733 中鋒 梁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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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40 中間 王藍茵,陳威全

141424 中間 梁靜茹

176641 主動 溫嵐

157231 主角 ME2

173173 乏味 周傳雄

164929 乖乖 朱安禹

133010 乖乖 陳瑀涵

173371 乖乖 沈芯羽

131119 乖貓 蔡依林

146865 乘客 王菲

178068 乘涼 周傑倫

147107 乘風 王藍茵

156916 九妹 黃鶴翔

145369 九月 唐笑

106779 九歌 韓磊

152730 也許 張艾嘉

157391 也許 蜜雪薇琪

154008 也許 趙默

138256 也許 LINDA

119739 也許 徐良

161918 乾杯 太極

129086 乾杯 佚名

108441 乾杯 陳思安

400547 乾杯[國] 五月天

200364 乾杯[國] 佚名

180470 乾爹[國] 海生

142889 乾脆 那英

147894 亂了 徐懷鈺

136291 了了 胡蓓蔚

147339 了斷 萬芳

118763 二樓 王嘯坤

159273 互動 脫拉庫

138896 交換 劉韻

173120 交換 黃小琥

131919 交錯 陳妃平

156036 亮劍 革命歌曲

138538 亮點 劉沁

134356 人偶 付佳明

100261 人狼 阿杜

152148 人質 張惠妹

125323 人質 楊宗緯

173680 人辦 劉德華

164969 人間 黃思婷

146866 人間 王菲

148469 什麼 許慧欣

175392 今夜 朱業晉

120192 今夜 許巍

400065
今夜你會不會

來 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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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51 今天 劉德華

142890 今年 那英

151775 今晚 周迅

139598 今晚 李玟

100336 介入 阿正

182211 仍然[粵] 關心妍

157639 他們 PK14

128178 他們 張敬軒

181765 他們[國] 崔恕

131895 付出 楊宗憲

175451 仡佬族酒歌 李泓瀅

115341 代價 孫國慶

133492 代替 謝金燕

170895 仰望 楊丞琳

146743 仰望 王芷蕾

144628 任性 孫燕姿

125725 企圖 袁惟仁

182084 伏筆[國] 薛之謙

105964 休息 何潤東

149357 休書 姚婷

111381 伯樂 林宥嘉

151776 伴侶 周迅

116396 伴兒 屠洪綱

128700 伴郎 張衛健

115253 似火 SIMON

102314 似火 陳揚傑

118017 但願 巫啟賢

149062 位子 辛曉琪

130389 位置 ALAN

100937 位置 次真降措

117057 位置 邰正宵

128450 低調 張棟樑

108762 佔據 劉子千

155925 佔有 飛輪海

102447 佔領 陳曉東

191051 何必[國] 鄭秀文

135522 何苦 高勝美

116809 何苦 譚詠麟

121094 佛光 亞東

174133 佛說 郭燕

127323 作伴 張國榮

102094 作夢 陳小春

401125 作對[國] 鄒承恩

144631 作戰 孫燕姿

160794 你你 佚名

145778 你來 陶晶瑩

145140 你來 蘇慧倫

158763 你們 水木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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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406 你們 王傑

178035 你好 騰格爾

147551 你我 曹格,魏雪漫

165381 你說 2女

133238 你說 陳科妤

131251 你說 蔡健雅

173816 使命 蒼茫

136473 來吧 韓紅

131447 依戀 蔡淳佳

140557 依然 林憶蓮

150418 依賴 葉倩文

132036 依賴 陳小霞

110614 依賴 李玖哲

200774 依賴[國] 藝洋

153507 依靠 祖海

150925 依靠 卓依婷

140158 依靠 林依晨

114964 依靠 任賢齊

191054 依靠[國] 鄭秀文

117059 俘虜 邰正宵

173934 保庇 王彩樺

151476 保護 周慧敏

128259 俠客 張明敏

140169 信仰 林依霖

126915 信仰 張信哲

181144
信仰(消

伴)[國] 蕭敬騰

200181 信件[國] 佚名

149064 信任 辛曉琪

118633 信任 王力宏

158816 信徒 神木與瞳

128704 信徒 張衛健

107170 信念 黃大煒

106507 信念 胡彥斌

180954 信念[國] 張也

176627 信條 後弦

148624 信號 許茹蕓

104940 信賴 郭品超

131125 倒帶 蔡依林

119877 倒帶 蕭敬騰

131448 倒愛 蔡淳佳

148182 倒數 蕭亞軒

133702 倒數 戴愛玲

149670 倔強 楊丞琳

170063 候鳥 尚雯婕

159359 候鳥 五月天

158408 候鳥 S.H.E

138737 候鳥 劉若英

143949 借過 容祖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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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855 倩影 李翊君

191055 值得[國] 鄭秀文

154465 假如 BOBO

146878 假期 王菲

400289 假的[國] 張超

131126 假裝 蔡依林

142895 偏心 那英

138259 偏心 LINDA

152750 偏愛 張蕓京

141174 偏見 梁詠琪

149671 偏食 楊丞琳

126734 健忘 周華健

133232 偶然 陳秋霞

131492 偶然 蔡琴

152979 偶爾 張韶涵

127537 偷心 張學友

173318 偷生 楊千嬅

150928 偽裝 卓依婷

191058 偽裝[國] 鄭秀文

127866 傘下 張宇

146879 催眠 王菲

158874 傳奇 閃亮三姐妹

146880 傳奇 王菲

109860 傳奇 李健

107207 傳燈 黃安

106591 傳聞 胡歌

165481 傳說 5566

119965 傳說 薛之謙

111380 傳說 林宥嘉,劉力揚

133025 傷口 陳瑞

116007 傷口 蘇有朋

128765 傷城 張遠

132848 傷心 陳潔儀

140560 傷痕 林憶蓮

132913 傷痕 陳潔麗

181095 傷秋[國] 佚名

120132 傷聲 許嵩

181578 傷雪[國] 九天

200427 傻子[國] 林宥嘉

175116 傻瓜 吳克群

146290 傻瓜 溫嵐

102363 傻瓜 陳星

101705 傻瓜 陳奕

148555 傾城 許美靜

119966 傾城 薛之謙

135910 償還 何超儀

134019 償還 鄧麗君

104164 償還 費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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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93 兄妹 陳奕迅

200398 兄弟
李思捷,王祖藍,阮兆

祥

173140 兄弟 元嘉

172854 兄弟 宇桐非,易欣

170823 兄弟 阿裏郎

141689 兄弟 羅敏莊

125156 兄弟 楊坤,張涵予,鄧超

119405 兄弟 魏斌

114968 兄弟 任賢齊

107057 兄弟 黃品源

100237 兄弟 阿木

181873 兄弟[國] 易欣,宇桐非

181667 兄弟[國] 含瑞

180940 兄弟[國] 容中爾甲

140173 兇手 林冠吟

137158 先知 黃馨

121032 光亮 辛龍

110711 光年 李聖傑

182277 光影[國] 顧莉雅

118203 光明 汪峰

106592 光棍 胡歌

154466 光榮 BOBO

171098 光芒 鳳凰傳奇

152934 光芒 張靚穎

136901 光芒 黃思婷

181591 光芒[國] 任賢齊

158796 光陰 水琉璃

152325 兒歌 張懸

171248 入夜 李戈

143392 入迷 潘美辰

102096 內傷 陳小春

181312 內疚 [國] 陳奕迅

120196 兩天 許巍

107647 兩岸 黃舒駿

114969 兩極 任賢齊

117048 兩邊 邰正宵,孟庭葦

138164 兩難 柯以敏

133629 兩難 戴佩妮

154288 八卦 B2

107471 八卦 黃立行

180627 公主 謝容兒

103986 公園 方大同

101604 六月 陳昇

173550 兵心 金悅

100227 兵心 阿振

141429 其實 梁靜茹

131255 再見 蔡健雅

130403 再見 ANG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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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862 再見 張震嶽

110616 再見 李玖哲

104306 再見 費翔

103614 再見 竇智孔

147657 冒險 小雪

138531 冒險 劉晏維

104627 冬天 古巨基

136372 冬戀 韓寶儀

173529 冰吻 金悅

119281 冰吻 王鍵

146291 冰河 溫嵐

158413 冰箱 S.H.E

117364 冰雨 伍佰

109317 冰雨 劉德華

174000 冰點 楊千樺

135169 冰點 郭芯其

115939 冷凍 石康軍

149672 冷戰 楊丞琳

146886 冷戰 王菲

136059 冷戰 侯湘婷

107518 冷戰 黃義達

153149 冷火 曾慶瑜

137368 凝望 江美琪

134026 凝望 鄧麗君

149359 凡眼 姚婷

141181 凹凸 梁詠琪

147769 出口 徐佳瑩

116010 出口 蘇有朋

135535 出嫁 高勝美

125044 出局 易欣

191062 出界[國] 鄭秀文

173178 出發 張心傑

135753 出發 何俐恩

142900 出賣 那英

146887 出路 王菲

180508 出軌[國] 佚名

173811 刀客 蒼茫

137120 分享 黃雅莉

136762 分享 黃可兒

117506 分享 伍思凱

170359 分別 A-ONE

117881 分居 吳梵

118416 分心 王傑

117062 分心 邰正宵

125045 分愛 易欣

147342 分手 萬芳

139771 分手 李碧華

128336 分手 張智霖,許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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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157 分生 張惠妹

171029 分裂 蘇醒

126198 分裂 周傑倫

150653 分開 葉璦菱

149721 分開 楊乃文

147899 分飛 徐懷鈺

110713 切歌 李聖傑

165353 初吻 2MORO

110651 初吻 李琛

178196 初戀 王寶

178191 初戀 劉惜君

141359 初戀 梁雁翎

105818 初戀 高楓

200588 初戀[國] 王寶

200103 初會 吳雨霏

173748 初見 楊千嬅

138740 別人 劉若英

128936 別人 曾一鳴

137369 別哭 江美琪

129449 別哭 鄭中基

127547 別問 張學友

114984 別想 任賢齊

145394 別戀 堂娜

137812 別說 甲子蕙

110617 別說 李玖哲

101565 別說 陳冠蒲

124868 別走 庾澄慶

114988 別走 任賢齊

128304 刺心 張智成

190091 刺青[國] 顧曉宇

173960 前座 阿樂

131449 前座後座 蔡淳佳

106453 前進 胡兵

173717 前鋒 鄭伊健

152163 剪愛 張惠妹

127870 割心 張宇

147345 割愛 萬芳

116132 割愛 蘇永康

173773 力量 伍俊華

108173 功夫 焦恩俊

103379 功夫 杜德偉

172705 加速 佚名

152164 勇敢 張惠妹

137027 勇敢 黃湘怡

141434 勇氣 梁靜茹

136904 勇氣 黃思婷

132914 勇氣 陳潔麗

128864 勇氣 張震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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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012 勇氣 蘇有朋

104428 勇氣 光良

180649 勇氣[國] 迪克牛仔

181621 勸愛[國] 六哲

137762 勾引 津亭

158837 包圍 蘇打綠

180164 包圍[國] 冷漠

136905 包容 黃思婷

106509 包袱 胡彥斌

114992 匆匆 任賢齊

150938 化蝶 卓依婷

108451 北漂 康康

102369 北漂 陳星

101325 北郊 遲誌強

128779 北風 張鎬哲

101800 十年 陳奕迅

130554 千面 阿朵

125904 升旗 閻維文

146733 午後 王羚柔

148021 半夏 徐顥菲

181496 半夢[國] MIC男團

181838 半路[國] 徐千雅

175137 卓瑪 降央卓瑪

151839 卓瑪 宗庸卓瑪

137101 卓瑪 黃英

115658 卓瑪 山泉音月

103987 南音 方大同

106212 博繳 洪文斌

147811 卡門 徐小鳳

136763 卡門 黃可兒

142803 卸妝 馬蕊

152591 原諒 張玉華

150105 原諒 楊鈞鈞

137257 原諒 季欣霈

137215 原諒 黃齡

135188 原諒 郭采潔

136476 原野 韓紅

165485 原點 5566

131228 原點 蔡健雅,孫燕姿

118028 原點 巫啟賢

118637 去愛 王力宏

109448 去者 劉歡

110480 友誼 李春波

181657
反叛[國][原

版] 卓文萱

181658 反派[國] 卓文萱

142903 反省 那英

127343 取暖 張國榮

110948 取暖 李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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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483 受傷 湯潮

126923 受罪 張信哲

118807 口碑 王宏偉

191066 口紅[國] 鄭秀文

139382 口袋 李心潔

100810 口袋 成龍

175637 口飯 蔡秋鳳

172825 古麗 烏蘭圖雅

175461 句點 糖糖樂團

152618 句點 張瑋綸

173121 只想 輕鬆玩樂團

147902 叮咚 徐懷鈺

127036 叮嚀 張偉文,呂珊

200710 可愛 蔡健雅

149675 可愛 楊丞琳

200713 可愛[國] 蔡健雅

173365 可笑 佚名

106454 可貴 胡兵

145438 右手 婷婷

100844 吉祥 春雷

144636 同類 孫燕姿

111955 名字 梁朝偉

171241 吞沒 李俊旭

107954 否認 姜育恒

152984 吶喊 張韶涵

145783 吻別 陶晶瑩

135544 吻別 高勝美

127560 吻別 張學友

108985 吻別 劉德華

103669 吻別 迪克牛仔

180131 吻安[國] 丁娜,布川

137028 吻雨 黃湘怡

102624 告別 陳永龍

181138 告白 蔡黃汝(豆花妹)

176711 告白 佚名

173958 告白 自由發揮

181332 告白[國] 陳翔

181139 告白[國] 蔡黃汝(豆花妹)

158838 呢喃 蘇打綠

114999 呢喃 任賢齊

151726 周蕙 周蕙

150957 味道 卓依婷

149068 味道 辛曉琪

129846 味道 鄭源

127561 味道 張學友

107067 呷茶 黃品源

148560 呼吸 許美靜

131259 呼吸 蔡健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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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66 呼喊 阿杜

182295 呼喚 高玉玫

172656 呼喚 ALAN

145497 呼喚 湯燦

170877 命定 吳建豪

102328 命運 陳旭

106514 和尚 胡彥斌

127564 咖啡 張學友

149069 哀愁 辛曉琪

130845 哎呀 白雪

172652 哎呦 陳戈

175445 哦也 CLOWN

175277 哭了 謝安琪,梁文音

151382 哭了 周冰倩

125135 哭了 楊剛

135547 哭砂 高勝美

138225 唇印 鄺美雲

111378 唐韻 林宗興

118640 唯一 王力宏

180657 唯一[國] 郝冠英

180490
唱片(動畫&消

伴)[國] 王嘯坤

132111 問候 陳思思

131379 問情 蔡幸娟

147540 問號 魏如萱

129007 問號 朱孝天

200891 問起 陳勢安

173661 問酒 上明

158770 啟程 水木年華

175673 善良 黃雅莉

141443 喜悅 梁靜茹

152327 喜歡 張懸

139384 喜歡 李心潔

137029 喜歡 黃湘怡

104644 喜歡 古巨基

132975 喝彩 陳琳

149019 單戀 謝雨欣

148561 單數 許美靜

100876 單數 曹格

152175 單純 張惠妹

100521 單練 保劍鋒

136320 單飛 胡靈

173156 嘲笑 張心傑

181839 嚮往[國] 徐千雅

121058 囚歌 雪村

127848 囚鳥 張宇,彭羚

200632 囚鳥[國] 田馥甄

153346 四季 佚名

148638 四季 許茹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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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982 回來 醜醜

142575 回來 毛阿敏

141703 回來 羅琦

126926 回來 張信哲

119793 回來 湘海

145883 回家 吳倩蓮

145319 回家 順子

118430 回家 王傑

400282 回家[國] 阿樂

147491 回憶 韋嘉

112790 回憶 羅百吉,曼伶

104315 回憶 費翔

104042 回憶 樊凡

400177 回憶[國] 李歐

200927
回應[更

新][國] 陳翔

145568 回望 田震

107956 回眸 姜育恒

171039 回鄉 佚名

107068 回首 黃品源

173543 困愛 成學迅

142321 困愛 孟庭葦

145148 圈圈 蘇慧倫

147748 圈套 弦子

117066 圈套 邰正宵

176802 國家 常石磊

100781 國家 成龍,劉媛媛

119662 國王 小類

152938 圍城 張靚穎

107417 圍城 黃磊

158423 圍巾 S.H.E

154641 圓圈 芭比

172929 圓夢 衡越

127885 圓謊 張宇

121152 團圓 伊揚

118038 團圓 巫啟賢

141445 地圖 梁靜茹

107958 地圖 姜育恒

107273 地鐵 黃征

153353 地震 朱茵

175192 坦白 孫楠

143646 坦白 裘海正

138746 坦白 劉若英

135792 坦白 何如惠

125729 坦白 袁惟仁

170559 坦途 佚名

101812 垃圾 陳奕迅

130580 城堡 阿爆

129457 城堡 鄭中基



KOD-2400 国语歌曲 點歌目錄
編號 歌名 歌星 編號 歌名 歌星

國語歌曲 第 39 頁

176679 城市 馬條

152328 城市 張懸

120140 城府 許嵩

173545 執著 成學迅

149071 執著 辛曉琪

148640 執著 許茹蕓

145569 執著 田震

137305 執著 江映蓉

128804 執著 張雨生,陶晶瑩

173183 堅定 羅時豐

180973 堅強 張萌萌

200905 報喜[國] 陳慧琳

135662 報應 高慧君

171134 報答 吳春燕

170770 塵埃 袁詠琳

164980 塵埃 羽泉

136225 塵埃 胡楊林

131262 塵埃 蔡健雅

116565 塵埃 童安格

152752 壞了 張蕓京

104010 壞人 方炯鑌

172748 壯舉 張敬軒

144255 夏傷 SARA

116349 夏夜 唐磊

110623 夏天 李玖哲

139534 夏日 李湘

200258
夏末(消

伴)[國] 小果

135846 夏雪 何潔

126215 外婆 周傑倫

181172 外婆[國] 西單女孩(任月麗)

200572 夙緣[國] 佚名

127251 多久 張嘉洵,高榕

138747 多傻 劉若英

107070 多好 黃品源

141197 多少 梁詠琪

131263 多少 蔡健雅

144334 多情 孫悅

126928 多想 張信哲

115553 多愛 孫耀威

171092 夜場 蘭鴿

166114 夜思 佚名

126216 夜曲 周傑倫

174135 夜歌 郭燕

181470 夜燈 JULIE

136912 夜空 黃思婷

136384 夜空 韓寶儀

116567 夜色 童安格

128711 夜蝶 張衛健



KOD-2400 国语歌曲 點歌目錄
編號 歌名 歌星 編號 歌名 歌星

國語歌曲 第 40 頁

133495 夜貓 丁當

171178 夜雨 佚名

180088 夜電[國] MAKIYO

134058 夜霧 鄧麗君

101529 夜風 陳冠希

139333 夠了 李度

200082 夠了[國] 卓文萱

140594 夢了 林憶蓮

102373 夢你 陳星

178039 夢土 騰格爾

142294 夢夢 佚名

172797 夢想 太子

171028 夢想 胡夏,陳翔,付辛博

138749 夢童 劉若英

129112 夢蝶 臧天朔

145786 夢見 陶晶瑩

146915 夢遊 王菲

150977 夥伴 卓依婷

144335 夥伴 孫悅

107440 大佬 阿牛,黃秋生

136480 大哥 韓紅

200304 大哥[國] 張冬玲

170071 大氣 劉惜君

128817 大海 張雨生

125223 大海 楊培安

101459 大海 陳偉聯

115983 大火 蘇來

180989 大膽[國] 張靚穎

172714 大象 胡雯

166045 大象 兒歌

146148 大雨 娃娃

176731 大雪 侯旭

107933 大雪 姜育恒,滿書雯

127129 天下 張傑

153057 天亮 曾寶儀

154238 天使 阿霈樂團

147906 天使 徐懷鈺

146917 天使 王菲

120147 天使 許嵩

200111 天光[閩] 吳淑敏

200171 天命[國] 天郎

125410 天域 佚名

138290 天堂 利綺

125499 天堂 永邦

124875 天堂 庾澄慶

117259 天堂 騰格爾

110274 天堂 李威

173846 天天 鎖曼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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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26 天天 東學

181639 天後[國] 劉力揚

200059 天意 劉德華

140990 天意 林美,藍弘欽

154178 天涯 愛樂團

115009 天涯 任賢齊

158429 天灰 S.H.E

141448 天燈 梁靜茹

150989 天真 卓依婷

147749 天真 弦子

125500 天真 永邦

119736 天真 徐良,阿悄

103387 天真 杜德偉

170085 天空 王羽臣

145681 天空 譚晶

136484 天空 韓紅

131146 天空 蔡依林

121108 天葬 亞東

146232 天虹 汪明荃

136486 天路 韓紅

135713 天路 龔玥

130667 天路 巴桑

175134 天邊 降央卓瑪

172917 天邊 烏蘭圖雅

152987 天邊 張韶涵

152002 天邊 張娜拉

139750 天邊 李瓊

100570 天邊 布仁巴雅爾

180755 天音[國] 黃聖依

151662 天鵝 周筆暢

100274 天黑 阿杜

118042 太傻 巫啟賢

133288 太多 陳綺貞

131266 太多 蔡健雅

121030 太多 辛隆

101566 太多 陳冠蒲

108682 太早 劉允樂

140175 太笨 林冠吟

175625 太陽 猴子飛行員

139866 太陽 李翊君

133292 太陽 陳綺貞

126148 太陽 周俊偉

129462 太難 鄭中基

145351 失去 同恩

128871 失去 張震嶽

125785 失寵 言承旭

141450 失憶 梁靜茹

140800 失憶 林曉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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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446 失眠 CLOWN

148481 失眠 許慧欣

135663 失眠 高慧君

108320 失約 金城武

140600 失蹤 林憶蓮

132859 失蹤 陳潔儀

175535 奇妙 梁心頤

173737 奇跡 農夫

127888 奇跡 張宇

134064 奈何 鄧麗君

104187 奈何 費玉清

151983 奉獻 張咪

150992 奉獻 卓依婷

147465 奉獻 韋唯

136764 奉獻 黃可兒

176678 奔四 馬條

152187 奔跑 張惠妹

107269 奔跑 黃征,羽泉

201027 奮鬥 黃耀明

182035
奮鬥(消

伴)[國] 羽泉

132978 女人 陳琳

131030 女人 曹穎

116571 女人 童安格

146298 女力 溫嵐

181082 女巫[粵] 王祖藍

149723 女爵 楊乃文

156323 女生 黑 GIRL

400311 女皇[國] 韓庚

171256 女神 杭嬌

180440 女神[國] 榮楊

137337 女郎 江玲

173912 她說 林俊傑

125730 好怕 袁惟仁

148643 好聽 許茹蕓

142912 如今 那英

181174 如果[國] 西單女孩(任月麗)

148564 如此 許美靜

159384 如煙 五月天

156224 如煙 紅藍鉛筆

153321 如願 朱樺

146927 如風 王菲

170845 妃子 高藝菲

400285 妄想[國] 黃小琥

118729 妒忌 黎瑞恩

108416 妖精 孔令奇

128922 妞妞 張驍

156166 妥協 HOTCHA

131151 妥協 蔡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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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657 妹妹 楊千樺

137378 妹妹 江美琪

131322 妹妹 蔡卓妍

108417 妹妹 孔令奇

104442 妹妹 光良

101613 妹妹 陳昇

145684 妻子 譚晶

181001 姆姆[國] 曾靜玟

151009 姐妹 卓依婷

173997 姐妹 許誌安

152194 姐妹 張惠妹

180205 姐妹[國] 品冠,黃嘉千

175659 姐姐 自由發揮

128468 姐姐 張楚

102606 姑娘 陳楚生

100879 姑娘 曹格

138064 委屈 方怡萍

138169 委屈 柯以敏

126380 委曲 周傳雄

161701 姥姥 佚名

152625 姻緣 張瑤

152988 娃娃 張韶涵

101247 娉婷 蔡楓華

126221 娘子 周傑倫

134069 娘心 鄧麗君

133898 娘親 董文華

161708 娜娜 佚名

151010 婉君 卓依婷

150128 婉君 楊鈺瑩

139867 婉君 李翊君

139740 婚禮 李琳

120662 婚禮 謝宇書

156608 婚誓 初瑞

151880 婚誓 孫麗英,戴玉強

144740 婚誓 張也

133832 婚誓 董文華

130903 婚誓 黃英,吉傑

116573 婷娜 童安格

119085 媽媽 王真顏

176630 媽媽 九拍小子樂隊

171104 媽媽 劉和剛

170427 媽媽 李歐

139090 媽媽 李佳

118213 媽媽 汪峰

117842 媽媽 吳建豪

106252 媽媽 洪榮宏

135216 嫁妝 郭靜

173643 嫁衣 幸福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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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754 嫉妒 劉若英

133294 嫉妒 張智霖

128355 嫉妒 陳綺貞

154206 嫉妒 阿妹妹

145792 嫉妒 陶晶瑩

105825 嫦娥 高楓

136105 嫵媚 杭天棋

151804 嬉愛 周雅芳

131858 嬰兒 陳倩倩

147988 子彈 徐若瑄

131774 孔雀 蔡詩蕓

143618 孔雀 瞿穎

172770 字花 薛凱琪

126381 存在 周傳雄

175629 存在 林育韋

165494 存在 5566

157704 存在 強辯樂團

153058 存在 曾寶儀

180464 存在[國] 汪峰

118044 存心 巫啟賢

147966 存愛 徐立

130929 存錢 MAKIYO

107725 季節 黃貫中

143472 孤單 潘越雲

132757 孤單 陳淑樺

173664 孤單 萬芳

134637 孤單 範文芳

170059 孤城 劉佳

138755 孤寂 劉若英

103807 孤島 林姍

176062 孤島 EVER

178044 孤影 騰格爾

118444 孤星 王傑

129182 孤船 莊學忠

108052 孤葉 季中平

107073 孤鳥 黃品源

118445 孤鷹 王傑

170345 孩子 梁文音

133295 孩子 陳綺貞

108459 孬種 康康

147354 學你 萬芳

154011 學會 伍思凱,許慧欣

146790 學會 孫燕姿

144650 學會 王菀之

117491 學會 趙默

151732 學會 周蕙

148484 學會 許慧欣

400757 學會[國] 徐峰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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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393 學著 蜜雪薇琪

132620 學飛 陳明

165093 宇宙 ZAYIN

149216 守候 伊能靜

130540 守候 阿斯根

165496 守候 5566

145573 守候 田震

200776 守候[國] 蘇富權

145648 守夜 談芳兵

401086 守夜[國] 謝添

146930 守時 王菲

157219 安可 MC HOTDOG

142699 安可 莫文蔚

118446 安妮 王傑

140869 安娜 林淑蓉

108620 安娜 冷漠

144651 安寧 孫燕姿

161736 安慰 佚名

128196 安排 張敬軒

148201 安靜 蕭亞軒

126222 安靜 周傑倫

139618 完整 李玟

191097 完整[國] 鄭秀文

132951 完美 陳珊妮

154165 完美 愛樂公社

148650 完美 許茹蕓

128308 完美 張智成

158607 定居 SOUL WORKS

120838 定律 謝霆鋒

141784 定情 蘭卡布尺

132758 定情 陳淑樺

144757 客套 宋新妮

119430 宣言 魏金棟

106518 宣言 胡彥斌

149217 害怕 伊能靜

145889 害怕 吳倩蓮

144653 害怕 孫燕姿

143317 害怕 潘恩蓓

138042 家園 何靜

135927 家園 劉歡

109460 家園 騰格爾,蒼狼樂隊

153515 家園 祖海

144791 家園 宋祖英

121112 家園 亞東

117263 家園 騰格爾

136866 家後 黃小琥

137076 家鄉 黃美詩

136488 家鄉 韓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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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66 容顏 任軍太

145238 容顏 蘇芮

180658 容顏[國] 郝冠英

181198 宿敵[海蝶] 許嵩

138099 寂寞 靜婷

171163 寂寞 PB33

147355 寂寞 萬芳

107965 寂寞 姜育恒

181175 寂寞[國] 西單女孩(任月麗)

173904 寄付 秀蘭瑪雅

133412 寄信 陳譯賢

117621 寄生 吳克群

200159 寄託[國] 佚名

109350 寄語 劉文正

172643 密語 江伊涵

147257 寒冰 王馨平

139775 寒星 李碧華

135557 寒星 高勝美

161758 寒流 佚名

117310 寒潭 WING

152989 寓言 張韶涵

102463 實在 陳曉東

141456 寧夏 梁靜茹

111812 寧願 林漢揚

128943 寫字 佚名

126937 寬容 張信哲

158819 寬恕 神木與瞳

146934 寬恕 王菲

118767 寵兒 王嘯坤

129798 寵物 鄭智化

191100 寵物[國] 鄭秀文

140804 寶藏 林曉培

154644 寶貝 孫楠

115415 寶貝 芭比

171209 寶貝 張真菲

155416 寶貝 動靜樂團

152329 寶貝 張懸

149283 寶貝 依稀

138545 寶貝 劉淑芳

118979 寶貝 王誌文

101494 寶貝 陳傑瑞

128006 寺廟 張峰奇

400574 封印[國] 冰川

126226 將軍 周傑倫

125925 將軍 閻維文

118343 專情 王中平

153059 專註 曾寶儀

182252 尊嚴[粵] 陳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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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10 尋回 張清芳

161762 尋夢 佚名

151984 尋夢 傅振輝,王曉思

129062 尋夢 張咪

200341 尋夢[國] 愛朵女孩

152991 尋寶 張韶涵

104661 尋寶 古巨基

144913 尋找 斯琴格日樂

119074 尋找 王玨

107475 尋找 黃立行

103267 尋找 大風

127605 尋福 張學友

137010 尋覓 莊學忠

129184 尋覓 黃淇

172900 對味 安又琪

181681 對嘴 周筆暢

137998 對岸 金海心

124876 對峙 庾澄慶

157928 對手 TORO,顏行書

116318 對手 強辯樂團

149319 對折 元若藍

127891 對折 張宇

181592 對折[國] 任賢齊

111641 對望 林誌穎

151017 對花 卓依婷

139733 對花 李玲玲,張興華

115374 對視 孫楠

400674 對錯[國] 孟楊

108621 小三 冷漠

182131 小兵[國] 趙小兵

127892 小妹 張宇

128872 小宇 張震嶽

144008 小小 容祖兒

133635 小小 戴佩妮

149827 小島 楊千樺

104662 小指 古巨基

108200 小橋 蔣大為

150042 小淇 佚名

149220 小狗 伊能靜

106520 小狗 胡彥斌

106112 小白 後弦

166106 小羊 佚名

116487 小美 湯潮

161829 小船 佚名

182013 小花[國] 百慕三石

110484 小芳 李春波

157340 小草 木吉他

153369 小草 朱逢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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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432 小草 王夢麟

118780 小草 紅豚組合

151022 小草 卓依婷

150213 小草 殷秀梅

154214 小薇 卓依婷

151023 小薇 阿弟

137077 小薇 黃美詩

100278 小說 阿杜

101028 小貓 蔡國慶

134077 小路 鄧麗君

165231 小醜 至上勵合

121220 小醜 余天

107966 小醜 姜育恒

128938 小野 曾一鳴

115027 小雪 任賢齊

115232 小面 潤土

161850 小馬 佚名

136311 小魚 胡雯

118214 小鳥 汪峰

165357 少了 2MORO

138844 少來 劉虹樺

120209 少年 許巍

100861 少年 光良,曹格

181176 少年[國] 西單女孩(任月麗)

111037 尷尬 林佑威

173722 尾巴 陳偉霆

175395 尾戒 NOVA

117976 屈服 吳宗憲

109556 屋子 劉海波

117758 屋頂 吳宗憲,溫嵐

108289 屎車 訐譙龍

141461 屬於 梁靜茹

182303 山伯 黃凱芹

102381 山寨 陳星

141704 山情 羅琦

135487 山歌 側田,無雨霏

127070 山歌 吳雨霏,側田

147467 山歌 韋唯

161888 山童 佚名

140931 山谷 夏國星,林玉英

119444 山谷 林玉英

115789 山頂 施文斌

161897 島唄 佚名

145487 島歌 湯旭

141462 崇拜 梁靜茹

173060 崛起 群星

180584 崩潰[國] 藍雨

137121 崽崽 黃雅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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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65 巡蒼 謝巧星

140423 左右 林心如

138757 左岸 劉若英

109035 左岸 劉德華

131822 左臉 陳予新

158842 左邊 蘇打綠

149682 左邊 楊丞琳

159396 左鍵 五月天

130953 巨人 彩虹姐姐

161906 巨航 佚名

173976 差利 洪傑

139268 差生 李宇春

124750 差距 宇桐非

146377 差距 王冰洋

158843 已經 蘇打綠

401011 巷口[國] 羊羽

166039 布穀 佚名

156620 布鞋 經典老歌

119561 布鞋 小曾

154980 希望 亂彈阿翔

143207 希望 彭莉

142917 希望 王傑

136462 希望 超級女生

118453 希望 那英

170875 希望 劉虹翎

170361 希望 A-ONE

142583 希望 毛阿敏

135848 希望 何潔

116148 希望 蘇永康

113662 希望 韓紅,滿文軍

110552 希望 李泉

110308 希望 李宗盛

131527 常喜 蔡琴

139809 平板 李秋霞

107279 平行 黃征

132981 平衡 陳琳

175694 年年 蔡卓妍

180628 年華 謝容兒

138758 年華 劉若英

181177 年華[國] 西單女孩(任月麗)

108153 年輪 江濤

131901 幸好 陳好

156939 幸福 任雪晴

146798 幸福 何耀珊

144917 幸福 彭立

143757 幸福 方皓玟

143098 幸福 月光星子

135884 幸福 李思琳,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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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586 幸福 王菀之

148485 幸福 許慧欣

132622 幸福 陳明

131528 幸福 蔡琴

118576 幸福 王凡瑞

118454 幸福 王傑

161938 幸負 佚名

138845 幹嘛 劉虹樺

144918 幻想 孫悅

144343 幻想 斯琴格日樂

129408 幻覺 許巍

120210 幻覺 趙震宇

101688 幻覺 陳坤

190026 幽媾 呂珊,胡美儀

138087 幽會 呂方

182305 底線[國] 黃宗澤

164933 庭院 櫻桃幫

148656 廝守 許茹蕓

400153 廝殺[國] 張嘉洵

146390 廟會 王夢麟

118781 廟會 龍千玉

125505 廢墟 永邦

170200 強劍 鄭嘉穎,黃宗澤

110919 彈錯 佚名

145890 彌補 吳倩蓮

141556 彌補 樂紅

159398 彩虹 五月天

155340 彩虹 動力火車

137857 彩虹 方婉真

137820 彩虹 朱文

129034 彩虹 紀曉君

120211 彩虹 許巍

164988 彩虹 羽泉

152205 彩虹 張惠妹

150703 彩虹 葉蓓

147468 彩虹 韋唯

141467 彩虹 梁靜茹

126230 彩虹 周傑倫

103392 彩虹 杜德偉

400981 彩虹[國] 石頭剪子佈(阿布)

145375 影子 唐艾萱

120001 影子 王傑

118456 影子 西域刀郎

146939 影子 王菲

138541 影子 劉沁

110627 影子 李玖哲

181989 影子[國] 王箏

133469 影迷 丁文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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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216 彼岸 汪峰

142213 往事 龍飄飄

142327 往事 孟庭葦

140481 往昔 林慧萍

111556 征服 林誌炫

142919 征服 那英

125731 征服 袁惟仁

108491 征服 柯受良

118769 征程 王嘯坤

128801 征途 張陵樂

144658 很好 孫燕姿

401216 很好[國] 黃奕

128910 很難 張震嶽

152512 後來 張清芳

138762 後來 劉若英

118345 後悔 李恕權

110391 後悔 王中平

146149 後悔 娃娃

115560 後悔 孫耀威

171421 後退 高林生

110628 後退 李玖哲

127131 徒手 張傑

147358 從前 萬芳

165306 從頭 183CLUB

129011 復活 朱孝天

111349 復活 林宇中,金莎

106642 復活 荒山亮

176989 微光 黃義達

132439 微光 陳慧琳

127614 微塵 張學友

149834 微笑 桑蘭,黃偉麟

145689 微笑 楊千樺

144951 微笑 譚晶

132122 微笑 陳思思

127132 微笑 張傑

106003 微笑 何炅

181754 微笑[國] 宿雨涵

111557 心上 林誌炫

151386 心事 周冰倩

139778 心事 孫協誌

134091 心事 李碧華

181628 心事[國] 冷漠

200978 心債 黃耀明

132442 心債 陳慧琳

140805 心動 林曉培

140147 心動 林佳儀

103675 心動 迪克牛仔

110719 心口 李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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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886 心口 李聖傑

102468 心地 陳曉東

134921 心影 鳳飛飛

138328 心悸 劉亦菲

162034 心情 於臺煙

181585 心情[國] 付豪

145278 心戀 蘇霈

130916 心戀 崔萍

182273 心戀[國] 韓曦

130369 心戰 ALAN

135780 心暖 何嘉莉

119284 心曲 王鍵

138170 心歌 柯以敏

117658 心水 吳品醇

139430 心泣 李慧珍

181311 心洞[國] 陳勢安

136093 心海 哈輝

145398 心涼 堂娜

118802 心港 陳妃平,王子鳴

155461 心火 大地

143590 心火 曲錦楠

105325 心火 郭晉安

136919 心燈 黃思婷

135217 心牆 郭靜

130626 心牆 黃思婷

173082 心牆 林俊傑

181975 心生[國] 牛奶咖啡

139779 心疼 李碧華

135822 心疼 蔡小虎

126594 心疼 周渝民

162053 心痛 孫協誌,林曉君

132862 心痛 陳潔儀

118460 心痛 王傑

116881 心痛 譚詠麟

103676 心痛 迪克牛仔

134408 心碎 詹雅雯

128498 心碎 張洪量

125055 心碎 易欣

103088 心碎 陳黎明

126389 心結 周傳雄

110578 心結 李炆

400677 心結[國] 孫一嬌,解放

116882 心經 譚詠麟

138380 心聲 遲誌強

103089 心聲 陳黎明

144447 心萎 孫淑媚

148658 心蝕 許茹蕓

135745 心語 何以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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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922 心路 黃思婷

159799 心跳 K.WILL

151957 心跳 張可芝

181781 心跳 弦子

140424 心跳 林心如

118657 心跳 王力宏

181782 心跳[國] 弦子

150191 心軟 李逸朗

141690 心軟 楊韻禾

110901 心軟 羅敏莊

109054 心酸 劉德華

111384 心酸 林宥嘉

130943 心醉 希亞

118464 心醉 王傑

117912 心鎖 吳煒,張語倢

139780 心雨 何影,羅時豐

135803 心雨 李碧華

151046 心雨 卓依婷

135565 心雨 高勝美

126231 心雨 周傑倫

133745 心領 裕美

114033 心願 男生版

170166 心願 陳依婷

103840 心願 付笛聲

151338 忍心 卓文萱

126232 忍者 周傑倫

149076 忐忑 辛曉琪

200862
忐忑(11 演)(國

語) 鄧紫棋

158228 忘了 劉若英

142330 忘了 孟庭葦

138764 忘了 輕鬆玩樂團

105318 忘了 郭富城

172721 忘了 林二汶

141751 忘了 藍心湄

135664 忘了 高慧君

131271 忘了 蔡健雅

109056 忘了 劉德華

400563
忘了[原

伴][國] 何潔

149077 忘川 辛曉琪

128311 忘年 張智成

178088 忘掉 驊梓

176916 忘掉 宇海文

156221 忘記 周傳雄

126392 忘記 譚維維

152211 忘記 張惠妹

149284 忘記 依稀

111115 忘記 林俊傑

159404 忘詞 五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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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752 忠告 藍心湄

144239 忠告 阮丹青

157520 忠誠 南方男生

156640 忠誠 汪峰

172663 忠誠 周燕君

181953 忠誠[國] 汪峰

145690 忠魂 譚晶

103398 快愛 杜德偉

128312 快樂 張智成

126945 快樂 張信哲

148204 快歌 蕭亞軒

170661 快轉 楊丞琳

102477 快門 陳曉東

135929 念情 何靜

109063 念舊 劉德華

157170 念頭 雷樂隊

133638 忽然 戴佩妮

126595 忽然 周渝民

148302 忽略 蕭瀟

165500 怎樣 5566

141776 怎樣 藍沁

133639 怎樣 戴佩妮

138765 怎能 劉若英

149078 怎麼 辛曉琪

145576 怒吼 田震

126946 怕冷 張信哲

180593 怕愛[國] 蘇醒

130819 怕黑 白歆惠

125787 怕黑 言承旭

134099 思君 鄧麗君

121043 思夫 錫劇

156211 思念 丁小芹

133457 思念 李香琴

130882 思念 碧娜

128682 思念 紅孩兒

142585 思念 毛阿敏

140331 思念 林子娟

131272 思念 蔡健雅

130425 思念 安蕾爾

121117 思念 亞東

000342 思念[國] 張學友

181324 思鄉[國] 陳星

146175 怪獸 文英

154645 怪獸 芭比

147914 怪獸 徐懷鈺

129468 怪胎 鄭中基

158687 恨海 十二美女

149373 恨海 姚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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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196 恨火 莊學忠

144226 恩情 柔均

103567 恩惠 段千尋

150442 恭喜 葉倩文

139337 悲劇 李度

400268 悲愛[國] 蕭敬騰

133372 悲秋 陳艾玲

162156 悸動 佚名

150017 情人 楊林

143404 情人 潘美辰

136492 情人 韓紅

107085 情人 黃品源

103401 情人 杜德偉

103171 情人 刀郎

200863
情人(11 演)(粵

語) 鄧紫棋

181462 情人[粵] GEM

117079 情俑 邰正宵

120685 情債 陳思安

144399 情債 孫永慈

132669 情債 陳明真

148043 情傷 曉月

154166 情剪 愛樂公社

143146 情動 彭羚

118470 情卻 王傑

118179 情商 文章

162169 情土 佚名

108622 情坎 冷漠

116358 情報 唐禹哲

162170 情奴 零峰

182092 情奴[國] 蘇勒亞其其格

137323 情字 江淑娜

162172 情怨 佚名

109470 情怨 劉歡

141370 情愛 梁雁翎

162173 情感 佚名

125938 情懷 閻維文

181814 情批 張蓉蓉

145266 情批 蘇路

159865 情探 佚名

142219 情旅 韓寶儀

136395 情旅 龍飄飄

126234 情書 周傑倫

100285 情書 阿杜

127632 情書 張學友

100355 情書 阿溫

165280 情歌 這位太太

141471 情歌 邱淑君

132953 情歌 龍千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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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280 情歌 這位太太

200189 情歌[國] 容中爾甲,旺姆

181245 情歌[國] 郎郎(馬誌鋒)

180942 情歌[國] 容中爾甲

150134 情歎 楊鈺瑩

103569 情殤 段千尋

181613 情殤[國] 信樂團

172090 情沼 蘇勒亞其其格

132760 情深 陳淑樺

162186 情熱 佚名

110094 情牢 李克勤

115563 情狂 孫耀威

162187 情理 佚名

106113 情畫 後弦

135566 情病 高勝美

141844 情節 雷光夏

107843 情籠 黑龍

118279 情結 溫兆倫

135567 情網 高勝美

127635 情網 張學友

150107 情緣 楊鈞鈞

105759 情緣 蔡濟文

101281 情緣 高誌鵬

139718 情緣 李玲玉

136927 情緣 黃思婷

133368 情緣 陳興瑜

173925 情義 荒山亮

156225 情聖 紅藍鉛筆

142220 情花 鄧麗君

134109 情花 龍飄飄

400788 情花[國] 本兮

170167 情蠱 陳依婷

129469 情詩 鄭中基

109078 情話 劉德華

146949 情誡 王菲

146951 情變 王菲

162190 情迷 李龍基

134110 情迷 鄧麗君

200131 情迷 周慧敏

115933 情醉 董貞,盛威

131543 情鎖 蔡琴

102385 情鎖 陳星

148343 情關 金素梅

135568 情關 高勝美

132761 情關 陳淑樺

135570 情雨 高勝美

146952 情雪 王菲

200966 情雪 黃仲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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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63 情雪[國] 黃鶯鶯

127636 情願 張學友

141068 惜別 林韋君

133710 惡夢 戴愛玲

115741 惡鬥 施文彬

144274 想你 SAYA

103107 想你 丁力

134638 想你 範文芳

131273 想你 蔡健雅

129470 想你 鄭中基

401103 想你[國] 趙本水

105972 想像 何潤東

139269 想哭 李宇春

135100 想哭 郭富城

105100 想哭 郭彤

102609 想哭 陳楚生

175093 想家 吉傑

151341 想家 卓文萱

182027 想家[國] 羅文裕

181821 想家[國] 張馨戈

181179 想家[國] 西單女孩(任月麗)

148572 想念 希婕

148434 想念 許哲佩

147738 想念 許美靜

173627 想念 陳楚生

142923 想念 那英

117522 想念 伍思凱

108737 想念 劉嘉亮

182316
想念(消

伴)[國] 齊秦

400648 想念[消][國] 喬任梁

159571 想愛 光良

104445 想愛 葉璦菱

153062 想愛 曾寶儀

118588 想愛 王力宏,倪睿思

145011 想睡 沈芳如

145795 想要 陶晶瑩

401246 想說 許誌安

400250 想贏[國] 白冰,海鳴威

175122 想起 朱丹

173531 想起 金悅,蔣佳迪

137389 想起 江美琪

136545 想起 韓雪

128917 想起 張騰

118659 想起 王力宏

152729 想逃 LINDA

138261 想逃 康思婷

138151 想逃 張艾嘉,梁家輝

131391 想通 蔡幸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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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12 想逢 佚名

146805 想飛 大風

103268 想飛 王菀之

139389 想飛 李心潔

115041 想飛 任賢齊

156400 惹火 J.A.M

154861 惹火 彩月團

106145 愚愛 歡子

157320 愛 喲 夢飛船

171046 愛上 丁祥威

119522 愛上 小宇

162215 愛人 卓依婷

151057 愛人 張克帆

143653 愛人 蔡妍

127176 愛人 龍千玉

147124 愛人 王雪娥

134115 愛人 鄧麗君

121128 愛人 亞東

159246 愛你 東方二重唱

107655 愛你 黃舒駿

105104 愛你 郭富城

100241 愛你 阿木

400849 愛你[消][國] 柯有倫

146953 愛侶 王菲

155935 愛到 飛輪海

107479 愛吧 黃立行

158450 愛呢 S.H.E

170831 愛哭 陳幸子

145796 愛喲 陶晶瑩

103990 愛在 方大同

157523 愛妃 女 F4

132984 愛心 陳琳

163270 愛情 林誌穎

150672 愛情 白冰冰

111650 愛情 龍千玉

171244 愛情 佚名

142710 愛情 莫文蔚

117085 愛情 邰正宵

200634 愛情[國] 田馥甄

100883 愛愛 曹格

127651 愛慕 張學友

111523 愛我 林誌炫,陳明

138177 愛我 柯以敏

116359 愛我 唐禹哲

110355 愛我 李延亮

107975 愛我 姜育恒

163303 愛撫 佚名

175161 愛放 陳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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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76 愛是 梁靜茹

148667 愛是 許茹蕓

180106 愛是 MOVE SECRET

159868 愛歌 戲曲

115569 愛火 孫耀威

158820 愛煉 神木與瞳

126625 愛瘋 周湯豪

103688 愛盲 迪克牛仔

157524 愛神 女 F4

156945 愛神 錦繡二重唱

145798 愛缺 陶晶瑩

163341 愛苗 春妹

117925 愛誰 吳煒

181939 愛透[國] 佚名

155789 愛過 F.I.R

128334 愛過 草蜢

175150 愛過 陳楚生,安以軒

133641 愛過 戴佩妮

181325 愛過[國] 陳楚生,安以軒

139392 愛錯 李心潔

118669 愛錯 王力宏

137071 愛鏈 黃美珍

173114 愛阮 甲子慧

163360 愛雨 佚名

140488 感冒 林慧萍

162216 感動 甘萍

149083 感動 辛曉琪

126813 感動 張衛健,周華健

151343 感受 卓文萱

132985 感受 陳琳

118067 感受 巫啟賢

138434 感恩 劉媛媛

157380 感應 蒙恩使女

152229 感應 張惠妹

151515 感激 周慧敏

142618 感覺 眉佳

118283 感覺 溫兆倫

109645 感觸 劉錫明

116452 感謝 屠洪綱

171132 感謝 吳春燕

139643 感謝 李玟

107091 感謝 黃品源

136932 慈悲 黃思婷

104061 慈母 樊磊

143824 慌亂 任靜

133518 慌城 丁薇

162231 慕情 佚名

000345 慢慢[國] 張學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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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56 慢走 陳峙民

146304 慵懶 溫嵐

101031 慶祝 蔡國慶

149686 慶祝 楊丞琳

162233 憧憬 佚名

159410 憨人 五月天

180379 憶愛 佚名

144665 懂事 孫燕姿

111562 懂事 林誌炫

146528 懂得 王晶

132865 懂得 陳潔儀

102355 懂心 陳星,葉可萌

138914 懂我 厲娜

149727 應該 楊乃文

126242 懦夫 周傑倫

132828 懲罰 陳淑萍

164999 懲罰 羽泉

119786 懶豬 曉楓

117474 懷念 莫文蔚,伍佰

144759 懷念 宋新妮

131557 懷念 蔡琴

131172 懷念 蔡依林

180943 懷想[國] 容中爾甲

157972 懷抱 汪峰

146958 懷疑 王菲

155453 懷秋 大嘴巴

106271 懺悔 洪榮宏

109869 戀人 李健

182279 戀人 顧莉雅

142334 戀人 孟庭葦

128783 戀人 張鎬哲

146529 戀味 王晶

133713 戀單 戴愛玲

138179 戀天 柯以敏

147473 戀尋 韋唯

162124 戀心 佚名

143706 戀情 邱蕓子

125428 戀愛 楊瑞代

181747 戀歌[國] 宋熙銘

131558 戀痕 蔡琴

104206 戀痕 費玉清

133035 戀花 陳瑞

128640 成全 張華

170053 成全 葉熙祺

138768 成全 劉若英

129317 成全 趙傳

149519 成熟 揚揚

109838 成長 李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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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062 我不 侯湘婷

165001 我們 ENERGY

159415 我們 五月天

155684 我們 張心傑

154864 我們 蔣榮宗

171035 我們 青稞蕎麥

153907 我們 趙薇

120848 我們 謝霆鋒

141562 我怕 佚名

144673 我想 孫燕姿

116409 我愛 屠洪綱

107530 我懂 黃義達

124707 我找 堯堯

145582 我會 田震

133470 我的 丁文琪

151740 我看 周蕙

165003 我要 沈殿霞

157141 我要 零點樂隊

134934 我願 鳳飛飛

149347 我願 央金蘭澤

116258 戒情 誓言

135140 戒愛 郭燕

150139 戒指 梁詠琪

141249 戒指 楊鈺瑩

171076 戒指 伍佰

140492 戒痕 林慧萍

154591 戒酒 北原山貓

173975 戰士 陳偉霆

119567 戰士 小曾

148100 戰火 秀蘭瑪雅

112373 戰爭 羅建章,曾治倫

111662 戲夢 林誌穎

115067 戲迷 任賢齊

127045 戲鳳 張偉文,蘇珊

108116 戲鳳 靜婷,江宏

116495 房子 湯潮

400924 手印[國] 溫嵐

110556 手套 李泉

151346 手心 卓文萱

159703 手擁 信樂團

146813 手望 王菀之

114873 手記 RAIN

142337 手語 孟庭葦

165376 打掃 2個女生

401224 打破[消][國] 黃小琥

135904 托媒 何英

157143 承受 谷祖琳

148682 承擔 許茹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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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84 承認 YUMMY

149088 承認 辛曉琪

158013 承諾 肖陽

170989 承諾 孫楠

149089 承諾 辛曉琪

138311 承諾 劉一禎

128011 承諾 張峰奇

191137 承諾[國] 鄭秀文

200930 承諾[國] 陳翔

201031 抉擇 黃耀明

142338 抉擇 孟庭葦

131569 抉擇 蔡琴

146815 把戲 王菀之

159419 抓狂 五月天

121066 抓賊 雪村

127919 折磨 張宇

165311 折磨 183CLUB

151415 折磨 周子寒

401167

抱喜[國語]

（電影 八星抱

喜 主題曲） 陳慧琳

136845 抱怨 黃小楨

144059 抱抱 容祖兒

162444 抱擁 佚名

110725 抱歉 李聖傑

127678 抱雪 張學友

125768 抽煙 袁耀發

174181 抽身 冷漠,王雅潔

176003 拂曉 劉惜君

100057 拂袖 安琥

107095 拆散 黃品源

118502 拋棄 王傑

138401 拍寫 劉力揚

144682 拒絕 孫燕姿

101719 拔河 陳奕迅,梁漢文

132868 拔河 陳潔儀

132869 拖鞋 陳潔儀

158016 拜年 劉珺兒

162458 拜廟 佚名

148231 拜託 蕭亞軒

101894 拜訪 陳奕迅

115438 拯救 孫楠

148891 拷紅 謝采雲

133418 拷紅 陳輝玲

173797 拼圖 魏斌

117096 拼圖 邰正宵

401109 拼搏[國] 趙本水

176080 拾年 關心妍

128624 拾憶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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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760 指引 張超

171384 指望 郁可唯

154658 挑動 芭比

104216 挑夫 費玉清

158970 挑戰 TENSION

165506 挑撥 5566

159704 挑釁 信樂團

142227 挽回 翁立友

172800 挽救 安宇

128529 挽留 張爽

108538 挽留 柯羽

127257 挽留 張嘉洵

101441 挽留 陳亮

121067 捉賊 雪村

131178 捕手 蔡依林

191141 捨得[國] 鄭秀文

138848 掉了 劉虹樺

152243 掉了 張惠妹

159578 掌心 光良,品冠

100368 掌心 阿牛,錦繡

159802 掌握 心跳男孩

100884 掌紋 曹格

147766 掏心 徐仲薇

158662 排隊 SWEETY

100218 掙紮 阿弟仔

128833 掙紮 張雨生

148972 掙脫 謝金燕

141798 掙脫 賴雅妍

128584 掙脫 張祥洪

148576 掛失 許美靜

171135 掛牽 吳春燕

146966 掠過 王菲

154969 採花 藏羌組合

140072 探窯 李錦航

141498 接受 梁靜茹

143532 控訴 潘迪華

115580 提醒 孫耀威

148232 插曲 蕭亞軒

126029 揚帆 陽帆

107986 揚帆 姜育恒

149856 揚眉 楊千樺

162479 換你 佚名

162480 換季 ALAN

156059 換季 金花

104790 換心 古皓

165220 握手 縱貫線

135891 握緊 何耀珊

110392 揮別 李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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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79 搖動 原始林合唱團

147969 搖夢 佚名

120855 搖晃 謝霆鋒

173608 搗蛋 佚名

157647 搞錯 潑猴

141252 搬家 梁詠琪

400882 搬家[國] 樊凡

108301 摘星 陳怡容,何潤東

162508 摘梅 佚名

155353 摯愛 動力火車

173335 撐傘 韓庚

172815 撒嬌 楊帆

149332 撒野 嚴淑明

129486 撒野 鄭中基

100294 撒野 阿杜

100295 撕夜 阿杜

140780 撩動 林景瀅

147535 擁戴 魏如昀

135892 擁抱 紀焱焱

159424 擁抱 五月天

143010 擁抱 歐陽菲菲

124446 擁抱 俞灝明

117486 擁抱 伍家輝

116180 擁抱 蘇永康

135782 擁有 何嘉莉

127683 擁有 張學友

132871 擔心 陳潔儀

126250 擱淺 周傑倫

133746 擴大 戴辛尉

140902 擺脫 李蕙敏

141380 擺脫 梁雁翎

119824 擺脫 熊天平

162499 攜手 佚名

136402 攤牌 韓寶儀

143484 收拾 潘越雲

116583 收留 童安格

144807 收穫 何耀珊

138783 收穫 劉若英

135893 收穫 宋祖英

151743 收藏 周蕙

119885 收藏 蕭敬騰

131849 收集 陳依依

117540 收集 伍思凱

144684 改變 孫燕姿

172100 改變 張靚穎

151959 改變 張可芝

128911 改變 張震嶽

107424 改變 黃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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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94 放假 李恕權

128891 放屁 張震嶽

137895 放情 蔣曦兒

128036 放愛 張崇德,張崇基

158930 放手 ENERGY

158929 放手 屠洪綱

148031 放手 曾心梅

116411 放手 雙 HIC組合

146721 放手 王美蓮

135894 放手 何耀珊

129862 放手 鄭源

117850 放手 吳建豪

157145 放棄 任軍太

149288 放棄 依稀

115165 放棄 零點樂隊

171157 放棄 孫翊軒

104947 放棄 郭品超

180721 放生[國] 雲泉法師

159425 放肆 M3

157188 放肆 五月天

141072 放逐 萱寧

147369 放逐 萬芳

127685 放逐 張學友

157255 放開 MIRAI未來

154184 放開 愛樂團

154663 放電 芭比

162532 故事 張學友

156213 故事 紅孩兒

127686 故事 黎瑞恩

150141 故事 楊鈺瑩

120217 故事 許巍

162534 故夢 佚名

136773 故意 無印良品,黃嘉千

104395 故意 黃嘉千

170435 故意 王嘯坤

101544 故意 陳冠希

162520 故鄉 劉巧巧

162519 故鄉 容中爾甲

138489 故鄉 施文彬

175130 故鄉 降央卓瑪

144923 故鄉 斯琴格日樂

120218 故鄉 許巍

103425 救你 杜德偉

400712 救愛[國] 常健鴻

140176 救贖 林冠吟

101665 教堂 陳司翰

140375 教我 林寶

135930 散了 何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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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979 散心 趙詠華

146189 散熱 汪佩蓉

153177 敬酒 曾桂英

117399 敵人 伍佰

129488 敵人 鄭中基

146970 敷衍 王菲

150566 數羊 葉樹茵

136497 斜當 韓紅

162557 斥敵 佚名

103313 新娘 戴軍

100297 新家 阿杜

107987 新月 姜育恒

182282 新月[國] 顧莉雅

156437 新歌 叫吠音樂聯盟

116362 新歌 唐禹哲

174207 新生 飛輪海

158346 新窩 飛輪海

106575 新雪 胡松華

148293 新鞋 蕭淑慎

141255 新鮮 梁詠琪

117400 斷了 伍佰

143794 斷橋 任小蕾

116539 斷橋 小寶

115295 斷橋 廖大森

124695 斷章 嚴寬

147371 斷線 萬芳

135832 於是 何欣穗

134151 旅愁 鄧麗君

165008 旅程 叫吠音樂聯盟

165007 旅程 羽泉

152245 旅程 張惠妹

104337 旅程 費翔

181831 旅程[國] 徐健淇

141890 旅行 黎姿

120220 旅行 許巍

400937 旅途[國] 狼鳴

125260 旋律 楊孝君

111362 旋律 林宇中

146972 旋木 王菲

125732 旋木 袁惟仁

154664 旋轉 芭比

157189 旋風 M3

401055 旗袍[國] 蘇晴

158846 日光 蘇打綠

152246 日出 張惠妹

145587 日出 田震

140639 日子 林憶蓮

133646 日期 戴佩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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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44 日記 新褲子樂隊

104704 日記 古巨基

134938 早春 鳳飛飛

106006 早晨 何炅

173714 早知 謝霆鋒

135584 早秋 高勝美

153980 早餐 趙詠華

117863 早餐 吳彤

137162 旺旺 黃馨

155463 明天 大地

149730 明天 孟庭葦

147218 明天 楊乃文

142345 明天 江誌豐

148233 明天 蕭亞軒

119077 明天 王玨

111122 明天 林俊傑

181322
明天[動畫&消

伴][國] 陳誌朋

140642 明明 林憶蓮

132873 明星 古巨基

400332 明星[消][國] 黃安

159426 明白 丁當

153981 明白 五月天

133500 明白 趙詠華

145588 明白 田震

135223 明白 郭靜

137189 明瞭 張敬軒

128204 明瞭 黃鶯鶯

172095 易人 易欣

171100 星光 鳳凰傳奇

158466 星光 S.H.E

121092 星座 YUKI

118682 星座 王力宏

146406 星星 王婧

137827 星星 甲子蕙

127691 星晴 張學友

126252 星晴 周傑倫

134939 星月 童安格

116585 星月 鳳飛飛

111123 星球 林俊傑

137399 星睛 江美琪

155687 星空 ENERGY

181582 星空 五月天

153636 星空 詹采妮

120222 星空 許巍

181583 星空[國] 五月天

134940 星語 鳳飛飛

104219 星語 費玉清

151949 星願 張力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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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155 星願 鄧麗君

133471 春倒 丁文琪

137190 春光 黃鶯鶯

107291 春夢 黃征

128205 春天 張敬軒

151786 春天 周迅

120763 春天 謝雷

176710 春愛 康妲

158036 春望 群星

133846 春歌 董文華

150640 春水 葉璦菱,陳昇

176767 春泥 張蕓京

124895 春泥 庾澄慶

149229 春花 伊能靜

125340 春雨 楊家成

142346 春雪 孟庭葦

153482 春雷 甄秀珍

108206 春風 蔣大為

133038 昨夜 陳瑞

145062 昨天 石欣卉

115959 昨天 石開

141504 昨天 梁靜茹

149648 昭君 晏菲

150713 是你 梁靜茹

141506 是你 王識賢

143426 是你 潘美辰

118685 是你 王力宏

153915 是否 吳國敬

112292 是否 趙薇

150459 是否 葉倩文

145248 是否 蘇芮

144311 是否 孫嫣然

153066 是嗎 曾寶儀

146817 是愛 王菀之

144229 是誰 芮恩

135393 是誰 關淑怡

135931 是非 何靜

150460 時代 古巨基

120223 時光 許巍

182310 時光[國] 黃征

152596 時差 張一築

126859 時差 張玉華

125091 時差 易齊

118512 時差 許誌安

181331 時差 陳羽凡

110701 時差 李聖傑,楊韻禾

180716
時差(動畫&消

伴)[國] 陳羽凡

191147 時差[國] 鄭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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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613 時日 鄭伊健

104062 時空 樊磊

174196 時空 範英楠

156260 時間 花兒樂隊

120125 時間 許嵩,阿布

173556 時間 石頭剪子布

151524 時間 周慧敏

133925 時限 鄧妙華

176747 晚安 林宥嘉

162729 晚歌 佚名

400201 晚秋[消][國] 湯唯

131402 晚霞 蔡幸娟

200707 晚霞 葉楓

175778 晚霞 蔡琴

142232 晚風 張偉文

150461 晚風 葉倩文

148688 晚風 許茹蕓

147555 晚風 仙杜拉

117405 晚風 伍佰

175520 晨夕 晨熙

131583 晨書 蔡琴

180978 景象 張萌萌

147593 晴天 吳雨霏

146096 晴天 夏芷筠,BLESSED

133920 晴天 鄧天晴

129017 晴天 朱孝天

126254 晴天 周傑倫

120225 晴朗 許巍

112883 晴朗 老狼

162731 晶晶 佚名

158709 暈眩 四分衛

143084 暖些 彭家麗

171437 暖城 龍梅子

108671 暖手 劉仲儀

141507 暖暖 梁靜茹

134941 暖流 陳慧珊,蘇永康

180243 暖流[國] 子祺

126416 暖風 周傳雄

119511 暖風 小剛

110465 暗傷 李明翰

132040 暗夜 陳小霞

162736 暗帳 佚名

154169 暗戀 孟庭葦

145805 暗戀 愛樂公社

142347 暗戀 李翊君

139898 暗戀 王識賢

150781 暗戀 袁泉

128317 暗戀 張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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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209 暗戀 陶喆

107704 暗戀 黃西田

107348 暗戀 黃曉明

146975 暗湧 王菲

119794 暗示 湘海

139655 暗示 李玟

104007 暗示 方炯鑌,弦子

149230 暗花 伊能靜

159737 暗號 兄弟聯

126255 暗號 周傑倫

115890 暗香 沙寶亮

400675 暮光[國] 孟楠

155617 暴雨 達達樂團

117406 暴雨 伍佰

116301 暴風 TANK

148580 曇花 許美靜

128503 曇花 張洪量

130948 曖昧 阿弟仔

100219 曖昧 黃鶯鶯

149691 曖昧 楊丞琳

146977 曖昧 王菲

136066 曖昧 侯湘婷

115941 曙光 石康軍

171439 曙光 龍舞組合

137976 曙光 金智娟

144939 更好 斯琴高麗

146818 書意 王菀之

128120 書生 張振宇

155172 曹操(REMIX) DJ

162738 曼莉 鄧麗君

133039 曾經 陳瑞

126975 曾經 張信哲

180300
曾經[原 MV 消

伴][國] 張柏芝

401090 曾經[國] 譚晶

180959 曾經[國] 張柏芝

180712 曾經[國] 陳曉東

133542 替代 單紫寧

151744 替身 周蕙

127927 替身 張宇

129326 最初 趙傳

155688 最好 ENERGY

131936 最好 陳妤

140204 最後 佚名

401061 最後[消][國] 蘑菇團

127701 最怕 張學友

162755 最愛 吳煒

143760 最愛 張國榮

200459 最愛 柏原芳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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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45 最愛 周蕙

151393 最愛 周冰倩

148526 最愛 許景淳

143486 最愛 潘越雲

116185 最愛 蘇永康

107453 最愛 黃立成,麻吉

100598 最愛 白松

100339 最愛 阿正

155173 最新慢搖 DJ

141105 最最 梁文音

128252 最美 張文森

165009 最美 羽泉

141260 最美 梁詠琪

137402 最美 江美琪

110727 最近 李聖傑

171367 最酷 佚名

136499 月亮 老狼

112884 月亮 韓紅

162767 月光 張崇基,張崇德

146408 月光 王婧

128039 月光 黃靖倫

173109 月光 楊培安

148108 月光 秀蘭瑪雅

145331 月光 順子

142505 月光 梅艷芳

139001 月光 呂薇

138849 月光 劉虹樺

126332 月光 楊瑞代,周傑倫

106600 月光 胡歌

106529 月光 胡彥斌

401210 月光[國] 魏晨

146004 月圓 鄭希怡

147963 月夜 徐秋菊

182263 月夜[國] 陸鋒

109144 月老 劉德華

173356 月蝕 春曉

121069 有了 雪村

127930 有伴 張宇

137124 有你 黃雅莉

165221 有光 縱貫線

116079 有心 蘇永康,田震

118370 有我 王介安

144240 有染 阮丹青

162792 有緣 佚名

159582 朋友 光良

151117 朋友 溫拿樂隊

103891 朋友 陳昇,陳泰翔,彭佳慧

101587 朋友 龍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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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465 朋友 葉倩文

129120 朋友 臧天朔

126776 朋友 周華健

139544 望天 李煜

118185 望天 文章

151374 望月 周亮

138135 望月 孔瑩

144817 望月 宋祖英

182322
望月(消

伴)[國] 龔玥

400305 望月[國] 陳笑瑋

190048 望月[國] 宋祖英

146577 望鄉 王玲

200592 望鄉[國] 王少峰

120167 朝舞 許嵩

162817 朝霞 佚名

156475 期待 戴嬈

155465 期待 橘子樂團

133689 期待 鳳飛飛

155464 期待 大地

149470 期待 尤雅

147498 期待 韋嘉

141516 期待 梁靜茹

128210 期待 張敬軒

120584 期許 許晉豪

104461 期限 光良

110665 木偶 李琛

149029 木偶 謝雨欣

104715 木納 古巨基

156951 未了 錦繡二重唱

135853 未來 何嘉莉

135783 未來 何潔

104063 未來 樊磊

107485 未來 黃立行

181353
未來[動

畫][國] 魏晨

191152 未來[國] 鄭秀文

162833 本事 佚名

145354 本來 同恩

182167 本來[國] 郭靜

175519 杯具 晨熙

181111 東風[國] 羅大佑

135590 杵歌 高勝美

151130 杵歌 卓依婷

112706 枉費 羅時豐

181360 枷鎖[國] 佚名

171278 某人 汪蘇瀧

102614 某某 陳楚生

173555 染月 石頭剪子布

134172 柳笛 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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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67 柳笛 鄧麗君

118739 校花 龐龍,王哲

400142 桃花[國] 守望

162880 梁祝 劉春梅

143358 梁祝 吳奇隆

138530 梁祝 潘秀瓊

140177 梁祝 林冠吟

138103 梁祝 靜婷

128319 梁祝 張智成

109388 梁祝 劉斌

139056 梅妃 李世濟

140107 梅花 李香蘭

134173 梅花 鄧麗君

108788 梅花 劉家昌

126261 梯田 周傑倫

117278 棄逃 騰格爾

159670 棋王 KEITHSTUART,信

159101 森巴 TWINS

153431 楊花 甄妮

117409 楓葉 伍佰

201036 楚歌 黃耀明

119684 極光 徐哲緯

181826 極限 徐佳瑩

135171 榮光 郭蓉

165514 槍聲 5566

145594 樂園 田震

131183 樂園 蔡依林

115447 樂園 孫楠

162862 樅樹 佚名

119671 樓影 徐乃麟

147646 樓窗 小辣椒

152330 模樣 張懸

153004 樣子 張韶涵

162915 樵歌 佚名

106115 橋段 後弦

126030 機場 陽帆

131593 機遇 蔡琴

116190 欠缺 蘇永康

125762 次序 袁耀發,陳曉淇

135224 欣賞 郭靜

125070 欣願 易欣

143765 欲水 齊豫

156262 歌唱 花兒樂隊

136501 歌唱 韓紅

147837 歌衫 徐小鳳

108600 歌詞 倫永亮

119666 歐了 小驢

102878 歡場 陳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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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927 歡聚 佚名

119454 歡迎 夏國星

143766 歡顏 齊豫

173832 武神 佚名

159434 武裝 五月天

170684 武裝 江映蓉

160067 歲月 劉尊

108827 歲月 雪狼組合

148903 歸人 江玲

137341 歸人 謝采雲

165222 歸來 宗庸卓瑪

151845 歸來 縱貫線

130854 歸來 白雪

139970 歸國 李芝芬

400112 歸宿[國] 冷漠

159957 歸寧 王濱梅

131068 歸燕 程琳

200925 歸航 陳浩德

134424 歸航 方伊琪

133853 歸航 董文華

134948 歸鄉 鳳飛飛

175088 歸鳥 竇老三

108469 死穴 康康

110638 死結 李玖哲

128785 殘像 張鎬哲

140946 殘夢 林玉英

117633 殘廢 吳克群

173393 殘念 官恩娜

126986 殘念 張信哲

126608 殘念 周渝民

173080 殘缺 李煒

127932 毀類 張宇

109816 母愛 廖昌永

173770 母愛 喬軍

143278 母愛 彭麗媛

132809 母親 阿吉仔

109160 母親 陳淑芳

175647 母親 劉德華

149473 母親 尤雅

135720 母親 龔玥

125966 母親 閻維文

108177 每天 紀佳松

142946 毒藥 那英

106532 毒藥 胡彥斌

153296 毛毛 朱安禹

155618 毛病 達達樂隊

128372 毛衣 張智霖

127714 毛衣 張學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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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96 民生 成龍,劉媛媛,豆豆

146702 氣球 王菀之,任賢齊

148437 氣球 許哲佩

114919 氣球 任賢齊,王菀之

133398 水仙 陳蘭麗

182283 水仙(演)[國] 顧莉雅

120229 水妖 許巍

129812 水手 鄭智化

103699 水手 迪克牛仔

147883 水晶 任賢齊

128798 水晶 張鐵

181818 水月[國] 佚名

175544 水杯 張雷

181776 水母[國] 常思思

133855 水花 董文華

102887 水袖 佚名

180928 永不[國] 吳忠明

126421 永夜 周傳雄

115089 永夜 任賢齊

131185 永恆 蔡依林

159785 永遠 汪峰

118229 永遠 郭峰

159784 永遠 小虎隊

150466 永遠 葉倩文

149094 永遠 辛曉琪

144693 永遠 孫燕姿

140817 永遠 林曉培

116261 求佛 誓言

119301 求你 王雪

153985 求婚 趙詠華

126778 求婚 周華健

116541 求愛 田躍君

126988 求愛 張信哲

400771 求神[國] 紮西華旦

146673 求籤 王秀琳

129374 求索 趙本山

102394 求緣 陳星

100435 江南 阿生

165802 江南 林俊傑

136201 江姐 胡國美

145926 江山 吳娜

143281 江山 彭麗媛

138789 決定 劉若英

128013 決定 張峰奇

127717 決定 張學友

115793 決定 施文斌

111300 決定 林子祥

140655 決心 林憶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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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328 決心 趙傳

148440 汽球 許哲佩

120353 汽球 許誌安

172909 沉浮 佚名

400576 沉淪[國] 冷漠

140086 沉澱 李霄雲

128947 沉迷 曾國城

141270 沉迷 梁詠琪

139904 沉迷 李翊君

115893 沉香 沙寶亮

133044 沒有 陳瑞

102287 沙子 陳德誌

135045 沙心 甘萍

139907 沙漏 李翊君

148696 沙漏 許茹蕓

117215 沙灘 陶喆

131278 沙灘 蔡健雅

101930 沙龍 陳奕迅

156953 河堤 錦繡二重唱

149234 河岸 伊能靜

163037 河水 佚名

138184 河流 柯以敏

133718 沸騰 戴愛玲

138543 沼澤 劉沁

132772 泛舟 陳淑樺

110580 泡沫 李炆

102521 泡沫 陳曉東

153565 泡泡 莊瑩

103811 泥人 恩煬

133501 洋蔥 丁當

125330 洋蔥 楊宗緯

200448
洗澡(11 演)(粵

語) 林欣彤

110639 洗牌 李玖哲

141272 洗臉 梁詠琪

142646 洞房 茅威濤

148425 洶湧 西卿

110575 活埋 李濤

119888 活著 蕭敬騰

159709 活該 BLISS

120865 活該 謝霆鋒

108683 活該 劉允樂

115655 流動 佚名

151746 流域 周蕙

102879 流年 陳輝

155584 流星 吳奇隆

118752 流星 王喜

117734 流星 達明一派

117419 流星 伍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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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65 流水 佚名

144101 流汗 容祖兒

146748 流沙 王芷蕾

117216 流沙 陶喆

181701 流沙[國] 塔宏偉

136502 流浪 江誌豐

200575 流淚[國] 潘辰

200120 流言 周慧敏,張敬軒

139661 流轉 李玟

126424 流逝 周傳雄

116592 流逝 童安格

176032 流逝 謝麗娟

104339 流連 費翔

163062 流雲 林姍,皓皓

163061 流雲 林慧萍

118524 浪子 王傑

180159
浪子(消

伴)[國] 信

145961 浪花 吳泓君

130831 浪花 白虹

145185 浪花 蘇慧倫

139909 浪花 李翊君

108003 浪花 姜育恒

139788 浮水印 李碧華

163084 浮草 佚名

104237 浮萍 費玉清

101938 浮誇 陳奕迅

153006 浮雲 張韶涵

106116 海口 後弦

124905 海嘯 庾澄慶

134189 海戀 鄧麗君

147074 海歌 王菲菲

102268 海洋 陳建年

400515 海洋[國] MC HOTDOG

107104 海浪 黃品源

146307 海灘 溫嵐

163099 海燕 佚名

156132 海產 HE有激人

131189 海盜 蔡依林

200345 海盜[國] 愛朵女孩

110801 海邊 李茂山

151154 海韻 卓依婷

136408 海韻 韓寶儀

134191 海韻 鄧麗君

130700 海風 鄧麗欣

153634 海鷗 翁倩玉

147313 海鷗 詹祖英

134193 海鷗 鄧麗君

153434 海鷗 甄妮



KOD-2400 国语歌曲 點歌目錄
編號 歌名 歌星 編號 歌名 歌星

國語歌曲 第 78 頁

131599 海鷗 蔡琴

108004 海鷗 姜育恒

144367 浸透 孫悅

157495 消失 F.I.R

155801 消失 南拳媽媽

150567 消失 葉樹茵

151155 消息 卓依婷

127937 消息 張宇

142738 消滅 莫文蔚

127938 消耗 張宇

201050 涉谷[國] 黃鴻升

101941 淘汰 陳奕迅

153186 淚了 曾沛慈

147237 淚人 王非非

141273 淚光 梁詠琪

175633 淚奔 SIGMA

157496 淚妝 南拳媽媽

127143 淚妝 張傑

117421 淚橋 伍佰

148697 淚海 許茹蕓

142351 淚海 孟庭葦

153328 淚滴 朱樺

170380 淚痕 LOTTE GIRLS

139792 淚痕 李碧華

127720 淚花 張學友

181691 淚雨[國] 佚名

131928 淡妝 陳妃平

171424 淡定 高林生

135154 深夜 袁惟仁

125735 深夜 郭紅

146667 深情 王秀琪

145650 深情 談芳兵

116045 深情 蘇有朋

163115 深河 佚名

149236 深海 伊能靜

127722 深海 張學友

140203 深深 林吟蔚

148698 深淵 許茹蕓

108790 深秋 劉家昌

127723 淹沒 張學友

200564 淺傷[國] 洪煜祺

120169 淺唱 許嵩

153203 淺灘 曾淑勤

163121 清明 佚名

139538 清潔 李湘

105424 清醒 郭峰

105308 清醒 關德輝

174155 減肥 羅永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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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600 渡口 蔡琴

135599 渡情 高勝美

133859 港灣 董文華

117548 港灣 伍思凱

176765 渴了 張惠妹

159743 渴望 許景淳

151157 渴望 卓依婷

149097 渴望 辛曉琪

142595 渴望 毛阿敏

105172 渴望 郭富城

182204 渺小[粵] 鄭欣宜

159181 湖水 天堂樂隊

141275 湖水 梁詠琪

163151 湘累 佚名

164903 準備 彜人製造

165253 溜溜 蟑螂合唱團

151747 溫度 周蕙

120231 溫暖 任賢齊

125514 溫暖 永邦

159438 溫柔 五月天

147928 溫習 徐懷鈺

146375 溶化 王冠

143312 溺愛 潘嘉麗

111962 滄桑 梁朝偉

146205 滋味 汪子琳

141276 滴汗 梁詠琪

200475 滴答[國] 楊冪

119274 滿滿 王錚亮

145186 滿足 蘇慧倫

104240 漁唱 費玉清

115850 漂泊 沈文程

102397 漂流 陳星

181192 漂流[國] 西單女孩(任月麗)

149732 漂著 楊乃文

164843 漂鳥 優客李林

111579 漂鳥 林誌炫

147375 演技 萬芳

132955 演歌 陳珊妮

116342 演義 唐朝樂隊

157628 漣漪 OVERDOES

152442 漩渦 孫燕姿

144700 漩渦 張清芳

140079 漩渦 李雅微

120232 漫步 許巍

106011 漫遊 何炅

153923 漸漸 趙薇

153924 潮水 趙薇

117884 潮汐 吳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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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665 激情 林憶蓮

116305 激戰 TANK

127392 濃情 張國榮

163074 濟公 佚名

190018 灌醉[國] 佚名

115942 火光 石康軍

174186 火吻 王鍵

130542 火塘 阿斯根

140179 火星 林冠吟

400859 火星[國] 楊丞琳

165021 火柴 李泉

173509 火柴 鄭中基

115098 火焰 任賢齊

170687 火種 佚名

132681 火花 陳明真

127727 火花 張學友

107043 火花 黃品源,辛曉琪

135011 火苗 格格

127939 灰燼 張宇

154670 灰燼 芭比

104342 灰色 費翔

181777 炫境[國] 常思思

130379 炫影 ALAN

132876 炫耀 陳潔儀

118111 為何 巫奇

175360 為你 石佑誠

151168 為你 卓依婷

132638 為你 陳明

107853 為你 黑龍

160624 為啥 佚名

117931 為誰 吳煒

110562 為誰 李泉

176787 為難 紀佳松

116593 為難 童安格

144312 烈愛 孫嫣然

143013 烈火 歐陽菲菲

138271 烏雲 LISA

137163 烏鴉 黃馨

128787 無助 張鎬哲

153952 無奈 劉雅麗

151788 無奈 張偉文

109481 無奈 趙詠華,紐大可

201014 無奈[國] 鹿角樂團

147000 無常 王菲

157439 無悔 NEON樂團

152257 無悔 張惠妹

175429 無情 小愛

181102 無憂[國]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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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672 無憾 林憶蓮

157498 無瑕 南拳媽媽

132640 無畏 陳明

126527 無緣 張真賀

117219 無緣 陶喆

137127 無聊 黃雅莉

141525 無解 梁靜茹

136203 無謂 胡培蔚

108563 無賴 亂彈阿翔

148441 無賴 許哲佩

106534 無賴 胡彥斌

155188 無賴(REMIX) DJ

100888 無辜 曹格

155802 無限 F.I.R

155620 無雙 劉菲

138834 無雙 達達樂團

126268 無雙 周傑倫

102425 無題 陳曉元

200742 然後[國] 蕭亞軒

101629 然而 陳昇

149549 煎熬 於臺煙

101949 煙味 陳奕迅

126270 煙圈 周傑倫

165335 煙火 1983

158729 煙火 任賢齊,黎明

127993 煙火 四大天王

114932 煙火 張寒

135196 煙火 郭采潔

117736 煙火 吳奇隆

113681 煙火 滿江

104467 煙火 光良

115989 煙花 蘇天華

144503 煙花 孫淑媚

130560 煙花 阿朵

117106 煙蒂 邰正宵

173981 煙霞 容祖兒,洪傑

140095 煞戲 佚名

155404 煞科 鄭秀文

137410 照片 江美琪

180307 照片[國] 張洋

124907 熟悉 庾澄慶

157327 熬夜 夢飛船

131192 熱冬 蔡依林

117282 熱土 騰格爾

154673 熱情 芭比

129238 熱情 莊學忠

100359 熱愛 阿爾法

150025 熱戀 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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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309 熱浪 溫嵐

154840 熱火 CT GIRLS

154675 熱舞 芭比

125390 熱血 楊洪基

400215 燃弦[國] 燃弦樂隊

139830 燃燒 李羿慧

115458 燃燒 孫楠

103812 燃燒 恩煬

137767 燃點 津亭

401021 燃點[國] 胡夏

163180 燈光 佚名

117427 燒火 伍佰

163214 燕子 黃燦

125971 燕子 閻維文

200688 燕窩[國] 蘇打綠

165024 燙心 羽泉

145406 燦爛 堂娜

120869 燭光 謝霆鋒

115106 燭光 任賢齊

143491 燭淚 潘越雲

171116 爆了 古巨基

102168 爆發 陳小春

163219 爬山 佚名

173996 爭氣 容祖兒

156624 父親 李健

200659 父親 筷子兄弟

171162 父親 孟楊

170533 父親 君子

135721 父親 龔玥

108714 父親 劉和剛

100719 父親 崔京浩

200660
父親[更新原

MV,原伴][國] 筷子兄弟

130954 爸比 彩虹姐姐

116457 爸爸 段麗陽

146704 爸爸 王箏

116414 爸爸 屠洪綱

401204 爸爸[國] 駱容溶

181043
爸爸[非原 MV&

消伴][國] 汪峰

173698 爺爺 曹格

148442 爽約 許哲佩

136130 片段 洪思蕓

159444 牙關 五月天

164862 牛仔 元衛覺醒

200640 牡丹 甲子慧

133586 牧人 德德瑪

156742 牧歌 烏蘭圖雅

119432 牧歌 魏金棟

182246 牧歌[國] 陳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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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544 牧歸 阿斯根

145076 牧野 薩日朗

143783 物語 RIKA

137217 特別 黃齡

139794 牽引 李碧華

133926 牽引 鄧妙華

134958 牽情 鳳飛飛

133862 牽手 董文華

152259 牽手 張惠妹

151178 牽手 卓依婷

145251 牽手 蘇芮

159713 牽掛 信樂團

108830 牽掛 龍千玉

117428 牽掛 伍佰

170480 牽牽 CLOWN

163388 牽絆 劉若英

140368 牽絆 林宸希

118375 犧牲 王傑,林佳儀

110748 犯傻 李自強

119737 犯賤 徐良,阿悄

118112 犯錯 巫奇

107488 狀元 黃立行

153927 狀態 趙薇

141762 狂奔 藍心湄

163394 狂戀 郭富城

129499 狂歡 鄭中基

158852 狂熱 蘇打綠

173807 狂野 張誌林,崔瑋

115582 狂風 孫耀威

134409 狐女 啡啡

136119 狐貍 河莉秀

125527 狼狽 保劍鋒

100522 狼狽 洋旭

145599 猜度 田震

136883 猜心 陳柏圻

102572 猜心 黃小琥

172844 猜心 阿魯阿卓,田野

147377 猜心 萬芳

139287 猜心 李宇春

131195 猜想 蔡依林

166040 猜拳 佚名

104468 猜測 光良

163413 猴哥 佚名

156408 猶豫 JELLY BEAN

139971 獄中 李芝芬

154218 獨唱 阿爆

120174 獨坐 許嵩

137927 獨奏 賈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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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123 獨照 容祖兒

137960 獨白 金子嫣

157398 獨立 蜜雪薇琪

154015 獨聽 趙默

182117 獨行[粵] 謝天華

171249 獵物 李戈

173072 獻世 周傑倫

101668 玉環 陳司翰

180166 玉碎[國] 冷漠

163418 王將 佚名

155621 玩偶 曾慶瑜

153154 玩偶 達達樂隊

145334 玩具 順子

200608 玩具[國] 王箏

127940 玩味 張宇

156459 玩玩 劉美娟

113374 玩笑 黎明

131198 玩美 蔡依林

153928 玩耍 趙薇

157192 玩膩 M3

108764 玫瑰 劉子千

149101 玻璃 辛曉琪

134204 珍惜 李紹繼,李柔

115112 珍惜 鄧麗君

110339 珍惜 龍千玉

116047 珍惜 蘇有朋

115822 珍愛 沈建祥

139666 珍珠 李玟

106811 珍藏 韓磊

110374 珍貴 李建衡

132877 珍重 鄭中基

129501 珍重 陳潔儀

116049 珍重 蘇有朋

401069 珍重[國] 袁東方

155637 班對 佚名

129084 班長 小曾

176839 理想 雲朵

158823 理由 李俊熙

109850 理由 神木與瞳

140677 理由 林憶蓮

181964 理由[國] 淩加峻

158786 琥珀 水木年華

142353 琥珀 孟庭葦

101695 琥珀 陳坤

145080 琴傷 薩頂頂

181270 琴動[國] 鄔禎琳

159960 琴心 佚名

109876 璀璨 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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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484 璐璐 劉歡

126278 瓦解 周傑倫

111365 瓶蓋 林宇中

130526 甘泉 阿幼朵

144753 甘願 林淑蓉

158266 甜品 靚舞精靈

131034 甜愛 曹穎

136506 生命 東安尼瑪

103533 生命 韓紅

170454 生命 譚晶

156502 生日 龐龍

135749 生根 何以奇

159450 生活 五月天

137262 生活 季欣霈

171344 生銹 蘇夏

120359 生銹 許誌安

165116 用心 ZIP發射樂團

103095 用心 陳黎明

151187 用情 卓依婷

126995 用情 張信哲

159714 甩開 信樂團

131199 由我 蔡依林

175369 男人 天孿兄弟

181726 男人[消][國] 孫國慶

117638 男傭 吳克群

105278 留住 郭峰,格格

156263 留心 花兒樂隊

117794 留心 吳宗憲

142241 留戀 莊學忠

129241 留戀 陳慧嫻

104248 留戀 龍飄飄

142958 留言 那英

200869 畫壁[國] 鄧超

135767 畫妝 何嘉文

153931 畫心 趙薇

152959 畫心 張靚穎

115262 畫春 三木科

126163 畫沙 周傑倫,袁詠琳

143546 畫眉 彭莉

181012
畫面[非原 MV&

消伴][國] 佚名

174013 異流 方皓玟

181907 當你[國] 林俊傑

161981 當年 佚名

127944 當時 張宇

130527 當歸 阿幼朵

126792 疏遠 周華健

163491 疤痕 佚名

119894 疼愛 蕭敬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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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322 痊癒 張智成

126434 痕跡 周傳雄

113639 痕跡 滿文軍

170994 痛你 張嘉秀

116549 痛啊 童孔

163495 痛心 佚名

158485 痛快 S.H.E

107890 痛快 吉傑

181732 痛快[國] 孫楠

181833 痛愛 徐健淇

200613 痛愛[國] 王迪

146675 痛疼 王秀琳

104818 痛過 廣智

140680 瘋了 林憶蓮

130572 瘋了 阿桑

148444 瘋子 劉嘉亮

108747 瘋子 許哲佩

172176 瘋子 何韻詩

140067 瘋掉 李貞賢

154680 瘋狂 芭比

118533 瘋狂 王傑

145809 瘸鳥 陶晶瑩

143170 療傷 彭羚

115954 癡人 石衛

182314
癡夢[修正

版][國] 黃英

132698 癡心 陳曉娟

146668 癡情 王秀琪

200949 癡蠶[國] 韋明華

138210 發亮 鄺文珣

148585 發呆 許美靜

126159 發呆 周俊偉

127408 發燒 張國榮

152266 發燒 張惠妹

146310 發燙 溫嵐

128253 發現 張文森

153932 發現 趙薇

141814 發現 路綺歐

121130 白塔 亞東

110694 白狐 李維

133048 白狐 陳瑞

147005 白癡 王菲

118698 白紙 王力宏

173512 白色 本兮

141286 白蟻 梁詠琪

163504 白雲 卓依婷

151190 白雲 小萍萍

117432 白鴿 伍佰

156420 白鶴 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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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131 百年 容祖兒

106540 皇帝 胡彥斌

120605 皇後 許紹洋

110581 皮帶 李炆

175099 盛開 痛仰樂隊

128530 盡頭 張爽

170391 盡頭 劉丞

154572 盡頭 冰火組合

100516 盡頭 不辣

180923 盡頭[國] 劉丞

132956 監視 陳珊妮

159933 盤鳳 滬劇

147536 目光 魏如昀

116214 盲人 蘇永康

163525 盲戀 佚名

149199 盲童 伊琳

128531 盲點 張爽

400267 盲點[國] 蕭思妤

138796 直接 劉若英

153010 直線 張韶涵

136781 直覺 黃嘉千

158595 直覺 SOLER

154681 直覺 芭比

151397 直覺 周冰倩

141800 直覺 賴雅妍

127000 直覺 張信哲

102840 相伴 荒山亮,陳立紋

159454 相信 REAL ONE

158283 相信 五月天

157104 相信 張瑋綸

152619 相信 葉璦菱

150684 相信 螺絲釘

174174 相信 鄭晟

158853 相信 蘇打綠

148817 相信 謝安琪

140683 相信 林憶蓮

108274 相信 解曉東

165200 相對 子曰樂隊

163530 相思 卓依婷

151193 相思 蔡幸娟

131415 相思 陳嘉唯

171276 相思 毛阿敏

150522 相思 葉凡

137198 相思 黃鶯鶯

135609 相思 高勝美

120709 相思 謝軍

200305 相思[國] 張嘉倪

127168 相愛 張克帆,胡蓓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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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510 相愛 韓紅

119647 相戀 小蟲,曾慶瑜

163527 相會 佚名

145101 相欠 蘇又鎔

151194 相約 卓依婷

142357 相約 孟庭葦

181758 相處[國] 佚名

153155 相見 曾慶瑜

163541 相認 蔣文端

100912 相送 鄭少秋

111586 相逢 林誌炫

109228 相遇 劉德華

128729 相遇 張衛健

119261 盼哥 王軍

151789 看海 周迅

158231 看清 輕鬆玩樂團

173707 看清 櫻桃幫

144134 看清 容祖兒

110474 看穿 李易峰

181316 看穿 陳奕迅

129505 看穿 鄭中基

106014 看穿 何炅

181317 看穿[國] 陳奕迅

110702 看見 李聖傑,蕭煌奇

130573 看透 阿桑

148704 看透 許茹蕓

142743 看透 莫文蔚

163571 真好 佚名

153156 真實 曾慶瑜

152271 真實 張惠妹

151196 真實 卓依婷

150483 真心 葉倩文

148992 真心 謝金燕

135611 真心 高勝美

148346 真情 李玟

142830 真情 蕭麗珠

139670 真情 陳思思

132136 真情 麥穗

109393 真情 龍千玉

139206 真情 李娜

131420 真情 蔡幸娟

171019 真想 瓊雪卓瑪

165321 真愛 183CLUB

147597 真愛 夏雪飛

127749 真愛 張學友

400605 真愛[國] 劉牧

200764 真愛[國] 薛珮潔

129506 真摯 鄭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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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3 真的 張韶涵

127409 真相 張國榮

155804 眷戀 F.I.R

138589 眷戀 劉瑋

127001 眷戀 卓瑪加

126122 眷戀 張信哲

141046 眼淚 施文斌

135143 眼淚 林苑

115795 眼淚 郭燕

127751 眼淚 張學友

148587 眼睛 許美靜

401186 眼睛[國] 霍思燕

182065 眼睛[消][國] 蔡淳佳

139347 眼神 李度

111391 眼色 林宥嘉

138186 睡吧 柯以敏

163598 睡蓮 佚名

147381 睡醒 萬芳

155622 瞬間 津亭

137768 瞬間 達達樂隊

152273 瞬間 張惠妹

151750 瞬間 周蕙

200615
瞬間[少城時

代][國] 王錚亮

164845 瞭解 優客李林

144703 瞭解 孫燕姿

158644 瞳孔 SURPRISE

147009 矜持 王菲

165028 矜持 羽泉

148310 矜持 蕭瀟

180191 知了 吳介賢

152274 知己 張惠妹

117112 知己 邰正宵

100546 知己 阿亮,黃子佼

172294 知已 蔡卓妍

180615 知已[粵] 許廷鏗,吳若希

159456 知足 五月天

152276 知道 張惠妹

135228 知道 郭靜

127003 知道 張信哲

140053 知音 李谷一

174224 短劇 謝霆鋒

152734 短歌 張艾嘉

141288 短髮 梁詠琪

107430 石頭 黃磊

144242 砂雕 阮丹青

157502 破曉 南拳媽媽

171426 破曉 魏晨

148707 破曉 許茹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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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90 破曉 梁詠琪

140688 破曉 林憶蓮

107298 破曉 黃征

400590 破曉[國] 劉可

181354 破曉[天娛] 魏晨

156264 破滅 花兒樂隊

149036 破綻 謝雨欣

118236 硬幣 汪峰

171277 碎夢 汪峰

176944 碎片 佚名

128066 碰碑 張建國

165268 碰碰 蟑螂合唱團

157044 示愛 LADY

131606 示愛 蔡琴

128840 祈求 張雨生

105198 祈求 郭富城

400281 祈求[國] 郎軍

147316 祈禱 容中爾甲

132658 祈禱 翁倩玉

131607 祈禱 蔡琴

115206 祈禱 陳明真,陸毅

166015 祈禱 陸毅,陳明真

151204 祈禱 卓依婷

118377 祈禱 王傑,王韻嬋

110349 祈禱 李崗霖

400143 祈禱[國] 容中爾甲

138858 祈許 劉虹翎

158107 祈願 群星

156757 祖國 湯燦

140383 祝壽 林寶英

163632 祝捷 佚名

163634 祝福 卓依婷

151210 祝福 李錦航

149052 祝福 江蕙

148588 祝福 許美靜

147699 祝福 辛曉琪,郭子

140073 祝福 零點樂隊

135728 祝福 龔秋霞

143768 祝福 齊豫

127752 祝福 張學友

127259 祝福 張嘉洵

106777 祝福 韓磊,朱樺

104951 祝福 郭子,辛曉琪

401177 祝福[國] 陳茗加

180351 祝福[國] 易秒英

155409 神化(REMIX) DJ

125518 神奇 永邦

165523 神話 5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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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710 神話 許茹蕓

136511 神話 韓紅

145081 神香 薩頂頂

163645 祭海 佚名

138319 福娃 劉一禎

130607 福氣 阿雅

135760 禮物 何嘉文,TAE

154684 禮物 芭比

141721 禮物 羅美玲

141293 禮物 梁詠琪

138404 禮物 劉力揚

127753 禮物 張學友

120234 禮物 許巍

107490 禮物 黃立行

149360 私奔 姚婷

145026 私心 沈芳如

108832 秋冬 劉尊

151751 秋夜 周蕙

131609 秋夜 蔡幸娟

175774 秋夜 蔡琴

171165 秋夢 寧(康然)

143497 秋天 潘越雲

119102 秋天 王童語

173180 秋天 朱海君

163665 秋怨 佚名

156745 秋收 經典老歌

110600 秋月 李玉剛

200138 秋櫻 周慧敏

153439 秋歌 甄妮

148711 秋歌 許茹蕓

120236 秋海 許巍

146156 秋涼 娃娃

171101 秋畫 鳳凰傳奇

108793 秋纏 劉家昌

173560 秋葉 孫揚傑

140153 秋蟬 林佳蓉

104253 秋蟬 費玉清

141067 秋詞 謝采雲

135613 秋詞 高勝美

134967 秋詞 鳳飛飛

143369 秋風 曾春年

128958 秋風 潘秀瓊

155650 秒殺 ENERGY,五月天

148712 秘密 許茹蕓

148247 秘密 蕭亞軒

141733 秘密 藍又時

134677 秘密 範怡文

128897 秘密 張震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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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13 秘密[國] 許茹蕓

140180 秦俑 林冠吟

145861 秧歌 佚名

165029 種子 羽泉

126285 稻香 周傑倫

182233 積木 陳奕迅

127004 究竟 張信哲

137852 空位 紀如璟

175623 空位 何維健

106541 空位 胡彥斌

170798 空城 郭媛媛

147012 空城 王菲

125196 空城 楊坤

148326 空夢 袁小迪

181631 空姐[國] 冷漠

400868 空房[國] 楊坤

138072 空氣 金花

133720 空港 戴愛玲

137769 空白 津亭

136512 空白 韓紅

151752 空白 周蕙

131203 空白 蔡依林

149105 空窗 辛曉琪

126435 空缺 周傳雄

138187 空船 柯以敏

105723 空虛 高山峰

400556 空轉[國] 伊雪

136513 穿行 韓紅

152778 穿越 張萌,王海祥

119057 穿越 王海祥,張萌

181254 穿越[國] 郎郎(馬誌鋒)

149419 窒息 姚黛瑋

173190 窗口 阿超

151792 窗外 周迅

151214 窗外 卓依婷

133653 窗外 戴佩妮

117757 窗外 吳宗憲,JOANNA

110667 窗外 李琛

103606 窗外 竇唯

130622 窗邊 BABY

136126 窗邊 洪佩誼

138244 窩心 鄺美雲

165282 立場 這位太太

401101 站臺[國] 趙本水

147191 童年 王雪晶

129508 童年 蔡國權

151216 童年 卓依婷

139398 童年 李心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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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967 童年 呂珊

130958 童年 成方圓

109878 童年 李健

155199 童話 童聲合唱團

149106 童話 辛曉琪

131427 童話 蔡幸娟

104471 童話 光良

109887 笑容 李傑

130519 笑笑 阿娥

120690 笑臉 謝東

140445 笑話 林心如

400940 笑話[國] 王嘯坤

151906 笑顏 張也

138073 笨蛋 金花

150794 笨魚 袁詠琳

151674 筆記 周筆暢

127005 等你 龍千玉

120711 等你 謝軍

118363 等你 王中平

155623 等待 林佳儀,莊立帆

149411 等待 林心如,王雨

140410 等待 甜蜜旅行

129280 等待 莊立帆

129277 等待 謝亮子

120618 等待 達達樂團

142965 等待 那英

133311 等待 陳綺貞

133051 等待 陳瑞

131038 等待 曹芙嘉

124710 等待 堯堯

116417 等待 屠洪綱

106816 等待 韓磊

101709 等待 陳奕

180432 等待[國] 楊光

135104 等愛 郭彤

133220 等愛 陳秀雯

165117 等愛 ZIP發射樂團

170343 等等 盧凱彤

104796 等緣 國巍

147385 答案 萬芳,蔡琴

116264 答案 誓言

176633 答案 KENT

147385 答案 萬芳,蔡琴

145373 答案 唐素琪

143769 答案 齊豫

139681 答案 李玟

130894 答案 CHYNA

115899 答案 沙寶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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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21 答案 黃安

000348 算命[國] 張學友

173692 算愛 譚詠麟

154412 管我 BEYOND

147386 箱子 林吉玲

140199 箱子 萬芳

400660 範兒[消][國] 大張偉

151793 篝火 周迅

160055 簡單 方怡萍

133897 簡單 許巍

135229 簡單 郭靜

107534 簡單 黃義達

147931 簡訊 徐懷鈺

152539 簾後 張清芳

139293 粉末 李宇春

132997 粉紅 陳琳

154273 粗心 BAD

145604 精度 田震

158950 精彩 T.R.Y

131288 精彩 蔡健雅

147015 精彩 王菲

104349 精彩 費翔

157366 精采 模功傳奇

137928 精靈 賈立怡

141764 糖果 藍心湄

135650 糖果 高娜

146705 糖紙 王箏

400600 糾結[國] 劉晶

153204 紀念 曾淑勤

131289 紀念 蔡健雅

120670 約定 許誌安

151754 約定 周蕙

117592 約定 吳佳展

104477 約定 光良

100405 約定 阿牛

144519 約束 呂珊

138968 約束 孫淑媚

137199 約束 黃鶯鶯

139919 紅塵 李翊君

144395 紅娘 孫毓敏

143498 紅娘 李池湘

115122 紅日 謝安琪

181793 紅歌[國] 張傾城

147501 紅粉 韋嘉

137486 紅線 花兒樂隊

127763 紅色 張學友

142362 紅花 孟庭葦

149040 紅葉 謝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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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738 紅裝 徐良,阿悄

129512 紅豆 文章

118186 紅豆 江凱文

108102 紅豆 鄭中基

172180 紅豆 何韻詩

147018 紅豆 王菲

134217 紅豆 鄧麗君

103996 紅豆 方大同

135504 紅酒 詹雅雯,沈文程

101442 紅酒 顧莉雅

151222 紅雨 卓依婷

142363 紅雨 孟庭葦

145409 紅顏 堂娜

130911 紅顏 崔苔菁

106545 紅顏 胡彥斌

157504 紐約 南拳媽媽

157083 純愛 浪花兄弟

159463 純真 五月天

120238 純真 許巍

141532 純真 梁靜茹

140115 純真 李麗珍

120239 純粹 許巍

176650 純粹 張佩珊

142245 紙船 龍飄飄

175376 素顏 許嵩,何曼婷

126115 紫環 仲維軍

159717 累了 信樂團

133721 累格 戴愛玲

117606 細數 江美琪,吳克群

173532 細雨 冷漠

145476 細雪 湯寶如

165099 終於 伍佰

126797 終於 周華健

135316 終點 關心妍

158120 組曲 群星

180663 結了[國] 佚名

137832 結冰 甲子蕙

127186 結局 張克帆

173642 結局 鑫翼,小默

103243 結局 大哲

140752 結束 王傑,林憶蓮

110293 結束 李宗盛,鄭怡

156268 結果 花兒樂隊

149108 結果 辛曉琪

173940 結果 張蓉蓉

180429
結痂(動畫消

伴)[國] 楊丞琳

127187 絕世 張克帆

102248 絕對 陳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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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008 絕情 張信哲

130463 絕招 愛戴

125261 絕溫 楊孝君

157239 絕配 ME2

154118 絕配 ASOS

138798 給你 劉若英

101974 給你 陳奕迅

170546 給愛 周艷泓

145253 給愛 蘇芮

145337 給我 順子

156777 絨花 吳娜

150232 絨花 殷秀梅

145928 絨花 魏晨

145712 絨花 譚晶

136516 絨花 韓紅

133871 絨花 董文華

141535 絲路 梁靜茹

140182 絲路 林冠吟

129891 經典 鄭進一,張瑞涵

401168 經過[國] 陳楚生,何潔

145410 綠光 堂娜

144704 綠光 孫燕姿

102615 綠動 陳楚生

181827 綠洲 徐佳瑩

158496 綠洲 S.H.E

128919 網事 張騰

102710 網緣 陳玉健

131348 綻放 李健

109879 綻放 蔡妍

165526 綻放 5566

118238 綻放 汪峰

148504 綻花 許慧欣

130934 綽號 MAKIYO

138012 綿羊 金海心

157252 緊緊 MINI

101635 緋聞 陳昇

141038 緣份 林良樂

131428 緣份 蔡幸娟

400961 緣來[國] 王錚亮,潘辰

109525 緣分 劉浩龍,王菀之

133054 緣分 陳瑞

117314 緣分 五月天

154413 緩慢 BEYOND

140823 緩慢 林曉培

142276 練習 MAKIYO

130935 練習 詹曼鈴

124711 總是 堯堯

165234 繁星 至上勵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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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55 繭人 劉德華

155703 繼續 ENERGY

131618 繼續 蔡琴

109323 續集 劉德華

119978 續雪 薛之謙

110960 纏綿 李鳳翔,曾淑勤

131619 缺口 蔡琴

116605 缺席 童安格

191198 缺席[國] 鄭秀文

174142 缺愛 王雯

149697 缺氧 楊丞琳

143664 缺氧 裘海正

173732 罪人 李克勤

128508 罪人 張洪量

139920 罪過 李翊君

120697 罪過 謝華

125081 罪過 易欣

144152 罪魁 容祖兒

138830 罷宴 劉莉莉

112340 羅拉 羅大佑

132880 羅拉 陳潔儀

139683 美夢 李玟

142603 美滿 毛阿敏

115320 美眉 司文

160089 美美 伊妹兒

115359 美觀 孫小寶

147020 美錯 王菲

143450 美雪 潘蓉

138189 美麗 柯以敏

135756 美麗 何俐恩

131039 美麗 曹芙嘉

152758 義氣 張蕓京

165030 翅膀 羽泉

138013 翅膀 金海心

171338 翅膀 胡夏

151795 翅膀 周迅

149290 翅膀 依稀

136783 翅膀 黃奕

117447 翅膀 伍佰

181904
翅膀[瑞

影][國] 林依晨

152431 習慣 孫耀威

140090 習慣 李霄雲

115586 習慣 陶莉萍

170153 習慣 李慧珍

180430 習慣[國] 楊丞琳

200926 翻騰 陳浩德

200464 老伴[國] 格根其木格

157173 老大 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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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597 老大 雷樂隊

175345 老大 李曉傑

128643 老婆 張華

158500 老婆 S.H.E

138115 老家 侃侃

158792 老屋 水木年華

108165 老徐 江濤

103644 老爹 迪克牛仔,弦子

119796 老街 湘海

165118 老鼠 ZIP發射樂團

139021 而已 呂雯

165283 而我 趙薇

153934 而我 這位太太

111393 耳朵 林宥嘉

153935 耳洞 趙薇

140379 耳環 林寶

143627 耽心 瞿穎

128221 聆聽 張敬軒

141301 聊天 梁詠琪

135231 聊天 郭靜

130634 聖地 別丹

132648 聚首 陳明

149241 聰明 伊能靜

128222 聲音 張敬軒

150492 聴海 葉倩文

153331 聽吧 朱樺

152287 聽海 張惠妹

127774 聽海 張學友

101982 聽聽 陳奕迅

144705 聽見 孫燕姿

141895 聽話 黎姿

170505 聽說 任雙江

138801 聽說 劉若英

133656 聽說 戴佩妮

117118 聽雨 賈逸可

108299 聽雨 邰正宵

100599 聽雨 白松

130465 聽雪 愛戴

100602 肉香 佚名

156921 肩膀 劉航

113686 肩膀 滿江

109599 肩膀 聚點翻轉

170147 肩膀 張信哲

156338 肯定 孫耀威

115587 肯定 黑珍珠

116055 背包 蘇有朋

127011 背叛 張信哲

117448 背叛 伍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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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90 背叛 曹格

191201 背叛[國] 鄭秀文

145031 背影 易欣

125083 背影 林宥嘉

111394 背影 沈芳如

156976 背影 K ONE

150198 背影 楊黎蘇

113687 背影 滿江

107433 背影 黃磊

107187 背影 黃大煒

151229 背心 卓依婷

132688 背心 陳明真

100465 胖胖 阿超

154723 胡鬧 豹小子

174074 胸前 徐良

200778 胸襟[國] 蘇富權

173666 脆弱 謝安琪

128899 脆弱 張震嶽

125202 脆弱 楊坤

118539 脆弱 王傑

142832 脈搏 麥穗

176081 脈搏 郭富城

200303 脫光[國] 張傾城

118703 脫變 王力宏

107491 脫離 黃立行

133312 腐朽 陳綺貞

118704 腳本 王力宏

142967 腳步 那英

136122 臉色 洪乙心

156357 臉譜 黑豹樂隊

117800 臣服 吳宗憲

138296 臨界 利綺

154870 自在 林美

124918 自在 庾澄慶

136746 自己 陳好

131906 自己 黃伊汶

139688 自己 李玟

106015 自己 何炅

182213 自愛[國] 阿悄

155374 自由 CT GIRLS

154844 自由 動力火車

154687 自由 堂娜

145411 自由 王誌清

135505 自由 芭比

126878 自由 許茹蕓

120374 自由 許誌安

118986 自由 顧莉雅

140825 自由 林曉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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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400 自由 李心潔

132538 自由 陳慧琳

129022 自由 朱孝天

127775 自由 張學友

119742 自由 徐良

121138 自白 亞東

117801 自白 吳宗憲

140200 自私 林吉玲

149109 自私 辛曉琪

108475 自責 康康

139922 自首 李翊君

121079 臭球 雪村

142968 至少 那英

175477 致敬 李玉和

115131 舉杯 任賢齊

148261 舊事 蕭亞軒

112791 舊情 羅百吉,曼伶

138190 舊愛 柯以敏

129044 舞功 朱浩仁

182298 舞夜 高玉玫

142249 舞女 葉玉卿

120779 舞女 黃乙玲

108477 舞女 龍飄飄

136423 舞女 韓寶儀

158256 舞棍 青鳥飛魚

158134 舞獅 群星

143770 船歌 齊豫

143577 船歌 千荷

134226 船歌 鄧麗君

119066 船長 王濱

172994 良人 阿福

107300 色偏 黃征

147025 色盲 王菲

159269 色舞 糖糖樂團

147026 色誡 王菲

138719 芒花 劉芳

170135 芒花 陳惠英

153366 芒花 朱虹

173124 芝麻 阿超

151231 芬芳 卓依婷

148534 芬芳 許景淳

148028 芭比 徐黛妮

137853 花兒 紀如璟

170724 花兒 王鶴錚

150706 花兒 葉蓓

108565 花園 亂彈阿翔

141538 花園 梁靜茹

157011 花季 可米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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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33 花心 卓依婷

126800 花心 周華健

109267 花心 劉德華

176770 花旦 周華健

151911 花月 張也

143775 花朵 佚名

145192 花樣 蘇慧倫

176968 花沙 王雅潔

126296 花海 周傑倫

101655 花海 徐婕兒,陳司翰

158287 花淚 REBORN

143712 花淚 邱蕓子

130965 花湖 佚名

158806 花火 深白色 2人組

141307 花火 梁詠琪

133487 花火 丁當,阿信

118241 花火 汪峰

102332 花瓶 陳旭

125205 花生 楊坤

106121 花甲 後弦

138287 花癡 利得匯

139968 花盟 李芝芬,錢思劍

133657 花盼 戴佩妮

147223 花神 王霞

135091 花童 郭嘉璐

141684 花紅 羅寧娜

200020 花花 何韻詩

158857 花茶 蘇打綠

145358 花葬 同恩

149042 花街 謝雨欣

135144 花語 郭燕

135115 花開 郭曉薇

126442 花香 龍千玉

120608 花香 許紹洋

137961 苦果 金子嫣

173628 苦果 程響

156326 苦茶 黑澀會美眉,棒棒堂 F

159719 英雄 信樂團

147029 英雄 王菲

144856 英雄 宋祖英

117741 英雄 吳奇隆

107710 英雄 黃西田

400907
英雄[原

伴][國] 汪峰

108796 茫然 劉家昌

117121 茶湯 邰正宵

181350
茶湯[動畫&消

伴][國] 鬱可唯

116609 草原 童安格

133748 荒原 戴辛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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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399 荒唐 ALAN

149110 荒唐 辛曉琪

146315 荒唐 溫嵐

127949 荒廢 張宇

155625 荒誕 達達樂隊

115346 荒路 孫國慶

155375 荒野 動力火車

117661 荷夜 吳品醇

141311 荷花 梁詠琪

146021 莊腳 吳淑敏

103215 莫醉 刁寒

181258 菊香[國] 佚名

153998 菠菜 趙詠華

147669 菩薩 小雪

103096 華少 陳黎明

115366 萍聚 李翊君,朱軍

151242 萍聚 卓依婷

115138 萍聚 任賢齊

148033 落幕 心微

126021 落幕 陽一

127190 落腳 張克帆

150499 落花 葉倩文

150166 落花 楊鈺瑩

130631 落葉 冰淇

125402 落葉 楊洪基

128613 落葉 張羽

165032 葉子 羽泉

175406 葉子 龔天齊

133001 葉子 陳琳

130574 葉子 阿桑

165528 著火 5566

142807 著火 馬蕊

115139 著緊 任賢齊

154276 著魔 BAD

138153 著魔 康思婷

127149 著魔 張傑

135623 葬心 高勝美

137201 葬心 黃鶯鶯

128540 葬淚 張牧閱

159965 葬花 周璇

143371 葬花 潘秀瓊

110642 蒼天 李玖哲

157181 蓮花 龍寬九段

148592 蔓延 許美靜

145718 蔓延 譚晶

144250 蔓延 阮筱芬

120782 蔓莉 謝雷

148593 蕩漾 許美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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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816 蕭邦 路綺歐

142747 薄荷 莫文蔚

154829 薔薇 COOKIES

148263 薔薇 蕭亞軒

134352 薔薔 ELLA

152542 薕後 張清芳

147765 藉口 徐世珍

147030 藉口 王菲

106601 藍光 胡歌

108125 藍夜 江得勝

116380 藍天 圖騰

152292 藍天 張惠妹

136886 藍天 黃小琥

107537 藍天 黃義達

157316 藍色 夢露樂團

150707 藍色 葉蓓

125519 藍雨 永邦

181274 藍顏[國] 鄔禎琳

126618 藍鯨 周渝民

143588 藏韻 曲丹

115265 藏香 三木科

173825 蘆花 雷佳

110671 虎口 李登威

129064 虔誠 澤旺多吉

157648 虛假 潑猴

103550 虛偽 東與政

140826 虛構 林曉培

151676 號碼 周筆暢

132882 虧欠 陳潔儀

126172 蛇舞 周傑倫,粱心頤

157071 蛻變 LADY

157045 蛻變 六甲樂團

154035 蛻變 張洪量

140508 蛻變 林慧萍

128511 蛻變 鄭凡

139297 蜀繡 李宇春

400699 蜉蝣[粵] 容祖兒

111593 蜘蛛 林誌炫

102875 蜘蛛 陳超

139043 蜜思 廖雋嘉

173877 蜜蜂 徐睿

104761 蜜蜂 古巨基

166080 蜻蜓 顧海濱

164935 蝕月 櫻桃姐妹

164923 蝕月 櫻桃幫

157408 蝴蝶 侃侃

145413 蝴蝶 堂娜

138116 蝴蝶 迷遙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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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108 蝴蝶 陶喆

138805 蝴蝶 劉若英

134597 蝴蝶 方皓玟

106549 蝴蝶 胡彥斌

138333 蝶戀 魏如昀

173641 蝶戀 劉亦菲

135075 蝶舞 辜靖潔

133265 蝶舞 陳紅

131631 蝶衣 蔡琴

144280 蝶變 佘詩曼

181695
蝶變[消

伴][國] 單色淩

126302 蝸牛 周傑倫

156271 融化 花兒樂隊

101338 螞蚱 遲誌強

153284 螞蟻 朱婧

200449
螞蟻(11 演)(粵

語) 林欣彤

152636 螢光 張瑤

120381 蟑螂 許誌安

165033 蠟人 羽泉

175146 血脈 孫維良

156023 街舞 怪腳團體

155376 衝動 動力火車

135507 衝動 顧莉雅

152293 衝動 張惠妹

148265 衝動 蕭亞軒

131293 衝動 蔡健雅

127191 衝動 張克帆

110414 衣服 李文亮

145193 表演 蘇慧倫

148266 表白 蕭亞軒

140354 表白 林子娟

151770 表達 周葆元

145194 被動 蘇慧倫

130575 被動 阿桑

117454 被動 伍佰

158142 被單 群星

150099 被愛 楊采妮

127417 被愛 張國榮

159908 補鍋 戲曲

138418 裝扮 劉嘉玲

149298 裸睡 俞晴

104363 褪愛 佚名

139298 西廂 李宇春

106123 西廂 後弦

149649 西施 晏菲

175101 西湖 痛仰樂隊

111154 西界 林俊傑

172782 西藏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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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792 西關 廖偉力

102866 西關 陳藝鵬

129405 西風 趙雲龍

145441 西風 婷婷

103905 要強 房祖名

105500 親人 關貴敏

173160 親人 羅時豐

180175 親人[國] 劉子千

141541 親親 梁靜茹

159988 觀燈 黃梅戲

173135 觀眾 紀文惠

180925 解剖[國] 吳南穎,FIONA

154190 解圍 愛樂團

152294 解圍 張惠妹

101555 解渴 陳冠希

155852 解脫 F4

139235 解脫 李媛希

152295 解脫 張惠妹

151677 解脫 周筆暢

140028 解脫 李蕙敏

110643 解脫 李玖哲

103715 解脫 迪克牛仔

200192 解脫[國] 容中爾甲

145414 解藥 堂娜

139927 解藥 李翊君

115944 解藥 石康軍

143666 解鈴 裘海正

133413 觸電 陳譯賢

158509 觸電 S.H.E

154691 觸電 芭比

178081 訂親 騰格爾

147277 計較 王馨平

135092 訊號 林宇中

111367 訊號 郭嘉璐

144231 討厭 芮恩

137936 討厭 金伊彤

148722 討好 許茹蕓

138806 訓練 劉若英

174101 記得 林俊傑

152297 記得 張惠妹

200431 記得[演][國] 林誌炫

170194 記憶 胡東清

150635 記憶 葉玉卿

156465 記號 夾子道

115591 記號 孫耀威

116611 訣別 童安格

153499 許仙 知函

180401 許諾[國] 林峰,黃聖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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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42 許願 梁詠琪,古巨基

400895 許願[國] 武藝

171158 註定 孫艷

181085 註定[國] 王舒

151812 詠梅 周靈燕

157089 試探 羅密歐

133659 試探 戴佩妮

128324 詩人 張智成

129125 詩意 臧天朔

134232 詩意 鄧麗君

108016 詩意 姜育恒

131779 詩戀 蔡詩蕓

145199 話說 蘇慧倫

159594 話題 無印良品

151758 話題 周蕙

142748 話題 莫文蔚

117562 認了 伍思凱

153475 認了 甄真

146538 認子 佚名

138191 認定 柯以敏

138266 認床 LINDA

127783 認床 張學友

152299 認真 孫淑媚

100308 認真 阿杜

147318 認路 佚名

134462 認輸 方季惟

174086 認輸 小賤

173544 認輸 成學迅

128904 認輸 張震嶽

128046 認錯 優客李林

120183 認錯 許嵩

117563 認錯 張崇基,張崇德

117492 認錯 林誌炫

111595 認錯 許嵩

172230 認錯 劉美君

151962 認錯 張可芝

120183 認錯 許嵩

116421 認錯 屠洪綱

115903 認領 沙寶亮

116422 誓言 屠洪綱

153448 誓言 甄妮

147932 誓言 徐懷鈺

136426 誓言 韓寶儀

109622 誓言 劉超華

106309 誓言 洪榮宏

175638 誤會 飛輪海

131865 說愛 GARY麟

104393 說愛 陳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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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810 說話 劉若英

154626 說說 棒棒堂 F

133458 說謊 丁小芹

127015 說謊 張信哲

118302 說謊 溫兆倫

111395 說謊 林宥嘉

200450
說謊(11 演)(國

語) 林欣彤

149113 誰啊 辛曉琪

117564 誰懂 伍思凱

191214 調情[國] 鄭秀文

165109 請求 HIROCK樂團

151934 請求 張俐敏

150717 諾言 劉文正

130652 諾言 巫啟賢

118087 諾言 葉蘊儀

109364 諾言 裘海正

139929 諾言 李翊君

138193 諾言 柯以敏

108017 諾言 姜育恒

119127 謊愛 王羽澤

125132 謊言 楊克強

125341 謊言 楊家成

145035 謎底 沈芳如

176595 謎底 曉君

140448 謎底 林心如

102001 謝謝 陳奕迅

107436 謠言 黃磊

149734 證據 楊乃文

135750 證明 何以奇

159167 警告 同級生

116288 護照 TAE

149421 護照 姚黛瑋

175760 讀你 蔡琴

104351 讀你 費翔

153939 變了 趙薇

136073 變化 侯湘婷

175608 變化 何維健

180983 變卦[組曲] 張萌萌

132884 變天 陳潔儀

147036 變幻 王菲

146382 變心 王冰洋

139696 變心 李玟

400980 變心[國] 石梅

154018 變數 趙默

161214 變法 佚名

155424 變臉 動靜樂團

102230 變臉 陳小濤

133003 變臉 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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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946 變質 石康軍

138920 讓位 呂佳芳

132690 讓步 陳明真

131215 讓讓 蔡依林

118715 讓開 王力宏

156834 讚歌 張嘉洵

127260 讚歌 齊峰

106585 讚歌 胡松華

400930 讚歌[國] 烏蘭圖雅

180423 讚歌[國] 格格

150196 貂嬋 楊鳳英

148009 貝殼 徐若瑄

154123 貝殼 ASOS

111833 負心 林立洋

134996 負約 國巍

140510 貪圖 林慧萍

170405 貪愛 吉傑

142973 貪戀 那英

110376 責任 李建衡

127955 責任 張宇

101642 責任 陳昇

129520 責怪 鄭中基

149651 貴妃 晏菲

102550 貼心 陳曉東

127261 賀歌 張嘉洵

142788 賠償 馬梓涵

161149 賣拐 佚名

101580 賣水 陳昇,劉萍兒

174034 賭徒 劉明揚

159478 賭神 五月天

139700 賭註 李玟

121047 贈塔 錫劇

128791 贖罪 張鎬哲

149621 贖罪 於櫻櫻

107596 赤子 黃耀明

151761 赤裸 周蕙

111598 走了 林誌炫

171302 走了 王嘯坤

133460 走吧 丁小芹

127957 走樣 張宇

103459 走火 杜德偉

149115 走過 辛曉琪

117565 走過 伍思凱

133004 走開 陳琳

140074 走雪 李錦航

158716 起來 四分衛

104407 起床 光良,品冠

128400 起航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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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914 起解 戲曲

152432 起跑 佚名

133473 起飛 丁文琪

159757 起點 咻比嘟嘩

137204 起點 鄧麗欣

165036 起點 羽泉

159720 趁我 信樂團

152305 趁早 張惠妹

127959 趁早 張宇

159479 超人 麻吉

157427 超人 五月天

171468 超人 羅百吉

128744 超人 張衛健

109286 超人 劉德華

159721 超越 信樂團

157161 超越 零點樂隊

173691 超越 譚詠麟

115383 超越 孫楠,韋唯

119598 越獄 小柯

182133 越獄[國] 趙小兵

136554 趕坡 韓麗霞

156425 趕路 JS

103895 趕路 凡人

118089 趕路 巫啟賢

118995 跌雪 錫劇

130404 跑道 ANGELA

140201 距離 吳雨霏

138544 距離 林吉玲

124690 距離 葉良俊

133318 距離 陳綺貞

144245 跟蹤 阮丹青

117296 跨越 騰格爾

170663 路上 楊佳

137424 路人 江美琪

171037 路口 青稞蕎麥

131297 路口 蔡健雅

128905 路口 張震嶽

101643 路口 陳昇

100085 跳吧 艾爾肯

133722 跳痛 戴愛玲

166086 跳繩 佚名

154696 跳舞 芭比

111347 跳電 林子良

149379 踏春 姚曄

155219 踏浪 徐懷玉

145041 踏浪 沈雁

175678 踏浪 劉德華

151262 踏浪 卓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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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935 踏浪 徐懷鈺

137108 踏浪 黃英

180525 踢拖[粵] 福祿壽

106124 踢館 後弦

116618 蹉跎 童安格

159595 身邊 光良

138195 身邊 柯以敏

164873 躲避 原始林合唱團

102591 車匙 陳柏宇

145219 車站 蘇芮,夏韶聲

119465 車站 夏韶聲,蘇芮

159481 軋車 五月天

126309 軌跡 周傑倫

160960 軍嫂 佚名

173024 軟弱 DREAM GIRLS

105569 軟弱 高原

158252 較量 青蛙樂隊

132886 輕佻 陳潔儀

159482 輕功 五月天

134245 輕風 鄧麗君

156341 輕鬆 黑色餅乾

145201 輪廓 蘇慧倫

139329 轉動 李小璐

165038 轉彎 羽泉

117743 轉彎 吳奇隆

133662 轉眼 戴佩妮

148738 轉身 許頌

140717 轉身 林憶蓮

135672 轉身 高慧君

102232 辣燙 陳小濤

166078 農夫 兒歌

102414 農民 陳星

148597 迷亂 許美靜

127794 迷你 張學友

102554 迷你 陳曉東

156185 迷失 亥兒樂隊

150508 迷失 葉倩文

146775 迷宮 王若琳

128631 迷宮 張艾文

146676 迷惘 王秀琳

145841 迷惘 陶莉萍

135859 迷戀 詹雅雯

155896 迷路 堂娜

145415 迷路 廢五金

135899 迷路 何耀珊

103463 迷途 杜德偉

149116 迷途 辛曉琪

118243 迷鹿 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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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57 追夢 鄧麗君

136430 追夢 韓寶儀

134247 追夢 龍飄飄

119798 追夢 湘海

117744 追夢 吳奇隆

130547 追尋 阿斯根

170411 追尋 孫楠

111600 追尋 林誌炫

100715 追影 佚名

171219 追愛 張靚穎

154429 追憶 BEYOND

140967 追憶 林玉英

146531 追星 王晶

130494 追月 艾敬

157194 追求 M3

125117 追求 俞思遠

124435 追求 楊光

139219 追求 李娜

102415 追浪 陳星

151271 追緣 卓依婷

136111 追緣 杭天棋

133394 追魚 佚名

128475 追龍 大 AL

109654 追龍 張武孝

103228 追龍 朱咪咪

128749 退伍 張衛健

138516 退出 劉惜君

126311 退後 周傑倫

100312 退讓 阿杜

145416 退路 堂娜

156882 送別 刀郎

135480 送別 關貴敏

131641 送別 蔡琴

125997 送別 閻維文

182248 送別[國] 陳思思

153489 送君 甄秀珍

104276 送君 陳松齡

119462 送子 劉趙黔

138861 送財 劉趙黔

116059 逃兵 蘇有朋

117889 逃犯 吳梵

127021 逃生 張信哲

116527 逃脫 田家達

139701 逃脫 李玟

135900 逆光 何耀珊

175671 逆向 胡夏

400157 逆戰[消][國] 張傑

119941 逆風 蕭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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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328 逆風 花園精靈

126312 逆鱗 周傑倫

141322 透明 梁詠琪

138814 透明 劉若英

133665 透氣 戴佩妮

120886 透視 謝霆鋒

159483 透露 五月天

158861 這天 蘇打綠

147390 這天 萬芳

149333 通牒 嚴淑明

134642 逛街 範文芳

133667 逛街 戴佩妮

200733 逞強 蕭亞軒

175566 逞強 基地小虎

182073 逞強[國] 蕭亞軒

139973 逢春 李芝芬

148514 連接 許慧欣

101033 進城 蔡國慶

151566 遇見 周慧敏

149939 遇見 張信哲

127022 遇見 楊千樺

132929 遇見 陳潔麗

128234 遇見 張敬軒

400713 遇見[國] 庾澄慶

136184 遊園 佚名

165259 遊戲 丁小芹

133461 遊戲 蘇永康

151158 遊春 卓依婷

158862 遊樂 蘇打綠

145807 遊泳 陶晶瑩

178087 遊牧 騰格爾

124759 遊蕩 宇桐非

118718 過來 王力宏

142371 過冬 孟庭葦

138022 過去 金海心

133669 過夜 戴佩妮

201043 過客 黃耀明

174027 過客 笑天

170204 過客 魏晨

129361 過客 趙文博

127802 過客 張學友

180660 過客[國] 郝冠英

165069 過招 譯樂隊

149702 過敏 楊丞琳

164865 過期 元衛覺醒

200424
過期[揚

聲][國] 林凡

106126 過橋 後弦

138526 過河 劉春梅,潘長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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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023 過火 張信哲

148351 遒街 蕭麗珠

105757 道路 高峰

148838 遙望 葉世榮

149044 遙望 謝雨欣

119599 遙望 小柯

181141 遜掉[國] 蔡黃汝(豆花妹)

145722 遠情 譚晶

156219 遠方 紅布條

158519 遠方 S.H.E

135860 遠方 何潔

127025 遠方 張信哲

181347 遠方[國] 高藝菲

156466 遠航 夾子道

110319 遠行 李宗盛

111369 遠遠 林宇中

151964 適應 張可芝

128685 遲到 張行

137019 遲早 黃淑惠

180946 遷徙[國] 容中爾甲

147307 選擇 葉倩文,吳奇隆

159172 選擇 唐朝樂隊

135636 選擇 高勝美

133804 選擇 董冬

111228 選擇 林子祥,葉倩文

113503 遺忘 明道,祝釩剛,黃玉榮

165326 遺忘 183CLUB

149118 遺忘 辛曉琪

118092 遺憾 梁漢文

148598 遺憾 許美靜

104011 遺憾 方炯鑌

112584 遺棄 羅文聰

164415 邂逅 曾慧,鄧誌駒

173027 邂逅 雲菲菲

117012 邂逅 譚詠麟

126452 還原 周傳雄

127962 還早 張宇

110289 還有 李宗盛,林憶蓮

100518 還有 不辣

173004 還淚 林鵬

170084 還行 王羽臣,菲菲

103130 邊緣 丁汀

147392 那夜 萬芳

149735 那天 楊乃文

138818 那天 劉若英

127195 那天 張克帆

181588 那年[消][國] 佚名

120245 那裡 許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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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48 那麼 伊能靜

138107 郊道 陳芬蘭

137224 郊道 靜婷

133388 郊道 黑妹

200493 郊道 楊燕

153449 郊道 甄妮

134254 郊道 鄧麗君

170797 郎中 郝蕾

128999 郭靖 朱國豪

142607 鄉愁 李芊慧

135508 鄉愁 顧莉雅

104277 鄉愁 龍千玉

133061 鄉愁 陳瑞

156858 鄉戀 刀郎

171042 配角 SARA

117938 配角 吳煒

105540 配角 顧海濱

182206 配角[粵] 鄭欣宜

105330 酒歌 黃乙玲

105361 酒鬼 佚名

158348 酸甜 周麗淇

151837 酸甜 飛輪海

137205 酸甜 黃鶯鶯

131217 酸甜 蔡依林

118557 酸雨 王傑

129524 醉了 鄭中基

142630 醉愛 米娜

100835 醉拳 成龍

102632 醉月 佚名

172732 醒了 楊千樺

136528 醒了 韓紅

156373 醒來 曾心梅

176771 醒來 艾麗,王嘉寶

133062 醒來 陳瑞

400807 醒來[國] 李誌洲

137111 醒悟 黃鈴

173697 醜角 曹格

102017 醞釀 陳奕迅

173094 醫生 許嵩

140451 采心 林心如

181169 釋懷[國] 袁詠琳

149334 釋放 嚴淑明

132561 釋放 陳慧琳

128752 釋放 張衛健

128385 釋放 張智霖

128240 釋放 張敬軒

181579 釋放[國] 九天

105839 重來 高楓



KOD-2400 国语歌曲 點歌目錄
編號 歌名 歌星 編號 歌名 歌星

國語歌曲 第 115 頁

181918 重來 林玉英

175641 重來 黃小琥

110737 重來 李聖傑

200455 重來[國] 林玉英

175628 重傷 林凡

103920 重愛 方力申,鄧麗欣

127152 重播 張傑

139935 重生 李翊君

153335 重逢 崔萍

134978 重逢 謝采雲

130922 重逢 關淑怡

130921 重逢 鳳飛飛

173866 重逢 毛阿敏,孫楠

129639 重逢 鄭伊健

111229 重逢 林子祥,葉倩文

140729 重遇 林憶蓮

119806 野心 熊天平,黃慧文

144383 野火 孫悅

145611 野花 田震

166113 野餐 佚名

172711 金庸 清源

147513 金色 韋綺姍

152638 金魚 張瑤

101340 鈔票 遲誌強

150030 鈕扣 楊林

117748 銀河 吳奇隆

146565 銅銹 王瀾霏

155708 鋼索 ENERGY

118244 錠放 汪峰

159724 錯了 信樂團

130861 錯位 白雪

200476 錯怪[國] 楊冪,劉愷威

156000 錯愛 GIRL FRIENDS

132792 錯愛 張蓉蓉

128463 錯愛 陳淑樺

132835 錯愛 陳淑萍

100528 錯愛 包小柏

180661 錯戀[國] 郝冠英

143443 錯決 潘美辰

156904 錯認 馬浚偉

118245 錯誤 汪峰

141327 錯過 梁詠琪

131780 錯過 蔡詩蕓

115904 錯過 沙寶亮

136100 鍾情 杭天棋

101701 鏡子 陳坤

101644 鏡子 陳昇

136298 鐘擺 胡蓓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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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810 鐵人 COLOR BAND

148601 鐵窗 許美靜

100248 鐵窗 阿木

140830 鑰匙 林曉培

158267 鑽石 徐熙媛

147956 鑽石 莫文蔚

142753 鑽石 靚舞精靈

160059 長假 鄉村二人組

107135 長假 黃品源

154965 長大 劉芮伊

138716 長大 草蜢

116423 長途 屠洪綱

182302 門面 黃凱芹

175164 閃亮 光良

138972 閃耀 呂珊

154702 閃耀 芭比

170646 閃開 佚名

158718 閃電 M3

157196 閃電 四分衛

161956 開始 韋嘉

133526 開始 丁薇

115595 開心 孫耀威

161961 開方 佚名

130400 開竅 ALAN

130577 開車 阿桑

138820 閣樓 劉若英

128632 關心 張艾文

115597 關心 孫耀威

138594 關懷 劉瑋

159923 關方 戲曲

144707 關於 孫燕姿

400121 關機[國] 吳瓊

115598 關燈 孫耀威

151848 阿哥 宗庸卓瑪

104835 阿媽 根呷

180947 阿媽[國] 容中爾甲

102020 阿怪 陳奕迅

181865 阿母 方順吉

173458 阿爸 周傑倫,洪榮宏

115170 阿狼 任軍太

173033 阿瑪 天籟同音

127028 阿福 張信哲

181328
阿福[動畫&消

伴][國] 陳楚生

101646 阿草 陳昇

103317 阿蓮 戴軍

102208 阿諾 陳小春

126069 阿麗 雲開

139302 阿麼 李宇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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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464 陌路 楊千樺

171358 降溫 許嵩

165235 降臨 至上勵合

180948 降臨[國] 容中爾甲

171456 陪伴 張信哲

137263 陪你 季欣霈

116367 陪你 唐禹哲

140853 陪酒 林淑娟

142756 陰天 莫文蔚

141331 陰天 梁詠琪

138821 陰謀 劉若英

158629 陷阱 SUN BOY'Z

180608 陷阱[國] 袁詠琳

145726 陽光 譚晶

108325 陽光 金城武

137096 隊長 黃聖依

145417 隔夜 堂娜

125806 隔離 言承旭

140193 隧道 林凡

131961 隨便 陳寶蓮

133805 隨便 董冬

115483 隨風 孫楠

151763 隱形 周蕙

117749 隱痛 吳奇隆

132571 隱瞞 陳慧琳

102559 隱瞞 陳曉東

108402 隱藏 KENT

142757 隱隱 莫文蔚

115348 雄鷹 孫國慶

118319 雙俠 無級生

126317 雙刀 周傑倫

154473 雙城 BOBO

138836 雙城 劉虹樺,陳司翰

101656 雙城 陳司翰,劉紅嬋

140381 雙子 林寶

170688 雙手 汪蘇瀧

138379 雙翼 劉依純

133489 雙飛 丁當,黃曉明

117750 雙飛 吳奇隆

107338 雙飛 黃曉明

105994 雙飛 何潤東

150709 雙魚 葉蓓

136322 雛菊 胡靈

147434 雜技 衛蘭

127814 離人 張學友

111605 離人 林誌炫

148603 離別 方怡萍

110459 離別 許美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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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69 離去 伊正

178090 離去 騰格爾

181003 離場[國] 李佳薇

148276 離境 蕭亞軒

113658 離家 滿文軍

135708 離島 龔柯允

149490 離情 余天,李亞萍

148925 離情 尤雅

147317 離情 翁倩玉

121175 離情 謝采雲

159725 離歌 ENERGY

158974 離歌 TENSION

190045 離歌[國] 信樂團

106018 離站 何炅

157544 離開 年少組合

157543 離開 斯琴格日樂

173073 離開 周傑倫

171036 離開 青稞蕎麥

148334 離開 蕭薔

127966 離開 張宇

182168 離開[國] 郭靜

133725 離騷 戴愛玲

130401 難得 ALAN

132793 難忘 陳淑樺

141332 難言 梁詠琪

119830 難說 熊天平

165049 難道 林子娟

140358 難道 羽泉

140194 難道 林凡

104355 難題 費翔

126807 雨人 周華健

147936 雨傘 徐懷鈺

133008 雨夜 陳琳

172976 雨夢 曉雨

170537 雨天 君子

120248 雨天 許巍

400642 雨天[國] 哨兵

128015 雨季 吳煒

125110 雨季 張峰奇

117940 雨季 楊樂

173850 雨季 童麗,王潔

172993 雨巷 郭燕

127031 雨後 張信哲

153022 雨後 張韶涵

138405 雨念 劉力揚

149703 雨愛 楊丞琳

170665 雨淚 楊天寧

138211 雨滴 鄺文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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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449 雨聲 庭竹

143101 雨聲 彭立

139940 雨蝶 李翊君

144933 雨街 斯琴格日樂

107139 雨衣 黃品源

400876 雨衣[國] 樊凡

154523 雨顏 BUDDY

151302 雪人 卓依婷

125759 雪天 袁智勇

145531 雪意 湯燦

103619 雪狼 竇老三

139941 雪珂 李翊君

170399 雪色 吉傑

104843 雪花 格裡傑夫

178086 雪花 凱玥凱璐

171212 雪花 張真菲

107141 雪花 黃品源

129099 雲娜 紫龍

137272 雲河 景儀

153455 雲河 甄妮

107439 雲煙 黃磊

115813 雲端 沈元

133013 雷雨 陳瑜,陳蘇萍

180084 電司[國] 棒棒堂 F

139706 電話 李玟

101561 電話 陳冠希

101671 震央 陳司翰

145615 震撼 田震

175350 霓裳 劉子菲

139802 露珠 李碧華

163184 靈感 南臺灣小姑娘

126461 靈藥 周傳雄

136323 靈靈 胡靈

138854 靈魂 劉虹樺

170367 青春 A-ONE

145817 青春 陶晶瑩

118248 青春 汪峰

170341 青空 何韻詩

126463 青花 周傳雄

173771 青衣 佚名

165532 青鳥 5566

154195 青鳥 愛的大未來

102047 青鳥 陳威全

137227 靜岡 佚名

148414 靜心 薛家燕

156276 靜止 江美琪

137430 靜止 花兒樂隊

149737 靜止 楊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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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69 靜電[國] 郭靜

181914 非凡[粵] 林欣彤

159726 靠背 信樂團

164866 靠近 元衛覺醒

103553 靠近 段千尋,易欣

124926 靠近 庾澄慶

110740 靠近 李聖傑

157166 面具 徐若瑄

148010 面具 梁弘誌

130515 面具 艾青

111928 面具 零點樂隊

146841 面具 王菀之

127968 面具 張宇

100017 面具 安七炫

118097 面對 巫啟賢

107494 音浪 黃立行

129527 音符 鄭中基

120611 須渣 許紹洋

115222 頌情 容中爾甲

200149 預感 周筆暢

110607 預感 李玖哲,李冰冰

102026 預感 陳奕迅

181682 預感[國] 周筆暢

181319 預感[粵] 陳奕迅

145071 預言 範文芳,張宇

151764 預言 周蕙

107495 預言 黃立行

109309 預謀 劉德華

401074 預謀[國] 許佳慧

132091 頑固 陳思彤

128754 頑皮 張衛健

138873 領帶 劉雅芳

149124 領悟 辛曉琪

140739 領悟 林憶蓮

400805 領悟[國] 李宗盛

158864 頻率 蘇打綠

138504 顏色 何潔

135861 顏色 劉忻

148604 顏色 許美靜

139707 顏色 李玟

109310 願意 劉德華

162225 願望 孫淑媚

125508 願望 永邦

106554 願望 胡彥斌

147648 風吹 小辣椒

181689 風塵 唐儷

400203 風度[國] 汪蘇瀧

157377 風景 美眉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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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45 風暴 林峰,吳卓義,馬國明

159292 風暴 鐵竹堂

137237 風格 吉娜

165189 風沙 中堅份子

111968 風沙 梁朝偉

117334 風火 伍佰,CHINA BLUE

151682 風箏 張偉進

146508 風箏 曾路得

127115 風箏 龍千玉

147762 風箏 弦子

140743 風箏 林憶蓮

131649 風箏 蔡琴

106321 風箏 洪榮宏

101648 風箏 陳昇

181708 風箏[國] 姜文,孫曉宵

107350 風聲 黃曉明

120016 風說 西域刀郎

144281 風車 佘詩曼

151765 風鈴 周蕙

131465 風鈴 蔡淳佳

121331 風雨 余文樂

147557 風雲 仙杜拉

129646 風雲 鄭伊健

116427 風雲 屠洪綱

108126 風雲 江得勝

159154 颱風 颱風

113013 飄影 陸毅

151799 飄搖 周迅

131224 飄浮 蔡依林

126322 飄移 周傑倫

136552 飄雪 韓雪

144283 飄零 十二美女

159772 飛了 小刀樂團

100740 飛了 崔健

146723 飛吧 王美蓮

132578 飛吧 陳慧琳

176075 飛天 車盈霏

151311 飛天 卓依婷

131850 飛天 陳依依

136537 飛揚 韓紅

147081 飛歌 王菲菲

110751 飛燕 李自強

116428 飛翔 屠洪綱

140745 飛翔 林憶蓮

146383 飛舞 王冰洋

125213 飛船 楊坤

165052 飛蛾 羽泉

120189 飛蛾 許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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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947 飛行 小類

148750 飛行 許飛

119663 飛行 趙薇

173021 飛貓 阿峻

170987 飛賊 佚名

156283 飛雪 蝴蝶組合

180984 飛雪 張萌萌

146384 飛雪 王冰洋

116625 飛雪 童安格

125342 飛飛 楊家成

158865 飛魚 蘇打綠

107307 飛魚 黃征

137979 飛鳥 金智娟

115162 飛鳥 任賢齊

125038 餘味 易欣

109451 餵雞 劉歡

151656 餵餵 周筆暢

145824 香妃 陶琪

150178 香客 楊鈺瑩

159500 香水 五月天

103326 香水 江誌豐,張秀卿

120892 香水 謝霆鋒

105995 香水 何潤東

159145 香濃 TWINS

155992 香香 鳳凰傳奇

181956 馬闖[國] 沒那麼簡單

135481 駝鈴 關貴敏

127109 駝鈴 孫國慶,張偉進

108226 駝鈴 蔣大為

141338 駱駝 梁詠琪

100949 駿馬 次真降措

101649 騙子 陳昇

133474 騙子 丁文琪

139945 驀然 李翊君

152312 驕傲 張惠妹

127822 驕傲 張學友

132959 驗傷 陳珊妮

134983 驛站 鳳飛飛

156359 體會 何靜

135938 體會 黑豹樂隊

151766 體溫 周蕙

148860 體貼 張蓉蓉

138298 體貼 黎瑞恩

155857 體驗 F4

130616 高飛 阿麗瑪

400715 高飛[國] 張傑

126323 鬥牛 周傑倫

148011 鬥誌 徐若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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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648 鬧鬧 SWEETY

158526 魔力 S.H.E

125807 魔咒 東方神起

133064 魔星 陳瑞

158721 魔毯 四分衛

165328 魔法 183CLUB

128485 魔界 佚名

104380 魔笛 馮曉泉,曾格格

148282 魔術 蕭亞軒

138859 魔鏡 劉虹翎

139709 魔鏡 李玟

106324 魚 洪榮宏

101650 魚丸 陳昇

101651 魚說 陳昇

152313 鮮圍 張惠妹

181298 鯊魚[國] 阿福

141772 鯨魚 藍心湄

109845 鳳凰 佚名

164867 鴕鳥 元衛覺醒

151317 鴨子 卓依婷

155751 鴻雁 額爾古納樂隊

180249 鴻雁[國] 子祺

132934 鴿子 陳熙然

138546 鴿子 劉淑芳

125334 鴿子 楊宗緯

127249 鶴拳 張善為

135453 鷹笛 關牧村

159502 鹹魚 五月天

145428 麗園 天仙妹妹

116501 麗薩 湯潮

119693 麥客 徐嘉良

156278 麥霸 花兒樂隊

107461 麻吉 黃立行,麻吉

107042 麻糬 黃品源,萬芳

171011 麻雀 王旭

135232 麻雀 郭靜

154846 黃昏 CT GIRLS

126466 黃昏 周傳雄

181450 黃昏 佚名

120614 黃昏 許紹洋

148034 黑夜 心微

201051 黑心[國] 黃鴻升

181616
黑房[獨家製

作] 傅穎

157241 黑板 ME2

171226 黑白 斯琴高麗

129026 黑白 朱孝天

103999 黑白 方大同

142762 黑雨 莫文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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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555 黑雨 胡彥斌

117811 默契 謝金燕,吳宗憲

158668 默契 SWEETY

132048 默契 陳德容

131306 默契 蔡健雅

102660 默契 陳浩民

142381 默認 孟庭葦

155948 默默 飛輪海

102661 默默 陳浩民

171057 鼓勵 於逸飛

153948 齒輪 趙薇

151319 龍女 卓依婷

126330 龍拳 周傑倫

133892 龍族 董燕妮

107192 龍族 黃大煒

127156 龍鱗 張傑

三字部

141406 101 梁靜茹

129058 108 澤旺多吉

155444 119 大嘴巴

155879 123 FUSION

155518 123 董事長樂團

128854 204 張震嶽

120418 501 梁漢文

165442 520 520女子演唱組

110271 666 李威

142865 808 那英,孫燕姿,蔡健雅

152742 911 張芯瑜

125336 911 楊家成

107448 911 黃立成,麻吉

125016 917 易桀齊

145131 929 蘇慧倫

102068 932 陳小春

146279 1,1=0 溫嵐

175660 100 年 2MORO

108185 16 魂 蔣大為

106496 18 禁 胡彥斌

159005 18 變 TWINS

160100 19 手 佚名

138724 24 樓 劉若英,楊坤

180964 37 度 張萌萌

191007 808[國] 鄭秀文

106105 9 公主 後弦

108875 A BETTER DAY 劉德華

200162 ABC 狗咬豬 大芭

133276 AFTER 17 陳綺貞

181555

ALK TO

ME[2011LIVE][

國] TW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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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44
All About

U(11 演)(粵語) 鄧紫棋

182174
ALL ABOUT

YOU[2011LIVE] 鄧紫棋

143732
ALL SOULS

NIGHT 齊豫

148146 AND I KNOW 蕭亞軒,順子

159306 ANGEL 拜託 VMP

173735 ARE YOU IN 佚名

152092 ARE YOU READY 張惠妹

155811 ASK FOR MORE F4

154877 BA BA BA 草蜢

157321
BABY COME

BACK 夢飛船

147729 BABY TELL ME 希亞

154311
BANG BANG

BANG BEAUTY 4

101510 BE MY BABY 陳冠希

182110
BE MY LOVE[獨

家製作] 許廷鏗

116353 BE WITH YOU 唐禹哲

133448
BE YOUR

FRIEND 丁小芹

131093
BECAUSE OF

YOU 蔡依林

158832
BELIEVE IN

MUSIC 蘇打綠

165380
BLAH BLAH

BLAH 2女

147516 BLUE BAYOU 韋綺珊

173127
BOMD BOMD

BOMD MISSTER

148147
BORN TO

CHOOSE 蕭亞軒

180606
BRAND NEW

DAY[國] 袁詠琳

180605
Brand New

Day[國] 袁詠琳

159624
BREKING THE

RULES 恰恰舞曲

105279 BURNING 燃燒 郭峰

151325 C.P.Z. 卓文萱

145770 CALL MY NAME 陶晶瑩

107163 CARRY ME AWAY 黃大煒

200123 C'EST LA VIE 周慧敏

165458 C'EST SI BON 5566

153801 CLOSE TO YOU 趙之璧

147517 CLOSE TO YOU 韋綺珊

180965 COME ON BABY 張萌萌

140156 COME TO ME 林依晨

140782 COME WITH ME 林曉培

170883 COUNT ON ME 孫耀威

148012 CRAZY 芭比 徐華鳳

140783 CRY ALL NIGHT 林曉培

152972 C 大調 張韶涵

106381
DANCE DANCE

DANCE 海鳴威

172905 DANCE WITH ME 明聖凱

143611
DANCING MY

HEART 瞿穎

155263
DAYZ AND

DAYZ(REMIX) DJ

117153 DEAR GOD 陶喆

111339 DEJA VU 林子良

139565 DI DA DI 李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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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17 DI DI DA 郭書瑤

160135
DIAMOND AND

RUST 佚名

159342 DNA 五月天

159511 DO RE MI 佚名

134576 DO YOU KNOW 方皓玟

180171
Do You

Know[國] 劉奇梅

154630 DON'T BE COOL 芭比

159660
DREAM ABOUT

ME XDREAM

200435

Dreaming Of

You(11 演)(英

語) 林欣彤

103351
DRIVE ME

CRAZY 杜德偉

147889 DUB I DUB 徐懷鈺

149993 EMAIL 情人 楊星繪

160150
EVERYTHING I

DO 佚名

139240
EYES LIKE

YOURS 李宇春

131909 E 時代 陳妃

165414 FALL IN LOVE 4 IN LOVE

154306
FALLING IN

LOVE BABY

180561
FALLING IN

LOVE[國] 花世紀

137006 FEEL SO GOOD 黃淇

129078
FEELING SO

RIGHT 祝釩剛

155756 FIND MY WAY F.I.R

180086

FOR MY

HUSBAND (謝謝

你愛我)[國] MAKIYO

146762 FOR NO REASON 王若琳

107865 FUNKY STAR JELLY BEAN

141150 G FOR GIRL 梁詠琪

108408 GAME BOY 孔令奇

182170

GET EVERYBODY

MOVING[2011LI

VE] 鄧紫棋

181495
GET IT

HOT[國] MIC男團

200848

Get Over

You(11 演)(粵

語) 鄧紫棋

182178
GET OVER

YOU[2011LIVE] 鄧紫棋

116319 GIVE IT UP TORO

147890 GIVE ME FIVE 徐懷鈺

139241 GIVE ME FIVE 李宇春

127231 GIVE ME FIVE 張善為

158866 GIVE ME LOVE 閃亮三姐妹

129651 GIVE ME LOVE 鄭元暢

155479 GO GO GIRL 大小姐

154098 GO GO GO AOK

157565
GOOD SHOW

MEDLEY 糖糖樂團

135677
GOODBYE MY

DARLING 高榕

118009
GOODBYE MY

FRIEND 巫啟賢

158952
GOODBYE MY

LOVE TENSION

158355
GOODBYE MY

LOVE 草蜢

154880
GOODBYE MY

LOVE 黎明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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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354
GOODBYE MY

LOVE S.H.E

140785
GOODBYE MY

LOVE 林曉培

126890
GOODBYE

YESTERDAY 張信哲

156920 GPM 聚點翻轉

145300 GYPSY 女人 順子

108548
HAPPY HAPPY

HAPPY 開克爾曼尼

165136
HAPPY LITTLE

EYES 中國娃娃

175177
HAPPY NEW

YEAR 四分之三

139242 HAPPY WAKE UP 李宇春

159343
HAPPY.BIRTH.D

AY 五月天

115786 HELLO ANGEL 施文斌

139531 HERE MY LOVE 李湘

155816 HERE WE ARE RUBBERBAND

129003 HERE WE ARE 朱孝天

157473 HERE WE GO 南拳媽媽

173389 HEY 寶貝 佚名

165181 HEY 鬧鬧 中堅份子

152106
HIGH HIGH

HIGH 張惠妹

171205 HIP HOP PARTY 張真菲

117856
HIP HOP

TONIGHT 李玟,吳建豪

173017 HIT THE RHYME 蛋堡

172901 Hi 小姐 小賤

157001 HOLD ME CLOSE 可米小子

151714 HOLD ME TIGHT 周蕙

148150
HONEY HONEY

HONEY 蕭亞軒

128168 HURT SO BAD 張敬軒

135258 I AM READY 關心妍

136774 I CAN FLY 黃嘉千

175400 I CAN FLY 陳冠希

131233 I DO BELIEVE 蔡健雅

160171 I DON 佚名

155762 I DON'T CARE F.I.R

114934 I FEEL GOOD 任賢齊

146763 I LOVE YOU 楊坤

125164 I LOVE YOU 陳偉聯

101456 I LOVE YOU 鳳娘,安琪

173117 I LOVE YOU 蕭賀碩

170381 I LOVE YOU SPY女團

400524
I LOVE

YOU[消][國] SPY女團

158242 I MISS YOU 光良

158241 I MISS YOU 戴洛

108502 I MISS YOU 柯有綸

104416 I MISS YOU 陳柏宇

125165 I MISS YOU 楊坤

108879 I MISS YOU 劉德華

155256
I MISS

YOU(REMIX) DJ

128295 I NEED LOVE 張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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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81 I NEED YOU 郭采潔

106497 I WANNA BE 胡彥斌

133699 I WILL SMILE 趙詠華,戴愛玲

160081 I WON'T CRY YUMMY

173911 IAM 林俊傑

136842 IF I COULD 黃小楨

158284 I'LL BE THERE REBORN

165290 I'M SO HOT 183CLUB

176084 IN THE END 何韻詩

119586 IN YOUR EYES 鍾鎮濤

145305
INSPIRATION 靈

感 順子

138729 IT MUST BE 劉若英

131948 IT'S A PARTY 陳宥臻

158752 IT'S A SHAME 拾叄樂團

200394
IT'S THE

TIME[國] 佚名

173354 JE T AIME 春曉

125167 Jeep 情人 楊坤

160193
JUST MY

FRIEND 佚名

135105
JUST ONE

NIGHT 郭易

148463 KEEP IT UP 許慧欣

171385
KISS KISS

KISS 鄭融

116355 KISS ME NOW 唐禹哲

139244 KU LALA 李宇春

141411 L.I.E 梁靜茹

159270 LA LA LA 脫拉庫

129004 LA LA LA 朱孝天

148464 LAY YOUR LOVE 許慧欣

159662
LEAVE ME

ALONE ENERGY

155658
LEAVE ME

ALONE 黃立行

144601
LEAVE ME

ALONE 孫燕姿

164851 LET IT GO 元衛覺醒

148153 LET IT GO 蕭亞軒

149709 LET IT RAIN 楊乃文

127481 LET ME GO 張學友

110609 LET ME KNOW 李玖哲

158983 LET S GO TOKYO D

148465 LET YOU GO 許慧欣

173795
LET'S SHAKE

IT 佚名

173686 LIE OR DIE 櫻桃幫

157773 LIGHT OF LIFE 叫吠音樂聯盟

156435 LIGHT OF LIFE 群星

148753
LING LING

LING 謝娜

117345 LISTEN TO ME 伍佰

148609
LITTLE BY

LITTLE 許茹蕓

155659 LIVE IT UP ENERGY

160209 LONELY 再版 佚名

145867 LOOK AT ME 吳佩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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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765
LOST IN

PARADISE 王若琳

159627 LOVE CHA CHA 恰恰舞曲

148058 LOVE IS POWER 璽恩

127295
LOVE LIKE

MAGIC 張國榮

138160
LOVE LOVE

LOVE 柯以敏

131103
LOVE LOVE

LOVE 蔡依林

160212
LOVE ME

TENDER 郭富城

144264 LOVE OH OH SAYA

145308
LOVE SHUNZA

MEGAMIX 順子

200421 LOVE U U[國] 林俊傑

180398 LOVE U U[國] 林俊傑

119098 LOVE YOU SO 王立

182182

LUPO 眼中的[欣

賞

版][2011LIVE] 鄧紫棋

160218 MA MMA MA 佚名

130486 MADE IN CHINA 艾敬

180967 MADE IN CHINA 張萌萌

159628 MAGIC CHA CHA 恰恰舞曲

155818 MAKE A WISH F4

131314 MAKE A WISH 蔡卓妍

126582 MAKE A WISH 周渝民

172641 MAN MAN MAN 楊棋涵

400659
Maybe 的機率

[國] 大嘴巴

160225 ME - U =BLUE 佚名

171044 MIN MIN MIN SDN48

135871 MISS 糟糕 何耀珊

155273
MONEY IS

NOTHING MELODY

143740
MOON NIGHT

FLOWER 齊豫

107341 MOOPA 暮趴 黃曉明

148157
MORE MORE

MORE 蕭亞軒

155661
MORE THAN

WORDS ENERGY

150772 MORNING 2 YOU 袁泉

131105 MR Q 蔡依林

140787
MUSIC ALL

NIGHT 林曉培

143517
MY HAPPY

ENDING 潘辰

135730
MY ISLAND

HOME 龔詩嘉

126892 MY MEMORY 張信哲

160241
MY STRONGEST

SUIT 佚名

117702
MY SUMMER

DREAM 吳奇隆

135656 NA NA NA 高慧君

147892 NA NA NA 徐懷鈺

180854
NEVER GIVE

UP[國] JPM

118265
NEVER SAY

GOODBYE 溫兆倫

158359
NOTHING EVER

CHANGES S.H.E

119604
NOTHING MY

FRIEND 桃子

400704 O Ley O[國] 尚雯婕

128695 O SOLO MIO 張衛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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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017 OAO 快樂 2世代

145118
OH CREDIT

CARD 蘇愛倫

173820 OH MY FRIEND 佚名

127302 OH MY GOD 張國榮

181156 OH MY GOD 蘇路

133619 OH MY GOD 戴佩妮

180590 OH MY GOD[閩] 蘇路

400132 Oh Oh Oh[國] 周逸涵,陳旭

154102 OH！MY FRIEND ASOS

107450 OH!社會 黃立成,麻吉

140186
OLD PHONE

BOOK 林凡

157781 ON EVERY LINE 群星

102573 ON EVERY LINE
陳柏宇,李吉漢,溫力

銘

126559 ON THE RADIO 周治平

155663
ONE LAST

CHANCE ENERGY

165468 ONE MORE TRY 5566

160252 ONE SWEET DAY 佚名

143786 ONE TWO STEP RING

146727 ONE TWO THREE 王羚柔

144606
ONE UNITED

PEOPLE 孫燕姿

154244
OPEN YOUR

EYES BAD

152117
OPEN YOUR

EYES 張惠妹

160258 OZONE 佚名

133452 PA PA LA 丁小芹

157387
PARTY FOR

PINK 蜜雪薇琪

165137 PARTY 女王 中國娃娃

135261 PEACE NO WAR 關心妍

132338 PHONE 殺令 陳慧琳

110686 PK 愛 李童謠,胡力

120424 PLAY IT LOUD 許誌安

154043 POM POM GIRL 鄭希怡

180139
POSSIBILITY

DUET WITH 佚名

115868 PRAY FOR YOU 沙寶亮

131107
PRETTY PRETTY

DAY 蔡依林

165416
PRINT MY

HEART 4 IN LOVE

134863 PROUD OF YOU 馮曦妤

158830 QQ 愛 S翼樂團

133434
READY FOR

LOVE 愛戴

152345
READY FOR

LOVE 張柏芝

176107 READY OR NOT 楊千樺

180020
READY TO

GO[國] BOY'Z

158363
RING RING

RING S.H.E

154986 ROCK DA HOUSE DA SKOOL

155443
ROCK THE

PARTY 大囍門

135512
ROCK YOUR

BODY 高以愛

153188 SA LI DA 曾淑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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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272
SALVATION 得

救 佚名

117241 SAN BAI NO 騰格爾

151955
SANG NGAWI

NGAWI 張可芝

108504 SAVE ME 柯有倫

159663 SAY YOU LOVE DREAM

155275 SAY YOU LOVE XDREAM

107513 SET ME FREE 黃義達

107511 SET ME FREE 黃義達,莫文蔚

165055 SHA LA LA 翼勢力

156331 SHAKE IT BABY 黑澀會美眉

153288
SHAKE YOUR

BOBY 朱安禹

200469
Shall We

HOPE[國] 棉花糖

132702 SHALL WE LOVE 陳曉琪

143898 SHALL WE TALK 容祖兒

136853
SHOW YOUR

LOVE 黃小琥

131108
SHOW YOUR

LOVE 蔡依林

158531 SHY SHY SD5行堂

132907
SINGING FOR

YOU 陳潔麗

128329 SO FAR AWAY 張智成,JS

128291 SO FAR AWAY 陳綺萱,張智成

116099 SOL #04 蘇永康

100372
SPEAK MY

LANGUAGE 阿牛

139581 STAND BY ME 蘇永康

101227 STAY WITH ME 蔡旻佑

114940 STAY WITH ME 任賢齊

108526 SUGAR LADY 柯有綸

155392

SUGARIN THE

MARMALADE(DIS

CO) 黎明

173980
SUMMER OF

LOVE 盧凱彤

146856
SUMMER OF

LOVE 王菲

301851
SUMMER TIME

GONE MAI KURAKI

135873 SUN WITH LOVE 何耀珊

151327 SUPER NO.1 卓文萱

108523 SWEET HEART 柯有綸,李佳蓉

134578 TABLE FOR TWO 方皓玟

160287 TAKE A BOW 佚名

171266
TAKE ME

THROUGH 林欣彤

200439

Take Me

Through(11

演)(粵語) 林欣彤

132344 TAKE MY HAND 陳慧琳

118611
TAKE YOUR

TIME 王力宏

170935 TALK TO ME TWINS

115984 TE AMO 蘇兒真

157783
TEARS IN

HEAVEN 群星

158937 TELL ME WHY T.R.Y

158960 TELL ME WHY TENSION

110610 TELL ME WHY 李玖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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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979 TELL ME WHY 郭富城

125772 THANK YOU 言承旭

135774
THE CIRCLE

GAME 何嘉莉

141792
THE HARDEST

NOTE 賴雅妍

160300 THE STRAW HAT 佚名

200855

The Voice

Within(11

演)(國語) 鄧紫棋

181276
THE VOICE

WITHIN[國] 鄧紫棋

125638 TI AMO 炎亞綸,劉力揚

147780 TIC TAC TOE 徐婕兒

160303
TIME AFTER

TIME 佚名

157787
TRY TO

REMEMBER 群星

131242 TWO OF US 蔡健雅

173704
UNDER YOUR

WINGS 林育韋

144616 UP2U 孫燕姿

175485 UUU 潘瑋柏

159325 VIP WOW

145826
WAITING FOR

TONIGHT 陶莉萍

106499
WAITING FOR

YOU 胡彥斌

170863 WAKE ME UP 東城衛

147973
WALKING IN

TURKEY 徐若瑄

158372
WATCH ME

SHINE S.H.E

191024
WATER OF

LOVE[國] 鄭秀文

155668 WE ARE FAMILY ENERGY

180825
WE ARE

ONE[國] COLOR

157789 WE ARE READY 群星

157793
WELCOME TO

BEIJING 群星

157794
WELCOME TO

CHINA 群星

133974
WHAT A

WONDERFUL 鄧麗君

155312
WHAT ABOUT

LOVE 蘇永康

116102
WHAT ABOUT

LOVE 蘇永康,動力火車

139532 WHERE MY LOVE 李湘

181806 WISH YOU WELL 張智成

158373 WOMAN IN LOVE S.H.E

158374 WONAN IN LOVE S.H.E

116477
WORLD FEEL

CHINA 湯潮

154095 WOW AK

151644 WOW 周筆暢

138058 WU LA LA 金花

148732 YA DA DI 許雅涵

160324 YA YA YA 黎明

176780 YAOYAO 的心傷 陳珧

160325 YA-YA-YA 佚名

160327 YEA YEA YEA 佚名

116103 YES I DO 蘇永康

152124 YES OR NO 張惠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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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519
YESTERDAY

ONCE MORE 韋綺珊

170884 YOU AND I 孫耀威

160332
YOU ARE

EVERYTHING 容祖兒

154884
YOU ARE

EVERYTHING 草蜢

131113
YOU GOTTA

KNOW 蔡依林

144618 YOU LOVE ME 孫燕姿

107515
YOU WERE

THERE 黃義達

180920
YOUR BEST

FRIEND 倉木麻衣

145345 一下下 同恩

156926 一串心 錦繡二重唱

145059 一人留 石欣卉

153388 一份真 甄妮

149204 一個人 伊能靜

140463 一個人 伍佰,楊乃文

117337 一個人 王建傑

103555 一個人 袁小迪

200670 一個人 紋面樂團

174120 一個人 劉沖

149714 一個人 楊乃文

140537 一個人 林憶蓮

131114 一個人 蔡依林

128800 一個人 張陵樂

114942 一個人 任賢齊

108886 一個人 劉德華

107937 一個人 姜育恒

101564 一個人 陳冠蒲

114943 一個你 任賢齊

165474 一光年 5566

125773 一公尺 言承旭

148610 一公裏 許茹蕓

160367 一分錢 王雪晶

158961 一分鐘 TENSION

101019 一剪梅 蔡國慶

150895 一剪梅 卓依婷

135515 一剪梅 高勝美

128256 一剪梅 張明敏

104150 一剪梅 費玉清

126586 一加一 周渝民

146858 一半天 王菲

151329 一句話 卓文萱

160382 一場夢 佚名

108890 一塊錢 劉德華

200557
一夜城(11

演)(粵語) 洪卓立

182053 一夜情 良一

152129 一夜情 張惠妹

104298 一夜情 費翔

100603 一夜醉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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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47 一夜風 伊揚

126842 一定會 尊華

175644 一家一 梁靜茹

152549 一家人 張瀾瀾

172878 一家人 顧凱

138606 一封信 劉秋儀

104299 一封信 費翔

105963 一封信 何潤東

150896 一對一 卓依婷

141417 一對一 梁靜茹

147798 一幅畫 徐小鳳

106500 一年前 胡彥斌

165295 一把傘 183CLUB

166115 一放雞 佚名

153028 一枝梅 張鳳鳳

143112 一枝花 彭羚

160401 一條橋 佚名

128676 一條路 張行

114946 一條龍 任賢齊

157804 一極棒 群星

165182 一樣傻 中堅份子

175782 一段情 蔡琴

160408 一江水 佚名

136467 一江水 韓紅

126553 一滴淚 佚名

127494 一滴淚 張學友

152010 一直走 張婧

135918 一瞬間 何靜

154096 一秒鐘 AK

157641 一級棒 四大天王,V5

160422 一起來 心跳男孩

150378 一起唱 葉一茜

108896 一起嗌 劉德華

157807 一起飛 MINI

157735 一起飛 群星

125872 一起飛 譚晶,閻維文

127498 一路上 張學友

147655 一輩子 小雪

121091 一開始 YUKI

400595
一開始

[消][國] 劉心

108554 一陣風 亂彈阿翔

155548 一額汗 劉以達

108666 一額汗 達明一派

153264 一首歌 朱哲琴

120909 一點紅 謝霆鋒

117349 一點點 伍佰

131062 丁香樹 程琳

116348 丁香花 唐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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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432 丁香雨 劉歡

170553 七夕情 佚名

160435 七夕雨 佚名

160436 七彩橋 佚名

103324 七月七 杜奕衡

133797 七月七 董冬

150641 七月雪 葉璦菱

109433 七步詩 劉歡

153146 七色橋 曾慶瑜

125092 七色雨 月光星子

143748 七點鐘 齊豫

103985 三人遊 方大同

136056 三個人 侯湘婷

115243 三個字 曾之喬,阮經天

182299 三個字 魏如萱

170728 三個字 理想

117053 三十三 邰正宵

158733 三十年 山人樂隊

176619 三千發 KENT

116290 三國戀 TANK

176911 三國殺 汪蘇瀧

108767 三套車 劉子豪

133786 三字經 段麗陽

106501 三對三 胡彥斌

400626

三岔口[大唐女

將樊梨花片尾

曲][國] 佚名

160461 三峽美 佚名

111033 三拍子 林佑威

133445 三擊掌 佚名

135903 三支香 何英

159941 三杯酒 越劇

143793 三滴血 任小蕾

126871 三滴血 張保衛

139451 三生石 朱海君,李明洋

108172 三生石 焦恩俊,周奇奇

132355 三秒鐘 陳慧琳

140466 三線路 林慧萍

131868 三蓋衣 陳偉萍

158680 三角 COOL 三角 COOL

100193 三角鏈 阿唯

166079 三輪車 佚名

159830 三靳衣 戲曲

139841 上了天 李翊君

160478 上學歌 王雪晶

153476 上山崗 甄秀珍

132910 上弦月 陳潔麗

120287 上弦月 許誌安

191035 上弦月[國] 鄭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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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480 上班族 佚名

133514 上班族 丁薇

117351 上癮了 伍佰

150904 上花轎 卓依婷

148872 上花轎 王雪晶

147151 上花轎 謝采雲

148167 上鉤了 蕭亞軒

146413 下一個 佚名

128960 下一站 SNOWMAN

131247 下一站 蔡健雅

103100 下世紀 DRY

135130 下半生 郭燕

117813 下南調 王滿嬌

149207 下大雨 伊能靜

140903 下雕鞍 佚名

157478 下雨天 GOGO,MEME

156003 下雨天 南拳媽媽

141094 下雨天 梁心頤

140542 下雨天 梁詠琪

110541 下雨天 李泉

143025 不一定 彭佳慧

133623 不一定 戴佩妮

126128 不一樣 卓義峰

117169 不一樣 陶喆

173678 不一樣 李玖哲

139456 不一樣 佚名

140543 不不不 農夫

142562 不了情 張偉文

129719 不了情 毛阿敏

127052 不了情 鄭少秋

127040 不了情 顧媚

152044 不了情 張德蘭

136831 不了情 黃寶欣

131477 不了情 蔡琴

104155 不了情 費玉清

181589 不信邪[國] 任賢齊

181590
不信邪[瑞

影][國] 任賢齊

137856 不倒翁 林立雯,紀文惠

137087 不倒翁 黃聖依

157322 不值得 夢飛船

147656 不停站 小雪

191038 不傷心[國] 鄭秀文

127858 不像你 張宇

149740 不公平 JENNY YANG

137225 不公平 佚名

140367 不再問 林宸希

149015 不再愛 謝雨欣

126898 不再有 張信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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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07 不可能 陳冠希,陳奐仁

400266 不可能[國] 蘇晴

152354 不同掛 張柏芝

148468 不哭了 許慧欣

181982 不囉嗦 佚名

158382 不在場 S.H.E

127170 不夜城 張克帆

173048 不好聽 徐良,小暖

118391 不孤單 王傑

133624 不安定 戴佩妮

154249 不安靜 BAD

110612 不完美 李玖哲

110510 不小心 李李仁

115605 不差錢 孫輝

138840 不平凡 劉虹樺

000338 不後悔[國] 張學友

145828 不得不 陶莉萍

142199 不得了 龍飄飄

170474 不必了 CLOWN

181000 不快樂[國] 曾靜玟

401232
不怕痛

[消][國] 黃齡

131481 不悔 蔡琴

119811 不想愛 熊天平

141421 不想睡 梁靜茹

128698 不想追 張衛健

147974 不愛了 徐若瑄

176930 不愛了 李玖哲

178009 不愛你 阿爆,BRANDY

130579 不愛你 阿爆

137273 不懂愛 景甜

131856 不應該 陳倩倩

400922 不敢哭[國] 溫兆倫

133959 不敢愛 佚名

141423 不敢當 梁靜茹

178046 不明白 K ONE

155923 不會愛 飛輪海

103652 不歸路 迪克牛仔

129652 不死心 鄭元暢

145349 不準哭 同恩

191039 不準哭[國] 鄭秀文

120128 不煽情 許嵩

157701 不知道 強辯樂團

156930 不確定 錦繡二重唱

147338 不確定 萬芳

106449 不確定 胡兵

102579 不等於 陳柏宇

170914 不習慣 蔡日軒

120809 不耐煩 謝霆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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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772 不肯睡 蔡詩蕓

144266 不能改 SAYA

118621 不著地 王力宏

149382 不要你 姚莉

181718
不要再(消

伴)[國] 孔令奇

111531 不要問 林誌炫

135157 不要怕 郭美美

130478 不要戀 艾夢萌

140794 不要緊 林曉培

145777 不要臉 陶晶瑩

114952 不要變 任賢齊

137920 不要走 賈曉晨

148172 不見面 蕭亞軒

180535 不見面 簡美妍

140414 不設防 林心如

109852 不該愛 李俊男

159680 不認輸 信樂團

170066 不說愛 雲菲菲

135185 不過問 郭采潔

140550 不還你 林憶蓮

127852 不醒夢 張宇,王美蓮

115396 世紀 PARTY 孫楠

160559 世紀情 佚名

160560 世紀行 佚名

160573 丟手巾 佚名

142564 丟手絹 毛阿敏

181170 丟手絹[國] 西單女孩(任月麗)

108352 中國 OK 金波

172218 中國人 劉德華

150907 中國人 卓依婷

125882 中國兵 閻維文

108258 中國娃 解曉東

116556 中國帆 童安格

100790 中國年 成龍,譚晶

160593 中國心 佚名

121149 中國根 伊揚

130900 中國瓷 儲蘭蘭

138992 中國紅 呂薇

142820 中國結 麥穗

132097 中國結 陳思思

200616 中國美[國] 佚名

132098 中國茶 陳思思

158386 中國話 S.H.E

150250 中國話 泳兒

147676 中國鼓 佚名

118367 中國龍 王亞民

181597 中國龍[國] 何永俊

181074 中國龍[國] 王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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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864 中山橋[國] 楊勇

141168 中意他 梁詠琪

157820 中華情 王宏偉

118804 中華情 群星

145551 中華美 田震

145971 中頭彩 吳淑敏

145909 中馬票 吳君如

105385 串門兒 郭頌

165140 丹鳳眼 中國娃娃

171333 主題曲 佚名

119901 主題歌 蕭正楠

126843 久久愛 尊華

160638 乎你走 佚名

121189 乎我醉 余天

149665 乖不乖 楊丞琳

109409 乖不哭 劉東樺

131091 乖乖牌 蔡依林,黃立行

180260 乖乖牌[國] 安心亞

110403 乖寶寶 佚名

144627 乘著風 孫燕姿

142988 乘著風 佚名

148873 九個郎 謝采雲

138895 九個郎 劉韻

106106 九公主 後弦

136290 九周半 胡蓓蔚

126904 九月雨 張信哲

125654 九江口 佚名

159352 九號球 五月天

117356 九重天 伍佰

164896 乞愛者 彜人製造

146335 乳香飄 烏蘭托婭

138057 乳香飄 金花

180733 乾坤戀[國] 鞏新亮

116557 乾燥花 童安格

120129 亂亂唱 許嵩

131363 亂亂夢 蔡幸娟

176587 亂亂村 KENT

155281 亂亂的 動力火車

138203 亂雲飛 柯湘

164968 了不起 羽泉

152145 了不起 張惠妹

126144 了不起 周俊偉

170848 二十三 魏晨

117172 二十二 陶喆

131248 二手煙 蔡健雅

102090 二楞子 陳小春

156528 二泉吟 卓依婷

153222 二泉吟 曾靜



KOD-2400 国语歌曲 點歌目錄
編號 歌名 歌星 編號 歌名 歌星

國語歌曲 第 140 頁

133812 二泉吟 董文華

131315 二缺一 蔡卓妍

173098 二號線 阿峻

155611 五分兒 達達樂隊

160083 五分熟 YUMMY

128515 五十年 佚名

115685 五尤黛 斯琴巴特

153173 五更歌 曾桂英

160669 五更鼓 佚名

146579 五更鼓 李秋霞

139805 五更鼓 王琦倫

158390 五月天 S.H.E

102237 五百年 陳少華

147284 五百裏 王麗達

119461 五瞧妹 劉趙黔

100960 井岡山 程誌

160676 亞熱帶 佚名

132745
亞瑟潘的四個

朋友 陳淑樺

140795 交叉線 林曉培

125889 交城山 閻維文

135168 交換生 郭芯其,林苑

158834 交響夢 蘇打綠

120120 亭房道 許嵩

173791 亮出來 佚名

104607 亮晶晶 古巨基

180402 人一個[粵] 林峰

142565 人之初 毛阿敏

138733 人之初 劉若英

100472 人之島 阿飛

173699 人來瘋 化學猴子

146287 人來瘋 溫嵐

148518 人好假 許景淳

103899 人工牆 房祖名

102092 人情味 陳小春

181863 人生戲 方順吉,王祥鶴

108920 人間夢 劉德華

147804 什麼話 徐小鳳

170354 今仔日 李振全

108921 今夜夢還暖 劉德華

138257 今天起 LINDA

142567 今宵情 毛阿敏

100746 今生緣 川子

135839 他不該 何潔

131027 他他他 曹穎

157336 他們說 木吉他

131446 他和她 蔡淳佳

126587 他是誰 周渝民

101307 他的話 蔡藍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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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71 他鄉路[國] 西單女孩(任月麗)

141742 仙人掌 藍心湄

102350 仙湖遊 陳星,周虹雨

180026 仙草蜜[國] BY2

115397 代表作 孫楠

148176 代言人 蕭亞軒

149667 任意門 楊丞琳

135158 任我行 郭美美

114955 任逍遙 任賢齊

159356 伊呀呀 五月天

144225 伊媚兒 柔均

144252 伊甸園 饒燕婷

139600 伊甸園 李玟

140076 休止符 李雅微

144629 休止符 孫燕姿

176729 伶仃謠 河圖

200886 佔領[K 關楚耀

180911 何超市[國] 何超儀

129356 作情人 趙擎

182258
你 hold 住嗎

[國] 陳興瑜

135740 你不乖 何以奇

108287 你不乖 謝采雲

118625 你不在 王力宏

141802 你不懂 路嘉欣

158396 你不會 S.H.E

172701 你不配 謝容兒

165420 你休想 4 IN LOVE

160830 你來了 佚名

119009 你們好 王梓軒

125171 你別怕 楊坤

160795 你別走 佚名

142672 你可以 莫文蔚

107049 你呀你 黃品源

118629 你和我 王力宏

181899 你在哪[國] 東方駿

173978 你好嗎 洪卓立

144767 你好嗎 宋祖英

141351 你好嗎 梁雁翎

110605 你好嗎 李玖哲,周筆暢

181301 你好嗎[國] 阿超

181870 你好嗎[揚聲] 易桀齊

127526 你好毒 張學友

100264 你很好 阿杜

117359 你愛我 伍佰

117504 你愛誰 伍思凱

126909 你懂嗎 張信哲

108445 你我他 康康

137024 你是誰 黃湘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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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23 你是誰 蔡依林

100375 你最牛 阿牛

171127 你最美 吳春燕

110668 你欠扁 李登威

106452 你溫柔 胡兵

173449 你的嘴 金莎

117176 你的歌 陶喆

135876 你的肩膀 何耀珊

116121 你變了 蘇永康

165423 你變吧 4 IN LOVE

110709 你走了 李聖傑

107469 你身邊 黃立行

154639 使勁搖 芭比

100376 來來歌 阿牛

150595 來尋夢 葉玉卿

154896 來生緣 草蜢

150924 來生緣 卓依婷

135526 來生緣 高勝美

116006 來生緣 蘇有朋

108947 來生緣 劉德華

108413 來看你 孔令奇

116560 來跳舞 童安格

180298 來鬧的[國] 張惠妹

150926 俏姑娘 卓依婷

128301 保佑我 張智成

133628 保護我 戴佩妮

152978 保護色 張韶涵

103338 信自己 杜德偉,葉倩文

173102 修仙緣 陳楚生

135528 倆相依 高勝美

103900 假動作 房祖名

131253 假想敵 蔡健雅

152155 假惺惺 張惠妹

150596 假正經 葉玉卿

129567 偏愛你 鄭伊健

124864 做不到 庾澄慶

107206 做人難 黃安

159037 健康歌 TWINS

174031 偷渡歌 佚名

178085 催眠曲 周傑倫

174047 傳遞愛 佚名

171381 傷不起 郁可唯

170106 傷不起 王麟

119544 傷之戀 小峰峰

200099 傷城記 吳卓義,鐘嘉欣

140911 傷心人 林玉英

102362 傷心淚 陳星

129724 傷心路 鄭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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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792 傷心雨 王子鳴

153053 傷感情 曾寶儀

181738
傷的起[更新原

MV 版][國] 宇海文

170416 傻丫頭 佚名

182276 傻乎乎[國] 顧莉雅

176033 傻傻愛 謝娜

147341 傻傻的 萬芳

137934 傻兮兮 金伊彤

117060 傻呼呼 邰正宵

105713 傻妞妞 佚名

108811 傻妹妹 劉尊

150848 傻孩子 閻韋伶

181010 傾聽我[國] 林心如

200648 兄弟 福祿壽

171330 兄弟情 索朗紮西

180209 兄弟盟[國] 佚名

106635 免疫力 荒山亮

173105 兔崽子 MATZAK

140986 兜兜風 林綾

400145 入香茗[國] 富博洋

400290 全日愛[國] 張超

119749 全是你 徐譽滕

180368 全民愛[國] 曾國琿

173730 兩人行 李克勤

145044 兩個人 淑惠,美娜

132389 兩個人 陳慧琳

104942 兩個人 郭品超

108668 兩條路 劉仲儀

134902 兩相依 鳳飛飛

200143 公主病[國] 周傑倫

170038 公仆頌 周燕君

144773 兵哥哥 宋祖英

138301 兵妹妹 劉一禎

180237 兵妹妹[國] 子祺

175515 兵馬亂 陳思涵

134582 再一次 方皓玟

165301 再一遍 183CLUB

114971 再出發 任賢齊

139857 再回首 李翊君

180412 冒險家 果味 VC

170673 冒險家 零點樂隊

180411
冒險家(原 MV

消伴) 果味 VC

118332 冠軍曲 王中平

106239 冬天梅 洪榮宏

180698 冷冰破[國] 阿溫

175464 冷卻了 星弟

131130 冷暴力 蔡依林

107472 冷水澡 黃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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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71 冷肩膀 黃大煒

135534 凡人歌 高勝美

110301 凡人歌 李宗盛

152495 出塞曲 張清芳

131499 出塞曲 蔡琴

180414 出塞曲[國] 格格

180941 出征傷[國] 容中爾甲

182054 出發啦 良一

176764 刀劍笑 楊青倩

139609 刀馬旦 李玟

170396 刀點心 吉傑

145869 分不開 吳佩慈

180380
分割線[瑞

影][國] 李佳薇

101678 分岔路 陳國華

128863 分手吧 張震嶽

180381 分隔線[國] 李佳薇

200913 分飛燕 陳浩德,方伊琪

131876 分骨肉 陳力

147808 別亦難 徐小鳳

114905 別傻了 任賢齊,周華健

170284 別再說 顧峰

129450 別愛我 鄭中基

114985 別戀我 任賢齊

178004 別放手 佚名

135741 別疼我 何以奇

119783 前世罪 曉楓

200382 前男友[國] 曾靜玟

181151 剎那的愛[國] 藍顏,海涵

110618 剛剛好 李玖哲

400175 剪不斷[國] 李佳璐

200737 剪刀嘴[國] 蕭亞軒

161060 剪羊毛 佚名

102452 劃火柴 陳曉東

175666 加加油 大小姐

166007 加油歌 花兒樂隊

143616 加速度 瞿穎

102367 努力歌 陳星

172181 勁愛你 何韻詩

152936 勇敢愛 張靚穎

150333 勾勾手 遊喧

135160 勾勾手 郭美美

107172 勾引我 黃大煒

104168 勿忘我 費玉清

161085 包楞調 佚名

106613 包青天 胡瓜

108814 北風吹 劉尊

146293 北鬥星 溫嵐

170794 十一年 邱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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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884 十一月 趙薇

108967 十七歲 劉德華

101326 十不該 遲誌強

182265 十二年[國] 佚名

142682 十二樓 莫文蔚

103086 十年路 陳黎明

133827 千古情 董文華

116293 千年淚 TANK

172715 千百度 許嵩

117063 千紙鶴 邰正宵

175654 千裏眼 吳勇濱

129452 半個我 鄭中基

149318 半情歌 元若藍

181687 半杯酒 唐儷,江誌豐

102326 半條腿 陳旭

126203 半獸人 周傑倫

101606 半生情 陳昇

140417 半生緣 林心如

107414 半生緣 黃磊

191065 半空中[國] 鄭秀文

110687 半邊人 佚名

154176 半面妝 愛樂團

130521 南國情 阿幼朵

120136 南山憶 許嵩

174263 南泥灣 楊紫萍

136442 南泥灣 韓延文

135174 南泥灣 郭蘭英

172943 南湖頌 佚名

176008 南飛雁 佚名

170927 卡將喲 龍千玉

145462 危險期 湯寶如

181794 原上情[國] 佚名

100502 原來愛 BEN

127556 原罪犯 張學友

119878 原諒我 蕭敬騰

106241 原諒我 洪榮宏

134037 原鄉人 鄧麗君

133246 原鄉人 陳紅

104172 原鄉人 費玉清

111631 去走走 林誌穎

170550 去遠方 圖亞格

120700 又一夜 謝軍

180613 又小雪[國] 許嵩

120311 受不了 許誌安

135541 受害人 高勝美

147252 受害者 王馨平

172009 口頭纏 羅誌祥

134041 古樹下 鄧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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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069 只有你 黃綺珊

118424 只有你 王傑

125780 只有我 言承旭

101440 召喚獸 陳乃榮

129006 可是我 朱孝天

104429 右手邊 光良

181859 吃西瓜 方瑞娥

133282 吉他手 陳綺貞

132109 吉祥歌 陳思思

151874 吉祥頌 張也

200155 同心夢[國] 喬軍,花之悅

106213 同心飛 洪文斌

200116
向北飛(消

伴)[國] 周傳雄

180970 向日葵 張萌萌

151725 向日葵 周蕙

134042 向日葵 鄧麗君

171031 向遠方 虞笙

181042
向陽花[非原

MV&消伴][國] 汪峰

147309 含羞草 翁倩玉

117616 吳克群 吳克群

200104 吳哥窟 吳雨霏

200889 吸引力[國] 佚名

100875 吹吹風 曹格

133631 吹嗶嗶 戴佩妮

173736 吹摯友 農夫

151411 吻和淚 周子寒

173632 呂梁頌 雷佳

182218 告天地 阿輪

170648 告訴他 曾軼可

174260 告訴我 孟楊

173626 告訴我 阿悄

133284 告訴我 陳綺貞

118034 告訴我 巫啟賢

115506 告訴我 孫浩

106512 告訴我 胡彥斌

103323 周大俠 周傑倫,杜國璋

117617 周星星 吳克群

137993 呼吸愛 金海心

181079 和氏璧[國] 王梓蘅

180753 咖喱咧[國] 黃明誌

141099 咬人貓 梁文音

176597 咬耳朵 至上勵合

135763 哇哈哈 何嘉文

165490 哇沙咪 5566

170009 哈一喲 清源

166050 哈哈笑 佚名

125427 哈瓦那 楊瑞代

108414 哈過頭 孔令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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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986 哎也也 劉德華

181676 哥來了[國] 呂冰冰,趙鑫

118639 哥兒們 王力宏

108456 哥兒們 康康

164974 哪一站 羽泉

109450 哭諸葛 劉歡

147770 哼情歌 徐佳瑩

111383 唐人街 林宥嘉

145671 唐古拉 譚晶

180507
唐古拉[更

新][國] 王麟

139178 唐明皇 李娜

172749 唯愛 薛凱琪,周子揚

144780 唱文山 宋祖英

146665 啊愛情 王秀琪,陳雅珍

145645 問候你 談芳兵

166091 問候歌 佚名

142574 問彩雲 毛阿敏

131506 問白雲 蔡琴

148190 問自己 蕭亞軒

145318 問自己 順子

134048 問自己 鄧麗君

172672 問邊關 王鵬

106946 問青空 黃凱芹

182067 問韓信 蔡秋鳳

120683 啦啦啦 謝東

107416 啦啦歌 黃磊

110338 喀爾娜 佚名

126500 喀秋莎 佚名

180350 善德源[國] 易秒英

166066 喇叭花 佚名

147771 喔伊細 徐佳瑩

132857 喜歡你 陳潔儀

107521 喜歡你 黃義達

100918 喜歡你 申東靖,曾少宗

170425 喜歡愛 佚名

148785 喜貼街 謝安琪

136450 單人房 韓晶

117065 單情弦 邰正宵

138081 單相思 金賢政

149676 單眼皮 楊丞琳

137297 單細胞 江明娟

176024 單身歌 楊小弈

170554 單身歌 培聖

151657 單面鏡 周筆暢

176947 嘎日瑪 宇海文

129081 嘜阿喜 章孬玩

127236 嘩啦啦 張善為

102304 噢姑娘 陳振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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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869 噢愛人 雲菲菲

101451 噢愛人 陳偉

129305 噢莎莉 趙傳

133633 四季天 戴佩妮

146230 四季情 汪明荃

134051 四季歌 鄧麗君

127065 四季歌 張偉文

136910 四季風 黃思婷

138745 四月天 劉若英

146904 四月雪 王菲

153303 回娘家 朱明瑛

150961 回娘家 卓依婷

139063 回娘家 李丹陽

176586 回歸 K KENT

154581 回老家 北原山貓

116357 回馬槍 唐禹哲

181409 因為你 AFTER SCHOOL

175479 因為你 梁心頤

172973 因為你 方大同

148192 因為你 蕭亞軒

125136 因為你 楊剛

110221 因為你 李國毅

148193 因為愛 蕭亞軒

119396 因為愛 韋禮安

108991 因為愛 劉德華

180305 在一起[國] 張洋

200672 在夢裏 羅時豐

118644 在梅邊 王力宏

103266 在路上 大風

175095 在這裡 孫楠

107522 在這裡 黃義達

150965 在雨中 卓依婷

118209 在雨中 汪峰

108771 在雨中 劉家昌,尤雅

107931 在雨中 梁一貞

148194 地下鐵 蕭亞軒

110622 地平線 李玖哲

181609 地球人[國] 侯奇才

159377 垃圾車 五月天

171048 塑料花 烏蘭托婭

201008 塔吉汗[國] 馬條

200860
塞納河(11

演)(國語) 鄧紫棋

118211 塵土 汪峰

127574 壞 X5 張學友

150966 壞一點 卓依婷

137306 壞天使 江映蓉

144639 壞天氣 孫燕姿

118964 壞女人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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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966 壞女孩 TENSION

120143 壞孩子 許嵩

173570 壞小子 楊雯茜

191079 壞習慣[國] 鄭秀文

131356 壞蘋果 蔡安蕎

180493 士兵情[國] 王愛華

150967 夏之旅 卓依婷

181509 夏天啊 RENA

181817 夕照情[國] 佚名

150968 外婆家 卓依婷

115002 外婆橋 任賢齊

121059 外鄉人 雪村

117253 多少年 騰格爾

173157 多情啊 朱海君,翁立友

172653 夜上海 陳戈

200489 夜來香 楊燕

134056 夜來香 鄧麗君

131510 夜來香 蔡琴

118176 夜來香 文章

104179 夜來香 費玉清

180478
夜天使[東

樂][國] 潘辰

129795 夜未眠 鄭智化

138098 夜歸人 靜婷

132615 夜玫瑰 陳明

131264 夜盲證 蔡健雅

103988 夠不夠 方大同

200088 夠朋友 古巨基

181730 夠朋友[國] 孫楠,古巨基

142908 夢一場 那英

109865 夢一場 李健

144640 夢不落 孫燕姿

173185 夢世間 翁立友

151727 夢中人 周蕙

146914 夢中人 王菲

131511 夢中人 蔡琴

127066 夢中人 張偉文

151383 夢中情 周冰倩

150124 夢中花 楊鈺瑩

173138 夢交響 丁當

137933 夢冒險 酒井法子

173684 夢境 蕭亞軒

127224 夢女孩 張啟輝

117256 夢姑娘 騰格爾

181685 夢情人[國] 佚名

154617 夢想號 棒棒堂 F

153309 夢江南 朱曉琳

143259 夢江南 彭麗媛

181690 夢紅塵 唐儷,陳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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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458 夢紅樓 李翊君

131063 夢紅樓 程琳

107251 夢紅樓 黃家強

153810 夢草原 趙娜

162895 夢追酒 佚名

142910 夢醒了 那英

125734 夢醒了 袁惟仁

136386 夢難留 韓寶儀

105060 夢難留 郭富城

143995 夢非夢 容祖兒

171210 夢飛翔 張真菲

127886 大丈夫 張宇

182102 大不了[國] 佚名

171022 大中國 聚點翻轉

105822 大中國 高楓

107474 大人們 黃立行

111550 大人物 林誌炫

129797 大國民 鄭智化

175362 大團圓 書香,麗丹

145679 大團圓 譚晶

110655 大城市 李琛

166044 大塊呆 佚名

175168 大太陽 黃英

173923 大女人 曹格

173576 大女人 張亞飛

131513 大女人 蔡琴

127887 大女人 張宇

108362 大妹子 金波

165148 大姐大 中國娃娃

125176 大導演 楊坤

116019 大小姐 蘇有朋

115005 大懶堂 任賢齊

141658 大拜年 盧秀梅

103164 大敦煌 刀郎

132404 大日子 陳慧琳

170378 大明星 LOTTE GIRLS

125915 大楊樹 閻維文

116401 大瀑布 屠洪綱

135215 大玩笑 郭靜

117258 大男人 騰格爾

173679 大眼睛 劉德華

170051 大眼睛 葉熙祺

124874 大眼睛 庾澄慶

103165 大眼睛 刀郎

106400 大紅帆 火風

170513 大聲唱 鳳凰傳奇

117618 大舌頭 吳克群

128090 大花轎 張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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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401 大花轎 火風

173361 大英雄 阿爾法

102376 大西北 陳星

161565 大路歌 佚名

158882 大野狼 閃亮三姐妹

126146 大雨傘 周俊偉

131922 大雪天 陳妃平

148477 大風吹 許慧欣

172283 大風暴 蔡卓妍

141198 大魔頭 梁詠琪

174252 天之大 毛阿敏

104184 天之大 費玉清

153056 天之美 曾寶儀

176713 天亮了 S.H.E

173530 天亮了 金悅

136481 天亮了 韓紅

109006 天人水 劉德華

111108 天使心 林俊傑

200442
天使藍(11

演)(粵語) 林欣彤

145077 天地記 薩頂頂

141065 天地醉 林青霞

109013 天比高 劉德華

172710 天淨沙 沙寶亮

200165 天然氣 天天

107274 天狼星 黃征

180912 天眼通[國] 何超儀

128713 天知道 張衛健

146923 天與地 王菲

144784 天藍藍 宋祖英

182055 天那邊[國] 佚名

182124 天靈靈 貢米

144644 天黑黑 孫燕姿

127587 天黑黑 張學友

181674 太冷靜 吳忠明

181675 太冷靜[國] 吳忠明

173682 太匆匆 譚詠麟

104437 太天真 光良

145788 太委屈 陶晶瑩

101567 太孤單 陳冠蒲

181519 太完美 SUPER JUNIOR

115300 太寂寞 司文,鐵熱沁夫

150990 太平年 卓依婷

109020 太想愛 劉德華

106640 太極玄 荒山亮

149679 太煩惱 楊丞琳

133273 太聰明 陳綺貞

175681 太自由 蕭閎仁

101687 太認真 陳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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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69 太鐘意[國] 熊七梅

180142 太鐘意[國] 於洋

154869 太陽系 草莓救星

135552 太陽雨 高勝美

130525 太陽鼓 阿幼朵

149722 太驕傲 楊乃文

108198 夫妻行 蔣大為

148199 失去你 蕭亞軒

119855 失去你 肖陽

116570 失意酒 童安格

131267 失憶癥 蔡健雅

111356 失戀學 林宇中

120321 失戀河 許誌安

132756 失樂園 陳淑樺

131268 失樂園 蔡健雅

127589 失眠夜 張學友

180312 奔向你[國] 張睿

143821 女人夢 任靜

181040 女人幫 江映蓉

133031 女人心 陳瑞

110854 女人花 李進

152188 女人說 張惠妹

131042 女人香 曹雅雯

175771 女兒圈 蔡琴

176785 女兒情 龔玥

146114 女兒情 吳靜

143261 女兒歌 彭麗媛

126747 女兒歌 周華健

170850 女捕快 魏晨

145397 女明星 堂娜

140208 女明星 林嘉欣

133293 女明星 陳綺貞

118650 女朋友 王力宏

191089 女生說[國] 鄭秀文

142548 女起解 梅葆玖

139010 女駙馬 佚名

191090 她們說[國] 鄭秀文

102124 她最好 陳小春

129043 好人卡 朱浩仁

107340 好人卡 黃曉明,趙薇

107826 好兄弟 黑龍,成奎安

132414 好地方 陳慧琳

119397 好天氣 韋禮安

149215 好女人 伊能靜

154534 好好愛 BY2

173634 好妹妹 李誌洲

100902 好妹妹 曹磊

135120 好姐妹 郭書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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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01 好姑娘 卓依婷

110501 好姑娘 李曉傑

100847 好姑娘 春雷

170689 好安靜 汪蘇瀧

158434 好心情 S.H.E

139615 好心情 李玟

400195 好心情[國] 段紅

181646 好心情[國] 劉愉愉

131148 好想你 蔡依林

118651 好想你 王力宏

129092 好想哭 紫龍

133634 好感覺 戴佩妮

182026 好感覺[國] 羅文裕

144785 好收成 宋祖英

144786 好故事 宋祖英

144787 好日子 宋祖英

138133 好日子 孔瑩

138306 好春光 劉一禎

115015 好時代 任賢齊

141202 好時辰 梁詠琪

140927 好朋友 林玉英

106901 好朋友 黃克林

181025 好榜樣[國] 櫻子

173480 好漢歌 劉歡

131269 好無聊 蔡健雅

128780 好男人 張鎬哲

116485 好男兒 湯潮

181615 好的愛 佚名

115017 好說話 任賢齊

153514 好運來 祖海

200487 好預兆 楊燕

131520 好預兆 蔡琴

131521 如夢令 蔡琴

145743 如果你 譚維維

150271 如果愛 泳兒

127598 如果愛 張學友

127130 如果愛 張傑

128193 如果我 張敬軒

147910 妙妙妙 徐懷鈺

116572 妙聽聞 童安格

146201 妝水水 汪子琳

139807 妹剪花 李秋霞

158654 姊妹幫 SWEETY

161688 姐仔靚 佚名

158655 姐妹幫 SWEETY

400643 姐最拽[國] 唐妍

126504 姑蘇行 佚名

175593 姻緣線 李澤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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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02 娃哈哈 佚名

166087 娃娃國 佚名

106111 娃娃臉 後弦

161709 娜娜愛 佚名

154291 娥世代 B2

146682 婁山關 王秀芬

146328 婚宴歌 烏日塔

152051 媽媽好 張德蘭

126591 媽媽說 周渝民

138621 嫁別人 劉純如

400632 嫁東風[國] 周艷泓

139188 嫂子頌 李娜

107922 子時過 姜玉陽

175167 孔子說 皓天

139869 孟婆湯 李翊君

153860 孟薑女 張鳳鳳

153031 孟薑女 趙秀蘭

150195 孟麗君 單仰萍,章瑞虹

144977 孟麗君 楊鳳英

133536 孟麗君 沈美娟

146928 季候風 王菲

125432 季節雨 劉文正

109349 季節雨 楊耀東

101837 孤兒仔 陳奕迅

173316 孤兒淚 劉德華

137021 孤單酒 黃淑輝

200061 孤星淚 劉德華

117374 孤星淚 伍佰

181320 孩子氣 陳妍希

147353 孩子氣 萬芳

101614 孩子氣 陳昇

181321 孩子氣[國] 陳妍希

126750 孩子王 周華健

159385 孫悟空 五月天

117619 學不會 吳克群

181906 學不會[國] 林俊傑

181267 學不會[國] 鄔禎琳

161726 學生歌 佚名

161727 學鴛鴦 佚名

155159 孻元甲(REMIX) DJ

159854 宇宙峰 戲曲

116403 守太平 屠洪綱

117906 守月亮 吳滌清

105078 守護你 郭富城

173655 守護星 飛輪海

158818 守護者 神木與瞳

151733 守護者 周蕙

157315 安全感 何耀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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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883 安全感 紅花樂團

158438 安全感 S.H.E

130452 安全感 愛戴

118653 安全感 王力宏

158439 安靜了 S.H.E

148850 完結篇 佚名

116642 定軍山 佚名

147959 客家情 徐秋菊

180190 家鄉情[國] 吳介賢

151014 家鄉美 卓依婷

145500 家鄉美 湯燦

117919 宿命論 吳煒

147441 寂寞 LONELY 衛詩

126550 寂靜海 周桐同

161752 寄方 佚名

155338 寄生人 動力火車

181664 富萬代 古巨基

149452 寒雨曲 尤雅

140870 寒雨曲 林淑蓉

176791 寧夏人 佚名

154975 寫字狂 超口愛樂團

173700 寫情歌 化學猴子

159390 寵上天 五月天

150778 寶寶睡 袁泉

159970 寶蓮燈 閩劇

200410 寸草心[國] 東方傳奇

126832 封神榜 周鵬

200960 封鎖線[國] 馬條

161766 將相和 佚名

117622 將軍令 吳克群

135558 尋夢園 謝采雲

116450 尋夢園 高勝美

152052 尋夢園 張德蘭

138943 尋夢園 呂珊

116404 尋夢園 屠洪綱

125503 尋情記 永邦

106384 尋找 MICHAEL 海鳴威

137925 對不對 賈立怡

164987 對不起 GUMMY

155490 對不起 戴洛

154610 對不起 戴洛賽克斯

103281 對不起 黃乙玲

126227 對不起 周傑倫

117623 對不起 吳克群

137997 對他說 金海心

146695 對你說 王箏

181604 對對對[國] 何龍雨

106796 對對飛 韓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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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709 對的人 戴愛玲

130902 對花歌 儲蘭蘭

161760 對鮮花 佚名

165095 導航星 ZAYIN

100463 小 50 阿超

200375 小三淚[國] 佚名

137259 小世界 季欣霈

101233 小乖乖 蔡旻佑

117376 小人國 伍佰

180810 小倔強[國] BABE FIRST

161770 小傘花 佚名

131154 小傷口 蔡依林

153893 小冤家 趙薇

161773 小刀 rio 佚名

181692 小刺蝟[國] 喬洋

110353 小劉海 佚名

101615 小南門 陳昇

147165 小叮噹 王雪晶

160035 小司機 新月合唱團

100708 小哨所 初瑞

166100 小喇叭 佚名

147443 小圈子 衛詩

146791 小團圓 王菀之

126752 小天堂 周華健

159391 小太陽 五月天

175458 小太陽 喬洋

147989 小女子 徐若瑄

161780 小女孩 佚名

108100 小妖精 江凱文

174078 小妹妹 黃英

138860 小姑賢 劉趙黔,劉小栗

157372 小婦人 美眉組合

120152 小宇宙 許嵩

158840 小宇宙 蘇打綠

111179 小小船 林俊輝

103989 小小蟲 方大同

117378 小帆船 伍佰

157696 小心願 強辯樂團,任容萱

180437 小悅悅[國] 楊語蓮

109034 小情人 劉德華

171269 小情歌 格格

158841 小情歌 蘇打綠

158781 小愛人 水木年華

119740 小戀曲 徐良

157684 小拜年 卓依婷

151019 小拜年 巧千金

150080 小拜年 楊迎

149388 小放牛 姚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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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168 小放牛 王雪晶

129186 小放牛 莊學忠

149219 小教父 伊能靜

135099 小日子 郭彤

166030 小星星 王雪晶

172686 小星球 佚名

161798 小時候 信樂團

157488 小時候 南拳媽媽

100091 小時候 阿信

151385 小時候 周冰倩

147617 小時候 小斯韻

107276 小時候 黃征

139266 小朋友 李宇春

145445 小木偶 庭竹

161800 小木舟 佚名

161801 小木船 佚名

200356 小村莊 方伊琪

161805 小杜鵑 佚名

133253 小桃紅 陳紅

161768 小樂隊 佚名

161806 小母雞 佚名

166102 小毛驢 佚名

107278 小氣鬼 黃征

161808 小水兵 佚名

181599 小永遠[國] 何潔

181877
小波妞

[消][國] 佚名

401059 小泥鰍[國] 蘇雅琦

161809 小海螺 佚名

117898 小火車 吳歡

161767 小烏鴉 佚名

128417 小烏龜 張棟樑

147170 小燕子 王雪晶

119450 小牧童 夏國星

178010 小狐仙 周鵬

161814 小狗 BOBY 佚名

115025 小狼狗 任賢齊

152753 小王子 張蕓京

152753 小王子 張蕓京

143141 小玩意 彭羚

135765 小甜甜 何嘉文

101331 小生命 遲誌強

161815 小癩嘛 佚名

140480 小癩麻 林慧萍

166101 小白兔 佚名

135714 小白楊 龔玥

125926 小白楊 閻維文

115026 小白臉 任賢齊

161819 小白船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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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21 小白菜 佚名

125927 小白鹿 閻維文

166103 小皮球 佚名

128681 小秘密 劉文正

109351 小秘密 張行

154582 小米酒 北原山貓

161825 小紅花 佚名

149256 小習慣 伊雪

161827 小老鼠 佚名

154049 小聰明 鄭希怡

151021 小背簍 卓依婷

133837 小背簍 董文華

144794 小背簍 宋祖英

161828 小胖豬 佚名

151335 小脾氣 卓文萱

401150 小花妹[國] 閻琰

161830 小花帽 佚名

153272 小花貓 朱妍

130643 小茉莉 包美聖

101013 小蘭河 蔡國慶,張繼紅

161774 小號手 佚名

174254 小蜜蜂 譚晶

124878 小蜜蜂 庾澄慶

161837 小蜻蜓 佚名

166104 小螳螂 佚名

102306 小表妹 陳振雲

143340 小親親 潘秀瓊

104191 小親親 費玉清

200662 小親親[國] 範瑋琪

159394 小護士 五月天

131307 小酒窩 蔡卓妍,林俊傑

161841 小金魚 兒歌

161842 小陀螺 佚名

161847 小雨點 佚名

143341 小雲雀 潘秀瓊

142640 小雲雀 美黛

161849 小青蛙 佚名

145636 小飾品 童童

161853 小龍人 東與政

165152 少來了 中國娃娃

145154 少女問 蘇慧倫

100815 少年強 成龍

119416 少年遊 魏晨

115029 少年遊 任賢齊

111554 少年遊 林誌炫

130985 少年郎 春妹

125928 少林僧 閻維文

138622 少根筋 劉純如



KOD-2400 国语歌曲 點歌目錄
編號 歌名 歌星 編號 歌名 歌星

國語歌曲 第 159 頁

149139 尕撒拉 雪兒達瓦

102892 尚速配 陳隨意,唐儷

138712 就像我 劉芮伊

190013 就差錢[國] 雷龍

129465 就是你 鄭中基

133636 就是你 戴佩妮

128403 就是愛 郭采潔,張棟樑

131155 就是愛 蔡依林

111114 就是我 林俊傑

145323 就現在 順子

200414 就要愛[國] 林依婷

108735 就這樣 劉嘉亮

102132 尷尬了 陳小春

115031 屬於你 任賢齊

140609 屬於我 林憶蓮

161885 山妹子 佚名

173760 山楂樹 陳楚生

102608 山楂花 陳楚生

153165 山歌仔 曾明珠

139808 山歌仔 李秋霞

125929 山河情 閻維文

142915 山溝溝 那英

134081 山茶花 鄧麗君

147173 峇裡島 王雪晶

110551 島中央 李泉

138400 崇拜你 劉力揚

106404 崔咚崔 火風

154550 崩塌了 八三夭

119999 崩崩跳 西域刀郎

180634 嶽陽美[國] 譚圳

171328 川藏路 索南紮西

111358 工體北 林宇中

104840 左右手 陳慧嫻

401054 左右手[國] 蘇晴

135164 左手邊 郭美美

145156 左撇子 蘇慧倫

109036 左胸膛 劉德華

137969 巧克力 金巧巧

100280 差一點 阿杜

115670 差不多 山野

107476 巴別塔 黃立行

143343 巴厘島 潘秀瓊

100078 巴朗仔 艾爾肯

157561 巴貝拉 男才女貌

125744 巴貝拉 袁成傑,戚薇

134669 巴黎的憂鬱 範怡文

139823 布娃娃 佚名

180225 布達拉[國] 央金蘭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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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870 帝女花 李翊君

401228
帶不走[原

伴][國] 黃耀明

107211 帶子郎 黃安

149683 帶我走 楊丞琳

145157 帶我走 蘇慧倫

140454 帶我飛 林誌玲

165245 幫個忙 蟑螂合唱團

101279 平凡心 蔡濟文

106002 平凡心 何炅

156252 平安夜 FANTASY

155862 平安夜 卓依婷

151031 平安夜 花兒樂隊

106797 平安夢 韓磊

131923 平安歌 陳妃平

152203 平常心 張惠妹

156414 平行線 JS

138065 平行線 金花

117759 平衡點 吳宗憲,溫嵐

125933 平遙家 閻維文

144795 年年紅 宋祖英

156451 幸福島 夾子道

138309 幸福年 劉一禎

142326 幸福感 孟庭葦

180189 幸福感[國] 合唱

142918 幸福樹 那英

150057 幸福歌 楊竹青

132121 幸福泉 陳思思

171130 幸福源 吳春燕

146563 幸福糖(動畫) 王瀾霏

113604 幸福謠 滿文軍

400952 幸福過[國] 王箏

149560 幸運星 於娜

141070 幸運鏈 林鵬

152994 幻想愛 張韶涵

146938 幽蘭操 王菲

180975 幽蘭操 張萌萌

161941 幽默曲 佚名

134083 幾多愁 鄧麗君

129351 幾秒鐘 趙小兵

158443 店小二 S.H.E

138583 廉字歌 劉瑋

155895 廢五金 廢五金

120153 廬州月 許嵩

156694 延安頌 李雙江

180255 張子楠[國] 孫勇

112317 彈唱詞 羅大佑

161976 彈鋼琴 佚名

173977 彌敦道 洪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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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653 彩色 PARTY 鄭元暢

173701 彩虹雨 佚名

136351 彩雲坪 韓再芬

161997 彩雲歸 佚名

149454 彩雲飛 尤雅

134084 彩雲飛 鄧麗君

131157 影舞者 蔡依林

100468 彼岸花 阿輪

146940 彼岸花 王菲

181962 彼岸花[國] 涓子

133637 往前飛 戴佩妮

139623 往日情 李玟

115035 很受傷 任賢齊

170691 很安靜 汪蘇瀧

119440 很幸福 夏國星,春妹

143318 很想你 潘恩蓓

101008 很想你 蔡勇

128309 很想你 張智成

110718 很想說 李聖傑

144273 很抱歉 SAYA

400748 很有愛[國] 後弦

139017 很美麗 呂雯

125089 很自然 易齊

141218 很高興 梁詠琪

155787 後樂園 F.I.R

175662 後男友 SIGMA

102465 從心愛你 陳曉東

151783 從明天 周迅

174172 從軍歌 閻維文

103330 復活島 杜德偉,丸子

152996 復活節 張韶涵

176661 微博控 許嵩

176013 微幸福 筷子兄弟

138610 心上人 劉秋儀

129191 心上人 澤仁多吉

129054 心上人 莊學忠

151040 心上人 卓依婷

142215 心上人 龍飄飄

181745 心上人[國] 宋熙銘

100848 心之尋 春雷

117193 心亂飛 陶喆

126388 心出發 周傳雄

117517 心動了 伍思凱

145540 心在哭 田子琳

170607 心在飛 佚名

131158 心型圈 蔡依林

131535 心太急 蔡琴

128948 心太軟 曾誌偉,張柏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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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41 心太軟 卓依婷

115036 心太軟 任賢齊

108801 心已碎 劉尊

119700 心已碎 徐威

136061 心想飛 侯湘婷

137999 心感覺 金海心

159326 心海洋 WOW

143704 心無奈 邱蕓子

135928 心相印 何靜

130988 心相隨 春妹

135071 心若水 貢維特

107698 心茫茫 黃西田

106215 心遺憾 洪文斌

134923 心酸酸 鄧麗君

162030 心頭恨 佚名

181860 心驚驚[閩] 方瑞娥

174071 必須的 汪洋

158444 忍不住 S.H.E

156253 忘不了 劉一禎

138310 忘不了 花兒樂隊

134096 忘不了 鄧麗君

117194 忘不了 陶喆

145324 忘不了 順子

116574 忘不了 童安格

115790 忘不了 施文斌

133541 忘了他 單紫寧

103396 忘了他 杜德偉

171279 忘了吧 沈石磊

139625 忘了吧 李玟

173571 忘了哭 楊雯茜

127618 忘了哭 張學友

116321 忘了愛 TORO

110524 忘了我 李歐

126943 忘了我 張信哲

120698 忘了誰 佚名

171418 忘川河 風蕭蕭

117328 忘情歌 伍佰,CHINA BLUE

113272 忘情水 黎明

109059 忘情水 劉德華

103397 忘情號 杜德偉

100044 忘情酒 安東陽

200948 忘情酒[國] 韋明華

162073 忘憂穀 佚名

126754 忘憂草 周華健

159752 忘記你 信樂團

158887 忘記你 閃亮三姐妹

175522 忘記你 晨熙

172121 忘記我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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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732 忙與盲 張艾嘉

107478 忙與盲 黃立行

115796 忠於 施易男

153224 快一點 朱含芳

135190 快一點 郭采潔

115193 快回來 容中爾甲

158261 快回答 靚舞精靈

155628 快樂 SONG 哈林

155626 快樂 SONG 頂尖拍檔

149271 快樂吧 佚名

158782 快樂園 水木年華

119967 快樂幫 薛之謙

154588 快樂搖 北原山貓

162097 快樂頌 胡琳

136923 快樂頌 黃思婷

124880 快樂頌 庾澄慶

176759 快瘋了 孫燕姿

135912 快走開 何超儀

119595 念來去 小柯

132447 念口簧 陳慧琳

149221 念奴嬌 伊能靜

125381 念故鄉 楊洪基

135716 念親恩 龔玥

105298 怎能忘 郭峰

144349 怎麼 HAPPY 孫悅

152340 怎麼了 VJ

139388 怎麼了 周華健

126755 怎麼了 張曼莉

117306 怎麼了 李心潔

170604 怎麼了 張嘯

173134 怎麼啦 紀文惠

126596 怎麼忘 周渝民

105533 怎麼會 成龍

100816 怎麼會 顧曉宇

128878 怎麼樣 張震嶽

140396 怎麼能 林帆

131537 怎麼能 蔡琴

141470 怎麼說 趙學而

158446 怎麼辦 S.H.E

128573 怎麼辦 張真賀

170487 怕了你 HIT-5

157373 怕什麼 田家達

157371 怕什麼 羅密歐

120842 怕什麼 美眉組合

116522 怕什麼 謝霆鋒

150852 怕寂寞 雁卿

105970 怕麻煩 何潤東

182134 思君淚[國] 趙小南



KOD-2400 国语歌曲 點歌目錄
編號 歌名 歌星 編號 歌名 歌星

國語歌曲 第 164 頁

176859 思君賦 HITA

400130
思味特

Love[國] 周逸涵

100283 思念喲 阿杜

181605 思念情 佚名

118052 思念誰 巫啟賢

146140 思念雪 威葳

162114 思想起 曾桂英

153176 思想起 江蕙

139442 思戀你 李敏

117814 思戀歌 謝其國,劉美雲

121116 思鄉情 亞東

156540 思鄉曲 佚名

102384 思鄉酒 陳星

130989 怨情郎 春妹

158254 怪怪女 青鳥飛魚

135191 怪怪牌 郭采潔

175665 怪獸 LONELY 大小姐

400963 怪脾氣 王鳴飛

400610
恐慌癥

[消][國] 卓文萱

200466 恨就恨 梁焯皓

173042 恨恨恨 佚名

101618 恨情歌 陳昇

176639 恨愛情 李天華

105519 恨自己 顧峰

103400 恨自由 杜德偉

162144 恭禧您 佚名

162145 恭賀你 佚名

153897 恰恰愛 趙薇

155241 恰恰舞 DJ

137388 悄悄話 江美琪

129800 悔過書 鄭智化

140807 悲傷 JOHNNY 林曉培

173962 悲歌王 曹格

200357 悲秋風 方伊琪

107842 情人夜 黑龍

138611 情人夢 劉秋儀

200706 情人山 葉楓

131541 情人山 蔡琴

180219 情人星[國] 大哲,雲菲菲

143528 情人橋 潘迪華

142218 情人橋 龍千玉

136394 情人橋 韓寶儀

156399 情人節 J.A.M

137015 情人節 黃淑惠

127134 情人節 張傑

117624 情人節 吳克群

172744 情人結 張蕓京

181867 情人裝 施文彬,林柔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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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562 情人裳 向蕙玲,袁小迪

180597 情人醉[國] 蘭天

104198 情何物 費玉清

173064 情侶裝 許嵩

138412 情冷卻 劉嘉玲

125347 情書團 楊峻榮

172040 情枯萎 佚名

104678 情歌王 古巨基

175106 情流感 徐千雅

128454 情花開 張棟樑

130990 情若深 春妹

138947 情莫變 呂珊

145466 情路中 湯寶如

134355 情迷 Milano FACE TO FACE

142221 情難守 張偉文,靜婷

127048 情難守 謝雷

120757 情難守 龍飄飄

103402 情難定 杜德偉

129197 情難忘 莊學忠

140484 情難枕 林慧萍

135569 情難枕 高勝美

107973 情難枕 姜育恒

135824 情難留 何方

136928 情難留 黃思婷

141016 情難離 林翠萍

401151 情非愛[國] 閻琰

134111 情飄飄 鄧麗君

117520 惘然記 伍思凱

159952 惜別離 越劇

120155 惟愛你 許嵩

154847 惡之華 刺客合唱團

147108 惡作劇 王藍茵

136228 想不起 胡楊林

115616 想你了 孫青

162196 想你哩 佚名

174230 想你笑 黃雅莉

130971 想信我 才旦卓瑪

154646 想像力 芭比

180976 想像者 張萌萌

148205 想到你 蕭亞軒

119436 想問您 夏國星,孫佩林

128880 想太多 張震嶽

110630 想太多 李玖哲

148303 想忘了 蕭瀟

143652 想念你 劉婕

130991 想念你 春妹

127640 想念你 李健

124930 想念你 裘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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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867 想念你 關心妍

181698
想念你[更

新][國] 嘉駿

128824 想念我 張雨生

107176 想愛你 黃大煒

119563 想戰友 小曾

162207 想抹到 佚名

178025 想清楚 周傑倫

162200 想當初 佚名

129139 想當年 莊學忠

133922 想著你 鄧妙華

174098 想著她 範英楠

115791 想著誰 施文斌

104400 想見你 光良,品冠

141074 想見你 林麗

176889 想親娘 韓磊

172668 想親娘 王鵬

162194 想親親 牟青,俞靜

125940 想親親 閻維文

134114 想起你 鄧麗君

104446 想飛越 光良

101334 愁啊愁 遲誌強

133365 愁更愁 陳聖芬

143530 意難忘 林淑蓉

142642 意難忘 潘迪華

140876 意難忘 美黛

137002 意難忘 黃曉君

152215 意難忘 張惠妹

131548 意難忘 蔡琴

129200 意難忘 莊學忠

155828 愛.罪.淚 F4

157251 愛一百 佚名

130687 愛上了 本多 RURU

158448 愛上你 S.H.E

154536 愛上你 BY2

144937 愛上你 斯琴高麗

140373 愛上你 林寶

102136 愛上你 陳小春

104447 愛上她 光良

148208 愛上愛 蕭亞軒

153356 愛上癮 朱茵

100287 愛上誰 阿杜

401080 愛不再[國] 許誌安,蘇永康

103570 愛不到 段千尋

129360 愛不在 趙文博

150200 愛不在 殷悅

103406 愛不壞 杜德偉

104374 愛不夠 馮德倫

153971 愛不愛 趙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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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92 愛不愛 郭采潔

109082 愛不死 劉德華

102484 愛不死 陳曉東

103407 愛不滅 杜德偉

126951 愛不留 張信哲

119968 愛不走 薛之謙

137288 愛不起 江希文

400638 愛不醒[國] 周詩雅

102486 愛不離 陳曉東

119677 愛世代 徐偉賢

158229 愛之光 輕鬆玩樂團

173845 愛之心 鎖曼麗

136129 愛之旅 洪小喬

138535 愛之海 林青,劉曉青

153901 愛之玄 趙薇

103090 愛之道 陳黎明

400192 愛之醉[國] 段紅

200084 愛了沒[國] 卓文萱

171336 愛享瘦 羅誌祥

118058 愛人哪 巫啟賢

151827 愛作戰 周麗淇

159278 愛你 YO 脫拉庫

145267 愛你喲 蘇路

132762 愛來時 陳淑樺

158449 愛來過 S.H.E

142927 愛依然 那英

107282 愛值得 黃征

103617 愛做主 竇老三

114926 愛傷了 任賢齊

103571 愛傻了 段千尋

107178 愛元素 黃大煒

137122 愛光臨 黃雅莉

163260 愛別等 洪卓立

124909 愛到底 許誌安

120340 愛到底 陳文媛

146300 愛到底 溫嵐

150671 愛到老 葉璦菱

107179 愛勾我 黃大煒

137390 愛哭鬼 江美琪

136187 愛啦啦 佚名

110348 愛回來 李崗霖

146301 愛回溫 溫嵐

174036 愛在 PARTY 羅鋼

181958 愛多少[國] 洪辰

136294 愛夢想 胡蓓蔚

147322 愛太傷 翁虹

139635 愛太多 李玟

145268 愛太多 蘇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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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302 愛太急 溫嵐

171319 愛太晚 田躍君

119287 愛太深 王鍵

117626 愛太痛 吳克群

400944 愛太空[粵] 王心淩

128638 愛太累 張華

120258 愛太累 許強

174104 愛太遠 龍嘯

138293 愛太遠 利綺

109087 愛太難 劉德華

155681 愛失控 ENERGY

116031 愛好苦 蘇有朋

151663 愛好難 周筆暢

180635 愛如電[國] 譚晶

181795 愛存在[國] 佚名

109411 愛孤單 劉東樺

118180 愛完結 文章

170813 愛家鄉 金波

140809 愛就愛 林曉培

200467 愛就愛 梁焯皓

170021 愛就愛 張靚穎

131904 愛就愛 陳好

155342 愛已經 動力火車

131166 愛引力 蔡依林

163268 愛很久 佚名

115047 愛很瘋 任賢齊

180103 愛很美[國] SARA,劉佳

138413 愛很難 劉嘉玲

126237 愛得深 周傑倫

141224 愛得起 梁詠琪

117139 愛快說 鐵石

101462 愛恨難 陳偉聯

110502 愛情 SAYONARA 李曉傑

111118 愛情 YOGURT 林俊傑

138114 愛情啊 侃侃

110362 愛情島 李建衡,王冠

128314 愛情樹 張智成

152338 愛情水 佚名

141227 愛情海 梁詠琪

150215 愛情湖 殷秀梅

125973 愛情湖 閻維文

180287 愛情緣[國] 張傾城

148213 愛情美 蕭亞軒

180369 愛情荒[國] 曾國琿

181815 愛情路 張蓉蓉

126758 愛情路 周華健

107090 愛情香 黃品源

144354 愛情鳥 林依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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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64 愛情鳥 泳兒

157187 愛愛愛 M3

111456 愛愛愛 林峰

108529 愛愛愛 柯有倫

103991 愛愛愛 方大同

155725 愛愛我 EO2

152552 愛愛我 張瀾瀾

180724 愛憂傷[國] 雲菲菲

111561 愛懂得 林誌炫

181013 愛戀你[國] 梅子

129096 愛成瘋 紫龍

144758 愛我嗎 宋新妮

153905 愛放掉 趙薇

158972 愛星球 TENSION

158784 愛春秋 水木年華

116523 愛是你 田家達

116910 愛是風 譚詠麟

154208 愛最大 阿妹妹

154265 愛有你 BAD

128287 愛有你 張晉樵

165428 愛朋友 4 IN LOVE

156454 愛枯萎 夾子道

148495 愛極限 許慧欣

117087 愛歸零 邰正宵

141795 愛死了 賴雅妍

142716 愛死你 莫文蔚

157964 愛永恆 群星

200351 愛永遠[國] 戴愛玲

157663 愛消失 飄樂團

103250 愛火燒 大張偉

143309 愛無力 潘嘉麗

113298 愛無奈 黎明

145016 愛無底 沈芳如

109562 愛無界 佚名

133919 愛無痕 鄧天晴

137955 愛無眠 金子嫣

147289 愛無眠 王麗達

104091 愛無緣 範永生

103686 愛無罪 迪克牛仔

118481 愛無言 王傑

131168 愛無赦 蔡依林

140374 愛無邊 林寶

156922 愛無限 金蘋果組合

159336 愛犯濫 丸子

125131 愛犯罪 楊克強

163313 愛玩火 佚名

126759 愛玫瑰 周華健

155964 愛琴海 鳳凰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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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345 愛琴海 央金蘭澤

139641 愛琴海 李玟

135194 愛異想 郭采潔

133640 愛瘋了 戴佩妮

129602 愛發狂 鄭伊健

178058 愛的 BUBBLE R,B

400912
愛的人

[消][國] 沙寶亮

181819 愛的傻[國] 佚名

145748 愛的光 周華健

126760 愛的光 譚維維

141071 愛的歌 林鵬

132921 愛的歌 陳潔麗

400764 愛的沙[國] 愛戴

154653 愛的瘋 芭比

153027 愛的路 佚名

181299 愛盛開[國] 阿筎那

149370 愛相思 姚敏,姚莉

129143 愛相思 莊學忠,陳美娥

154935 愛碎了 草蜢

171371 愛等候 趙子皓

125192 愛簡單 楊坤

165384 愛純氧 2女

111207 愛給你 林大晉,勞光宇

148745 愛自己 許飛

142718 愛自己 莫文蔚

158230 愛自由 輕鬆玩樂團

106005 愛自由 何炅

400123 愛與夢[國] 咼媛婧,義仁德

117534 愛與愁 伍思凱

163233 愛與酒 佚名

101321 愛著你 辦桌二人組

118194 愛蔓延 佚名

107362 愛要說 黃格選

141477 愛計較 梁靜茹

163353 愛誰誰 佚名

172981 愛走了 佚名

141757 愛走了 藍心湄

401007
愛走秀

[消][國] 羅誌祥

154113 愛起飛 ASOS

129477 愛越界 鄭中基

124859 愛轉動 庾澄慶,張信哲

136869 愛逃亡 黃小琥

104332 愛過你 費翔

110693 愛過頭 李維

108741 愛遠走 劉嘉亮

165429 愛還在 4 IN LOVE

158613 愛重來 SS組合

118911 愛錯了 王建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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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178 愛錯了 張克帆

401099 愛錯人[國] 趙小兵

110214 愛錯你 李加靚

144663 愛隨緣 孫燕姿

140487 愛難求 林慧萍

180725 愛難求[國] 雲菲菲

149308 愛難逃 俞靜

105419 愛難題 關德輝

133712 愛靈靈 戴愛玲

138469 愛飛了 劉小慧

133798 愛飛了 董冬

100797 愛飛翔 成龍,阿佳組合

109707 愛飛翔 呂方

150704 愛香味 依稀

149287 愛香味 葉蓓

137874 愛香味 蔣中一

138123 愛麗絲 可嵐

138948 感受愛 呂珊

162221 感情線 TENSION

158968 感情線 江蕙

165309 感情線 183CLUB

119079 感情線 王琥

102584 感情課 陳柏宇

141797 感覺你 賴雅妍

118284 感謝你 溫兆倫

170718 感謝你 王鶴錚

144355 感謝你 孫悅

400304 感謝你[國] 陳笑瑋

162226 慈母恩 佚名

181913
慢一點

[消][國] 林宥嘉

400127 慢動作[國] 周逸涵

400557 慢性病[國] 伊雪

144664 慢慢來 孫燕姿

152516 慢慢地 張清芳

146564 慢慢慢 王瀾霏

119398 慢慢等 韋禮安

144309 慢慢走 孫嫣然

133301 慢歌 3 陳綺貞

133302 慢歌 4 陳綺貞

147361 慢火車 萬芳

139394 慢跑鞋 李心潔

173935 慣習 王識賢

121264 慶功酒 雪村

161945 慶新春 佚名

126961 憂鬱癥 張信哲

150043 憐香伴 佚名

154939 憑什麼 草蜢

109096 憑什麼 草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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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172 憑什麼 孟茜

162065 憶兒時 佚名

142225 憶往事 龍飄飄

159238 憶江南 李涵

139524 憶江南 甜蜜的孩子

146683 憶秦娥 王秀芬

102223 憶秦娥 陳小濤

151067 憶童年 卓依婷

149511 憶良人 憶如

117660 憶長安 吳品醇

150093 懂不懂 楊采妮

162235 懶娃娃 佚名

142719 懶得管 莫文蔚

162236 懶惰蟲 佚名

139811 懷胎歌 李秋霞

131454 戀之憩 蔡淳佳

147825 戀之火 劉雅麗

149084 戀人啊 辛曉琪

147660
戀愛

Entertaining 小雪

139644 戀愛 PARTY 李玟

175596 戀愛啦 喬洋

130455 戀愛街 愛戴

176712 戀杭湖 LITY林天偉

117536 戀東方 伍思凱

162125 戀模樣 佚名

157662 成績單 胖虎

154371 我不信 BEYOND

153152 我不哭 曾慶瑜

133519 我不在 丁薇

134358 我不好 付佳明

133484 我不怕 丁當,MC HOTDOG

140210 我不怕 林嘉欣

155344 我不想 動力火車

130570 我不想 阿桑

144669 我不愛 孫燕姿

146404 我不懂 王婧

100344 我不懂 阿沁

126153 我不服 周俊偉

400889 我不當[國] 櫻子

117627 我不管 吳克群

132474 我不管 陳慧琳

127135 我不聽 張傑

147922 我不要 徐懷鈺

126244 我不配 周傑倫

117089 我不配 邰正宵

143408 我不願 潘美辰

170464 我介意 金莎

110720 我以為 李聖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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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770 我來了 張鈞喻

142335 我們仨 孟庭葦

105383 我們倆 郭頂

158546 我們是 SHINE

105975 我偏心 何潤東

128315 我做主 張智成

156008 我像你 GOGO,MEME

117727 我冒險 吳奇隆

100926 我叫 MT 朝鮮冷面

142722 我可以 李妍瑾

139164 我可以 李聖傑

110721 我可以 莫文蔚

101235 我可以 蔡旻佑

162280 我和你 劉歡,莎拉布萊曼

136494 我和你 朱含芳

154838 我和你 CT GIRLS

141377 我和你 梁雁翎

134136 我和你 鄧麗君

116174 我和你 蘇永康

157221 我哈你 MC HOTDOG

117201 我喜歡 陶喆

151738 我喜歡 周蕙

141484 我喜歡 梁靜茹

117090 我喜歡 邰正宵

102141 我在乎 陳小春

119884 我在哭 蕭敬騰

135500 我在飛 顧莉雅

132626 我在飛 陳明

182280 我在飛[國] 顧莉雅

156853 我多想 趙娜

153811 我多想 郭公芳

137751 我太乖 江語晨

117202 我太傻 陶喆

200897 我太傻[國] 陳僖儀

149322 我好了 元若藍

126963 我好想 張信哲

126530 我好累 周明輝

151389 我好累 周冰倩

109103 我學會 劉德華

149087 我就要 辛曉琪

133369 我很壞 佚名

141244 我很好 梁詠琪

138771 我很好 劉若英

138542 我很好 劉沁

181935
我很好

[消][國] 楊千嬅

181417 我很忙[國] A-LIN

115969 我很窮 佚名

110632 我忘了 李玖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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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701 我恨你 信樂團

142385 我情願 於臺煙

172032 我想哭 李天平

118488 我想她 王傑

137765 我想愛 津亭

119417 我想愛 魏晨

157236 我想要 ME2

133521 我想說 丁薇

154267 我想醉 BAD

120849 我想飛 謝霆鋒

400709 我愛了[國] 崔天琪

133498 我愛他 丁當

162330 我愛你 劉俐婷

160042 我愛你 新褲子

160038 我愛你 巫啟賢

147306 我愛你 張蓉蓉

141488 我愛你 新褲子樂隊

118070 我愛你 蘇慧倫,周華健

117203 我愛你 陳明章,黃妃

110506 我愛你 陶喆

109105 我愛你 黃思婷

158460 我愛你 S.H.E

146960 我愛你 王菲

142723 我愛你 莫文蔚

132866 我愛你 陳潔儀

126154 我愛你 周俊偉

120583 我愛你 許晉豪

118674 我愛你 王力宏

118489 我愛你 王傑

115058 我愛你 任賢齊

105128 我愛你 郭富城

200400
我愛你[東

樂][國] 李歐

182146 我愛到[閩] 辦桌二人組

148676 我愛夜 許茹蕓

182072 我愛我 蕭亞軒

153160 我愛美 曾敏

136872 我愛過 黃小琥

107978 我愛過 姜育恒

119822 我感覺 熊天平

173689 我懂了 金莎

159754 我承認 咻比嘟嘩

147924 我挺你 徐懷鈺

138263 我挺你 LINDA

140629 我明白 劉虹樺

138847 我明白 李宗盛

110287 我明白 林憶蓮

144676 我是我 孫燕姿

165158 我是蛋 中國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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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521 我是誰 BUDDY

116176 我是誰 蘇永康

160057 我是風 鄉村二人組

182049 我是鬼[國] 自由發揮

154268 我最瘋 BAD

117628 我有罪 吳克群

145767 我期待 張雨生,陶晶瑩

128830 我期待 張雨生

119688 我期待 徐嘉良

180199 我本人[粵] 吳雨霏

157382 我決定 蒙恩使女

141492 我決定 梁靜茹

120850 我沒有 謝霆鋒

102424 我清楚 陳曉元

171143 我滴神 大張偉

105977 我瘋了 何潤東

400513 我瘋了[國] MC HOTDOG

117485 我瘋你 伍家輝

137396 我的他 江美琪

146274 我的夢 格桑誌瑪

135016 我的夢 汪蕊

142725 我的天 莫文蔚

166094 我的家 瓊雪卓瑪

156661 我的心 沈芳如

175622 我的心 陳茂豐

146773 我的愛 王若琳

144679 我的愛 孫燕姿

139165 我的藍 李妍瑾

152950 我的路 張靚穎

154270 我的錯 BAD

155512 我相信 東方神起

153553 我相信 莊妮

152951 我相信 張靚穎

126969 我相信 張信哲

125230 我相信 楊培安

200413 我相信[國] 林亦妍

157646 我知道 BY2

154539 我知道 張可芝

151958 我知道 潑猴

150849 我知道 田震

145583 我知道 閻韋伶

174057 我知道 MC MOON

126764 我知道 周華健

105978 我知道 何潤東

103512 我知道 東來東往

126765 我祈求 周華健

128683 我祈禱 張行

162373 我等你 黃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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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74 我等你 任德勇

138778 我等你 劉若英

181619
我等你(消

伴)[國] 光良

142726 我累了 莫文蔚

144922 我自己 斯琴格日樂

130557 我要你 阿朵

105851 我要你 高浚

115316 我要愛 司文

155350 我要等 動力火車

142727 我要說 莫文蔚

128888 我要錢 張震嶽

155795 我要飛 F.I.R

152239 我要飛 張惠妹

118497 我要飛 王傑

159702 我話事 信樂團

145802 我變了 陶晶瑩

141899 我賴你 黎明柔

128099 我輸了 張誌林

104699 我送你 古巨基

173074 我透明 佚名

157997 我還在 群星

134639 我還好 範文芳

180581 我醉了[國] 姜濤

145175 我離開 蘇慧倫

165505 我難過 5566

126406 我難過 周傳雄

154947 我願意 周慧敏

154946 我願意 朱海君,蔡小虎

151519 我願意 王菀之,張敬軒

101444 我願意 陳依然

175361 我願意 石佑誠

118500 我願意 王傑

102500 我願意 陳曉東

116179 我願等 蘇永康

145352 戒不掉 同恩

124889 戒不掉 庾澄慶

129483 戒情人 鄭中基

118746 戒情歌 王喆

170363 截拳道 A-ONE

176076 戰利品 車盈霏

180427 戰利品[國] 棒棒堂 F

162394 戴安娜 佚名

142728 扇子舞 莫文蔚

149437 手中情 憂憂

140811 手太小 林曉培

148681 手寫愛 許茹蕓

171413 手心連 佚名

158000 手拉手 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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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953 手挽手 閻維文

158002 手握手 群星

145915 手放開 吳姵文

110723 手放開 李聖傑

157369 手牽手 吳彤

156058 手牽手 米兒絲

166020 手牽手 劉俐婷

158005 手莫伸 群星

108841 手足情 劉建國,王麗

107483 打分數 黃立行

119654 打勾勾 範瑋琪

119683 打勾勾 徐哲緯

132486 打呵欠 陳慧琳

151742 打噴嚏 伊能靜

150620 打噴嚏 周蕙

149228 打噴嚏 葉玉卿

181598 打工情[國] 何永俊

190019 打工行[國] 龍軍

109670 打工謠 佚名

128010 打棒球 張峰奇

136353 打櫻桃 韓再芬

145585 打火機 田震

159937 打王強 豫劇

159877 打登州 徐瀟玲

162409 打豬草 卓依婷

151081 打豬草 黃梅戲

147177 打電話 王雪晶

137882 打電話 蔣小涵

144954 扮新娘 潘迪華,森森

162415 扮皇帝 林黛,雷震

141077 扮皇帝 莊學忠

108117 扮皇帝 靜婷,江宏

162416 扯大據 佚名

139967 扯支票 李芝芬,李恩來

158463 找不到 S.H.E

180428 找不到[國] 楊丞琳

141496 找個人 梁靜茹

165358 找到你 2MORO

147661 找幸福 小雪

162421 找朋友 佚名

117205 找自己 陶喆

126249 找自己 周傑倫

126971 找鑰匙 張信哲

104067 承認吧 法璦

132677 抓兔子 陳明真

109117 投名狀 劉德華

162435 抗敵歌 佚名

102153 抱一抱 陳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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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927 抱住你 徐懷鈺

141250 抱緊你 梁詠琪

131926 抱緊我 杜德偉

103417 抱緊我 陳妃平

165219 抱著你 縱貫線

107985 抱著我 姜育恒

176632 拆東牆 許嵩

400616 拈花笑[國] 古品

138078 拉丁 BLOG 金虹汝

173768 拉二胡 喬軍

155169 拉拉愛(REMIX) DJ

162448 拉拉路 佚名

174167 拉歌歌 李丹陽

131275 拋物線 蔡健雅

153522 拋繡球 祖海

165431 拋開吧 4 IN LOVE

162450 拍手歌 佚名

147178 拍拍手 王雪晶

166037 拔蘿蔔 王雪晶

104215 拜大年 費玉清

171099 拜新年 鳳凰傳奇

175594 拼什麼 羅誌祥

162469 拼宵夜 佚名

126517 拾彩貝 周強

400554 指揮家[國] 任賢齊

141691 挑戰者 羅敏莊

162472 挖芋頭 佚名

106273 挽仙桃 洪榮宏

103492 捉放曹 杜鵬

130644 捉泥鰍 包美聖

151085 捉泥鰍 卓依婷

191140 捉迷藏[國] 鄭秀文

181182 捌零後[國] 西單女孩(任月麗)

130432 捎戒指 安雯

138253 捕夢網 LEA

180882 捕食者??? NMB48

166038 捕魚歌 佚名

148684 捨不得 任賢齊

147751 捨不得 弦子

135583 捨不得 楊坤

131179 捨不得 莊學忠

129209 捨不得 蔡依林

125203 捨不得 許茹蕓

115070 捨不得 高勝美

128889 捨不得 張震嶽

173184 捶心肝 羅時豐

101267 掉眼淚 蔡濟文,林帆

162483 掐蒜苔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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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484 排好隊 佚名

166077 排骨隊 佚名

100955 掛紅燈 程前,闕麗君

150003 掛紅燈 佚名

159878 採桑葉 戲曲

175758 採檳榔 蔡琴

103210 採花郎 刁寒

166041 採蓮搖 佚名

144683 接下來 孫燕姿

178060 接力賽 R,B

145804 接受我 陶晶瑩

152744 接吻魚 張芯瑜

162490 接財神 佚名

118187 推車歌 佚名

166110 掩公雞 佚名

156961 揉眼睛 靜物樂團

118570 換換愛 王傳一

173159 換日線 紀文惠

128316 換日線 張智成

155170 換男人(REMIX) DJ

157144 揮揮手 零點樂隊

118224 揮揮手 汪峰

153911 搏浪鼓 趙薇

119108 搖啊搖 王繹龍,SUNNY

134601 搖太陽 方芳

144803 搖搖歌 宋祖英

154661 搖搖頭 芭比

156259 搖擺擺 花兒樂隊

153003 搖擺頭 張韶涵

155352 搖籃曲 動力火車

150220 搖籃曲 殷秀梅

147180 搖籃曲 王雪晶

145329 搖籃曲 關牧村

135435 搖籃曲 順子

162507 搖船曲 莊學忠

111467 搞出野 林峰

176603 搬新家 楊議

143351 搭錯線 潘秀瓊

159791 摔電視 佚名

130910 摘星夢 崔苔菁

157330 摩天人 摩天人

158343 摩天輪 HEBE

155420 摩天輪 動靜樂團

145623 摩天輪 田馥甄

132721 摩天輪 羅百吉

112827 摩天輪 陳松齡

119452 摩托車 夏國星

165509
摯愛

BOYFRIEND 5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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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64 撒哈拉 易欣

151087 撒情網 卓依婷

400720 撞南牆[國] 張寒

153912 撥浪鼓 趙薇

109871 撫仙湖 李健

109123 擁抱你 劉德華

138180 擁抱我 柯以敏

104457 擁抱我 光良

144804 擁軍愛 宋祖英

100293 擡起頭 阿杜

162511 擦鞋歌 佚名

143707 擲落海 邱蕓子

143157 擺不來 彭羚

130433 攬工調 安雯

125510 支離人 永邦

174093 收斂水 蛋堡

173895 攻心計 棒棒堂 F

401001 放下愛[國] 紫薇

118183 放不下 文章

117926 放了吧 吳煒

125511 放了她 永邦

173938 放伊飛 張蓉蓉

151973 放假了 張含韻

162512 放學歌 佚名

181246 放得下[國] 郎郎(馬誌鋒)

170386 放得開 東來東往

135826 放感情 何方

136877 放棄他 黃小琥

149091 放棄你 辛曉琪

135123 放棄你 郭書瑤

000346 放棄你[國] 張學友

162514 放水墩 佚名

152017 放牛 Party 佚名

152953 放輕鬆 張靚穎

109839 放輕鬆 李亞明

115792 放過你 施文斌

110203 放開你 佚名

139020 放開吧 呂雯

149416 放開愛 姚黛瑋

170211 放開手 侯鑫寶

119729 放開手 徐睿

135055 放風箏 耿蓮鳳

119858 故事夢 肖陽

176612 故事島 馮銘潮

118814 故土情 王宏偉

162522 故鄉情 彭麗媛

143272 故鄉情 謝旦

142545 故鄉情 梅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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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65 故鄉情 程琳

115196 故鄉戀 容中爾甲

117308 救世 Waterman WATERMAN

156230 救世主 紅豆少女組

107213 救姻緣 黃安

153913 救生圈 趙薇

117274 敕勒歌 騰格爾

111567 散了吧 林誌炫

162543 敦煌夢 佚名

172840 敬酒歌 阿魯阿卓

148892 敲敲門 謝采雲

134937 敲敲門 鳳飛飛

159086 數彩虹 TWINS

400772 數數歌[國] 捲毛兜兜

175070 數星星 CHARCOAL

157685 數紅包 巧千金

147138 數紅包 王雪晶,莊群施

166082 數蛤蟆 佚名

162548 數高樓 佚名

162549 數鴨子 佚名

103487 文昭官 佚名

159880 文昭關 戲曲

142343 斑馬線 孟庭葦

151890 斑鳩調 張也

144908 斑點狗 佚名

140881 斜陽外 林淑蓉

162558 斬馬謖 佚名

171061 斯諾克 付辛博

148685 新世界 許茹蕓

144924 新世紀 斯琴格日樂

156675 新中國 王霞

400514 新人王[國] MC HOTDOG

101545 新刺激 陳冠希

130879 新大陸 佚名

152574 新天地 張燕

166107 新娘倌 佚名

111907 新年 HAPPY 佚名

151094 新年好 王雪晶

147181 新年好 臧天朔

129102 新年好 趙莉

154168 新年好 愛樂公社

162568 新年樂 佚名

111904 新年紅 柳博,魏依曼

147141 新年頌 王雪晶,莊群施

151101 新年頌 卓依婷

162578 新感受 佚名

151102 新戀情 卓依婷

140493 新戀情 林慧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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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188 新搖擺 張冬玲

108204 新星贊 蔣大為

152575 新春到 張燕

140437 新浪漫 林心如

156676 新疆好 克裡木

143274 新疆好 彭麗媛

172868 新疆美 胡東清

153215 新的家 曾軼可

105397 新貨郎 郭頌

134591 新鮮人 方皓玟

138182 斷了線 柯以敏

200936 斷情絲 陳隨意

128844 斷情藥 佚名

145820 斷腸人 陶琪

148893 斷腸紅 謝采雲

146123 斷腸紅 吳鶯音

117402 斷腸詩 伍佰

152763 方向感 任真

116530 方向感 田梓呈

102506 方向感 陳曉東

127258 旁觀者 張嘉洵

400529
旅遊書

[消][粵] TWINS

101666 旋轉門 陳司翰

119841 既如往 熊汝霖

131180 日不落 蔡依林

143073 日女人 彭嘉麗

162635 日日春 佚名

400705
日月山

[消][國] 尼瑪拉毛

140640 日與夜 張敬軒,王菀之

106907 日與夜 黃凱芹,周慧敏

175153 早上好 牛奶咖啡

110662 早就該 李琛

154059 早操歌 鄭希怡

117589 早晨信 吳佳展

133647 早預料 戴佩妮

110557 旺夫相 李泉

106114 昆明湖 後弦

149262 明天起 伊雪

155939 明日香 飛輪海

157568 明星夢 糯米團

152631 明月光 張瑤

150455 明月心 葉倩文

148579 明知道 許美靜

115692 易水寒 施孝榮

158215 星之翼 翼星家族

126533 星星說 周星星

133688 星月夜 戴嬈

125433 星期六 楊耀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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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093 星期六 TWINS

141503 星期天 梁靜茹

162670 星條旗 佚名

132770 星河頌 陳淑樺

126414 星空下 周傳雄

176760 星辰變 吳克群

156679 映山紅 蔣大為

144811 映山紅 宋祖英

137107 映山紅 黃英

133843 映山紅 董文華

400537 映山紅[國] 丁曉紅

148894 春之夢 千百惠

143568 春之夢 謝采雲

160003 春之晨 卓依婷

146362 春之晨 無鳴

162671 春之歌 佚名

129213 春之花 莊學忠

200146 春之韻[國] 周燕君

120003 春光美 西域刀郎

133257 春光美 陳紅

151989 春又來 張咪

104709 春天 古巨基

162678 春天到 佚名

162689 春天裡 李福山

162688 春天裡 汪峰

129214 春天裡 莊學忠

118225 春天裡 費玉清

107364 春天裡 黃格選

162691 春姑娘 佚名

162695 春山嶺 佚名

107365 春水流 黃格選

138952 春的夢 呂珊

152780 春秋配 張萍

157688 春聯紅 巧千金

115889 春與夢 沙寶亮

144814 春茶花 宋祖英

103992 春風吹 方大同

158265 春風說 靚舞精靈

116181 昨遲人 蘇永康

175091 是不是 洪啟

118510 是否愛 王傑

108269 是天意 解曉東

140211 是我嗎 林嘉欣

170580 是時候 孫燕姿

143485 是誰人 潘越雲

159428 時光機 五月天

126253 時光機 周傑倫

400727 時光機[國] 張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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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404 時尚狗 伍佰

158971 時空信 TENSION

181736 時間囊[國] 孫藝程

138988 晚安吻 呂莘

107991 晚安曲 姜育恒

109712 普通人 呂方

144926 暖吉婭 斯琴格日樂

173946 暖暖手 瑤瑤,井柏然

180665 暖暖手[國] 郭書瑤,井柏然

149046 暗戀你 謝麗金

101707 暗戀我 陳奕

116322 暴風雨 TORO

144080 曙風碟 容祖兒

138152 曬太陽 康思婷

162726 曬牧草 佚名

125960 曲蔓地 王洛賓

119039 曲蔓地 閻維文

160662 書房會 佚名

103903 最動聽 房祖名

153216 最天使 曾軼可

140438 最好是 林心如

173875 最悲歌 張傑

145806 最悲歌 陶晶瑩

401235 最情歌[國] 黑龍,湯曉菲

141732 最懂我 藍又時

153856 最相思 趙柯

131181 最終話 蔡依林

400926
最美的

[消][國] 溫嵐

133308 會不會 陳綺貞

181017
會不會

[國][國] 楊坤

160763 會師歌 總政歌舞團

111127 會讀書 林俊傑

181186 月之戀[國] 西單女孩(任月麗)

158734 月亮圓 山腳下男孩

100421 月亮姆 阿玻

157666 月亮海 七月七組合

139760 月亮灣 李瓊

151110 月亮船 卓依婷

150148 月亮船 楊鈺瑩

142348 月亮船 孟庭葦

146819 月亮說 王菀之

152060 月光光 張德蘭

146003 月光暝 吳淑敏

100909 月光海 曹磊

145021 月光舞 沈芳如

125190 月兒圓 楊坤

146332 月兒情 烏蘭圖雅

153861 月兒謠 趙秀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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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121 月公公 佚名

126980 月半圓 張信哲

127702 月半彎 張學友

101690 月半彎 陳坤

170600 月圓了 張衛健

131403 月夜愁 蔡幸娟

166122 月姑娘 佚名

145271 月娘啊 蘇路

118971 月彎彎 王強

174073 月影醉 佚名

162778 月有情 曾桂英

138902 月桃花 劉韻

134167 月桃花 鄧麗君

145591 月牙泉 田震

155798 月牙灣 F.I.R

107292 月秋影 黃征

164888 月高高 因果兄弟

148032 有一天 心微

137404 有一天 江美琪

140646 有了我 林憶蓮

141515 有你在 梁靜茹

131277 有問題 蔡健雅

142732 有太多 莫文蔚

144491 有愛過 孫淑媚

400288 有我在[國] 羅誌祥

146568 有所思 王燕青

141262 有時候 梁詠琪

126607 有沒友 周渝民

128369 有沒有 張智霖

119399 有沒有 韋禮安

180027 有沒有[國] BY2

103274 有為歌 戴建明

146672 有種愛 王秀琳

119709 有緣人 徐子崴

162797 有錢了 佚名

129383 有陽光 趙炳文

139344 有點夢 李度

140213 有點想 林嘉欣

104544 朋友說 古天樂

115653 朔風吹 佚名

151119 望一望 卓依婷

155176 望了吧 佚名

102224 望四川 陳小濤

181942 望夕陽[國] 樂桐

135588 望夫崖 高勝美

162811 望山城 佚名

102392 望故鄉 陳星

156688 望星空 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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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21 望星空 卓依婷

133851 望星空 董文華

117213 望春風 陶喆

152781 望江亭 張萍

104002 望江亭 楊淑蕊,方誌成

150873 望花樓 顏楚楚

138039 望著你 金瑞瑤

107293 望遠鏡 黃征

109813 望鄉詞 廖昌永

156353 朝前走 黑豹樂隊

147622 期末考 小斯韻

111129 木乃伊 林俊傑

146392 木棉道 王夢麟

150782 木槿花 袁泉

166075 木瓜花 佚名

152955 木腦殼 張靚穎

400567 木良心[國] 何龍雨

144687 木蘭情 孫燕姿

152956 木蘭星 張靚穎

170336 木頭人 陳冠霖

100444 木頭人 阿穆隆

145592 未了情 田震

139199 未了情 李娜

106284 未了情 洪榮宏

172023 未填詞 鄧福如

107642 未央歌 黃舒駿

144689 未完成 孫燕姿

180376 未成年[國] 本兮

147664 未相信 小雪

133649 未知數 戴佩妮

109150 未知數 劉德華

120859 未簽收 謝霆鋒

155690 末日秀 ENERGY

162832 末班車 周傳雄

175682 末班車 蕭煌奇

109153 朱顏記 劉德華

131870 李娃傳 陳偉萍

175695 李莫愁 陳思彤

162839 李香君 佚名

181845 杏雨花[國] 慕容曉曉,辦桌二人組

151124 杜十娘 卓依婷

139200 杜十娘 李娜

400194 杜十娘[國] 段紅

149996 杜鵑山 楊春霞

149738 杜鵑花 姚乙

119568 杯中酒 小曾

176732 東北人 侯旭

118196 東北人 武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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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880 東北情 顧凱

116253 東廂月 蘇雋

160566 東方紅 群星

139328 東方美 李小璐

126259 東風歌 周傑倫

155178 東風破 卓依婷

109873 松花江 李健

176864 枉凝眉 水晶樂坊

151896 枉凝眉 張也

144821 枉凝眉 宋祖英

141679 枉凝眉 羅寧娜

106531 林妹妹 胡彥斌

400774 林書豪[國] 新街口組合

159762 林芝美 佚名

126984 某某某 張信哲

175335 柑香亭 後弦

125963 柳葉青 閻維文

162871 格桑啦 佚名

106576 格桑拉 胡松華

121122 格桑花 亞東

124490 栽夢河 葉佳修

155975 桂林美 鳳凰傳奇

143487 桂花巷 潘越雲

127931 桂花釀 張宇

119460 桂花香 夏國星

119453 桂花香 春妹,夏國星

100397 桂花香 阿牛

153295 桃太郎 朱安禹

138482 桃花島 劉小鈺

135101 桃花島 郭彤

151134 桃花島 卓依婷

144735 桃花扇 孫靜

129221 桃花江 莊學忠

104230 桃花江 費玉清

138958 桃花江 呂珊

109618 桃花江 劉超華

131182 桃花源 蔡依林

200076 桃花紅[國] 劉超華

145699 桃花謠 譚晶

400736
桃花轉[原

伴][國] 張柏芝

143357 桃花運 潘秀瓊

150150 桃花運 楊鈺瑩

119582 桃花開 小村

152577 桃鄉走 張燕

162877 桔梗花 佚名

150223 梅娘曲 殷秀梅

136444 梅娘曲 韓延文

148901 梅花夢 謝采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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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897 梅花引 張也

133852 梅花雪 董文華

133690 梅花雪 戴嬈

151938 梅蘭芳 佚名

172914 梧桐碟 風蕭蕭

400927 梧桐雨[國] 潘小芬

149619 梨花淚 於櫻櫻

139902 梨花淚 李翊君

174079 梨花頌 李玉剛

200610 梨花頌[國] 王莉

139283 梨花香 李宇春

162900 梭羅河 佚名

153179 梳妝樓 曾桂英

165233 棉花糖 七朵花

157674 棉花糖 至上勵合

159887 棋盤舞 戲曲

100745 棋盤舞 高薇,崔立剛

170836 棵棵樹 陳翔

173839 椒房殿 何晟銘

146006 楊梅花 吳淑敏

131407 楊貴妃 蔡幸娟

134946 楓葉情 鳳飛飛

159433 楸楸楸 五月天

138960 榕樹下 呂珊

143277 槐花海 彭麗媛

120706 槐花香 謝軍

139744 槐蔭別 李環,王成

118987 槐蔭別 王成,李瓊

119419 樂天派 魏晨

150187 樂天派 楊青倩

128320 樂天派 張智成

141835 樂山寨 雷佳

400637 樂逍遙[國] 周詩雅

117411 樓仔厝 伍佰

120860 模特兒 謝霆鋒

102046 模特兒 陳威全

133444 樣樣好 佚名

107219 樣樣紅 黃安

162869 樹尾風 佚名

143518 橄欖樹 潘辰

105828 橄欖樹 高楓

151136 橄欖樹 卓依婷

144691 橄欖樹 孫燕姿

143764 橄欖樹 齊豫

104338 橄欖樹 費翔

104232 橄欖樹 費玉清

181990 橡皮擦[國] 王箏

145181 檸檬樹 蘇慧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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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868 檸檬醉 佚名

152771 櫃中緣 佚名

133260 櫻奈兒 陳紅

162914 櫻花夢 沈建豪,裴琳

146658 櫻花愛 佚名

143361 櫻花戀 胡美儀

135592 櫻花戀 高勝美

118731 櫻花海 王友良

148902 櫻花淚 謝采雲

136229 櫻花舞 胡楊林

158663 櫻花草 SWEETY

170355 欠妳的 李振全

175656 欠情歌 詹雅雯

162931 欲怎樣 佚名

134347 歌未央 ECHO

108001 歌說活 姜育恒

136406 歎十聲 鄧麗君

134177 歎十聲 韓寶儀

130558 歎金蓮 阿朵

148000 歐兜邁 徐若瑄

153005 歐若拉 張韶涵

162925 歡喜城 佚名

166057 歡樂歌 北原山貓

153525 歡樂海 祖海

162924 歡樂頌 民歌

182118 歡送會[粵] 謝安琪

158710 止痛劑 四分衛

139812 正月牌 李秋霞

105797 步步高
高林生,景崗山,林依

倫

149030 步步高 謝雨欣

135142 步步高 郭燕

150151 武則天 楊鈺瑩

139201 武則天 李娜

104858 武家坡 李維康,耿其昌

141777 歷史課 藍沁

106444 歸去來 胡兵,希麗娜依

141266 歸屬感 梁詠琪

115086 死不了 任賢齊

100493 死了心 阿龍正罡

173669 死定了 自由發揮

153034 殘花恨 張鳳鳳

125071 殘酷人 易欣

109856 殘酷人 李偉賓

146101 殺她死 吳雨霏

154669 殺很大 芭比

156419 殺破狼 JS

137125 殺破狼 黃雅莉

137211 母子嶺 黃麗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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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224 母老虎 MC HOTDOG

143279 母親河 彭麗媛

125967 母親河 閻維文

125386 母親湖 楊洪基

159646 每一天 恰恰舞曲

158551 每一天 SHINE

108270 每一次 解曉東

151668 毒蘑菇 周筆暢

158475 比你賤 S.H.E

164861 比基尼 元衛覺醒

106578 比帕爾 胡松華

173597 比愛快 阿筎那

400856 比較愛[國] 梁靜茹

171237 毛毛蟲 朱丹

162981 毛眼眼 佚名

162982 毛草地 佚名

162983 民歌手 佚名

114904 氣管炎 任賢齊,劉浩龍,大兵

134179 水上人 鄧麗君

146985 水上花 王菲

156952 水世界 錦繡二重唱

133650 水中央 戴佩妮

155422 水中影 動靜樂團

146253 水仙花 汪明荃

133854 水啊水 董文華

159805 水姑娘 心跳男孩

180445 水姑娘[國] 榮聯合

145595 水姻緣 田震

139789 水悠悠 李碧華

144366 水晶鞋 孫悅

159744 水杉林 吸引力合唱團

138201 水果拳 柯以柔

104235 水汪汪 費玉清

139790 水漣漪 李碧華

135593 水漣漪 高勝美

134181 水漣漪 鄧麗君

113679 水牛兒 滿江

158797 水琉璃 水琉璃

102518 水瓶座 陳曉東

200278 水蒸氣 嶽薇

149404 水長流 姚蘇蓉

134182 水長流 鄧麗君

116548 水雲間 童孔

124722 永懷念 姚乙

109165 永遠是 劉德華

181949 求婚歌[國] 歡子

165012 求愛歌 羽泉

119915 求求你 蕭正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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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13 求求你 剛輝

100718 江上行 崔京浩

170833 江南柳 陳惠英

150153 江南雨 楊鈺瑩

401111 江城子[國] 趙薇

138314 江山好 劉一禎

126870 江湖人 張俊

172874 江湖啊 路童

135510 江湖情 顧莉雅

129831 江湖行 鄭海龍

109788 江湖行 庹宗華

171346 汪汪汪 董朋

116254 決堤淚 蘇雋

142297 沂蒙頌 夢鴿

150790 沒什麼 庾澄慶

124902 沒什麼 袁詠儀

138372 沒出息 劉依純

119532 沒出息 小安

200899 沒出息 陳奐仁

120354 沒想到 許誌安

136780 沒想到 黃嘉千

191156 沒感覺[國] 鄭秀文

157552 沒時間 孫燕姿

144695 沒時間 牛奶@咖啡

174175 沒時間 莫文蔚

143520 沒有人 傅薇,黃中原

134399 沒有人 潘辰

153068 沒有人 曾寶儀

148241 沒有人 蕭亞軒

156354 沒有你 何耀珊

151709 沒有你 周惠

101927 沒有你 黑豹樂隊

128321 沒有你 張智成

163031 沒有愛 張國榮

117416 沒有頭 伍佰

140661 沒結果 林憶蓮

157205 沒辦法 麻吉

170449 沒辦法 蔣雪兒

107454 沒辦法 黃立成,麻吉

127935 沒關係 張宇

182038 沒關係 翁滋蔓

146571 沙家濱 佚名

127936 沙漠海 張宇

163041 沿竹林 佚名

137409 泡泡糖 江美琪

158479 波斯貓 S.H.E

163045 波絲貓 佚名

118315 波羅密 無名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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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33 波間帶 林俊傑

100345 波麗士 阿沁

163048 泥娃娃 王雪晶

147186 泥娃娃 馨梓

139813 洗手巾 李玉萍

139554 洗手巾 李秋霞

163056 洗白白 佚名

129225 洗菜心 莊學忠

153358 洗衣機 朱茵

400549
洗衣機

[消][國] 五月天

174265 洗衣歌 楊紫萍

130956 洗衣歌 成方圓

137260 洗髮精 季欣霈

150883 洛麗塔 佚名

115361 洪羊洞 佚名

117418 活下去 伍佰

105170 活得好 郭富城

400620 活見鬼[國] 向天問

401121 派樂地[國] 郭採潔

155839 流星雨 F4

151149 流星雨 卓依婷

151150 流浪歌 卓依婷

102396 流浪歌 陳星

115092 流浪漢 任賢齊

110560 流浪狗 李泉

103618 流浪狗 竇老三

107486 流浪狗 黃立行

137859 流浪記 紀曉君

154170 流浪貓 愛樂公社

146989 流非飛 王菲

110800 浪子淚 李茂山

107706 浪子淚 黃西田

175689 浪淘沙 FULL CAST

109177 浪淘沙 劉德華

137754 浪漫愛 江語晨

147754 浪漫窩 弦子

127246 浪漫號 張善為

153433 海上花 甄妮

142737 海上花 莫文蔚

200092 海之戀[國] 佚名

175650 海口子 王建傑

138138 海姑娘 孔瑩

144829 海姑娘 宋祖英

158754 海岸線 拾叄樂團

106288 海底針 洪榮宏

137299 海是你 江明娟

180132 海棠灣[國] 丁曉紅

143672 海波浪 方瑞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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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051 海洋歌 兒歌

101498 海灘別 陳兆舜,孫娟

145511 海灣歌 湯燦

103304 海玫瑰 戴玉強

173158 海甲天 朱海君

139233 海芋戀 李媛希

119889 海芋戀 蕭敬騰

159647 消失了 恰恰舞曲

111071 消息樹 林依倫

180979 消息樹 張萌萌

141710 涯甘願 佚名

111364 淋雨中 林宇中

108663 淚水魚 劉中意

144906 淚狂奔 思涵 CSHA

163050 淚甲雨 佚名

129029 淮河營 佚名

165018 深呼吸 範曉萱

126784 深呼吸 周華健

163109 深圳情 佚名

153347 深宮怨 朱祝芬

115254 深情歌 SIMON

102316 深情歌 陳揚傑

142287 深愛你 MIRAI未來

155977 深深愛 鳳凰傳奇

400783
淺彩虹

[消][國] 曹方

141778 淺淺愛 藍沁

120689 清官瑤 謝東

146209 清宮怨 汪明荃,張之鈺

142594 清水吟 毛阿敏

138315 清水湖 劉一禎

106810 清貧頌 韓磊

130603 減肥拳 阿雅

154239 減肥歌 阿霈樂團

155003 測試愛 DISCO

166092 渭城曲 佚名

154542 湊熱鬧 BY2

401068 湘子橋[國] 袁東方

139742 湘鄂情 李琳

200723 滯留癥[國] 蔡孟臻

174040 滿堂彩 佚名

138963 滿場飛 倫永亮,劉韻

136295 滿天飛 胡蓓蔚

116953 滿天飛 譚詠麟

163160 滿江中 佚名

129231 滿江紅 莊學忠

125389 滿江紅 楊洪基

156884 漁光曲 尤雅

151903 漁光曲 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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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442 漁光曲 關牧村

143103 漁女情 佚名

110523 漁家傲 佚名

149406 漁家女 姚蘇蓉

152957 漂流瓶 張靚穎

181193 漂流瓶[國] 西單女孩(任月麗)

181927
漂流瓶[揚

聲][國] 柯震東

127144 演唱會 張傑

101944 演唱會 陳奕迅

173756 漫遊記 MIC男團

163054 潑水歌 夾子電動大樂隊

155979 潑水節 鳳凰傳奇

116304 潔西卡 TANK

153007 潘朵拉 張韶涵

100422 潘金妹 阿玻

121075 潘金蓮 雪村

180604 潮汕人[國] 袁東方

144702 濃眉毛 孫燕姿

149031 濠江謠 謝雨欣

144749 濫賭鬼 宋佳

156730 瀏陽河 張也

151904 瀏陽河 蔣大為

170720 瀏陽河 王鶴錚

132132 瀑布雨 陳思思

116200 瀟湘雨 蘇永康

129233 瀟灑調 莊學忠

141826 灞橋柳 陸萍

145513 灣灣歌 湯燦

144834 火之舞 宋祖英

130426 火法帝 安蕾爾

147083 火焰駒 侯紅琴,王萍

136889 火燒山 黃乙玲

102398 火玫瑰 陳星

145705 火紅鳥 譚晶

165129 火辣辣 中國力量

152916 火辣辣 張露

401172 火辣辣[國] 陳玉建

166060 火金姑 佚名

117218 火鳥功 陶喆

146345 火鳳凰 烏蘭托婭

151165 灰姑娘 卓依婷

152256 灰姑娘 張惠妹

144368 灰姑娘 孫悅

137080 灰姑娘 黃美詩

160606 為了你 曾航生

129346 為了你 趙凱

107183 為了你 黃大煒

401208 為了你[國] 鬱可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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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522 為了她 BUDDY

142872 為了愛 任賢齊

115099 為了愛 陳盈潔

114914 為了愛 任賢齊,李心潔

156733 為了誰 佟鐵鑫,祖海

153500 為了誰 卓依婷

151166 為了誰 祖海,佟鐵鑫

159440 為什麼 MAKIYO

158750 為什麼 五月天

153283 為什麼 拾叄樂團

142273 為什麼 朱婧

141655 為什麼 李麗蕊

134198 為君愁 鄧麗君

141522 為我好 梁靜茹

401063 烏溜溜[國] 袁成傑

103496 烏盆記 杜鵬

102301 烏盆記 陳誌清

120707 烏篷船 謝軍

151671 無人島 周筆暢

146386 無人疼 王壹姍

115894 無名指 沙寶亮

145514 無名頌 湯燦

131282 無底洞 蔡健雅

109190 無心人 劉德華

104517 無情傷 剛輝

140499 無情弦 林慧萍

157078 無所謂 何靜

128398 無所謂 洛客班

102571 無所謂 陳柏圻

176071 無所謂 SOLER

165519 無所謂 5566

152258 無所謂 張惠妹

147429 無所謂 衛蘭

131284 無所謂 蔡健雅

129020 無所謂 朱孝天

125187 無所謂 楊坤

118694 無所謂 王力宏

108828 無所謂 劉尊

191165 無所謂[國] 鄭秀文

152331 無狀態 張懸

162841 無產者 佚名

107487 無神論 黃立行

400987
無聊歌[東

樂][國] 程恢弘

149099 無聲雨 辛曉琪

141760 無色彩 藍心湄

154543 無解呦 BY2

138851 無言歌 劉虹樺

138676 無言者 劉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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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891 無言花 蕭敬騰

162626 無言阪 佚名

125384 無調歌 楊洪基

162630 無路駛 佚名

107685 無踩啦 黃西田,櫻桃姐妹

131768 無錫景 蔡紅虹

102400 無顏歸 陳星

163197 煙水寒 佚名

182197
煙熏妝

[2011LIVE] 鄧紫棋

128506 煙花坑 張洪量

101692 煙花火 陳坤

127396 煙花燙 張國榮

120126 煙花笑 許嵩,阿布

120173 煙花笑 許嵩

139793 煙花翠 李碧華

182250 煙花雨[國] 佚名

145934 煙花雪 吳婉芳

106649 煙茫茫 荒山亮

163201 煙酒歌 佚名

133046 煙雨樓 陳瑞

117425 煞到你 伍佰

181804 煞到我 張文綺

130604 照過來 阿雅

156501 照鏡子 民歌

127731 煩惱歌 張學友

115656 熊貓人 佚名

132520 熏衣草 陳慧琳

400997 熏衣草[國] 索妮婭崇

146255 熱咖啡 汪明荃

141761 熱帶魚 藍心湄

137016 熱氣球 黃淑惠

172784 熱淚頌 佚名

124482 熱牛奶 葉乃文

163208 熱血頌 佚名

181670 熾天使[國] 含瑞

181840 燃燒愛[國] 徐千雅

107708 燒抹退 黃西田

135084 燕子飛 郭喬伊

159442 燕尾蝶 五月天

141526 燕尾蝶 梁靜茹

151990 燕難飛 張咪

103438 燙得起 杜德偉

154210 爆米花 阿妹妹

121178 爆肚孫 雪村

165115 爭自由 ZIP發射樂團

163361 爵士樂 佚名

129047 父子兵 佚名

133792 爸爸好 段麗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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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076 牛黎歌 佚名

126992 牡丹憂 張信哲

157499 牡丹江 南拳媽媽

141682 牧童謠 羅寧娜

180281 牧羊人[國] 張信哲

163379 牧羊曲 董文華

135722 牧羊曲 龔玥

135443 牧羊曲 關牧村

118779 牧馬人 王城

125193 牧馬人 楊坤

131194 特務 J 蔡依林

143217 牽手情 彭莉

110571 牽手飛 秦海璐,李漢昭

100403 牽牛花 阿牛

165359 牽著你 2MORO

152782 狀元媒 張萍

172094 狂想你 佚名

165025 狂想曲 羽泉

176106 狂想曲 蕭亞軒

163397 狄西蘭 佚名

137164 狗仔隊 黃馨

100037 狗尾草 安旭

128894 狗男女 張震嶽

135197 狠狠哭 郭采潔

148002 狠狠愛 徐若瑄

145654 狠狠愛 談莉娜

180326 狠狠愛[國] 張馨予

152262 狠角色 張惠妹

136252 狠討厭 胡瑋琪

149692 狼來了 楊丞琳

156208 猜一猜 紅唇族

153008 猜不透 張韶涵

133652 猜不透 戴佩妮

133502 猜不透 丁當

104055 猜呀猜 樊少華

155697 猩人類 ENERGY

160021 猴子歌 新寶島康樂隊

190029 獅吼記 尹光,胡美儀

153217 獅子座 曾軼可

141024 獨木橋 林翠萍

173112 獨相思 江誌豐

138009 獨立日 金海心

110538 獨行俠 李治廷

151179 獨角戲 卓依婷

148700 獨角戲 許茹蕓

132133 獵人魂 陳思思

140904 獵山豬 夏國星,林玉英

146750 玉卿嫂 王芷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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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428 玉卿嫂 黃磊

144736 玉堂春 孫靜

138088 玉蜻蜓 金靜

117221 王八蛋 陶喆

118773 王十三 王嘯坤

159446 王子面 五月天

151180 王昭君 卓依婷

127091 王昭君 張偉文

120771 王昭君 謝雷

150048 王昭君 楊燕

164863 王老五 元衛覺醒

163425 玩具國 佚名

115996 玩真的 蘇有朋,潘樟柏

139665 玫瑰園 李玟

145600 玫瑰淚 田震

138483 玫瑰蟬 劉小鈺

140676 玫瑰香 林憶蓮

150027 玻璃心 楊林

100749 玻璃愛 常健鴻

146417 玻璃杯 清華女生

131006 玻璃杯 曹卉娟

130513 玻璃窗 艾青

133940 玻璃鞋 鄧穎芝

163431 玻璃魚 佚名

147314 珊瑚戀 翁倩玉

126277 珊瑚海 周傑倫

173394 珊瑚海 官恩娜

158713 珊瑚礁 四分衛

156873 珊瑚頌 卓依婷

156747 珊瑚頌 那英

132642 珊瑚頌 陳明

141683 珊瑚頌 羅寧娜

117143 珊瑚頌 鐵金

108471 珍妮佛 康康

140382 珍珠塔 林寶英

132643 珍珠淚 陳明

163436 珠江行 佚名

139415 珠江遊 李思琳

108376 班務會 金波

135727 班竹淚 龔琳娜

106012 現在愛 何炅

117591 理想國 吳佳展

175379 琉璃月 楊冪

158798 琉璃海 水琉璃

181269 琳俊傑[國] 鄔禎琳

163439 琵琶曲 佚名

136355 琵琶詞 韓再芬

171138 琵琶語 吳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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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227 瑪依拉 殷秀梅

135444 瑪依拉 關牧村

153371 瑪依拉 朱逢博

129071 瑪尼石 澤郎多傑

173708 瑪莉海 櫻桃幫

170722 瑪麗亞 王鶴錚

158988 瑪麗亞 TOKYO D

103704 瑪麗安 迪克牛仔

153166 瓜子仁 曾明珠

135033 瓜子紅 佚名

153929 瓶中信 趙薇

159113 瓶中沙 TWINS

130471 甘地樹 敖麗娟

142850 甘巴拉 尼瑪拉毛

127843 甘露寺 張學津

149694 甜心咒 楊丞琳

158903 甜甜圈 閃亮三姐妹

151350 甜甜圈 卓文萱

128556 甜甜海 張皓然

139729 甜甜甜 李玲玉

126279 甜甜的 周傑倫

400970 甜美真[國] 甜美真

159648 甜蜜蜜 麻吉

158730 甜蜜蜜 佘詩曼

157429 甜蜜蜜 四大天王

144279 甜蜜蜜 恰恰舞曲

134206 甜蜜蜜 鄧麗君

131602 甜蜜蜜 蔡琴

182237 甜蜜蜜[國] 陳思思,黎明

200663
甜蜜蜜[東

樂][國] 簡迷離

182086 甜蜜蜜[粵] 薛凱琪

134961 生命樹 鳳飛飛

163458 生日頌 佚名

170694 生死戀 沙靖傑

142622 生活謠 眉佳

116306 生還者 TANK

135028 用力愛 周迅,桂綸鎂

116415 用心聽 屠洪綱

151673 甩包包 周筆暢

137343 甩甩頭 江玲

172081 田中亭 藍芷兒

200187 由他去 官恩娜

140342 男人啊 詹雅雯

171459 男人壞 李翊君

170219 男人婆 杜海濤,張含韻

101261 男人心 蔡榮祖

125234 男人心 楊培安

100329 男人心 阿桑古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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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67 男人淚 伊正

125517 男人淚 永邦

101631 男人港 陳昇

105752 男人累 高峰

108689 男人苦 劉剛

175547 男人香 章小軍

400936 男兒歌[國] 熊七梅

173161 男兒淚 羅時豐

109212 男兒誌 劉德華

117737 男兒風 吳奇隆

128895 男子漢 張震嶽

100826 男子漢 成龍

109215 男朋友 劉德華

155942 留下來 洪愛莉

138071 留下來 金花

136133 留下來 飛輪海

156632 畢業歌 廣播之友合唱團

155748 畢業歌 額爾古納樂隊

128275 畢業生 張明敏

176822 畫中仙 金莎

157103 異世界 螺絲釘

181933 異想記[國] 楊冪

130493 異鄉人 李健

109877 異鄉人 艾敬

156749 當兵來 呂薇

116212 當年情 古巨基

200988 當年情 黃耀明

126997 疑問句 張信哲

175684 疑心病 曾昱嘉

171434 痛痛痛 龍奔

126644 痛苦過 周華健,莫文蔚

119420 瘋人願 魏晨

145356 瘋狂呢 同恩

400765 瘋的沙[國] 愛戴

141528 瘦瘦的 梁靜茹

180154 癡情司[粵] 何韻詩

131603 癡情淚 蔡琴

173949 癡情酒 張蓉蓉

143570 癡癡纏 千百惠

156409 登機門 JELLY BEAN

135854 發光體 何潔

156222 發吉他 紅布條

126281 發如雪 周傑倫

103442 發現愛 杜德偉

103443 發言人 杜德偉

128065 白帝城 張建國

159755 白日夢 信樂團

126999 白月光 張信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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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89 白樺林 李霄雲

146536 白樺淚 王曉青

125394 白毛女 楊洪基

118697 白狐貍 王力宏

104734 白玫瑰 古巨基

153009 白白的 張韶涵

143364 白紗巾 潘秀瓊

142960 白絲線 那英

153438 白羽毛 甄妮

156752 白蘭花 楊柳

400830
白蘭花

[消][國] 林俊傑

153036 白蘭香 姚莉

149392 白蘭香 張鳳鳳

148907 白蘭香 謝采雲

145601 白蘭鴿 田震

153363 白蛇傳 朱祝芬

153348 白蛇傳 朱藺

149997 白蛇傳 楊春霞

182076 白蛇傳[國] 蕭敬騰

163515 白門樓 佚名

163509 白髮吟 朱明瑛

107115 白鷺絲 黃品源

166000 白鷺鷥 佚名

135227 百分百 郭靜

135031 百合花 櫃子妹妹

143365 百花歌 潘秀瓊

121131 皮夾克 亞東

180200 皮影戲[國] 周傑倫

159816 盜玉馬 京劇

170041 盧溝謠 佚名

107532 目擊者 黃義達

154984 目的地 醜醜

138417 相信你 劉嘉玲

181922 相信愛 林育群,中孝介

164890 相信我 因果兄弟

141815 相信我 路綺歐

182066 相信我 蔡秋鳳,翁立友

154682 相信我 芭比

139205 相信我 李娜

124914 相信我 庾澄慶

133902 相思引 董貞

200729 相思情 蔡秋鳳,陳隨意

103837 相思曲 付笛聲,任靜

200306 相思曲[國] 張嘉倪,舒暢

153484 相思林 甄秀珍

173956 相思栽 李靜芳

139796 相思海 李碧華

140958 相思淚 林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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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503 相思湯 鄭中基

137939 相思花 金佩姍

131605 相思雨 蔡琴

106297 相思雨 洪榮宏

163535 相欠債 謝金燕

137413 相處難 江美琪

164844 相親記 優客李林

111585 相親記 林誌炫

138557 盼回歸 劉玉婉

133864 盼回歸 董文華

153529 盼團圓 祖海

130592 盼夢圓 黃妃

135610 盼情郎 高勝美

173848 盼親親 童麗

163555 盼解放 佚名

155408 看上她 黎明

165098 看不清 ZAYIN

180821 看不見[國] BY2

108011 看人間 姜育恒

115115 看我的 任賢齊

137135 看月娘 黃靜雅

120364 看清楚 許誌安

131201 看緊我 蔡依林

159281 看著你 脫拉庫

101551 看著我 陳冠希

156985 看著辦 KISS

101669 看見愛 陳司翰

110563 看電影 李泉

118993 看龍船 徐秋菊,王映樓

117433 真世界 伍佰

126283 真可惜 周傑倫

145709 真善美 蔡幸娟

166035 真善美 譚晶

150482 真女人 葉倩文

163572 真心幫 佚名

146828 真心話 王菀之

105986 真心話 何潤東

150381 真情人 葉一茜

139671 真情人 李玟

148586 真情誼 許美靜

148530 真感情 許景淳

120678 真有才 謝有才

170723 真朋友 王鶴錚

129507 真朋友 鄭中基

106461 真本色 胡兵

109232 真永遠 劉德華

101696 真永遠 陳坤

109234 真生命 劉德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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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589 真稀奇 佚名

155730 真要命 EO2

103444 眷戀你 杜德偉

124765 眼兒媚 王焱,尤嘉

149104 眼前人 辛曉琪

190054
眼淚是魔鬼

[國] 藍雨

128732 眼淚說 張衛健

158105 眾生情 群星

107117 睡了沒 黃品源

158714 睡美人 四分衛

145710 知心話 譚晶

136314 短信息 胡雯

125395 短歌行 楊洪基

132527 短消息 陳慧琳

159249 短訊息 NO NAME,齊豫

143731 短訊息 童聲合唱團

130663 石榴花 巴哈爾古麗

132528 石頭記 陳慧琳

152757 破天荒 張蕓京

173694 破心臟 吳克群

159160 破浪號 颱風

133896 硝煙花 董穎

159182 硬骨頭 天堂樂隊

172648 碎心石 謝軍

148735 碎玻璃 許雅涵

150768 碧玉簪 梁耀安,梁淑卿

138084 碧玉簪 金采風

151202 碧王簪 卓依婷

108071 磨刀歌 景岡山

102406 磨合期 陳星

400279
祖國好(原

版)[國] 遲雲

141660 祖國歌 盧秀梅

141838 祖國美 雷佳

165194 祖國頌 中央樂團

156753 祖國頌 盧秀梅

150081 祖國頌 楊迎

170903 祙叨找 林良歡,吳俊宏

163630 祝壽歌 卓依婷

200921 祝婚曲 陳浩德,方伊琪

125396 祝歲曲 楊洪基

151209 祝灑歌 卓依婷

400701 祝琳媛[國] 小壯

148708 祝福了 許茹蕓

158112 祝福您 群星

135018 祝福歌 格桑誌瑪

156110 祝紅軍 革命歌曲

148818 祝英臺 謝安琪

156762 祝酒歌 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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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11 祝酒歌 卓依婷

150231 祝酒歌 殷秀梅

120005 祝酒歌 西域刀郎

172826 祝酒歌 烏蘭圖雅

156815 祝酒歌 蔣大為

135445 祝酒歌 關牧村

109899 祝酒歌 李光義

172889 神州情 顧凱

158488 神槍手 S.H.E

163641 神田川 佚名

102186 神經病 陳小春

102407 祭春秋 陳星

151212 祭祖先 卓依婷

143790 祭金嬌 任劍輝

163646 禁毒謠 佚名

400315 福到了[國] 韓琳

163664 秋心賦 佚名

132781 秋意上心頭 陳淑樺

148532 秋意濃 許景淳

127754 秋意濃 張學友

137166 秋田犬 黃馨

125005 秋風吹 龍千玉

139207 秋風歌 李娜

102408 秋風涼 陳星

156476 秋風漸 橘紅色樂團

140377 秘密海 林寶

137872 秧歌情 翦蕤

163675 種太陽 王雪晶

166123 種樹歌 佚名

145948 稻草人 李龍基

106300 空思戀 洪榮宏

126019 空房間 陽一

159756 空杯子 咻比嘟嘩

131287 空白格 蔡健雅

181076 窮人歌[國] 佚名

125194 窮浪漫 楊坤

156265 窮開心 花兒樂隊

163687 窯洞裡 佚名

152556 竇娥冤 張火丁

159971 竇氏女 閩劇

154959 站出來 草蜢

158116 站起來
成龍,王力宏,韓紅,孫

燕姿

157157 站起來 零點樂隊

112839 站起來 羅百吉

138705 童話海 劉育青

136548 竹林風 韓雪

148411 笑一笑 薛家燕

159459 笑忘歌 五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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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369 笑望蝶 佚名

159188 笑殘月 天籟組合

132782 笑紅塵 陳淑樺

119741 笑著哭 徐良

118237 笑著哭 汪峰

138624 笨女人 劉純如

103445 笨女孩 杜德偉

109239 笨小孩 劉德華

159460 第一天 五月天

121093 第一次 YUKI

141387 第一次 梁雁翎

106542 第一次 胡彥斌

141107 第一眼 梁文音

134876 第一課 馮瑋君

170668 第一課 林宥嘉,豆豆,李煒

116603 第七年 童安格

149038 第三天 謝雨欣

148546 第三者 許秋怡

141530 第三者 梁靜茹

139677 第九夜 李玟

149512 第二春 憶如

143537 第二春 林淑蓉

140888 第二春 潘迪華

104254 第二春 費玉清

153014 第五季 張韶涵

146313 第六感 溫嵐

141108 第六感 梁文音

130693 第幾次 本多 RURU

147930 等不及 徐懷鈺

154974 等什麼 超克七

144848 等你來 宋祖英

106462 等你回 胡兵

128771 等千年 張鈞喻

154099 等待愛 AOK

143090 等情郎 佚名

148332 等著你 蕭薔

115898 等著你 沙寶亮

131929 等著我 陳妃平

144849 筒車謠 宋祖英

125398 答友人 楊洪基

108768 答應你 劉子豪

155701 答應我 ENERGY

148254 答應我 蕭亞軒

139679 答應我 李玟

155535 算了吧 丁菲飛

155516 算了吧 胡培蔚

133512 算了吧 董事長樂團

181404 算了吧 A-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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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515 算了吧 韓紅

117438 算了吧 伍佰

181107 算了吧[國] 紅樂隊

148997 算什麼 彭莉

143219 算什麼 謝金燕

102189 算你狠 陳小春

158491 管不著 S.H.E

158529 管不著 SELINA

131205 節拍器 蔡依林

138715 簡單愛 劉芮伊

126287 簡單愛 周傑倫

100320 簡單愛 阿松

159461 米老鼠 五月天

182039 米迪拉[國] 耀樂團

173369 粉可愛 沈芯羽

147300 粉絲派 王麟,耿珞

154685 粉耗呆 芭比

137310 精舞門 江映蓉

157375 紀念日 DRY,陳慧琳

156975 紀念日 F.I.R

155806 紀念日 K ONE

165323 紀念日 183CLUB

100095 紀念日 阿傑,彥伶

182077
約定你

[消][國] 蕭敬騰

100736 紅先生 崔健

172991 紅塵殤 郭燕

100831 紅太陽 成龍

138011 紅帆船 金海心

200003 紅心十 REDNOON

170192 紅旗紅 胡東清,常虹

170432 紅旗頌 楊波

126123 紅景天 卓瑪加

139071 紅月亮 李丹陽

151907 紅梅贊 張也

117144 紅梅贊 鐵金

105535 紅棕馬 顧樹榮,斯琴巴特

145291 紅樓夢 李碧華

139798 紅樓夢 白冰冰

131843 紅樓夢 邵雨涵

190023 紅樓夢[國] 龐龍

126290 紅模仿 周傑倫

180176 紅河谷[國] 劉子豪,馨梓

151706 紅火火 周芳

139459 紅燈記 李梅

135054 紅燈記 萬一英

142838 紅燭淚 倪惠英

133053 紅燭淚 陳瑞

175621 紅玫瑰 陳茂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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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219 紅眼睛 黃齡

132785 紅磚路 陳淑樺

145454 紅綠燈 湯奕蓉

100832 紅綠燈 成龍

119071 紅腰帶 王焱

138106 紅與藍 靜婷

130485 紅舞鞋 艾敬

153988 紅花雨 趙詠華

117899 紅茶坊 吳歡

166055 紅莓果 佚名

165214 紅薔薇 正午陽光

118845 紅薔薇 蔡琴

159786 紅蜻蜓 可米小子

157010 紅蜻蜓 小虎隊

140217 紅裙記 佚名

131878 紅豆曲 陳力

149312 紅豆紅 俞靜

147222 紅豆詞 王霞

156111 紅軍橋 革命歌曲

141779 紅辣喜 藍沁

154016 紅雨傘 趙默

171052 紅雪蓮 烏蘭托婭

144850 紅頭船 宋祖英

104255 紅顏淚 費玉清

171332 紅顏美 佚名

119711 紅飄帶 徐子崴

147502 紅鸞記 韋嘉

143500 紗的吻 潘越雲

107369 紙月亮 黃格選

117639 紙片人 吳克群

157383 紙玫瑰 林禹勝

111824 紙玫瑰 顧建華

145362 紙甲筆 吳俊宏,唐儷

149000 紙風吹 謝金燕

128001 紙飛機 古巨基

181273 紙飛機 鄔禎琳

121161 紙飛機 伊揚

118942 紙飛機 王建傑

117115 紙飛機 邰正宵

117440 紛飛吧 伍佰

117935 索菲雅 吳煒

147193 紫丁香 王雪晶

129250 紫丁香 莊學忠

120722 紫丁香 謝雷,張琪

131777 紫外線 蔡詩蕓

142364 紫浣花 孟庭葦

401009 紫玫瑰[國] 羅浩予

134968 紫竹調 鳳飛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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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765 紫竹調 陶慧敏

128633 紫釵記 周頌平,張華

124729 紫釵記 李池湘,白玉童

102310 累不累 陳振雲

401005 終結了[國] 練創文

200728 終點站 蔡秋鳳,吳俊宏

121034 結婚吧 辛龍

155456 結果咧 大嘴巴

117817 絕情人 吳小豪

103584 絕情歌 段千尋

176652 絕情海 關鍵

146638 絕情雨 王瑞霞

127947 給你們 張宇

141894 給你吧 黎姿

158909 給你靠 閃亮三姐妹

200168 給天天[國] 天天

106119 給安娜 後弦

119896 給愛人 蕭敬騰

103449 給我吧 杜德偉

153990 給我愛 趙詠華

145191 給我愛 蘇慧倫

154624 綜藝咖 棒棒堂 F

170121 綠旋風 鳳凰傳奇

166071 綠油精 佚名

171192 綠燈行 張地

149323 綠袖子 元若藍

138428 綠軍裝 劉婕

137416 維他命 江美琪

130464 維他命 愛戴

155457 緊箍咒 大嘴巴

131061 編花籃 程燕

165405 練為戰 3D動漫

137311 練習題 江映蓉

101670 繁華夢 陳司翰

156537 繡圍裙 佚名

153181 繡花鞋 曾桂英

170799 繡花鞋 郭媛媛

151909 繡荷包 卓依婷

151224 繡荷包 張也

143587 繡荷包 彭麗媛

143288 繡荷包 曲丹

135177 繡荷包 郭蘭英

135178 繡金匾 郭蘭英

153182 繡香包 曾桂英

140824 缺陷美 林曉培

170662 缺陷美 楊丞琳

133235 罌粟花 陳秋霞

191004 罪與罰[國] 鄭秀文,吳建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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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82 罷不來 彭羚

153183 羅東調 曾桂英

137212 羅漢錢 黃麗婭

120877 羅生門 謝霆鋒

129063 羊卓啦 澤旺多吉

173081 美人吟 李玲玉

400962 美人歸[國] 王鐵

133904 美人浴 董貞

109261 美人痛 劉德華

175447 美人痣(REMIX) DJ

131206 美人計 蔡依林

128672 美人計 張萌萌

148005 美人魚 徐若瑄

130510 美人魚 艾雨

151225 美人魚 卓依婷

201022 美人魚[國] 黃渤

173636 美姑娘 林俊

104259 美斯樂 費玉清

146580 美濃調 王琦倫

166108 羞羞羞 佚名

120778 群星頌 謝雷

181882
羽絨服[更

新][國] 曾軼可

170815 習慣了 鏡喜

000334 習慣你[國] 容祖兒

160651 習慣歌 佚名

147021 翠湖寒 王菲

153488 翡翠穀 甄秀珍

400546 翻滾吧[國] 亂彈阿翔

157563 耀出彩 男才女貌

102192 老 K 臉 陳小春

119573 老前輩 小曾

173936 老吉他 王識賢

136342 老地方 衡越

115129 老地方 任賢齊

148006 老夫婦 徐若瑄

116514 老婆餅 田一龍

101638 老嬉皮 陳昇

117640 老子說 吳克群

139815 老山歌 李秋霞

143015 老情人 歐陽菲菲

170779 老情歌 豪圖,馬丹

109731 老情歌 呂方

200895 老情歌[國] 陳升

200839 老戰友[國] 佚名

139075 老支書 李丹陽

170605 老朋友 張嘯

117117 老朋友 邰正宵

102411 老朋友 陳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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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870 老朋友[國] 楊塵,王旭

166068 老松樹 兒歌

155749 老榆樹 額爾古納樂隊

173559 老樓梯 孫揚傑

158128 老水牛 楊鈺瑩

156905 老水牛 群星

181673 老爺車 吳建豪

129124 老玉米 臧天朔

145028 老男人 沈芳如

174247 老男孩 筷子兄弟

172923 老男孩 明聖凱

119583 老紅軍 小村

124838 老街坊 尹相傑

107432 老車站 黃磊

139209 老門牌 李娜

132141 老門牌 陳思思

108834 老鬼謠 劉尊

166069 老鼠歌 佚名

131207 耍大牌 蔡依林

145292 耍太極 邵雨涵

117798 耍花樣 吳宗憲

158801 聊聊天 深南大道

108539 聖旨到 柯羽

156505 聖母頌 民歌

101981 聖誕結 陳奕迅

170818 聲聲慢 閻琰

170357 聲聲慢 鄧福如

135620 聲聲慢 高勝美

151227 聲聲歎 卓依婷

159469 聽不到 五月天

141537 聽不到 梁靜茹

145029 聽我說 沈芳如

176105 聽電影 吳若希

137314 聽驚濤 佚名

147728 肖查某 佚名

136422 背新娘 韓寶儀

158856 背著你 蘇打綠

110283 背靠背 李宇林

136326 胡同謠 佚名

115520 胭脂扣 孫異

173483 胭脂淚 羅永娟

134223 胭脂淚 鄧麗君

180170 胭脂淚[國] 劉依純

170629 胭脂畔 戚薇

146278 能不能 張峰奇

128014 能不能 溫嵐,鐵竹堂

124483 脫逃術 葉乃文

141302 膽小鬼 梁詠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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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927 膽小鬼 陳潔麗

173894 自己人 王力宏

170792 自己人 那英,屠洪綱

151820 自己美 周鵬

111926 自己走 梁家輝

101710 自戀狂 陳奕

157402 自然醒 蜜雪薇琪

107188 自由愛 黃大煒

128841 自由歌 張雨生

147631 自由飛 袁小迪,小梅

107536 臭男人 黃義達

108835 致愛人 劉尊

144853 致祖國 宋祖英

133590 致草原 德德瑪

181868 臺中腔 施文彬

157069 臺客 SONG 佚名

157870 臺客頌
伍佰,豬頭皮,BABOO,

陳昇

157210 舉起來 麻吉

135856 舉起手 何潔

120879 舊傷口 謝霆鋒

143502 舊情人 潘越雲

109265 舊情人 劉德華

173812 舊時光 蒼茫

108751 舊模樣 劉嘉亮

200715 舊行李[國] 蔡健雅

144278 舞功夫 SAYA

401176 舞動愛[國] 陳興瑜

159623 舞女淚 快四舞曲

136424 舞女淚 韓寶儀

129252 舞女淚 莊學忠

400988 舞影角[國] 章小軍

124484 舞是刀 葉乃文

117558 舞月光 伍思凱

101697 舞舞舞 陳坤

172649 芒果香 謝軍

131085 花中謎 蔡佳瑩,阿倫

139041 花之戀 廖雋嘉

125204 花兒紅 楊坤

173362 花兒紅 阿爾法

100850 花兒香 春雷

146585 花大姐 王琴

115133 花太香 任賢齊

139296 花容瘦 李宇春

176863 花心男 慕容曉曉

157505 花戀蝶 南拳媽媽

127148 花手絹 張傑

138141 花打朝 孔瑩

138142 花木蘭 孔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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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967 花木蘭 徐立

109600 花滿天 劉航

120180 花滿樓 許嵩

135506 花為媒 顧莉雅

115345 花瓣雨 孫國慶

128532 花瓣雨 張爽

116608 花瓣雨 童安格

200627 花生豆[國] 甜美真

118705 花田錯 王力宏

125014 花的話 易傑齊

100410 花的語 阿牛

156421 花與劍 JS

166056 花與蝶 黃品源

200554
花與蝶

[2011LIVE] 泳兒

119745 花花我 段麗陽,徐英翰

125769 花落隨 袁子皓

125660 花落隨 袁耀發

131211 花蝴蝶 蔡依林

129413 花蝴蝶 趙鵬

116536 花蝴蝶 田豐

133376 花蝶戀 陳艾玲

176818 花開了 侯旭

134427 花間蝶 方伊琪

100459 花露水 佚名

139042 花非花 廖雋嘉

127189 花非花 張克帆

153443 花風箏 甄妮

173340 苔上雪 劉菲

130528 苗家美 阿幼朵

143817 苗山戀 任靜,付笛聲

151912 苗街謠 張也

117120 苦了你 邰正宵

125760 苦咖啡 佚名

175390 苦情歌 周傳雄

148915 苦情花 謝采雲

106304 苦戀歌 洪榮宏

139211 苦籬笆 李娜

120007 英孜那 西域刀郎

172670 英雄夢 王鵬

129516 英雄寞 鄭中基

182256
英雄殺[動畫消

伴][國] 陳楚生

118541 英雄淚 王傑

107827 英雄路 黑龍,成奎安

106656 英雄路 荒山亮

125986 英雄頌 閻維文

156798 茉莉花 張也

153546 茉莉花 紫薇

151914 茉莉花 阿裏郎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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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811 茉莉花 周靈燕

141539 茉莉花 梁靜茹

131624 茉莉花 蔡琴

144857 茉莉贊 宋祖英

157073 茨廠街 另類音樂人

117560 茫然記 伍思凱

158505 茱羅記 S.H.E

147195 茶葉青 王雪晶

125987 茶馬情 閻維文

130517 草原情 阿其木格

172915 草原戀 齊峰

133596 草原戀 德德瑪

100423 草原風 阿玻

182321
草原香[非原 MV

消伴][國] 龐龍

103271 草帽歌 大風

106818 草帽歌 韓磊

158824 草戒指 神木與瞳

181051 草裙舞[國] 佚名

151240 荔枝緣 卓依婷

143290 荷花夢 彭麗媛

138969 荷花香 張德蘭

155750 莫尼山 額爾古納樂隊

146717 莫想佢 王美蓉

150207 莫愁女 佚名

142777 莫生氣 佚名

104263 莫言醉 費玉清

172178 菇菇歌 何韻詩

120009 菊花吟 西域刀郎

174004 菊花臺 楊千樺

126297 菊花臺 周傑倫

116351 菊花香 唐磊

173485 菩提緣 孟小童

125401 菩薩蠻 楊洪基

135729 菩薩調 佚名

121080 華容道 雪村

150498 華麗緣 葉倩文

139422 菱花鏡 李悅君

155597 萬人迷 林誌炫

100523 萬人迷 達明一派

173331 萬人迷 保劍鋒

135769 萬人迷 何嘉文

100076 萬人迷 艾成

139525 萬家春 李涵

160445 萬年紅 伊揚

153871 萬年紅 趙莉

126836 萬物生 周鵬

145082 萬物生 薩頂頂

132650 萬花筒 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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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507 落大雨 S.H.E

171073 落桃花 任軍太

141026 落花情 李碧華

139800 落花情 林翠萍

134971 落花情 鳳飛飛

401249 落雨聲[閩] 江蕙

400261 葉之戀[國] 胡傑夕

145812 葉枯過 陶晶瑩

117888 著了火 吳梵

131879 葬花吟 陳力

120380 葬花笛 許誌安

106548 葬英雄 胡彥斌

146351 蒙古人 刀妹

133534 蒙古人 烏蘭托婭

137855 蒙古人 紀敏佳

117288 蒙古人 騰格爾

181229 蒙古狼[國] 佚名

119772 蒙古袍 佚名

146316 蒲公英 溫嵐

153017 蒲公英 張韶涵

138804 蒲公英 劉若英

181750 蒲公英[國] 宋熙銘

121162 蒸發愛 伊揚

137930 蒸蘋果 賈立怡

163521 蓋房子 佚名

145525 蓮美人 湯燦

110220 蓮花雨 李國毅,張繼聰

103452 蕩得起 杜德偉

101698 薔薇刑 陳坤

130832 薔薇花 白虹

173681 藍儂夢 譚詠麟

155537 藍旗袍[國] 佚名

101569 藍眼淚 陳冠蒲

152970 藍眼睛 張韶涵,吳青峰

158858 藍眼睛 蘇打綠

165057 藍絲絨 翼勢力

107302 藍綢緞 黃征

150058 藍花花 楊竹青

143291 藍花花 彭麗媛

120242 藍蓮花 許巍

137931 藍藍天 賈立怡

138297 藏不住 利綺

181523 藏寶圖[國] T.Y.STAR樂團

128738 藏心事 張衛健

119829 藏書人 熊天平

154625 藏經閣 棒棒堂 F

158715 藝術家 四分衛

148393 蘇州河 薛凱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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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107 蘇州河 徐千雅

103997 蘇麗珍 方大同

173312 蘋果樹 洪卓立

153257 蘋果花 朱咪咪

136425 蘋果花 韓寶儀

200491 蘋果花 楊燕

126300 蘭亭序 周傑倫

151245 蘭橋會 卓依婷

143538 蘭花女 潘迪華

400060 蘭花指 阿裏郎

173706 蘭花指 謝安琪

151916 蘭花花 張也

145527 蘭花花 湯燦

153333 蘭花草 朱樺

150397 蘭花草 董文華

133874 蘭花草 費翔

104350 蘭花草 銀環

151246 蘭花草 卓依婷

107370 蘭花草 黃格選

181637
蘭若詞

[消][國] 劉亦菲

157681 虎姑婆 丘丘合唱團

146158 虎姑婆 娃娃

100222 虎頭蜂 阿弟仔

134228 虞美人 曹穎

131035 虞美人 鄧麗君

175351 虞美人 劉子菲

124919 蛋炒飯 庾澄慶

139816 蛤蟆歌 李秋霞

108678 蜘蛛網 陳嘉唯

156282 蝴蝶吟 蝴蝶組合

135058 蝴蝶吻 葛曉璐

175388 蝴蝶吻 雲菲菲

146498 蝴蝶夢 王誌萍,鄭國鳳

201040 蝴蝶夢 黃耀明

173387 蝴蝶夢 張雯婷

145766 蝴蝶姬 陶晶瑩,周傑倫

126301 蝴蝶結 周傑倫

107435 蝴蝶結 黃磊

139082 蝴蝶花 李之勤

136234 蝴蝶飛 胡楊林

145275 蝴蝶飛 蘇路

190089 蝴蝶飛[國] 雷龍

157556 蝶戀花 暖樂團

157546 蝶戀花 牛奶@咖啡

153854 蝶戀花 程桂蘭

131059 蝶戀花 陳珊妮,李端嫻

172983 蝶戀花 牛奶咖啡

154607 蝶戀花 拜金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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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628 蝶戀花 瞿穎

134629 蝶戀花 符瓊音

166120 螢火蟲 董文華

153566 螢火蟲 莊瑩

149243 螢火蟲 伊能靜

147034 螢火蟲 王菲

140165 螢火蟲 林依晨

127150 螢火蟲 張傑

159256 蟲兒飛 童聲合唱團

129632 蟲兒飛 鄭伊健

144284 血手印 孫靜

133436 血手印 陳飛,吳鳳花

124844 行酒令 王焱,尹相傑

140891 街燈下 劉家昌

108797 街燈下 林淑蓉

111082 表達愛 林俊傑,廖君

129256 表錯情 莊學忠

165361 被騙了 2MORO

139972 補衣裳 李芝芬

157726 補補補 MC HOTDOG

130582 裝可憐 阿爆

175627 複製人 黃鴻升

106306 西北雨 洪榮宏

148427 西北風 西卿

181195 西單站[國] 西單女孩(任月麗)

144978 西園記 沈美娟

181998 西廂月[國] 王鍵

143726 西廂記 方亞芬

134414 西廂記 錢惠麗

153038 西湖春 張鳳鳳

148917 西湖春 蔡幸娟

131431 西湖春 謝采雲

128533 西溪月 張爽

100560 西琳江 巴郎百川

137344 西瓜雨 江玲

140040 西遊記 李西

115978 西遊記 舜文齊

141767 要不要 藍心湄

176757 要不要 沈石磊

101997 要你的 陳奕迅

131832 要再見 陳予新

155851 要定你 F4

139694 要定你 李玟

125802 要定你 言承旭

117802 要花樣 吳宗憲

128920 見光死 張騰

135863 見畫像 佚名

400894 見習愛[國] 武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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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307 覓受氣 洪榮宏

158666 親一下 SWEETY

148008 親愛的 丁薇

133525 親愛的 徐若瑄

165225 親愛的 縱貫線

152779 親愛的 張萌

151953 親愛的 張可欣

182103 親愛的[國] 西單女孩(任月麗)

158647 親親我 佚名

181471 觀察者[揚聲] JULIE

132815 觀音像 陳淑芳

144941 觀音手 斯琴高麗

144175 解語花 容祖兒

151249 記事本 卓依婷

126469 記事本 周傳雄

117295 記住你 騰格爾

110734 記得嗎 李聖傑

110644 記得愛 李玖哲

171026 記得愛 聚點翻轉

157342 記得我 木吉他

106550 訣別詩 胡彥斌

127418 訪英臺 張國榮

127099 訪英臺 張偉文

109734 許多夢 呂方

149291 許願星 依稀

129518 許願樹 鄭中基

104269 訴衷情 費玉清

180741 試驗品[國] 馮德倫

182078 話不多[國] 蕭敬騰

118710 話當年 王力宏

154868 該不該 茶樂團

127782 該不該 張學友

143507 該醒了 潘越雲

157651 誅仙劍 痞克四

115141 誅仙戀 任賢齊

159911 誇月娥 劉秀榮

171089 誘惑 Party 六哲

152300 說傻話 張惠妹

165437 說再見 4 IN LOVE

182063 說到愛[國] 蔡健雅

166084 說哈囉 佚名

152775 說國戲 張華敏

138989 說情話 呂莘

121031 說愛你 陳慧琳

131214 說愛你 蔡依林

141089 說愛我 梁一貞

127951 說故事 張宇

147670 說清楚 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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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12 說清楚[國] 鄭秀文

143292 說聊齋 彭麗媛

139214 說聊齋 李娜

135080 說聊齋 郭公芳

147933 誰不乖 徐懷鈺

165438 誰怕誰 4 IN LOVE

148512 誰怕誰 許慧欣

152301 誰愛我 張惠妹

127952 誰愛誰 張宇

104375 誰愛誰 馮德倫

151963 誰懂愛 張可芝

158914 誰誰誰 閃亮三姐妹

140827 誰都愛 林曉培

159282 談戀愛 劉仲儀

108673 談戀愛 謝金燕

127420 談戀愛 張國榮

107666 談戀愛 黃舒駿

149508 請原諒 佚名

178022 請拍手 MC HOTDOG

126306 請珍惜 周傑倫

151919 請茶歌 張也

135056 請茶歌 耿蓮鳳

124923 請開窗 庾澄慶

104483 講不聽 光良

156956 講真話 錦繡二重唱

157405 謝謝你 李宇春

139301 謝謝你 李紹繼,滿江

110340 謝謝你 蜜雪薇琪

103199 謝謝你 刀郎

102002 謝謝儂 陳奕迅

136327 謝謝愛 花園精靈

128131 護身符 古巨基

104702 護身符 張振宇

151354 讀心術 卓文萱

166048 讀書好 佚名

129187 讀書郎 高楓,章鵬

151253 讀書郎 卓依婷

115945 變不了 石康軍

191215 變了心[國] 鄭秀文

104949 變化球 郭品超

130466 讓你寵 愛戴

148723 讓你走 許茹蕓

135751 讓你飛 何以奇

152303 讓你飛 張惠妹

130576 讓我愛 阿桑

116273 讓我走 邵兵

153632 讓我醉 詹曼鈴

129820 讓風吹 鄭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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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254 讓風吹 張文森

119456 豐年祭 夏國星

175552 豐收年 卓依婷

160599 豐收歌 無鳴

108348 豬堅強 金波,廣智

401149 豬大帥[國] 閻琰

157090 貓叫春 羅密歐

125206 負 3 度 楊坤

111905 財神到 柳博,魏依曼

150082 財神到 楊迎

176850 貳拾貳 棉花糖

154544 買買買 BY2

145719 貼心人 譚晶

153162 貼心人 曾敏

131943 賀年卡 陳婷婷

156994 賀新年 卓依婷

142859 賀新年 牛欣欣

178082 賀新年 凱玥凱璐

165075 賣報歌 王雪晶

156869 賣報歌 銀河童聲合唱團

147198 賣報歌 革命歌曲

130437 賣娃娃 安雯

106586 賣木瓜 胡松華

161150 賣橄欖 佚名

140985 賣洋桃 林穎

147199 賣湯丸 王雪晶

147862 賣湯圓 徐小鳳

151255 賣湯圓 卓依婷

146116 賣湯圓 吳靜嫻

127100 賣湯圓 張偉文

161153 賣相思 佚名

146117 賣糖歌 吳靜嫻

151256 賣糖歌 卓依婷

149375 賣花女 姚敏

161161 賣花詞 佚名

119041 賣蘋果 王洛賓

161162 賣豆乳 佚名

146557 賣酒歌 王琦倫

107689 賣雜細 黃西田,櫻桃姐妹

161164 賣餛吞 佚名

161165 賣餛燉 佚名

147863 賣餛飩 徐小鳳

151257 贊灑歌 卓依婷

106397 贊酒歌 火風,劉紅

115695 赤壁賦 施孝榮

102851 赤子心 陳耀川

150769 赤桑鎮 佚名

125990 赤水情 閻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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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790 走不掉 張學友

125740 走了嗎 袁惟仁

107690 走偎來 黃西田,櫻桃姐妹

100311 走向前 阿杜

106821 走四方 韓磊

176796 走天涯 肖亮,葉貝文

175138 走天涯 降央卓瑪

172687 走天涯 葉貝文

103245 走天涯 大哲

106823 走山河 韓磊

172038 走羅平 宋祖英

173906 走若飛 張蓉蓉,蔡義德

144183 走著睡 容祖兒

124675 走西口 葉毛,寥莎

131638 走西口 蔡琴

400776 走走走[國] 易白

100891 起床歌 曹格

157012 超人心 可米小子

158717 超光速 四分衛

135752 超口愛 何以奇

158518 超可能 S.H.E

107539 超愛你 黃義達

182312 超新星[國] 黃立行

136316 超負荷 胡雯

157162 越來越 伊揚

121164 越來越 零點樂隊

115149 趕不走 任賢齊

145930 趕牲靈 吳娜

125992 趕牲靈 閻維文

109370 趕馬調 劉斌,張也

157570 跆拳道 糯米團

145427 跌倒醒 塗紫凝

125993 跑旱船 閻維文

165530 跟他拼 5566

145720 跟你走 譚晶

180399 跟屁蟲 林俊傑

116616 跟我來 童安格

181976 跟我來[國] 王俊傑

130696 跟我說 本多 RURU

157457 跟我走 MIRROR MIRROR

157257 跟我走 孫悅,郭映

105323 跟我走 謝安琪

152006 跟我走 張娜拉

126308 跨時代 周傑倫

155379 路人甲 動力火車

118090 路彎彎 巫啟賢

103518 路過愛 東來東往

166088 跳舞歌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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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453 跳跳跳 佚名

151263 踏紅塵 卓依婷

134369 踩鋼線 傅佩嘉

155220 蹦吧啦(REMIX) DJ

105990 躲不了 何潤東

180397 躲貓貓[國] 東於哲

156611 軍中花 佚名

147113 軍旅酒 佚名

171390 軟綿綿 郭靜

148836 載我走 謝安琪

131433 轉一圈 蔡幸娟

141543 轉圈圈 梁靜茹

125758 轉轉轉 袁智勇

165039 辛棄疾 羽泉

151266 辣妹子 卓依婷

144866 辣妹子 宋祖英

152924 辦不到 張靚穎,大嘴巴

121082 辦公室 雪村

159916 辦酒水 戲曲

160967 農家好 佚名

142196 農家樂 李秋霞

166014 農村曲 佚名

152919 迎春花 張露

150083 迎春花 楊迎

147531 迎春花 魏依曼

104274 迎春花 費玉清

156842 迎賓曲 卓依婷

151921 迎賓曲 張也

158860 近未來 蘇打綠

181828 迪斯可 徐佳瑩

146837 迷人 PINKLADY 王菀之

159523 迷你裙 旺福

151577 迷戀你 周海媚

126310 迷疊香 周傑倫

107493 迷航計 黃立行

109842 迷蝴蝶 李亞明

180930 迷魂曲[國] 周傑倫

165325 迷魂記 183CLUB

137425 迷魂陣 江美琪

128327 迷魂陣 張智成

134975 追夢人 鳳飛飛

158794 追夢人 水木年華

135633 追夢人 高勝美

180424 追夢人[國] 格格

111697 追明天 林誌穎

155517 追追追 董事長樂團

155705 退魔錄 ENERGY

132939 送情人 莊學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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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263 送情人 陳玲玉

141787 送情歌 蘭卡布尺

151274 送情郎 卓依婷

129264 送情郎 莊學忠

146715 送情郎 王美

119575 送戰友 小曾

157164 送親歌 阿其木格

100098 送親歌 零點樂隊

173990 逃避你 容祖兒

134248 逃避行 鄧麗君

152964 逆時針 張靚穎

106602 逍遙歎 胡歌

121028 逍遙津 佚名

159788 逍遙遊 董貞

116060 逍遙遊 蘇有朋

145610 逍遙遊 田震

110911 透明人 李逸朗

400818 逐夢令[國] 李玉剛

137875 這一切 蔣中一

154191 這一刻 愛樂團

146409 這一刻 王婧

141545 這一天 梁靜茹

109497 這一拜 劉歡

156404 這一次 J.A.M

128588 這世界 張祥洪

151680 這句話 周筆暢

154545 這叫愛 BY2

116474 這是愛 關淑怡

400172 這是愛[國] 李東海

108615 這條街 冷漠,雲菲菲

119457 這條路 夏國星

182285 這片海[國] 顧莉雅

128462 這首歌 溫拿樂隊

400761 通天塔[國] 徐立

156844 逛新街 經典老歌

116366 造飛機 唐禹哲

108380 連心鎖 金波

147673 連續劇 小雪

111158 進化論 林俊傑

148269 進行式 蕭亞軒

149701 遇上愛 楊丞琳

146540 遇皇後 王樹芳

131013 遇見我 曹方

116062 遊俠兒 蘇有朋

110882 遊子吟 李逸

130959 遊子吟 成方圓

121356 遊子情 余天

111022 遊子意 林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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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92 遊樂園 依稀

133668 遊樂園 戴佩妮

157659 運氣好 砰砰樂團

110330 過三關 佚名

135789 過來人 何嘉莉

131298 過動兒 蔡健雅

136197 過大年 紅霞

173358 過客人 方梓媛

164907 過年好 彜人製造

175367 過年好 天孿兄弟

109428 過把癮 劉歡,那英

118976 過把癮 江珊,王誌文

128237 過雲雨 張敬軒

156118 道拉基 革命歌曲

133604 達古拉 德德瑪

151847 達嘎拉 宗庸卓瑪

131299 達爾文 蔡健雅

139101 遙遠愛 李冰冰

172895 遙遠的 馮曦妤

108837 遙遠路 劉尊

148352 選對像 蕭麗珠

173843 選擇題 莫文蔚

127193 避難所 張克帆

134870 避風港 馮曦妤

105426 避風港 關德輝

102417 避風港 陳星

137276 還愛你 景甜

182269 還是會[國] 韋禮安

165439 還有夢 4 IN LOVE

115155 還有我 任賢齊

106016 還有我 何炅

115947 還沒瘋 石康軍

124691 還記得 葉良俊

156847 邊疆好 經典老歌

172052 邊角落 宇海文

125994 邊關雪 閻維文

151369 邊防星 周京

142606 那一刻 毛阿敏

119067 那一刻 王濱

120714 那一夜 謝軍

108279 那一夜 解曉東

158171 那一天 張晉樵

128288 那一天 耿寧

154628 那一天 棒棒堂 F

125207 那一天 楊坤

109296 那一天 劉德華

103586 那一天 段千尋

120243 那一年 許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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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814 那一次 蒼茫

158570 那一派 SKY

170755 那些年 胡夏

200556
那些年

[2011LIVE] 泳兒

115955 那以後 石衛

180438 那份真[國] 楓橋

158810 那個人 深白色 2人組

117643 那個人 吳克群

182007 那句話[國] 琪琪格

160056 那從前 秀愛組合

164849 那把火 優樂團

145528 那時候 梁漢文

145842 那時間 陶莉萍

111039 那條街 林佑威

116500 那滋味 湯潮

200779 那片天[國] 蘇富權

136526 那片海 韓紅

160079 那當然 Y.I.Y.O

148295 那裡買 蕭淑慎

153995 那首歌 趙詠華

171001 那首歌 李易峰

111397 那首歌 林宥嘉

400815
那首歌

[消][國] 李易峰

125209 那麼美 楊坤

142845 邦女郎 佚名

116238 邱比特 蘇永康

155225 部落舞(REMIX) DJ

151280 都依你 卓依婷

120014 都怪你 西域刀郎

118974 都怪我 王強

110645 都怪我 李玖哲

109297 都怪我 劉德華

140192 都是他 林凡

104487 都是你 光良

160656 鄉親情 佚名

151282 配成雙 卓依婷

101339 酒神曲 遲誌強

129638 酷到底 鄭伊健

156870 酸棗刺 銀河童聲合唱團

102891 酸葡萄 段麗陽,陳隆赫

165176 酸辣湯 中國娃娃

140971 酸辣湯 林玉英

146846 醉一場 王菲,梁朝偉

119458 醉人歌 夏國星

124842 醉天地 尹相傑

200878 醉春風[國] 金學峰

175478 醉江南 李玉和

147761 醉清風 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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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60 醉紅顏 安琥

181633 醉紅顏[國] 冷漠

175358 醉美人 榮聯合

130530 醉苗鄉 阿幼朵

172042 醉長安 王飛躍,陳熙恩

128569 醒世詩 張真

160544 醜小鴨 旺福

166001 醜小鴨 段麗陽

147637 采檳榔 小萍萍

153039 采檳榔 張鳳鳳

152582 采檳榔 張燕

146514 采紅菱 汪明荃,張偉文

129268 采紅菱 王雪晶

127108 采紅菱 莊學忠

127042 采紅菱 鄧麗君

142752 采紅菱 莫文蔚

134406 采紅菱 黃中原,傅薇

106464 重感情 胡兵

181932 重新愛[國] 棒棒堂 F

134977 重相逢 費玉清

104279 重相逢 鳳飛飛

131644 重相逢 蔡琴

124477 重頭來 葉世榮

159759 野孩子 咻比嘟嘩

132930 野孩子 陳潔麗

129127 野火燒 臧天朔

107305 野菊花 黃征

109893 野豬林 李光,沈健瑾

131219 金三角 蔡依林

105840 金不換 高楓

159488 金多蝦 五月天

155605 金燕子 達明一派

144397 金玉奴 孫毓敏

134979 金盞花 鳳飛飛

158182 金石盟 群星

148726 金絲雀 許茹蕓

143540 金縷衣 潘迪華

145724 金達萊 譚晶

155707 金銀島 ENERGY

159808 金陵塔 佚名

104354 釘起來 費翔

147713 針線情 曾心梅,洪榮宏

153451 針葉樹 甄妮

107715 釣水蛙 黃西田

146570 釣金龜 王樹芳

118719 釣靈感 王力宏

175331 釣魚島 佚名

119980 釵頭鳳 薛之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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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755 銀太陽 拾叄樂團

173155 鋼鐵人 MISSTER

110828 錦城春 佚名

145084 錦衣衛 薩頂頂

133610 錫林河 德德瑪

129025 錯了路 朱孝天

120395 錯到底 許誌安

126454 錯在我 陳詩慧

171220 錯就錯 張靚穎

175580 錯的人 蕭亞軒

111603 錯過了 林誌炫

159490 錯錯錯 五月天

108608 錯錯錯 六哲,陳娟兒

176591 錯錯錯 陳娟兒

125426 鎖五龍 楊燕毅

152558 鎖麟囊 張火丁

139057 鎖麟囊 李世濟

200352 鏡子中[國] 佚名

124805 鐵了心 尹子維

102231 鐵哥們 陳小濤

135639 鐵心腸 高勝美

101341 鐵窗淚 遲誌強

116620 鑽與石 童安格

115347 長城謠 孫國慶

133881 長城謠 董文華

115494 長城謠 孫毅

133882 長城長 董文華

116516 長大後 田一龍

117235 長尾巴 陶大偉

128134 長恨歌 張振宇

191224 長恨歌[國] 鄭秀文

104280 長江水 費玉清

138324 長江源 劉一禎

133883 長江長 董文華

124730 長生殿 姚誌強,蔣文端

147225 長白頌 王霞

138487 長相依 劉莉莉

151286 長相依 卓依婷

158524 長相思 S.H.E

140452 長相憶 林心如

180393 長相憶[國] 李風持

145725 長街宴 譚晶

180655 長鏡頭[國] 那英

148448 長頭髮 張宇

127964 長頭髮 許哲佩

180321 長髮女[國] 張金鈺

118247 門開了 汪峰

151978 閃亮亮 張含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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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504 閃光燈 丁當

139801 開卷詩 李碧華

131220 開場白 蔡依林

159491 開天窗 五月天

148273 開始愛 蕭亞軒

115932 開始懂 盛噶仁波切

161957 開學了 佚名

129376 開會了 趙本山

161962 開火車 佚名

153185 開金扇 曾桂英

145529 開門紅 湯燦

106398 開門紅 火風

172959 闖碼頭 大哲

149250 關不住 伊能靜

120396 關掉愛 許誌安

128135 關於愛(動畫) 張振宇

173644 關東情 佚名

159338 關東煮 丸子

128482 關東風 佚名

400829 關雲長[國] 杜龍

133724 防火牆 戴愛玲

145126 防空洞 蘇慧倫,張震嶽

133670 防空洞 戴佩妮

200157
阿佳拉[愛琴

海][國] 嘉布洛絨

180952
阿修羅(替

換)[國] 尚雯婕

120673 阿姐啦 謝旦

153266 阿姐鼓 朱哲琴

171268 阿布雅 樹葉男孩

137245 阿惹牛 吉木喜兒

135025 阿桑桑 格桑梅朵

154602 阿美歌 北原山貓

152920 阿蘭娜 張露

120793 阿蘭娜 謝雷

156375 阿詩瑪 黑鴨子

153285 阿詩瑪 朱婧

126626 附心漢 周湯豪

158599 陌生人 SOLER

131300 陌生人 蔡健雅

131221 降落傘 蔡依林

200609 降落傘[國] 王箏

132890 限制級 陳潔儀

135707 陣陣跳 龔柯允

138272 除了你 LISA

182271 除了你[國] 韓寶儀

180728 除了你[國] 雲菲菲

125259 除夕夜 楊子榮

129643 陪你飛 鄭伊健

125805 陪襯品 言承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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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893 陸海空 經典老歌

106159 陽關調 河圖

143193 隔世情 彭羚

131302 障眼法 蔡健雅

143715 隨人行 邱蕓子

135827 隨便你 何方

108423 隨便跳 孔令奇

201044 隨想曲 黃耀明

138973 隨想曲 呂珊

165260 隨身聽 蟑螂合唱團

132569 隨身聽 陳慧琳

118306 隨風緣 溫兆倫

142260 隨風飄 龍飄飄

126458 隨風飛 黃乙玲

174149 隨風飛 暴林

156510 雁之歌 民歌

156894 雁南飛 張傑

133884 雁南飛 董文華

103153 雁南飛 刀郎,黃燦

102418 雁南飛 陳星

120647 雁棲湖 謝天笑

172992 雁歸來 郭燕

133905 雕花籠 董貞

176996 雙人旁 許嵩

116255 雙城記 蘇雋

161205 雙姝怨 佚名

116313 雙子座 TANK

126318 雙截棍 周傑倫

121052 雙推磨 錫劇

102419 雙星佛 陳星

145823 雙烈記 陶琪

100991 雙獅座 蒼茫

180449 雙生蓮[國] 佚名

102420 雙親佛 陳星

139764 雙飛燕 李瓊

128959 雙飛蝶 曾春年

161211 雙飛雁 蔡幸娟

102209 雙黃線 陳小春

143373 雞尾酒 潘秀瓊

200969 雞尾酒 黃仲崑

142981 離不開 那英

401088 離人淚[國] 謝華

131222 離人節 蔡依林

165087 離別歌 元氣

143513 離別賦 潘越雲

128793 離別酒 張鎬哲

163659 離故鄉 佚名

108478 離開了 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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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341 離開你 唐文龍

117568 離開我 方瑞娥

104408 離開我 曾航生

145815 離開我 陶晶瑩

148926 難分離 謝采雲

135641 難分離 高勝美

140733 難忘您 林憶蓮

102211 難朋友 陳小春

137429 難相處 江美琪

107137 難釋懷 黃品源

135770 雨停了 何嘉文

153540 雨和淚 章蓉舫

173381 雨好大 沈芯羽

148277 雨季中 蕭亞軒

131646 雨後花 蔡琴

155809 雨櫻花 F.I.R

131781 雨聲街 蔡詩蕓

400820 雨花石[國] 李玉剛,石頭

172778 雪中情 冷漠

134272 雪中蓮 鄧麗君

144539 雪中鏡 孫淑媚

149646 雪之戀 易秒英

119831 雪候鳥 熊天平

137206 雪在燒 黃鶯鶯

126460 雪在飛 周傳雄

175513 雪域情 阿福

115221 雪域魂 容中爾甲

148355 雪妹妹 佚名

104357 雪孩子 費翔

180522 雪寶寶[國] 佚名

126124 雪山人 卓瑪加

153040 雪山盟 劉秋儀

138619 雪山盟 張鳳鳳

136436 雪山盟 韓寶儀

104283 雪山盟 費玉清

130589 雪片片 阿茹娜

131932 雪精靈 陳妃平

111027 雪糕車 林一峰

156896 雪絨花 金花

138076 雪絨花 麥子傑

120185 雪花謠 許嵩

152601 雪花飄 張玉華

126022 雪花飄 陽一

117941 雪蓮花 吳煒

148927 雪裡紅 謝采雲

180286
雲中的

angel[國] 張傑

137051 雲來來 黃燦

172881 雲光緣 顧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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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748 雲南紅 瓊雪卓瑪

142982 雲南美 那英

171125 雲南美 吳春燕

109825 雲山贊 廖百威,蔣文端

143716 雲林人 邱蕓子

150861 雲水謠 雨兒

103551 雲遮月 東與政

117855 零時差 吳建豪

200388 零極限[國] 機動現場

117030 零磁場 譚詠麟

174222 零花錢 馬雨賢

132572 零距離 陳慧琳

165199 雷射光 乩童秩序

139403 雷陣雨 李心潔

108479 電燈泡 康康

149736 電視機 楊乃文

101712 需要愛 陳奕

126320 霍元甲 周傑倫

147436 霎眼嬌 衛蘭

125405 霧重慶 楊洪基

148928 露珠兒 謝采雲

137207 露珠兒 黃鶯鶯

136437 露珠兒 韓寶儀

152028 霸橋柳 張彌

173455 霸王淚 章小軍

100836 霹靂火 成龍

173189 靈自靈 蔡佳瑩

128570 青天在 張真

400767 青年者[國] 戎梵,熊思嘉

115816 青春曲 沈小岑

139222 青海人 李娜

166018 青海青 張明敏

126321 青花瓷 周傑倫

149140 青藏人 雪兒達瓦

156396 青蘋果 I.N.G

152746 青蘋果 張芯瑜

120187 靜夜思 許嵩

100025 靜夜詩 安宇

143374 靜悄悄 潘秀瓊

124925 靜靜的 庾澄慶

130468 非我意 愛戴

133672 非賣品 戴佩妮

131223 非賣品 蔡依林

154281 靠近你 BAD

145616 靠近我 田震

155458 靠過來 大嘴巴

140738 面對面 林憶蓮

135691 韓秀香 高瑞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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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98 音樂盒 彭羚

108291 音樂課 訐譙龍

131647 順應著 蔡琴

125364 風中情 楊洋,金彪

130549 風中的瑪尼堆 阿斯根

149126 風之彩 辛曉琪

139708 風之彩 李玟

105957 風之舞 何潤東,王宗堯

118564 風和霧 王傑

137760 風塵淚 江音

173939 風塵路 張蓉蓉

152639 風寶貝 張瑤

136077 風曉得 侯湘婷

140101 風流夢 呂珊

138975 風流夢 李香琴

139224 風滿樓 李娜

132147 風滿樓 陳思思

181856 風火輪[國] 拜爾

137208 風的心 黃鶯鶯

127196 風的淚 張克帆

141548 風笛手 梁靜茹

102421 風箏戀 陳星

134348 風箏祭 ECHO

130821 風聲緊 白玉玲

152585 風雨橋 張燕

107930 風雪夜 姜玉陽

115160 風雲決 任賢齊

105264 風雲義 郭富城

103718 風飛沙 迪克牛仔

128137 風飛花 張振宇

105810 飄流瓶 高林生

173020 飄零草 阿峻

149623 飄香夢 於櫻櫻

159173 飛翔鳥 唐朝樂隊

109369 飛行船 劉文正

147937 飛起來 徐懷鈺

146719 飲一杯 王美蓉

106217 飲一杯 洪文斌

132149 香江謠 陳思思

101562 香港地 陳冠希

117232 馬戲團 陶喆

128912 馬拉桑 張震嶽

154283 馬文才 BAD

139419 馬蘭謠 李思琳

126623 馬賽克 周渝民

170760 馬頭琴 草原兄妹

401152 駱駝草[國] 閻維文

175072 騙人的 曹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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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730 騙自己 許茹蕓

151925 騰沖謠 張也

180931 驚嘆號[國] 周傑倫

126004 骨肉情 閻維文

180924 髒兮兮[國] 卓文萱

133475 高三癥 丁文琪

115224 高原人 容中爾甲

130550 高原情 阿斯根

130551 高原紅 阿斯根

176797 高原藍 肖亮

170496 高原藍 烏蘭圖雅

154604 高山莊 北原山貓

158935 高山青 張德蘭

152079 高山青 雙燕姐妹

136439 高山青 韓寶儀

135647 高山青 高勝美

110380 高崗上 李誌奇

104286 高崗上 費玉清

400619 高跟鞋[國] 吉傑

140899 鬥牛場 林熙

117128 鬧情緒 邰正宵

141342 鬧情緒 梁詠琪

180822 鬧鬧 NOW[國] BY2

146176 魔咒歌 趙自強,文英

118852 魚水謠 佚名

151683 魚罐頭 周筆暢

131311 魚蛋歌 苦榮,蔡卓妍

154173 魯冰花 庾澄慶

147208 魯冰花 愛樂公社

124928 魯冰花 王雪晶

153459 魯冰花 甄妮

153207 魯冰花 曾淑勤

151315 魯冰花 卓依婷

138835 鳥入林 戲曲

109843 鳥和樹 李亞明

149557 鳥與樹 於臺煙

160998 鳳尾草 佚名

132964 鳳還巢 陳琪

147945 鳳還巢 徐瀟玲

145931 鳳陽歌 吳娜

150584 鴛鴦錦 葉歡

136334 鴻嘎魯 佚名

176666 鵬城戀 侯南宇

156277 鵲橋匯 花兒樂隊

117300 鷹之戀 騰格爾

155710 鷹在飛 ENERGY

140746 鷹與星 林憶蓮

157072 鹹豬手 六甲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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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289 鹽酸風 司馬鳳

125887 麗江行 閻維文

115488 麥克風 孫楠

126325 麥芽糖 周傑倫

180662 黃土魂[國] 郝冠英

134284 黃昏裡 鄧麗君

121340 黃昏雨 余潤澤

181850
黃梅戲[更

新][國] 慕容曉曉

156915 黃水謠 佚名

180664 黃河夢[國] 郭新龍

146688 黃河怨 王秀芬

125406 黃河頌 李雙江

110942 黃河頌 楊洪基

125755 黃河頌 袁晨野

129270 黃河願 張明敏

128281 黃河願 莊學忠

145419 黃玫瑰 堂娜

137052 黃玫瑰 黃燦

108533 黃皮膚 柯有倫

120894 黃種人 謝霆鋒

164848 黃絲帶 優客李林

111607 黃絲帶 林誌炫

126326 黃金甲 周傑倫

149652 黃鶴樓 晏菲

145729 黃鶴樓 譚晶

152314 黑吃黑 張惠妹

148051 黑名單 張少鵬

127998 黑名單 海月光,曉月

157653 黑咖啡 TAE

116289 黑咖啡 痞克四

141344 黑咖啡 梁詠琪

100022 黑土地 安東

107499 黑寡婦 黃立行

135026 黑小子 格桑梅朵

111160 黑武士 林俊傑

103998 黑洞裡 方大同

128104 黑白世 張誌林

159506 黑白講 五月天

130469 黑盒子 愛戴

191230 黑盒子[國] 鄭秀文

133673 黑眼圈 戴佩妮

154611 黑糖秀 黑澀會美眉,棒棒堂 F

181683 黑蘋果 周筆暢

152760 黑裙子 張蕓京

117302 黑駿馬 騰格爾

163193 點秋香 黃梅戲

154609 點絳唇 拜金小姐

132943 點絳唇 陳珊妮,李端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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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194 點蟲蟲 佚名

119948 點點點 蕭煌奇

157347 黯淡星 木瑪樂隊

138596 鼓囊囊 劉瑋

158212 鼠來寶 群星

145731 龍圖騰 譚晶

141674 龍在飛 羅婉琳

140751 龍捲風 周傑倫

126331 龍捲風 林憶蓮

147082 龍擡頭 王菲菲

157694 龍獅會 巧千金

103534 龍的家 東安尼瑪

156919 龍船調 孔瑩

178020 龍船調 魏金棟,夢鴿

144878 龍船調 宋祖英

四字部

152741 10:10 張芯瑜

157698 1234 強辯樂團

117050 1234 邰正宵

132966 1313 陳琳

115867 1314 沙寶亮

173150 1960 荒山亮

156024 1978 果味 VC

160098 1990 佚名

175670 1998 猴子飛行員

101014 1999
蔡國慶,景崗山,黃格

選

125160 2008 楊坤

157360 2375 棉花糖

170934 3650 TWINS

114933 5151 任賢齊

115708 7258 施文彬

138702 08 奧運 劉育青

104497 101 變 剛澤斌

100014 127 日 吳建豪,安七炫

180258 180 度[國] 孫燕姿

147971 21 世紀 徐若瑄

146669 24 小時 王秀琳

165371 2 人 3 角 2個女生

158813 2 月 14 深藍樂團

181554
3650[2011LIVE

][國] TWINS

145547 38 度 5 田震

159659
4 EVER WE

DANCE XDREAM

155230 4EVER 2GETHER POSTM3N

126074 5 月串燒 音創 DJ

170498 80 小調 九天

180609 80 的歌[國] 袁野

145368 88 煩惱 唐笑

108437 97 國旗 張又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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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08
ACT LIKE YOU

KNOW 陳冠希

160115
ALWAYS ON MY

MIND S.H.E

158350
ALWAYS ON MY

MIND 佚名

145297
AND MUSIC S

THERE 順子

115251
AND WANT YOU

KNOW SE7EN,胡彥斌

160116
AND WHEN SHE

DANCED 佚名

103279
ARE YOU WITH

ME 戴洛

101592 ATRAIN 到天堂 陳昇

152093 A 級娛樂 張惠妹

125337
BABY COME TO

ME 楊家成

139560 Baby 對不起 李玟

110381 BABY 我愛你 張秀卿,林垂立

158351
BEAUTY UP MY

LIFE S.H.E

117495
BETTER CITY

BETTER LIFE 伍思凱

119407 BOYS 何潔,魏晨

127169
BYE BYE MY

LOVE 張克帆

165238
CALL ME CALL

ME 蟑螂合唱團

145298
CAN T GET

ENOUGH 順子

146280 CAN U FEEL IT 溫嵐

171251
CAN YOU FEEL

IT 李愛

118316
CAN YOU FEEL

ME 無級生

101226
CAN YOU HEAR

ME 蔡旻佑

139461
CANDLE IN THE

WIND 李樂詩

110947 CARRIE 李韋

147514
CARRY OM TILL

TOMORROW 韋綺珊,群星

158724 CHA CHA 舞池 四大天王

154987
COME ON! COME

ON! DANCE FLOW

135256
CORNER OF THE

EARTH 關心妍

165460
CRYING IN THE

RAIN 5566

151852
CRYING IN THE

RAIN 左安安

160128 CS 之歌 佚名

147736 CS 美女 希婕

148516 DA LA DI LA 許景淳

155445 DA NOW 一場 大嘴巴

158759
DANCING IN

THE RAIN 水木年華

180155
DJ 貓咪寶貝(慢

搖版) 佚名

173972
DO YOU WANNA

DANCE 陳偉霆

156343
DON'T BREAK

MY HEART 動力火車

155308
DON'T BREAK

MY HEART 黑豹樂隊

182175

DONT STOP THE

MUSIC[2011LIV

E] 鄧紫棋

158994
DON'T THINK

I'M NOT T-RUSH

300288
DON'T YOU

WANT ME 黃耀明

143321
DREAMS WILL

COME TRUE 潘瑋儀

128293
EASY COME

EASY GO 張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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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642 ECHO ECHO

108877
EVERYONE IS

NO.1 劉德華

155654
EVERYTHING IN

MY HEART ENERGY

159794 E 網情深 心跳男孩

400786 FOVERE 21[國] 曾軼可

130593 GO GO GO GO 阿雅

140898 GO ON MY WAY 林熙

173305
GOOD TO BE

BAD GEM

200849

Good to be

Bad(11 演)(粵

語) 鄧紫棋

182179
GOOD TO BE

BAD[2011LIVE] 鄧紫棋

155656
GOT TO BE

REAL ENERGY

158954
GOTTA BE YOUR

MAN TENSION

131098
GREATEST LOVE

OF ALL 蔡依林

130594
HAPPY BOY

HAPPY GIRL 阿雅

181096 HAPPY 呷百二 白雲

155815
HEAR OF THE

NIGHT F4

129001
HEAT OF THE

NIGHT 朱孝天

119765
HELLO MR

SUPER BOY 快樂男生

156330 HELLO 愛情風 黑澀會美眉

154094 HELP AK

180572
Hold 不住的愛

[國] 佚名

128405 HURT 張棟樑

152908 I AM SO COOL 張雯婷

159324
I BELIEVE IN

LOVE WOW

135870
I BELIEVE IN

LOVE 何耀珊

135259
I BELIEVE IN

MUSIC 關心妍

155761 I CAN'T GO ON F.I.R

128002
I DON T

BELIEVE 張峰奇

137357
I FEEL SO

GOOD 江美琪

160172 I GOT A NAME 佚名

138703
I HAVE A

DREAM 劉育青

139570
I HAVE A

DREAM 李玟

114936 I JUST LET GO 任賢齊

181563
I JUST WANNA

PARTY YELAWOLF

102432
I KNOW YOU

KNOW 陳曉東

140139
I LOVE MY

CITY 林佳儀

152931
I LOVE THIS

CITY 張靚穎

130951
I LOVE YOU

DADDY 彩虹姐姐

137235 I LOVE YOU SO 吉娜

144263 I LOVE YOU SO SAYA

106447 I LOVE YOU SO 胡兵

173023
I M YOUR

DREAMGIRL DREAM GIRLS

138255 I MISS U SO LINDA

101511
I NEVER TOLD

YOU 陳冠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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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99
I SHOULD YOU

KNOW 蔡依林

152973
I STARTED A

JOKE 張韶涵

160180 I TURN TO YOU 佚名

134577
I WANNA BE

STRONG 方皓玟

156197
I WANNA

ROCK'N ROL 海洋樂團

125771 I WANT IT NOW 言承旭

102433 I WANT TO BE 陳曉東

133785 I WANT TO FLY 段麗陽

154174
I WILL BE

FAMOUS 愛樂團

145302
I WILL BE

FINE 順子

142658
I WILL BE

FINE 莫文蔚

141152 I WISH I WAS 梁詠琪

180578 I 服了 U[國] 蔡黃汝(豆花妹)

158356 I.O.I.O S.H.E

146670 I.T.情人 王秀琳

115660
IF YOU LOVE

ME 桃子

157770
I'LL BE WITH

YOU 群星

158955
I'LL BE WITH

YOU TENSION

157771
I'M STILL

LOVING YOU 群星

173172
I'M YOUR

DREAM GIRL DREAM GIRLS

108111 IQ 博士 佚名

158573
IS ANYBODY

OUT THERE SO WHAT

137482 IT S MY DREAM 江蕊

175645 IT'S MY TIME 林育群

135260
JADE MEETS

EAST MEDLEY 關心妍

147652 JR 幹線 小雪

101317
JUST A LITLE

BEE 財部有輝

300551
KOM OCH TA

MIG 佚名

118010 KOPI 巫啟賢

174021 K 歌之後 鄭融

106328 K 歌之王 洪卓立

101742 K 歌之王 陳奕迅

174210
LET ME SHOW

YOU 黃鍶騏

131786
LET S GO GO

GO 逗陣走 蔡閨

172754
LET THERE BE

MUSIC 群星

135655
LETS GO PARTY

NOW 高慧君

173885
LIFE IS SO

BORING 周子揚

159626 LI-KI LI-KI 恰恰舞曲

130617
LISTEN TO THE

MUSIC BABY

157364
LOOK INTO MY

EYES K ONE

154855
LOOKING FOR

YOUR LOVE CT GIRLS

154837
LOOKING FOR

YOUR LOVE 城市少女

137358
LOVE AT

SECOND SIGHT 江美琪

139574
LOVE COME SO

EASY 李玟

146780
LOVE HAS IT

ALL 王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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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35
LOVE INTO THE

SKY 阿政,黃倩宜

100229
LOVE INTO THE

SKY 阿正

173307
LOVE ME HATE

ME 鄧芷茵

140786
LOVE SONG FOR

YOU 林曉培

134630 LUV3 範文芳

128298
MAY I LOVE

YOU 張智成

146766
MAYBE SOME

OTHER TIME 王若琳

174226 MC 來了 MC HOTDOG

125764
MISS YOU

MIGHT DAY 袁耀發

160232
MR DEAR MY

FRIEND 佚名

140371 MR DJ 林寶

135739 Mr 慢半拍 何以奇

135872
MUSIC IS MY

LIFE 何耀珊

145135
MY DEAR MY

FRIEND 蘇慧倫

132968
MY LOVE SO

LONG 陳琳

144605
MY STORY YOUR

SONG 孫燕姿

143785
MY TODAY MY

TOMORROW RING

117835
NEVER LET YOU

GO 吳建豪

158358 NEVER MIND S.H.E

126142
NEW KID IN

TOWN 周俊偉

133451
NO ANSWER NO

REASON 丁小芹

153802 NO.15 趙之璧

159308 NOT BAD 不壞 VRF

172819
OH MY LADY

GAGA 老貓,賴偉鋒

158833 OH OH OH OH 蘇打綠

114939 OK 大舞會 任賢齊

158956
ONE LIFE ONE

LOVE TENSION

181114
ONE NIGHT IN

SHANGHAI 胡彥斌

181115
ONE NIGHT IN

SHANGHAI[國] 胡彥斌

118608
ONE OF THESE

DAYS 王力宏

107343
ONE WORLD ONE

DREAM 黃曉明

156320 OOXX 黑 GIRL

146283 OS 不一樣 溫嵐

160257
OUT OF THE

BLUE 佚名

135336
OVERTURE&萬物

生 關淑怡

160259 O 型的人 伍思凱

139578
PERFECT IN

EVERY WAY 李玟

159329 PERFECT 的完結 丸子

130386 PS 我愛你 ALAN

157042 R.O.C.K L.A BOYZ

138397 Rain 布萊梅 劉力揚

157700
ROCK 'N' ROLL

STAR 強辯樂團

181771
RUN TO THE

WORLD 帝國之子

181823
Sa Rang Hae

Yo[國] 佚名

119875 SAY A LIL 蕭敬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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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THING

116278
SAY I LOVE

YOU TAE

157472 SAY U LOVE ME 南拳媽媽

111810
SAY YES MY

GIRL 林漢揚

132340
SAY YOU LOVE

ME 陳慧琳

159747
SHE'S A WILD

THING 咻比嘟嘩

158958
SHE'S HAVING

MY BABY TENSION

107465
SHOW ME YOUR

DEMONS 黃立行

144607
SILENT ALL

THESE YEARS 孫燕姿

173656 SO FAR TO ME 黃宇曛

155237

STAGE3

NONSIOP

PARIY+NONSTOP DJ

301078
STAY THE RIDE

ALIVE GACKT

139583
STAY WITH ME

TONIGHT 李玟

181798
STOP THE

TIME[K 張敬軒

113145
SUGAR IN THE

MARMALADE 黎明

108505 SUGAR LADY 柯有倫

125429
TAIPEI IN

LOVE 楊立鈦

159164
TELL ME TELL

ME 同級生

178108
THAT THING

YOU DO A.SCHLESINGER

181262
THE BOY IS

MINE[國] 鄔禎琳

135262
THE GAME OF

LOVE 關心妍

159630 THE GIRL NEXT 恰恰舞曲

DOOR

148772
THE ONE AND

ONLY 謝安琪

143902
THE WAY WE

WERE 張菲

157784
THE WERE THE

DAYS 群星

152120
TIME TO SAY

GOOD 張惠妹

146770
TIMES OF YOUR

LIFE 王若琳

135657
TO LOVE YOU

MORE 高慧君

148158
U MAKE ME

WANNA 蕭亞軒

154635 VINCENT 的畫筆 芭比

176000
WANNA BE YOUR

LOVE FRESHM

170457
WANNA BE YOUR

LOVE 賈宗超

170385
WANNA BE YOUR

LOVE 丁祥威

182188

WANNE BE

STARTIN

SOMETHIN[2011

LIVE] 鄧紫棋

157791
WE ARE THE

WORLD 群星

156966 WE R K ONE K ONE

155136
WE WILL ROCK

YOU(REMIX) DJ

118568
WELCOME TO MY

HEART 王傳一

108507
WELCOME TO MY

WORLD 柯有倫

157477 WHAT CAN I DO 南拳媽媽

148466 WHAT DO I DO 許慧欣

137303
WHEN I GROW

UP 江映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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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58

Where Did U

Go(11 演)(粵

語) 鄧紫棋

117608
WHERE DID YOU

GO 吳克群

182189
WHERE DID YOU

GO[2011LIVE] 鄧紫棋

181277
WHERE DID YOU

GO[國] 鄧紫棋

200617
Where Is The

Love[國] 瑪利亞,K.O.K.

152482
WILL YOU

MARRY ME 張清芳

160070 Y I Y O Y.I.Y.O

160326 YCZY 佚名

158375
YES I LOVE

YOU S.H.E

145073 YES 周傑倫 佚名

105409 YI YA YI YE 關喆

400570
YOU ARE MY

BABY[國] 倪安東

135874
YOU ARE MY

STAR 何耀珊

160335
YOU ARE MY

SUNSHINE 佚名

160336
YOU ARE NOT

ALONE 佚名

142665
YOU ARE SO

BEAUTIFUL 莫文蔚

143023
YOU ARE THE

ONE 彭佳慧

106448
YOU ARE WITH

ME 胡兵

160337
YOU CAN`T

STOP ME 佚名

152125
YOU MAKE ME

FREE 張惠妹

148162
YOU MAKE ME

WANNA 蕭亞軒

126854
YOU RAISE ME

UP 左溢,天天兄弟

200859

You Raise Me

Up(11 演)(英

語) 鄧紫棋

182190
YOU RAISE ME

UP[2011LIVE] 鄧紫棋

128448
YOUR HEART MY

HEART 張棟樑

175382 一世情愁 易帆

116552 一世情緣 童安格

107936 一世情緣 姜育恒

133620 一九九九 戴佩妮

108073 一九九九 景崗山

159677 一了百了 信樂團

151965 一人一夢 張含韻

108176 一人樂隊 紀佳松

138838 一人跳舞 劉虹樺

150569 一代佳人 葉歡

155949 一代天驕 鳳凰傳奇

137940 一代女皇 金佩姍

103368 一件錯事 杜德偉

173099 一份牽掛 阿福

160365 一休之歌 佚名

129837 一個人哭 鄭源

142666 一個人睡 莫文蔚

119411 一個人睡 魏晨

108887 一個人睡 劉德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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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11 一個人走 光良,衛蘭

171306 一個人走 王娜

118789 一個人走 王子鳴

105962 一個人走 何潤東

104492 一個人走 衛蘭,光良

130613 一個人過 阿麗瑪

147654 一個夏季 小雪

160359 一個女孩 佚名

173621 一個女孩 龐曉宇

190002 一個女孩[國] 南風

119083 一個童話 王真顏

160363 一個錯誤 佚名

119114 一刀兩斷 王羽澤

173187 一刀兩斷 荒山亮

132349 一刀兩斷 陳慧琳

200160 一刀兩斷[國] 大哲

125118 一切從頭 楊克強

101304 一切為你 蔡葵

181645 一切為你[國] 劉愉愉

200186 一刻感應 官恩娜

106590 一刻永遠 胡歌

119922 一半一半 蕭煌奇

180196 一半一半[國] 吳克群

116628 一半天堂 波拉

100584 一半天堂 覃飛宇

159013 一半女生 TWINS

160375 一卡手指 佚名

106223 一卡皮箱 洪榮宏

136465 一去不回 韓紅

142667 一口一口 莫文蔚

138399 一句一傷 劉力揚

134633 一圈一圈 範文芳

104297 一場大雨 費翔

126828 一場美夢 周鵬

147407 一場誤會 衛蘭

104152 一場遊戲 費玉清

100724 一塊紅布 崔健

108891 一壺鄉愁 劉德華

160385 一夜之間 佚名

149060 一夜之間 辛曉琪

117904 一夜之間 吳滌清

134345 一夜塵埃 ECHO

136466 一夜好夢 韓紅

106926 一夜情弦 黃凱芹

115953 一夜情歌 石衛

141415 一夜長大 梁靜茹

153221 一夢千年 曾靜

159165 一天一天 同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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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435 一天一天 許誌安

120284 一天一天 鄭中基

147781 一天一點 徐婕兒

107938 一如往昔 姜育恒

125006 一如既往 易傑齊

119835 一如既往 熊汝霖

125017 一如既往 易桀齊

138932 一字一淚 呂珊

126893 一定可以 張信哲

103524 一定會贏 東學

110477 一封家書 李春波

133981 一封情書 鄧麗君

103809 一對螞蚱 恩煬

131056 一年以後 佚名

138299 一年四季 劉一禎

160394 一年級 佚名

157118 一座橋樑 零點樂隊

141165 一廂情願 李建科

110360 一廂情願 格裡傑夫

104838 一廂情願 梁詠琪

172957 一廂情願 大哲

154323 一廂情願 BEYOND

150006 一廂情願 楊林

145387 一廂情願 堂娜

109884 一廂情願 佚名

148611 一廉幽夢 許茹蕓

164964 一往情深 劉依純

153145 一往情深 曾慶瑜

138043 一往情深 金素梅

119648 一往情深 小蟲

108893 一心一意 劉德華

155866 一念之差 FIRE

133622 一念之間 戴佩妮

157417 一意孤行 麥田守望者

145662 一愛到底 譚晶

181034
一抹夕陽(原

伴)[國] 殷秀梅

173979 一拍兩散 洪卓立

401073 一拍兩散[國] 許佳慧

108440 一拜天地 康康

156515 一排二排 經典老歌

156605 一排二班 佚名

160397 一時湖塗 佚名

142637 一朵小花 美黛

200488 一朵小花 楊燕

109431 一朵鮮花 劉歡

173110 一杯咖啡 江誌豐

145664 一杯美酒 王洛賓

119035 一杯美酒 譚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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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404 一枝玉釵 戲曲

160406 一根扁擔 佚名

170808 一條小河 金波

146572 一條索仔 王玲

165277 一棒成名 佚名

160405 一樣愛你 佚名

156448 一樣的天 夾子道

142880 一樣的心 那英

149423 一步一步 佚名

158962 一步一步 TENSION

120430 一步一生 許誌安

144405 一步一錯 孫淑媚

157805 一步到位 群星

116681 一步到位 譚詠麟,群星

112621 一滴朝露 羅時豐

101755 一滴眼淚 佚名

101755 一滴眼淚 佚名

152132 一無所有 張惠妹

125119 一無所有 楊克強

138990 一片新綠 呂薇

140905 一片流雲 林玉英

133983 一片落葉 鄧麗君

140906 一生一世 林玉英

115869 一生一世 沙寶亮

174061 一生一世 胡東清

137315 一生一次 江淑娜

108895 一生一次 劉德華

110684 一生何求 佚名

109995 一生何求 李克勤

150104 一生執著 楊鈞鈞

132742 一生守候 陳淑樺

176087 一生愛你 洪子晴

158760 一生有你 水木年華

181618 一生朋友[國] 佚名

401206 一生無悔[國] 高安,杭嬌

171245 一生痛苦 李誌剛

145644 一生癡戀 談芳兵

147242 一生癡戀 王馨平

139096 一生的愛 龍千玉

149362 一生的罪 姚思思

105760 一生相伴 佚名

143813 一生相隨 任靜,付笛聲

108697 一生相隨 劉和剛

171246 一生等候 李誌剛

115392 一生約定 孫楠

138620 一直如此 劉純如

181979 一直幸福[國] 王心淩

176871 一直相愛 許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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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821 一直等你 吳峙軒

121320 一直等待 余文樂

131310 一直都在 蔡卓妍,林峰

119873 一眼瞬間 張惠妹,蕭敬騰

158376 一眼萬年 S.H.E

102600 一知秋葉 陳楚生

117318 一石二鳥 伍佰,CHINA BLUE

175581 一票難求 小愛

151330 一秒也好 卓文萱

146781 一秒感動 王菀之

145051 一秒感動 薛家燕,石佑珊

146771 一種念頭 王若琳

142881 一種感覺 那英

126023 一種感覺 陽帆

118615 一種溫柔 王力宏

142882 一笑而過 那英

129104 一筆勾銷 易欣

125031 一筆勾銷 臧天朔

141347 一等再等 梁雁翎

139769 一簾幽夢 李碧華

133984 一簾幽夢 鄧麗君

150899 一簾幽夢 卓依婷

145348 一簾幽夢 同恩

135518 一簾幽夢 高勝美

108774 一簾幽夢 劉家昌

107939 一簾幽夢 姜育恒

154637 一粒電火 芭比

154101 一絲不茍 A-ONE

137937 一線生機 金佩姍

131771 一臉清秀 蔡詩蕓

104837 一臺好戲 格裡傑夫

181117 一萬光年[國] 胡彥斌

160381 一葉歸帆 佚名

152351 一見鍾情 劉美娟

141736 一見鍾情 張柏芝

111195 一見鍾情 藍心湄

180511 一見鍾情[國] 甜美真

400571 一覺醒來[國] 倪安東

159632 一言難盡 快四舞曲

127857 一言難盡 張宇

103647 一言難盡 迪克牛仔

136468 一走了之 韓紅

128846 一走了之 張震

155861 一起快樂 FANTASY

182261 一起搖擺[國] 佚名

130446 一起流淚 愛戴

144620 一起走到 孫燕姿

172836 一起跳吧 王藝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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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76 一路向北 周傑倫

103898 一路好走 房祖名

108257 一路平安 解曉東

120680 一路等候 謝東

105999 一路走過 何炅

181148 一路陽光[國] 藍琪兒

115997 一路順風 舒高,蘇有朋

115994 一路順風 蘇有朋,舒高

132095 一輪紅日 陳思思

125495 一追再追 永邦

144755 一遍一遍 宋新妮

171343 一部天涯 蘇夏

172913 一醉方休 風蕭蕭

173163 一針一線 邱蕓子

155888 一錯再錯 凡人

144406 一錯再錯 孫淑媚

110460 一錯再錯 李明翰

172772
一錯再錯

(REMIX) DJ

160377 一隻小鹿 佚名

160379 一隻白鴿 佚名

121054 一隻蛐蛐 雪村

181741 一隻蝴蝶[國] 安東陽

180761 一面湖水[國] 齊秦

160428 一領被單 佚名

150900 一顆情淚 卓依婷

134896 一顆紅豆 鳳飛飛

159351 一顆蘋果 五月天

115634 一顆蘋果 宋念宇

119518 一顆蘋果 小宇

160430 一首小詩 佚名

100255 一首情歌 阿杜

160431 一首情詩 佚名

147941 一首老歌 佚名

141728 一體兩面 藍又時

115230 丁香姑娘 佚名

131116 七上八下 蔡依林

130837 七個月亮 白雪

156032 七子之歌 佚名

182236 七子之歌[國] 陳思思,黃偉麟

103916 七年六愛 方力申,鄧麗欣

108245 七彩光芒 蔣榮宗

108300 七彩生活 段麗陽,賈雲哲

146677 七律二首 王秀芬

160437 七律長征 譚明

156033 七律長征 革命歌曲

107828 七月初七 黑龍

160438 七月涼山 佚名

128481 七月瓜香 張波,王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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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07 七月的雨 李木帥

130824 七根火柴 白致瑤

107916 七滴眼淚 姜玉陽

160439 七色之光 佚名

120127 七號公園 許嵩

143113 三人世界 彭羚

180532 三人關係[國] 範瀟勻

400550
三個傻瓜

[消][國] 五月天

147608 三個和尚 小天使

147149 三個和尚 李思琳

139411 三個和尚 王雪晶

135036 三個和尚 甘萍

155773 三個心願 F.I.R

140188 三個心願 林凡

141096 三個願望 梁文音

129788 三十三塊 鄭智化

141419 三吋日光 梁靜茹

104600 三國無雙 古巨基

146544 三堂會審 佚名

152133 三天三夜 張惠妹

127501 三天兩夜 張學友

136553 三娘教子 韓麗霞

181699 三寸天堂[國] 嚴藝丹

200184 三年三天[國] 佚名

126178 三年二班 周傑倫

141737 三心二意 藍心湄

100373 三更半暝 阿牛

140541 三更夜半 林憶蓮

157810 三月小雨 群星

107035 三月小雨 黃品源

107695 三步珠淚 黃西田

120122 三潭印月 許嵩,阿布

171379 三烈士贊 郁可唯

133020 三生三世 陳瑞

142301 三生三世 孟庭葦

116431 三羊開泰 屠洪綱

144996 三角關係 沈芳如

115393 三言兩語 孫楠

159828 三起三落 戲曲

181341 三輪老爹[國] 韓梓軒,郝紅巖

134897 三部情曲 鳳飛飛

172155 三部情曲 費玉清

160454 三隻小貓 佚名

155718 三項鐵人 EO2

171081 上善若水 何晟銘

153172 上山採茶 曾桂英

139804 上山採茶 李秋霞

103602 上帝保佑 竇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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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26 上愛的人 洪榮宏

181948 上海之戀 佚名

126894 上海姑娘 張信哲

103311 上海往事 戴軍

400838 上海歌姬[國] 林寶

182045
上空河馬

[國][原版] 自由發揮

141738 上緊發條 藍心湄

152134 下一個人 張惠妹

173146 下一個我 炎亞綸

141420 下一秒鐘 梁靜茹

151331 下個幸福 卓文萱

171056 下個街頭 於逸飛

120912 下手太重 謝霆鋒

108903 下次不敢 劉德華

182099 下次再玩[國] 蘇醒

128300 下次再見 古巨基

164852 下流社會 元衛覺醒

108904 下班以後 劉德華

120636 下落不明 達明一派

128916 下載寂寞 張騰

126896 下雪邊界 張信哲

148616 不一樣了 許茹蕓

152135 不二法門 張惠妹

119609 不亦樂乎 小瀋陽

141139 不假不真 佚名

140141 不傷感情 林佳儀

126343 不再傷痛 周傳雄

146859 不再兒嬉 王菲

119001 不再回頭 王梓旭

104809 不再回頭 廣智

125528 不再回首 遊國維

145854 不再在乎 伍詠薇

126344 不再奢望 周傳雄

109344 不再孤寂 劉文正

100034 不再怕黑 安誌傑

145776 不再想念 陶晶瑩

145314 不再想念 順子

170803 不再挽留 郭歡

119381 不再擁有 聞君

127503 不再是夢 張學友

107237 不再猶豫 黃家強,太極樂隊

180540 不再留戀[國] 羅誌強

134346 不再糾纏 ECHO

141692 不再纏綿 羅映庭

152747 不再聯絡 張蕓京

128773 不再遺憾 張鎬哲

129089 不再重要 紫龍

137088 不勝依依 黃聖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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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913 不可一世 謝霆鋒

103370 不可吩咐 杜德偉

138059 不可思議 金花

124861 不可收拾 庾澄慶

146284 不吵不鬧 溫嵐

157510 不告而別 南方二重唱

135519 不告而別 高勝美

181567 不哭我們[國] 佚名

152139 不在乎他 張惠妹

129090 不在重要 紫龍

126180 不堪回首 周傑倫

165477 不夠勇敢 5566

154528 不夠成熟 BY2

174141 不夠溫柔 王雯

191041 不夠絕對[國] 鄭秀文

109608 不如不愛 吳雨霏

144622 不如不要 孫燕姿

200283 不如使力[國] 康康

124997 不如去嗨 易丹

142198 不如歸去 李茂山

120731 不如歸去 謝雷

110759 不如歸去 龍飄飄

136359 不如歸去 韓寶儀

117610 不屑紀念 吳克群

158227 不必守候 輕鬆玩樂團

102052 不必抱歉 陳宇凡

110478 不必挽留 李春波

148169 不必發言 蕭亞軒

129291 不必等我 趙傳

400543 不忍放手[國] 丁汀

137072 不怕不怕 黃美詩

135156 不怕不怕 郭美美

141740 不怕付出 藍心湄

145389 不怕寂寞 堂娜

154576 不急不急 北原山貓

103231 不悔情歌 大哲

135817 不情不願 何方

175661
不想 SAY

GOODBYE CIRCUS

200152 不想分手[國] 佚名

143920 不想回家 容祖兒

170250 不想太累 曉雨

118164 不想寂寞 佚名

152976 不想懂得 張韶涵

181053 不想放手[國] 涓子

116291 不想放棄 TANK

159242 不想長大 童聲合唱團

145652 不想長大 談莉娜

160517 不愛也罷 黃小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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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592 不愛你了 李玟

103558 不愛你走 段千尋

170915 不愛別的 蔡日軒

136319 不愛拉倒 胡靈

147745 不愛最大 弦子

120916 不愛跳舞 謝霆鋒

110005 不懂溫柔 李克勤

140172 不成比例 林冠吟

400869 不敢愛你[國] 楊坤

107467 不斷跳舞 黃立行

159748 不是不想 咻比嘟嘩

106502 不是不想 胡彥斌

160512 不是偶然 佚名

110706 不是對手 李聖傑

180820 不是故意[國] BY2

172128 不是明星 余文樂

120436 不是過客 許誌安

106503 不曾後悔 胡彥斌

200614
不曾放棄[少城

時代][國] 王錚亮

180389 不曾離開[國] 佚名

171291 不會分手 潘寶新

104423 不會分離 光良

137360 不會太久 江美琪

176816 不棄不離 丁於

125646 不棄不離 羽泉

114950 不止傷心 任賢齊

155924 不死之謎 飛輪海

160516 不清不楚 佚名

117502 不準寂寞 伍思凱

116791 不滅的愛 譚詠麟

111617 不熄的燈 林誌穎

138984 不甘寂寞 呂莘

127859 不甘寂寞 張宇

118328 不甘寂寞 王中平

182145 不甘放手[閩] 辦桌二人組

128449 不甘示弱 張棟樑

191233 不用人陪[國] 劉德華

108556 不用奇怪 亂彈阿翔

108508 不用擔心 柯有倫

147976 不由自主 徐若瑄

153879 不由自主 趙薇

126899 不由自主 張信哲

401115 不留紀念[國] 週覓

141712 不痛多好 羅美玲

400336 不痛的傷[國] 龍嘯

139520 不知不覺 林保怡

148618 不知不覺 許茹蕓

106446 不知不覺 胡兵,蔣曦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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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793 不知好歹 林曉培

164837 不知所措 優客李林

111530 不知所措 林誌炫

143613 不算太壞 瞿穎

128808 不管不管 張雨生

118620 不管怎樣 王力宏

155610 不經意間 達達樂隊

103232 不老情歌 大哲

109373 不老的愛 劉斌

137023 不考慮了 黃湘怡

115543 不能呼吸 孫耀威

160521 不能流淚 佚名

154083 不能言語 鄭怡

133989 不著痕跡 鄧麗君

136898 不虛此行 黃思婷

173569 不要不要 楊雯茜

181656
不要不要(消

伴)[國] 卓文萱

154577 不要亂摳 北原山貓

152140 不要亂說 張惠妹

118873 不要再說 王建傑

129151 不要分離 莊學忠

116555 不要分離 童安格

126196 不要匆忙 驊梓

150008 不要告別 楊林

152141 不要告別 張惠妹

149716 不要告別 楊乃文

125168 不要告別 楊坤

401207
不要告別

[消][國] 高旗

121029 不要問我 辛隆

142304 不要太多 孟庭葦

118622 不要害怕 王力宏

107048 不要害怕 黃品源

148171 不要後悔 蕭亞軒

155315 不要怪我 動力火車

128578 不要恨我 張祥洪

170968 不要愛我 薛凱琪

142669 不要愛我 莫文蔚

147243 不要慰問 王馨平

158385 不要放棄 S.H.E

157811 不要流淚 群星

150348 不要為難 遊艾迪

115870 不要癡迷 沙寶亮

101772 不要說話 陳奕迅

107644 不要變老 黃舒駿

114954 不要輕易 任賢齊

141350 不要道歉 梁雁翎

181006 不要重播[粵] 林一峰

118623 不要開燈 王力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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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09 不要離去 林翠萍

119309 不要離開 翁瑞迪

100500 不要離開 BEN

160535 不要騙我 佚名

129885 不要騙我 鄭知明

152142 不要騙我 張惠妹

138161 不見不散 柯以敏

116793 不見不散 譚詠麟

115394 不見不散 孫楠

170081 不見長安 河圖

157479 不該結束 南拳媽媽

401120 不說再見[國] 郭採潔

181607 不說放棄[國] 佚名

401223
不講道理

[消][國] 黃小琥

145226 不變的心 蘇芮

150593 不變的愛 葉玉卿

153473 不讓你走 甄真

100260 不讓你走 阿杜

111352 不轉木馬 林宇中

137361 不速之客 江美琪

160538 不醉不歸 易丹

102302 不醉不歸 陳振雲

117705 不願分離 吳奇隆

160508 不願放棄 佚名

118398 不願沉默 王傑

132362 不願為你 陳慧琳

160510 不願長醉 姜育恒

152143 不顧一切 張惠妹

118101 不顧一切 巫奇

111618 不顧一切 林誌穎

102085 不騙你 陳小春

102601 且聽風吟 陳楚生

135093 世事多變 佚名

200923 世事如棋 陳浩德

152484 世事無常 張清芳

200597 世外不丹[國] 王濱

158722 世外桃源 四千金

136193 世外桃源 紅霞

154464 世界之大 群星

144625 世界和平 孫燕姿

143925 世界小姐 容祖兒

180551 世界屋脊[國] 胡東清

145550 世界很小 田震

140552 世界快樂 林憶蓮

173487 世界有你 依稀

159749 世界末日 信樂團

159681 世界末日 羽泉

135659 世界末日 高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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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84 世界末日 周傑倫

400726 世界末日[國] 張廮

165330 世界盡頭 1976

108809 世紀宣言 劉尊

143239 世紀春雨 彭麗媛

142864 世紀清晨 那英,孫楠

115381 世紀清晨 孫楠,那英

173130 世說心語 佚名

101576 世間情歌 陳昇,劉若英

116392 世間男人 屠洪綱

128775 世間纏綿 張鎬哲

133917 丟失隨想 達與璐

119705 中國之最 徐子崴

116393 中國功夫 屠洪綱

136089 中國吉祥 哈輝

160590 中國國歌 佚名

132096 中國女孩 陳思思

131362 中國娃娃 蔡幸娟

200363 中國媽媽[國] 佚名

120655 中國小子 佚名

145665 中國往事 譚晶

173777 中國意象 謝佳佳

137336 中國新娘 江玲

165351 中國樣式 2KON

133244 中國版圖 陳紅

125885 中國的年 閻維文

170161 中國看見 譚晶,成龍

180922
中國移動(原

伴)[國] 冷漠

124831 中國脾氣 尹相傑

119020 中國英雄 王櫓窗

103839 中國誌氣 付笛聲

154574 中國軍魂 北京男聲合唱團

125886 中國速度 閻維文

157818 中國骨氣 群星

156393 中場時間 I.N.G

158761 中學時代 水木年華

109858 中學時代 李健

148329 中毒玫瑰 蕭薔

129790 中產階級 鄭智化

104498 中等美女 剛澤斌

143382 中等美女 潘美辰

160581 中華之愛 佚名

156526 中華情韻 經典老歌

145276 中華情韻 佚名

174062 中華武術 胡東清

157822 中華民族 劉家昌

108775 中華民族 群星

128258 中華民族 張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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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368 中華民族 楊洪基

156613 中華民謠 經典老歌

150908 中華民謠 卓依婷

120681 中華民謠 謝東

115505 中華民謠 孫浩

102358 中華雄關 陳星

102042 中途轉機 陳威全

139303 中邪中毒 李安琪

144626 中間地帶 孫燕姿

150909 串串珠兒 卓依婷

173759 丹書鐵契 陳楚生

130838 久別的人 白雪

126024 久別重逢 陽帆

147596 乖乖就範 夏雪飛

118371 乘虛而入 佚名

116115 乘虛而入 蘇永康

105725 乘風破浪 高山林

116433 乘風而來 屠洪綱

116395 乘風而來 廖芊芊

119851 九九情歌 肖天,楊陽

143244 九九歸一 彭麗媛

160645 九個老頭 佚名

115177 九寨之子 容中爾甲

115178 九寨之戀 容中爾甲

115179 九寨情緣 容中爾甲

115180 九寨故鄉 容中爾甲

129068 九寨紅葉 澤郎多傑

157616 九局下半 MC HOTDOG

135492 九月十九 顧莉雅

131052 九月的天 沉丹

125035 九等天使 易欣

105853 九門提督 高登

117056 九霄雲外 邰正宵

119992 也是情歌 西域刀郎

152144 也許明天 張惠妹

126348 也許是愛 周傳雄

145552 乾杯朋友 田震

147949 亂世傳說 徐熙媛

102088 亂世巨星 陳小春

159354 亂世浮生 五月天

173174 亂世英雄 周厚光

116434 亂世英雄 屠洪綱

152357 亂了感覺 張柏芝

180710 亂了星座[國] 陳曉東

126186 亂舞春秋 周傑倫

111903 事事如願 柳博,牛欣欣

151717 事到如今 周蕙

103498 事與願違 東來東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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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99 二堂放子 胡國美

129439 二月三日 鄭中基

156689 二月裡來 劉玉婉,魏金棟

110323 二月裡來 李光義

109897 二月裡來 佚名

131060 二泉映月 程燕

108230 互表身世 吳亞玲,蔣建國

154045 五個世紀 鄭希怡

143245 五哥放牛 彭麗媛

158388 五天四夜 S.H.E

175674 五天幾年 林凡

138431 五星紅旗 劉媛媛

160670 五月的花 佚名

134898 五月的花 鳳飛飛

153390 五月的花 甄妮

143323 五月的風 潘秀瓊

143246 五月的風 彭麗媛

133813 五月的風 董文華

160671 五月鮮花 佚名

144765 五福臨門 宋祖英

160668 五隻鴨子 佚名

175643 井字遊戲 井柏然

173872 亞洲之路 宋雪萊

159993 亞洲加油 新七小福

116372 亞洲明天 唐龍

106450 亞當夏娃 胡兵

165216 亡命之徒 縱貫線

160678 交城的山 佚名

156931 交換日記 錦繡二重唱

120439 交換溫柔 許誌安

116270 享受孤獨 邵兵

159027 享受自己 TWINS

160681 京都情曲 佚名

151370 亮亮日記 周亮

160691 人人至上 佚名

102349 人在喀什 陳星,周虹雨

144325 人在紅塵 孫悅

127513 人在雨中 張學友

149768 人情世故 楊千樺

153503 人民公僕 張也

151862 人民公僕 祖海

110690 人民公園 李紹繼

160694 人民戰爭 佚名

171297 人民軍隊 王亞平

107271 人海茫茫 黃征

125438 人潮人海 楊臣剛

142566 人生一世 毛阿敏

139168 人生之旅 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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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439 人生人海 楊臣剛

150572 人生如夢 葉歡

118016 人生如夢 巫啟賢

139735 人生有緣 佚名

159355 人生海海 五月天

109438 人生無悔 劉歡

157075 人生證明 洛客班

160702 人生路上 佚名

142201 人生車站 龍飄飄

108919 人生長路 劉德華

160704 人生韻律 佚名

119860 人賤人愛 肖飛

104993 人間天堂 郭富城

151864 人間天堂 張也

176772 人間家園 艾米麗,王嘉寶

110528 人間情多 李殊

119268 人間煙火 王錚亮

148013 人間遊戲 徐華鳳

152008 人面桃花 張娟

133996 人面桃花 鄧麗君

109553 人面桃花 劉海波

147731 人魚天堂 希亞

400140 人魚歌姬[國] 孫敬媛

144887 什麼？什麼！ 尚雯婕

127517 什麼世界 張學友

155673 什麼態度 ENERGY

125120 什麼時侯 楊克強

138734 什麼時候 劉若英

107943 什麼時候 姜育恒

130407 什麼東東 安又琪

117611 什麼東西 吳克群

115181 仁真旺姆 容中爾甲

173026 今世有緣 雲菲菲

170090 今世有緣 陳惠英

116475 今兒是年 湯俊,劉歡冰

156037 今又龍年 革命歌曲

142202 今夕何夕 龍飄飄

101056 今夜月圓 蔡大生,王馥荔

157829 今夜月明 張也,湯燦

151858 今夜月明 群星

157830 今夜無眠 群星

151377 今夜無眠 周冰倩

160722 今夜無風 佚名

106781 今夜無風 韓磊

125366 今夜難眠 楊洪基,林萍

152623 今天以後 張瑤

149718 今天清晨 楊乃文

142821 今天的你 麥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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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558 今天的我 童安格

144326 今天真好 孫悅

110536 今天開始 李治廷

400646
今天開始

[消][國] 喬任梁

153506 今宵久久 祖海

102900 今山古道 陳雲山

172779 今年花開 劉婕

110845 今生今世 龍千玉,翁立友

176766 今生今世 張傑

102093 今生今世 陳小春

139350 今生奇遇 李玲玉,蔡國慶

164883 今生所求 因果兄弟

119097 今生最愛 佚名

117700 今生有約 吳奇隆,王韻嬋

109786 今生有約 庹宗華

107194 今生無悔 黃大軍

142204 今生無緣 韓寶儀

136362 今生無緣 龍飄飄

125036 今生無緣 易欣

200938 今生的伴 陳隨意,謝宜君

155951 今生的緣 鳳凰傳奇

144766 今生的緣 宋祖英

181068 今生相愛[國] 澤爾丹,紮西措

400966 今生祈求[國] 甜美真

401244 今生註定[國] 高明駿,王馨平

126907 他不愛我 張信哲

142670 他不愛我 莫文蔚

103654 他不愛我 迪克牛仔

401135 他不愛我[國] 金莎

200883 他不是你 鐘舒漫

157831 他不是我 群星

400511 他們覺得[國] MC HOTDOG

127520 他在那裡 張學友

158393 他就是他 S.H.E

145972 他愛的人 吳淑敏

133701 他是跳蚤 戴愛玲

108618 他的玫瑰 冷漠

119923 他的風箏 蕭煌奇

176776 他鄉的路 陳瑞

181083 仙劍神曲[國] 王舒

150056 仙林青梅 楊竹青

132611 仙樂飄飄 陳明

175384 仙鶴飛飛 袁哲

130388 以前以後 ALAN

144267 以我為主 SAYA

155494 以戰止戰 東城衛

126187 以父之名 周傑倫

175698 以身試愛 關心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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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03 以防萬一 費翔

146288 仰望天空 溫嵐

127121 仰望星空 張傑

180250 仰望雪域[國] 孟文豪

159153 任我遨遊 顏行書

159152 任我遨遊 風火海

126095 任我遨遊 颱風

130487 伊人乖乖 艾敬

133999 伊人何處 鄧麗君

142611 伊人紅妝 佚名

126188 伊斯坦堡 周傑倫

160759 伊比呀呀 佚名

118624 伯牙絕弦 王力宏

145760 伴阮一生 邰楓

173712 似曾相戀 劉德華

117175 似曾相識 陶喆

181004 似曾相識[國] 李克勤

138735 似水年華 劉若英

160087 似水流年 伊妹兒

400795
似水流年

[消][國] 李健

107946 但願長醉 姜育恒

148543 低聲下氣 許秋怡

131007 住在春天 曹方

118791 住在秋天 王子鳴

143119 住在隔壁 彭羚

143935 住家男人 容祖兒

154104 佔領年輕 ASOS

147950 佔領年青 徐熙媛

109337 何去何從 紫齡

135908 何家淑女 何超儀

107645 何德何能 黃舒駿

140143 何必可惜 林佳儀

118019 何必孤獨 巫啟賢

100803 何必煩惱 成龍

150645 何必當真 葉璦菱

173032 何必癡情 大哲

131366 何必相逢 蔡幸娟

110479 何日相見 李春波

139332 何時夢醒 周華健,李度

139330 何時夢醒 李度

128979 作客他鄉 曾輝彬

132372 你不一樣 陳慧琳

157481 你不像她 南拳媽媽

137363 你不公平 江美琪

110272 你不快樂 李威

101677 你不愛我 陳國華

119512 你不懂愛 小劉歡

119747 你不懂我 徐譽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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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89 你不應該 郭峰

180652 你不是說[國] 那英

127862 你不會懂 張宇

150189 你不知道 楊韻禾

143326 你不要走 潘秀瓊

148177 你來你走 蕭亞軒

151650 你們的愛 周筆暢

200604 你們的愛[國] 王箏

130638 你儂我儂 包娜娜

143383 你冷不冷 潘美辰

108855 你別傻了 劉德華,周俊偉

135186 你在不在 郭采潔

104499 你在他鄉 剛澤斌

181970 你在哪裡[國] 潘廣益

115182 你在天邊 容中爾甲

114956 你在說謊 任賢齊

132374 你太冷靜 陳慧琳

158398 你太誠實 S.H.E

152149 你好不好 張惠妹

182272 你好草原[國] 韓曦

173614 你帶我走 黃芳

115400 你快回來 孫楠

131120 你快樂嗎 蔡依林

131249 你快走開 蔡健雅

150919 你情我願 卓依婷

120295 你愛上他 許誌安

182308 你愛了嗎[國] 黃征

136057 你愛我嗎 侯湘婷

100451 你愛著誰 阿華

181734 你懂的歌[國] 孫藝程

108810 你才是你 劉尊

148554 你抽的煙 許美靜

107272 你是主唱 黃征

147746 你是你的 弦子

152748 你是唯一 張蕓京

126888 你是唯一 張信哲,潘越雲

149669 你是壞人 楊丞琳

170945 你是奇跡 張智霖

141173 你是她的 梁詠琪

127123 你是所有 張傑

127325 你是明星 張國榮

148622 你是最愛 許茹蕓

171350 你是秋天 蔡幸娟

100442 你是空氣 阿穆隆

144742 你是英雄 孫麗英

159034 你最勇敢 TWINS

127468 你最珍貴 張學友,高慧君

173928 你會不會 梁靜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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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88 你會不會 陳奕迅

178078 你會後悔 周傑倫

132375 你會衝動 陳慧琳

173922 你有講過 芭比

141353 你歌我歌 梁雁翎

130565 你的世界 阿桑

142306 你的味道 孟庭葦

100348 你的容顏 佚名

150573 你的寶貝 葉歡

176617 你的影子 KENT

106383 你的承諾 海鳴威

111537 你的樣子 林誌炫

134634 你的溫度 範文芳

131250 你的溫度 蔡健雅

171149 你的溫柔 子楓

127865 你的現在 張宇

129792 你的生日 鄭智化

107054 你的眼淚 黃品源

174156 你的眼睛 羅永娟

120594 你的眼睛 許紹洋

175769 你的眼神 蔡琴

128335 你的眼神 張智霖,許秋怡

101789 你的背包 陳奕迅

170031 你的芭比 謝麗娟

129443 你的選擇 鄭中基

125041 你的選擇 易欣

103561 你的選擇 段千尋

135212 你的香氣 郭靜

126588 你的體溫 周渝民

138934 你真美麗 呂珊

135111 你給的愛 郭映

126193 你聽得到 周傑倫

143614 你自由了 瞿穎

120130 你若成風 許嵩

171440 你要忍耐 龍飄飄

133627 你要的愛 戴佩妮

180564 你要走嗎[國] 英倫希

106504 你記得嗎 胡彥斌

153052 你說了算 曾寶儀

126666 你說得對 周華健

138736 你說的對 劉若英

132378 你讓我懂 陳慧琳

149063 你走之前 辛曉琪

104618 來年來日 古巨基

139259 來跳舞吧 李宇春

401260 依依不捨 李玖哲

201005 依拉之戀[國] 佚名

176671 依然很美 欣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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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370 依然愛你 韓寶儀

180487 依然愛你[國] 王力宏

107470 侵略地球 黃立行

158406 保持微笑 S.H.E

178083 保衛地球 UNI POWER

174187 信守承諾 伍天宇

111080 信心旅行 林俊傑,何耀珊

191002 信者得愛[國] 鄭秀文,MC HOTDOG

170616 俺爹俺娘 佚名

149065 倆倆相忘 辛曉琪

152933 個人秘密 張靚穎

119299 個人空間 王雪

101791 倒帶人生 陳奕迅

152152 倒數三秒 張惠妹

108948 倒轉地球 劉德華

131355 倔強女孩 蔡安蕎

171326 候補情朗 糯米團

158764 借我一生 水木年華

135529 倩女幽魂 高勝美

100452 假情真愛 阿華

100981 假日約會 蒼茫

135775 假設問題 何嘉莉

173738 偉大航道 農夫

110615 做你的天 李玖哲

105510 做個好人 顧凱

191056 做好準備[國] 鄭秀文

142896 做我自己 那英

118330 停停走走 王中平

175420 停在昨天 喬洋

400202 停止跳動[國] 汪蘇瀧

181569 偷偷的愛[國] 丁當,嚴爵

108312 偷偷的醉 金城武

182010 偷偷聯繫[國] 田躍君

132847 傷了和氣 陳潔儀

175636 傷心再會 蔡秋鳳

104424 傷心地鐵 光良

150866 傷心城市 雲菲菲

108619 傷心城市 冷漠

173905 傷心夜雨 秀蘭瑪雅

126664 傷心的歌 周華健

171463 傷心神話 潘美辰

115615 傷心等候 孫青

152914 傷心背影 佚名

101490 傷心舞會 陳傑洲

170334 傷心車站 陳冠霖

154529 傷心農場 BY2

104941 傷心鏡頭 郭品超

151575 傷愛一生 周海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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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562 傷感列車 童安格

107412 傷感鐵軌 黃磊

172903 傷日快樂 張韶涵

170101 傷的徹底 沈誌仲

100514 傷過的心 不辣

117896 傻傻男孩 吳歡

170697 傻傻莎莎 海鑌

142386 傻喇喇 D 孟茜

119834 傾國傾城 熊汝霖,阿寶

103501 傾國傾城 東來東往

102597 傾國傾城 陳楚生,齊秦

146223 傾城之戀 汪明荃

115865 傾城之戀 孫悅,沙寶亮

129446 像一首歌 鄭中基

200408 儂本多情 李龍基

108776 儂本多情 劉家昌

400135 兄妹仔情[閩] 唐飛

175188 兄弟一場 孫楠,孫斌

119558 兄弟情深 小曾,王子鳴

180362 兄弟無數[國] 景崗山

176086 先苦後甜 洪子晴

151368 光明使者 周京

115305 光棍好苦 司文

190035 光棍姻緣 粵劇

115306 光棍快樂 司文

140565 光輝歲月 林憶蓮

181242 光輝歲月[國] 迪克牛仔,楊培安

139171 克魯倫河 李娜

180236 克魯倫河[國] 子祺

140035 兒女的心 佚名

170035 兒行千裏 劉和剛

118805 兒行千裏 王宏偉

171156 兔兒公主 孫翊軒

132851 入戲太深 陳潔儀

115665 全國各地 山野

141177 全年無休 梁詠琪

174239 全是想念 笑天

175419 全面通緝 潘瑋柏

200331 兩個傻瓜[國] 徐良,雨潔

136058 兩個冬天 侯湘婷

142675 兩個女孩 莫文蔚

158963 兩個月亮 TENSION

103207 兩全其美 刁寒

108509 兩敗俱傷 柯有倫

127035 兩條路上 張偉文,呂珊

166009 兩隻老虎 王雪晶

108812 八月中秋 劉尊

172642 公主日記 楊棋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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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915 公平交易 櫻桃幫

175097 公路之歌 痛仰樂隊

118636 公轉自轉 王力宏

106593 六月的雨 胡歌

140207 六樓後座 林嘉欣

400270 六號包廂[國] 袁成傑

150352 共創明天 燕妮

125256 共產黨員 楊子榮

173696 其實在意 佚名

134021 再來一杯 鄧麗君

170846 再來一瓶 佚名

170666 再別康橋 林宥嘉

171065 再愛一回 任軍太

108694 再愛一場 劉可

182032 再愛一次[國] 羅時豐

181308 再愛一遍 陳勢安

107679 再會愛人 黃西田,櫻桃姐妹

143562 再次擁有 千百惠

120254 再續前緣 許強

139607 再聽一次 李玟

139608 再見一面 李玟

175102 再見傑克 痛仰樂隊

143463 再見別離 潘越雲

102043 再見單身 陳威全

138286 再見太難 利得匯

137025 再見過去 黃湘怡

181624 冒牌情人[國] 冷漠

140174 冒險愛情 林冠吟

134025 冬之戀情 鄧麗君

139260 冬天快樂 李宇春

140416 冬眠地圖 林心如

164970 冬眠城市 羽泉

114976 冰力十足 任賢齊

150934 冰糖葫蘆 卓依婷

104381 冰糖葫蘆 馮曉泉

139261 冰菊物語 李宇春

114978 冰透心房 任賢齊

175668 冷血動物 丁當

181940 冷語無情[國] 佚名

158768 冷酷仙境 水木年華

164971 冷酷到底 羽泉

106783 凝聚的愛 韓磊

174076 出人頭地 大哲

116009 出去走走 蘇有朋

176019 出境入境 張靚穎

142999 出境入境 歐陽菲菲

150935 出水芙蓉 卓依婷

146720 出神入化 王美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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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660 出賣心碎 迪克牛仔

170368 出道四年 GALA

126737 刀劍如夢 周華健

130584 分手以後 佚名

171391 分手假期 佚名

141430 分手快樂 梁靜茹

134850 分手算了 佚名

119766 分手那天 徐靖博

119412 分身情人 魏晨

116356 分開以後 唐禹哲

107459 分開旅行 劉若英,黃立行

145908 初一十五 吳君如,黃偉文

114981 初次約會 任賢齊

118417 別了瘋子 王傑

170854 別傷害我 佚名

141686 別再哭了 佚名

200338 別再長大[國] 愛朵女孩

170208 別再騙我 黑龍

109820 別哭寶貝 廖晶

103237 別哭小孩 大哲

117614 別太溫柔 吳克群

132973 別怕有我 陳琳

151381 別說再見 周冰倩

140916 別說再見 林玉英

104041 別說男人 樊凡

101605 別讓我哭 陳昇

144910 別讓我猜 斯琴格日樂

139174 別離家鄉 李娜

107062 別離開我 黃品源

130409 別靠近我 安又琪

174208 別騙自己 馮澤雨

172723 刪除記憶 佚名

100874 刮目相看 曹格

107519 到底多久 黃義達

129380 到底愛誰 趙炳文

138741 到處亂走 劉若英

200697 刺蝟效應[國] 莫熙兒

135536 刻骨銘心 高勝美

139611 前世今生 李玟

181709 前世相約[國] 姜濤,梁玥珺

175672 前任女友 黃雅莉

102366 前浪後浪 陳星

102219 前程萬裏 陳小漢,李敏華

105820 剎那之間 高楓

172856 剩女時代 DJ

181574
剩女時代[動畫

版][國] 上官紅燕

166061 剪剪指甲 佚名

190024 劍合叉圓 呂珊,胡美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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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66
劍雨浮生(消

伴)[國] 薩頂頂,吳青峰

114991 功夫恰恰 任賢齊

127871 功德圓滿 張宇

152498 加州陽光 張清芳

156240 加減乘除 花兒樂隊

129290 努力活著 趙傳,劉沁

173921 勁舞公主 芭比

176942 勇敢一點 弦子

129301 勇敢一點 趙傳

125727 勇敢一點 袁惟仁

173933 勇敢作夢 邰正宵

120821 勇敢做人 謝霆鋒

180496 勇敢去闖 佚名

134665 勇敢幸福 範怡文

118204 勇敢的心 汪峰

143096 勇敢的愛 彭立

139861 勇敢的愛 李翊君

141097 勇者之歌 梁文音

120822 勇者之歌 謝霆鋒

137231 勇闖天涯 吉娃斯杜嵐

155326 動力火車 動力火車

130952 動物爸爸 彩虹姐姐

180705 勢在必行[國] 陳勢安

127125 勿忘心安 張傑

174231 匆匆別後 巨姍姍

115403 化學效應 孫楠

142316 化身為海 孟庭葦

148755 化骨綿掌 謝娜

150776 北京 Long Stay 袁泉

101575 北京一夜 陳昇,劉佳慧

147460 北京之約 韋唯

145563 北京之雪 田震

118205 北京北京 汪峰

180969 北京四月 張萌萌

101023 北京的橋 蔡國慶

180349 北京的雪[國] 易欣,孫鶯

400314 北京精神[國] 韓琳

129385 北京記憶 趙真

110924 北京頌歌 李雙江

108189 北國之春 蔣大為

176030 北國江南 談芳兵

175453 北方女孩 佚名

105821 北方的狼 高楓

125903 十三不親 閻維文

115504 十九戀歌 孫浩,呂薇

173319 十二個我 泳兒

182025 十全十美[國] 羅文裕

170832 十八相送 陳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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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4 十字街口 黃品源

108310 十字街頭 周迅,金城武

135732 十字路口 龔詩嘉

117714 十字路口 吳奇隆

106107 十有八九 後弦

144775 十送紅軍 宋祖英

135710 十送紅軍 龔玥

158419 十面埋伏 S.H.E

145460 千個太陽 湯寶如

142572 千古一愛 毛阿敏

130843 千古絕唱 白雪

126201 千山萬水 周傑倫

108191 千年敦煌 蔣大為

119413 千方百計 魏晨

145566 千秋思念 田震

126174 千裏之外 周傑倫,費玉清

125010 千裏之外 易傑齊

150004 千言萬語 楊曼莉

135539 千言萬語 高勝美

134034 千言萬語 鄧麗君

104170 千言萬語 費玉清

145493 千金一笑 湯燦

127873 千金難買 張宇

140065 千面女孩 李貞賢

176657 午夜 DJ 王繹龍

170589 午夜女郎 小峰峰

106138 午夜男女 歡子

143527 午夜香吻 潘迪華

136376 午夜香吻 韓寶儀

131501 午夜香吻 蔡琴

116133 午夜麗人 蘇永康

145461 午後怨曲 湯寶如

141436 半個月亮 梁靜茹

132613 半個月亮 陳明

120135 半城煙沙 許嵩

126202 半島鐵盒 周傑倫

100632 半真半假 佚名

158420 半糖主義 S.H.E

146891 半途而廢 王菲

119269 南京南京 王錚亮

150120 南國佳人 楊鈺瑩

141360 南屏晚鐘 梁雁翎

131502 南屏晚鐘 蔡琴

130914 南屏晚鐘 崔萍

140578 南方的風 林憶蓮

200599 南極之南[國] 王濱

138508 南海姑娘 劉惜君

137075 南海姑娘 黃美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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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035 南海姑娘 鄧麗君

130449 南海姑娘 愛戴

151872 南湖望月 張也

154981 南郭先生 醜醜

180568
南鑼鼓巷(美化

版)[國] 葉恒秀

180569 南鑼鼓巷[國] 葉恒秀

166008 卡布裏島 佚名

106636 卡早的歌 荒山亮

135187 卡通人生 郭采潔

139612 危險情人 李玟

148630 卻上心頭 許茹蕓

147251 原來如此 王馨平

170542 原來愛情 佚名

107066 原來有你 黃品源

136060 原來的你 侯湘婷

173557 原來的我 孫露

118421 原來的我 王傑

102603 原來的我 陳楚生

110273 原味冒險 李威

172058 原生緣起 宇海文

146893 原諒自己 王菲

134038 原鄉情濃 鄧麗君

125022 去你的愛 易桀齊

110500 去年今日 李曉傑

139381 又下雨了 李心潔

174159 又是何苦 於逸飛

136377 又是細雨 韓寶儀

107240 又是黃昏 黃家強,鄧惠欣

146895 又繼續等 王菲

181916 又見小雨[閩] 林玉英

146896 又見炊煙 王菲

134040 又見炊煙 鄧麗君

182052 友情兄弟 良一,王萊

200334 友情出演[國] 徐良,小淩

147900 友情卡片 徐懷鈺

181231 友情客串[國] 趙小兵

142613 友誼之光 張偉文

130566 受了點傷 阿桑

106511 叢林一角 胡彥斌

128813 口是心非 張雨生

144779 古丈茶歌 宋祖英

182207 古城小唱[國] 佚名

102107 古墓愛情 陳小春

171366 古越樓臺 譚圳

144635 另一張臉 孫燕姿

158965 只做朋友 TENSION

149674 只想愛你 楊丞琳

134351 只是當時 ELLA



KOD-2400 国语歌曲 點歌目錄
編號 歌名 歌星 編號 歌名 歌星

國語歌曲 第 267 頁

139862 只有分離 李翊君

137371 只有分離 江美琪

137178 只有分離 黃鶯鶯

124870 只有為你 庾澄慶

111539 只為你唱 林誌炫

172858 只看見你 炎亞綸

118843 只要一天 佚名

150602 只要你乖 葉玉卿

115404 只要你好 孫楠

110591 只要喜歡 李炳辰

152337 叫我女王 張文綺

171441 叫我如何 龍飄飄

158879 可不可以 閃亮三姐妹

126207 可愛女人 周傑倫

135511 可愛的家 佚名

126925 可愛美眉 張信哲

141440 可樂戒指 梁靜茹

137992 右手戒指 金海心

173562 右邊的愛 唐嘉,小瑾

182212 各安天命 關菊英

119682 各就各位 徐哲緯

127876 合影留念 張宇

181986 合影留念[國] 王箏

100567 吉祥三寶 布仁巴雅爾

131939 吉祥如意 陳婷婷

137236 吉祥雪蓮 吉娜

171420 同一個家 高安,艷菲兒

142560 同一首歌 毛阿敏,那英

115490 同一首歌 那英,孫楠

101024 同一首歌 蔡國慶

146295 同手同腳 溫嵐

118033 同桌的你 巫啟賢

116014 同桌的你 蘇有朋

173149 同父異母 荒山亮,豬哥亮

107174 同進同出 黃大煒

134045 君心我心 鄧麗君

182230 吟遊詩人[國] 陳奕迅

135711 吻我一下 龔玥

108702 告別軍營 劉和剛

115185 呼喚春天 容中爾甲

139263 和你一樣 李宇春

148475 和你一起 許慧欣

200403 和和美美[國] 李玉和

159291 和平世界 鐵竹堂

135161 和我來電 郭美美

170083 和誰對調 王羽臣,菲菲

144762 和諧歡歌 宋祖英,成龍

144638 咕嘰咕嘰 孫燕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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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932 咖啡季節[國] 周蕙

172774 咱老父親 東學

108704 咱老百姓 劉和剛

129393 哈姆太郎 趙自強

140581 哈羅感覺 林憶蓮

152317 哎呀媽媽 佚名

170817 哥哥妹妹 門麗,胡小寶

175183 哥很寂寞 佚名

152171 哭不出來 張惠妹

103670 哭不出來 迪克牛仔

149194 哭泣的雨 伊琳

191072 哭泣遊戲[國] 鄭秀文

108511 哭笑不得 柯有倫

142907 哭過以後 那英

181712 哭過以後[國] 子楓

131138 唇唇欲動 蔡依林

132398 唔關你事 陳慧琳

108731 唯一的愛 劉嘉亮

173746 唯愛人間 衛蘭

131139 唯舞獨尊 蔡依林

180533 唱什麼歌[國] 範瀟勻

139265 唱得響亮 李宇春

130410 唱得響亮 安又琪

176965 唱旺 09 群星

121103 唱給太陽 亞東

181744 唱給愛情[國] 宋熙銘

120138 唱給誰聽 許嵩

131140 唱這首歌 蔡依林

141774 啊 777 藍沁

153960 問心無愧 趙詠華

127879 問心無愧 張宇

171267 問情千千 柏文

173739 問題兒童 農夫

148635 啤酒咖啡 許茹蕓

119879 善男信女 蕭敬騰

172885 善良的心 顧凱

181260 喊一聲汴[國] 郭洪

130825 喜事多多 白致瑤

133249 喜樂年華 陳紅

181155 喜歡寂寞[國] 蘇打綠

136477 喜瑪拉雅 韓紅

126210 喬克叔叔 周傑倫

120139 單人旅途 許嵩

173786 單程旅行 佚名

180149 單程車票[國] 伍佰,CHINA BLUE

130480 單親房子 艾夢萌

131141 單身公害 蔡依林

150959 單身情歌 卓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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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42 單身情歌 林誌炫

145785 單身旅記 陶晶瑩

148636 單身日記 許茹蕓

170443 單身派對 米娜

133632 單身潛逃 戴佩妮

173357 單身舞步 方梓媛

180232 單身貴族[國] 婷婷

129793 單身逃亡 鄭智化

106109 單車戀人 後弦

158773 單車歲月 水木年華

170225 單邊耳機 佚名

181494 嗨嗨人生[國] MC HOTDOG,張震嶽

117252 嘎達梅林 騰格爾

131029 嘟嘟娃娃 曹穎

173646 嘻哈空姐 周傑倫

180543 嚮往草原[國] 羅英初

134050 四個願望 鄧麗君

172781 四大天王 小麥

172790 四大皆空 黃明誌,龔柯允

175693 四度空間 棒棒堂 F

171008 四海盟約 毛阿敏

127882 四百龍銀 張宇

126211 四面楚歌 周傑倫

181612
回不去了

[消][國] 信樂團

181106 回來就好[國] 紅樂隊

174089 回來我愛 袁哲

140584 回到原來 林憶蓮

178200 回到家鄉 胡力,阿龍正罡

137102 回到拉薩 黃英

128867 回到過去 張震嶽

190020 回家吃飯[國] 龐龍

181879 回家團圓[國] 曾巍

108152 回家的人 江濤

131450 回家的路 蔡淳佳

108990 回家真好 劉德華

180992 回家路上[國] 戴佩妮

174037 回家過年 羅鋼

137180 回心轉意 黃鶯鶯

127883 回心轉意 張宇

107835 回心轉意 黑龍

200176 回憶情歌[國] 孫博

172777 回憶玫瑰 佚名

127884 回頭太難 張宇

127566 回頭太難 張學友

152176 因為你在 張惠妹

152731 因為寂寞 張艾嘉

110304 因為寂寞 李宗盛

147524 因為愛你 魏佳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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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696 因為愛情 陳奕迅,王菲

137258 因為我呢 季欣霈

181503 因為所以[國] PB33

173089 因為有你
祖海,湯燦,王麗達,常

思思

146692 因為有你 王箏,青蛙樂隊

139089 因為有你 李佳

118643 因為有你 王力宏

180071 因為有你[國] JPM

152178 因為有我 張惠妹

126213 困獸之鬥 周傑倫

143252 國色天香 彭麗媛

108058 園丁之歌 居山植

107346 團團圓圓 黃曉明

118431 在你背後 王傑

151333 在你身邊 卓文萱

127567 在你身邊 張學友

101811 在你身邊 陳奕迅

150700 在劫難逃 葉蓓

140987 在我身邊 林綾

137374 在我身邊 江美琪

173349 在束河裡 譚維維

150964 在水一方 卓依婷

148639 在水一方 許茹蕓

135548 在水一方 高勝美

134052 在水一方 鄧麗君

104178 在水一方 費玉清

200924 地久天長 陳浩德

125783 地心引力 言承旭

146296 地獄天使 溫嵐

107175 地老天荒 黃大煒

200366 均情人裝 施文彬

131261 坐立不安 蔡健雅

120317 垃圾天堂 許誌安

117770 城市英雄 吳宗憲

100381 城市藍天 阿牛

200153 執子之手[國] 品冠

146906 執迷不悔 王菲

143647 執迷不悔 裘海正

127850 執迷不悟 張宇,林蒙

100269 堅持到底 阿杜

200360 堅持夢想[國] 佚名

132916 堆積情感 陳潔麗

170241 報告班長 庾澄慶

125955 報告祖國 閻維文

175476 報效祖國 李玉和

176717 報答祖國 丁曉紅

149281 墮落天使 依稀

147905 墮落天使 徐懷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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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599 壁花小姐 阿雅

156552 士兵小唱 劉小娜

182309 壯誌豪情[國] 黃征

101528 夏夜神話 陳冠希

146297 夏天的風 溫嵐

180358 夏戀海邊[國] 星弟

108999 夏日 FIESTA 劉德華

154615 夏日戀愛 棒棒堂 F

116018 夏日炎炎 蘇有朋

401257 夕陽醉了 張學友

115874 多久多少 沙寶亮

148563 多事之秋 許美靜

107959 多年以後 姜育恒

107960 多情不悔 姜育恒

115875 多情人間 沙寶亮

146787 多愁善感 王菀之

173390 多此一愛 陳柏宇

175649 多謝照顧 王彩樺

102114 多謝老天爺 陳小春

180951 夜之繆斯[國] 尚雯婕

129174 夜半三更 莊學忠

128710 夜半情人 張衛健

138939 夜半歌聲 呂珊

127346 夜半歌聲 張國榮

125377 夜半歌聲 楊洪基

171013 夜夜夜夜 王野

141446 夜夜夜夜 梁靜茹

128004 夜的方向 張峰奇

137375 夜的詩人 江美琪

178041 夜色朦朧 雪村

141749 夜長夢多 藍心湄

172650 夢不落敗 佚名

171215 夢中回家 張雷

108304 夢中女孩 金城

106515 夢中女孩 胡彥斌

181233 夢中情人[國] 趙小兵

107680 夢你的夢 黃西田,櫻桃姐妹

107675 夢你的夢 櫻桃姐妹,黃西田

153570 夢和星星 訾娟

181011 夢回草原[國] 格格

180650 夢寐之族[粵] 迪子

116568 夢已遙遠 童安格

151659 夢想在望 周筆暢

115554 夢想天堂 孫耀威

144641 夢想天空 孫燕姿

180646
夢想成真[原 MV

消伴][國] 趙薇

200387 夢想星球[國] 機動現場

111637 夢的主張 林誌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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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492 夢的光點[國] 王心淩

175412 夢的怒放 群星

119414 夢的怒放 魏晨

117370 夢的河流 伍佰

115410 夢的眼睛 孫楠

153320 夢的翅膀 朱樺

139772 夢的衣裳 李碧華

200462 夢縈草原[國] 格根其木格

118041 夢與現實 巫啟賢

171079 夢裏飛天 伯陽

175766 夢裡相思 蔡琴

182296 夢遊仙境 高玉玫

133030 夢醉西樓 陳瑞

150976 夢醒時分 卓依婷

150429 夢醒時分 葉倩文

141447 夢醒時分 梁靜茹

140595 夢醒時分 林憶蓮

135549 夢醒時分 高勝美

132755 夢醒時分 陳淑樺

129459 夢醒時分 鄭中基

103673 夢醒時分 迪克牛仔

106637 夢醒江湖 荒山亮

118379 夢醒的我 王傑,蘇芮

117257 夢隨風飄 騰格爾

152878 大地回春 佚名

144782 大地飛歌 宋祖英

126745 大城之光 周華健

118649 大城小愛 王力宏

180595 大姐小妹 佚名

150982 大家恭喜 卓依婷

200339 大小世界[國] 愛朵女孩

170571 大愛無疆 孫偉

129082 大愛無邊 章小軍

176685 大笑江湖 小瀋陽

172025 大笑江湖 高進

135163 大聲說愛 郭美美

170114 大華麗家 羽翹

175324 大雁南飛 地鐵兄弟

104654 天上人間 古巨基

104183 天上人間 費玉清

102241 天上人間 陳少華

115189 天上拉薩 容中爾甲

145149 天下大亂 蘇慧倫

142691 天下大同 莫文蔚

200593 天下太平[國] 王少峰,方怡萍

152940 天下無雙 張靚穎

178005 天不作美 佚名

115705 天之驕子 施文彬,鄞雅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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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168 天亮以前 柯以敏

106596 天亮以後 胡歌

149195 天亮就走 伊琳

128113 天仙妹妹 張振宇

153889 天使之名 趙薇

151661 天使之城 周筆暢

148733 天使之戀 許雅涵

135551 天使之戀 高勝美

133708 天使之翼 戴愛玲

158653 天使加油 SWEETY

108364 天使姑娘 金波

138711 天使戀人 劉芮伊

142626 天使的臉 米亮

150125 天各一方 楊鈺瑩

171288 天堂草原 溫博

175685 天大地大 AT17

129730 天大地大 鄭少秋

135074 天大的謊 辜靖潔

129422 天天天天 鄭中基,中堅份子

180314 天天天藍[國] 張萌

174241 天天快樂 袁哲

200058 天天想你 劉德華

153964 天天想你 趙詠華

136482 天天想你 韓紅

128818 天天想你 張雨生

142692 天天鍛煉 莫文蔚

174033 天海之戀 劉捷,練凝

200914 天涯孤客 陳浩德,方伊琪

125918 天涯望月 閻維文

106639 天涯朝暮 荒山亮

152567 天涯歌女 張燕

150126 天涯歌女 楊鈺瑩

147817 天涯歌女 徐小鳳

137967 天涯歌女 金巧巧

136331 天涯歌女 華娃

134061 天涯歌女 鄧麗君

131767 天涯歌女 蔡紅虹

131518 天涯歌女 蔡琴

104186 天涯歌女 費玉清

173893 天涯海角 王力宏

100272 天涯海角 阿杜

120834 天煞孤星 謝霆鋒

150190 天生一對 楊韻禾

119031 天生一對 王櫟鑫

131773 天生慢熟 蔡詩蕓

143133 天生溫柔 彭羚

181289 天真女人[國] 閻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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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34 天空之城 郭燕

153512 天竺少女 祖海

139717 天竺少女 李玲玉

200188 天籟之愛[國] 容中爾甲,旺姆

400259 天籟情歌[國] 肖亮

106616 天花亂墜 胡瓜

173188 天荒地老 荒山亮

180974 天藍雲淡 張萌萌

107347 天蠍情人 黃曉明

182042 天造地設[國] 胡杏兒

145571 天邊的虹 田震

115414 天長地久 孫楠

102604 天長地久 陳楚生

181248 天長地久[國] 郎郎(馬誌鋒)

153603 天頂的雲 詹曼鈴

109018 天馬行空 劉德華

120204 天鵝之旅 許巍

146371 天黑天藍 王佩

142579 太平天國 毛阿敏

106793 太平天國 韓磊

126930 太想愛你 張信哲

127238 太愛你了 張善為

172087 太過愛你 戚薇

154034 太過愛你 鄭凡

144646 太陽底下 孫燕姿

110844 夫妻觀燈 李迎春,韓再芬

119426 夫妻識字 魏金棟,周靈燕

137109 失去自己 黃鈴

148479 失戀不敗 許慧欣

145151 失戀娃娃 蘇慧倫

147907 失戀布丁 徐懷鈺

158779 失戀日記 水木年華

149812 失戀日記 楊千樺

200443
失戀無罪(11

演)(國語) 林欣彤

145130 失戀萬歲 蘇慧倫,莫文蔚

106516 失業情歌 胡彥斌

110624 失物招領 李玖哲

147772 失落沙洲 徐佳瑩

109666 失落的心 佚名

173950 失落的情 張蓉蓉

147908 失蹤日記 徐懷鈺

102605 奇幻之旅 陳楚生

154642 奇幻魔力 芭比

200340 奇異旅程[國] 愛朵女孩

173957 奇經八脈 邰正宵

190092 奢香夫人[國] 鳳凰傳奇

105736 奧運中國 高峰

173031 奮不顧身 吳雨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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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881 奮不顧身 蕭敬騰

200277 奮不顧身[國] 崔子格

147784 女人不壞 徐婕兒

147526 女人如煙 魏佳藝

175115 女人如花 譚晶

180208 女人如茶[國] 啡啡

145789 女人心事 陶晶瑩

182079 女兒行令 蕭蔓萱

173346 女孩別哭 晗月

107650 女朋友 黃舒駿

175332 她的婚禮 何龍雨

138750 她的溫柔 劉若英

140802 她的眼淚 林曉培

118441 她的背影 王傑

172922 好不容易 方大同

165492 好久不見 5566

127594 好久不見 張學友

101832 好久不見 陳奕迅

171129 好人好夢 吳春燕

150999 好人好夢 卓依婷

144323 好人好夢 孫悅,邰正宵

115644 好人好夢 宋雪萊

148642 好像跳舞 許茹蕓

145499 好夢成真 湯燦

154914 好夢易醒 草蜢

182319 好好去愛[國] 龐靜

105956 好好就好 何潤東,景甜

133252 好好工作 陳紅

138843 好好愛我 劉虹樺

104321 好好愛我 費翔

173353 好好朋友 張誌林

181059 好山好水[國] 佚名

139334 好想好好 李度

153892 好想好想 趙薇

170494 好的事情 嚴爵

154643 好累好累 芭比

141366 好聚好散 梁雁翎

129849 好聚好散 鄭源

115016 好聚好散 任賢齊

119300 好運中國 王雪

115351 好運北京 毛阿敏,孫國慶

102128 好難好難 陳小春

200374
如何是好(消

伴)[國] 曲婉婷

137376 如影隨形 江美琪

107963 如果一生 姜育恒

128819 如果你冷 張雨生

127597 如果你懂 張學友

103388 如果你我 杜德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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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575 如果冬天 王凡瑞

119815 如果可以 熊天平

152509 如果我能 張清芳

120149 如果當時 許嵩

129179 如果能夠 楊烈

125416 如果能夠 莊學忠

115021 如此可愛 任賢齊

127999 如此堅定 張峰

115877 如此娛樂 沙寶亮

107071 如此源味 黃品源

161666 如此瀟灑 佚名

136310 如此的遭 胡雯

110306 如風往事 李宗盛

171103 如風的你 劉冰

161667 如風的心 佚名

181885 妖怪女孩[國] 佚名

200412 妖魔鬼怪[國] 林亦妍

126934 妙不可言 張信哲

134412 妙玉淨心 方亞芬

125443 妹兒愛我 楊臣剛

108818 妹妹別哭 劉尊

131152 始作俑者 蔡依林

140602 始終一天 林憶蓮

175244 始終怕講 蔣慶龍,胡渭康,林利

126379 始終愛你 周傳雄

157923 始終有你 香港群星

138753 姍姍來遲 劉若英

159640 姐妹 CHA CHA 恰恰舞曲

108263 姐妹弟兄 解曉東

154109 姐妹情深 ASOS

121041 姐弟相會 錫劇

400798 姑娘別走[國] 李嘉石

103834 姑娘月亮 付笛聲,任靜

110871 姑娘的心 李逸

142698 姑娘酒窩 莫文蔚

139553 姑嫂看燈 李玉萍

161699 姓向前走 佚名

161700 委屈的愛 佚名

148790 姿色份子 謝安琪

126220 威廉古堡 周傑倫

115559 威風時刻 孫耀威

146166 娛人娛己 文恩澄

102460 娛樂無窮 陳曉東

148757 娜娜主義 謝娜

148758 娜寫年華 謝娜

153281 娜就是我 朱娜

152003 娜拉 INCHINA 張娜拉

128005 婉君表妹 張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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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158
婕毛彎彎

(REMIX) DJ

150074 婚姻悟語 佚名

161711 婚禮合唱 佚名

100043 婚禮誓言 安東陽

138942 婚紗背後 呂珊

158587 媽媽再見 SOLER

145078 媽媽天那 薩頂頂

161671 媽媽您早 佚名

153310 媽媽的吻 朱曉琳

151011 媽媽的吻 卓依婷

137881 媽媽的吻 蔣小涵

176888 媽媽的愛 顧凱

134071 媽媽的歌 鄧麗君

145079 媽媽那天 薩頂頂

181775 媽媽食堂[國] 常思思

145486 媽謝謝你 湯旭

106253 嫁不對人 洪榮宏

128555 嫁給你啦 張皓然

180311 嫁給你啦[國] 張皓然

118741 嫁給我吧 王啟文

158839 嬉戲之後 蘇打綠

150130 嬌楊旅情 楊鈺瑩

200915 嬌花翠蝶 陳浩德,方伊琪

161716 子夜徘徊 佚名

133836 孔子之歌 董文華

139753 孔雀飛來 李瓊

148792 字裡行奸 謝安琪

138308 孝敬父母 劉一禎

147527 孟婆的碗 魏佳藝

176769 孟婆端湯 佚名

157043 季節的歌 L.A BOYZ

161719 孤兒樂園 卓依婷

100970 孤單一邊 程飛鳴

102379 孤單地走 陳星

126382 孤單大街 周傳雄

115929 孤單島嶼 申菲

141730 孤單心事 藍又時

105968 孤單情人 何潤東

135882 孤單旅行 何耀珊

110347 孤單東路 李崗霖

148483 孤單芭蕾 許慧欣

146322 孤枕難眠 溫瑞鴛

126749 孤枕難眠 周華健

401056 孤枕難眠[國] 蘇晴

128714 孤獨不苦 張衛健

107964 孤獨之旅 姜育恒

200900 孤獨患者[國] 陳奕迅

101838 孤獨探戈 陳奕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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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225 孤獨無罪 張啟輝

171106 孤獨的你 劉曉春

143822 孤獨的夢 任靜

180315 孤獨的魚[國] 張萌

119696 孩兒他媽 佚名

120684 孩子他爸 謝東

117187 孫子兵法 陶喆

181666 孫子兵法[國] 史小龍

138565 學會堅強 劉珊珊

117509 學會快樂 伍思凱

156938 學會離開 錦繡二重唱

147592 學習放手 夏芷筠,BLESSED

119546 學著忘記 佚名

171185 宅女的愛 張冬玲

158436 宇宙小姐 S.H.E

173724 宇宙最長 福祿壽

132737 守住永遠 成龍,陳淑樺

401037 守候千年[國] 華生

155824 守候寂寞 F4

139438 守候永遠 劉榮,李慧琳

109419 守候永遠 李慧琳,劉榮

136487 守得回憶 韓紅

107275 守望沙灘 黃征

178066 守護天使 元氣

154180 守護天使 愛樂團

116283 守護天使 TAE

110258 守護愛情 李坤雨

146518 安全界線 王新蓮

132043 安全的愛 陳崴

115022 安靜的人 任賢齊

159751 完全佔有 咻比嘟嘩

128307 完全明白 張智成

173920 完啦完啦 CONNIE

107524 完整演出 黃義達

145574 完整的我 田震

100275 完美世界 阿杜

158780 完美世界 水木年華

125225 完美世界 楊培安

126224 完美主義 周傑倫

126592 完美偶像 周渝民

180477 完美奇跡[國]
潘美辰,JOANNA

MOON

127256 完美女人 張嘉洵

147911 完美小姐 徐懷鈺

165305 完美情人 183CLUB

132419 完美情人 陳慧琳

105969 完美情人 何潤東

145283 完美愛情 邵雅茜

149681 完美比例 楊丞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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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6 完美生活 許巍

136782 完美結局 熊汝霖

119839 完美結局 黃奕,杜海濤,張殿菲

100276 完美英雄 阿杜

400545 完美落地[國] 亂彈阿翔

154979 完美韻動 超級女生

119065 完美體驗 王濱

108461 定時炸彈 康康

180233 定義完美[國] 子安聖皓

147960 客家鄉親 徐秋菊

138146 客家風雲 佚名

153195 客途秋恨 張國榮

119773 客途秋恨 曾淑勤

117188 宮保雞丁 陶喆

128768 害怕秋天 張鈞喻

145918 家住安源 吳娜

118448 家太遠了 王傑

151705 家好月圓 周芳

175603 家是天堂 佚名

117620 家的名字 吳克群

174113 家的味道 龐龍

152197 家的感覺 張惠妹

181275 家裡有我[國] 佚名

119997 家鄉的夜 西域刀郎

149372 容水長流 姚敏

118449 宿命的風 王傑

175494 寂寞不痛 A-LIN

125181 寂寞之王 楊坤

170475 寂寞作祟 CLOWN

100880 寂寞先生 曹格

125502 寂寞公路 永邦

117510 寂寞公路 伍思凱

117511 寂寞冠軍 伍思凱

126505 寂寞包廂 周定緯

117375 寂寞叢林 伍佰

151734 寂寞城市 周蕙

136867 寂寞女子 黃小琥

101232 寂寞好了 蔡旻佑

102462 寂寞宇宙 陳曉東

117843 寂寞廣場 吳建豪

120692 寂寞情歌 佚名

104075 寂寞情緣 符號

159387 寂寞星球 五月天

155931 寂寞暴走 飛輪海

126935 寂寞的冬 張信哲

174042 寂寞的夜 彤傑

161748 寂寞的夢 佚名

126751 寂寞的眼 周華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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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274 寂寞的街 泳兒

170244 寂寞空城 張躍

125453 寂寞空氣 佚名

127890 寂寞聖賢 張宇

143650 寂寞航線 裘海正

182278 寂寞花火[國] 顧莉雅

127175 寂寞轟炸 周傳雄

126384 寂寞轟炸 張克帆

131051 寂寞難消 池秋美

160076 寂寞電梯 Y.I.Y.O

149305 寂寞飛翔 俞靜

137379 寂寞飛行 江美琪

156413 寂寞鬧鐘 JS

158686 寄語白雲 十二美女

125378 密林深處 楊洪基

101842 富士山下 陳奕迅

161754 富貴花開 佚名

142702 實況轉播 莫文蔚

143263 實際春雨 彭麗媛

161730 寧靜的夜 佚名

161731 寧靜的心 佚名

148566 寧願做夢 許美靜

148651 寧願愛你 許茹蕓

137184 寧願相信 黃鶯鶯

161729 寧願鎖上 佚名

145322 寫一首歌 順子

128524 寫一首歌 張爽

200430
寫一首歌

[演][國] 林誌炫

136227 寬恕無罪 胡楊林

106641 寰宇傳說 荒山亮

139619 寵物男孩 李玟

133929 寵物精靈 佚名

182046 寶萊情緣[國] 自由發揮

200182 寶貝別走[國] 安神

165498 寶貝快睡 5566

401141 封心鎖愛[國] 鏡喜

156251 將來的主人 花兒樂隊

126225 將來的歌 周傑倫

139620 將心打開 李玟

139776 將心比心 李碧華

127604 將心照亮 張學友

118452 將心照亮 王傑

116146 將愛實現 蘇永康

142325 將錯就錯 孟庭葦

116296 專屬天使 TANK

107526 專屬密碼 黃義達

157927 專屬歌曲 群星

157412 專屬魔力 魔幻力量,郭采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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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723 尋人啟事 EO2

149218 尋人啟事 伊能靜

170683 尋人啟事 江宇

115878 尋人啟示 沙寶亮

180455 尋人啟示[國] 江宇

120117 尋友啟示 明道,許孟哲

140479 尋找 MR RIGHT 林慧萍

111553 尋找起點 林誌炫

126228 對不起 BABY 周傑倫

151334 對你的愛 卓文萱

137380 對你而言 江美琪

126229 對你表白 周傑倫

143552 對對錯錯 丘采樺

152201 對愛投降 張惠妹

401220 對愛期待[國] 黃小琥

125328 對愛渴望 楊宗緯

143401 對愛癡情 潘美辰

157175 對牛彈琴 領航者樂隊

158441 對號入座 S.H.E

154085 對街男子 鄭怡

152511 對話練習 張清芳

147750 對豬彈琴 弦子

116405 對酒當歌 屠洪綱

113602 對酒當歌 滿文軍

170069 小三外傳 冷漠

170511 小三續集 冷漠

117949 小城之春 佚名

129850 小城大事 鄭源

135559 小城故事 蔡琴

131524 小城故事 阿杜

100277 小城故事 高勝美

151018 小城故事 卓依婷

137216 小城故事 黃齡

134073 小城故事 鄧麗君

104189 小城故事 費玉清

182242 小城故事[國] 陳思思

161784 小小姑娘 佚名

121146 小小少年 伊揚,黃格選

152592 小小幸福 張玉華

178007 小小快樂 魏晨

101027 小小水滴 蔡國慶

146519 小小燈兒 王崑

115513 小小的你 孫浩雨

145212 小小的我 蘇紅

170340 小小的我 井柏然

161788 小小茉莉 佚名

161790 小小貝殼 佚名

138500 小店春早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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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792 小心易碎 王菀之

139621 小心男人 李玟

137819 小心翼翼 甲子蕙

172692 小心輕放 李一可

400740 小手冰涼[國] 張芯

118192 小春日和 旺福

121061 小李飛刀 雪村

134076 小村之戀 鄧麗君

104190 小村之戀 費玉清

132117 小橋流水 陳思思

138604 小橋送線 劉秀榮

133297 小步舞曲 陳綺貞

115841 小河之歌 沈文程

178074 小河彎彎 莊學忠

150132 小河戀曲 楊鈺瑩

156572 小河淌水 朱婧

156051 小河淌水 譚晶

143584 小河淌水 曲丹

117264 小河淌水 騰格爾

180239 小河淌水[國] 子祺

131525 小窗相思 蔡琴

156223 小草 關牧村

156205 小草之歌 猴子飛行員

117190 小鎮姑娘 陶喆

153273 小鳥依人 朱妍

161852 小鳥小鳥 佚名

139323 小鹿亂撞 李小璐

166028 小黃鸝鳥 佚名

146794 小黑與我 王菀之

147642 少女初夜 小辣椒

108246 少女心怡 蔣榮宗

137223 少女慈禧 黑妹

117379 少女的心 伍佰

139267 少年中國 李宇春

138268 少年中國 LISA

128559 少年先鋒 張真

134919 少年的我 鳳飛飛

137382 少林傳奇 江美琪

175570 就一個人 佚名

139622 就到這裡 李玟

157933 就因為愛 群星

190008 就在今夜[國] 金智娟

157934 就在今天 群星

157326 就是你嗎 夢飛船

117191 就是愛你 陶喆

180425
就是愛你(原 MV

消伴)[國] 梁一貞

170466 就是現在 陳楚生

110717 就是現在 李聖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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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654 就是這樣 孫燕姿

139335 就此分手 李度

161869 就要分手 佚名

139336 就要揮別 李度

102221 就這樣走 陳小濤

132952 尼可拉斯 陳珊妮

104046 展翅天空 樊凡

174099 展翅飛翔 佚名

125870 展翅飛翔 閆寒

153061 展翅高飛 曾寶儀

150878 展翅高飛 顏莞倩

132980 展翅高飛 陳琳

152593 屬於自己 張玉華

140930 山上的風 林玉英

147790 山下戀情 徐子晏

136891 山伯憶祝 佚名

159858 山伯臨終 姚誌強

190037 山伯臨終 粵劇

175657 山伯英臺 詹雅雯

200600 山在那裡[國] 王濱

119443 山地情歌 夏國星,林玉英

151027 山地情歌 卓依婷

141833 山寨素描 雷佳

175346 山形依舊 佚名

161886 山村姑娘 佚名

161879 山東曼波 佚名

154584 山林之歌 北原山貓

127071 山歌姻緣 張偉文

104193 山歌姻緣 費玉清

138100 山歌姻緣 靜婷

133479 山水歡歌 丁曉松

176725 山水歡歌 丁曉紅

116406 山水深處 屠洪綱

142824 山水相依 麥穗

140421 山水迢迢 林心如

115627 山神之愛 宋少卿

120666 山花記得 謝旦

172659 山花開了 佚名

125930 山西牧歌 閻維文

139190 山遠水遠 李娜

119445 山風傳情 林玉英

173103 山高水長 陳楚生

140872 岷江夜曲 林淑蓉

104194 岷江夜曲 費玉清

138597 岸上的心 佚名

125931 峨嵋酒家 閻維文

146533 嶽母刺字 王晶華

127610 左右為難 張學友,鄭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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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456 左右為難 潘秀瓊

109413 左岸右岸 劉棟升,沈丹丹

142703 左岸右轉 莫文蔚

142916 左思右想 那英

170690 左手右手 汪蘇瀧

141213 左腳右腳 梁詠琪

125227 左邊右邊 楊培安

119930 左邊右邊 蕭煌奇

125932 巨龍昂首 閻維文

152086 巴冷公主 張惠妹,王宏恩

159176 巴奈 19 圖騰

112983 巴姆情歌 朗尼阿彬

110856 巴山夜雨 李進

161907 巴比倫河 佚名

161908 巴黎機場 佚名

157567 巴黎草莓 糯米團

182112 巴黎草莓[國] 許茹蕓

106521 巴黎鐵塔 胡彥斌

129307 希望之星 趙傳

153968 希望之鴿 趙詠華

158574 希望手杖 SO WHAT

147991 希臘咒語 徐若瑄

161915 帖心收藏 佚名

156902 帝女芳魂 馬浚偉

159070 帥哥無用 TWINS

115641 師恩如海 雨兒,宋雪萊

135495 帶刺玫瑰 顧莉雅

157940 帶我去飛 呂雯

400733 帶我回去[國] 張智成

151781 帶我走吧 周迅

126106 帶我離開 ZEN

154535 帶我離開 BY2

151029 常來常往 卓依婷

133243 常來常往 陳紅,蔡國慶

106256 幕後英雄 洪榮宏

145054 平凡女人 石梅

400544
平凡相依

[消][國] 丁當

136302 平安中國 胡雁

129656 平安回家 鄭冬生,劉洋

157941 平安夜 2 群星

151884 平安大道 張也

103106 平安快樂 丁力

125504 平民天下 永邦

161921 平湖秋月 劉珺兒

200997 平行時空[國] 黃鴻升

181908 年少無知 林保怡,陳豪,黃德斌

161923 年年端陽 佚名

142612 年節時景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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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453 年紀青青 尤雅

129799 年輕時代 鄭智化

161927 年輕的心 林義忠

111836 年輕的心 飛鷹三姝

158945
幸福 SILENT

NIGHT T.R.Y

164857 幸福下載 元衛覺醒

135121 幸福不遠 郭書瑤

400321 幸福中國[國] 韓琳

150039 幸福中華 楊棋涵

135136 幸福來了 郭燕

145055 幸福元素 石梅

400320 幸福到家[國] 韓琳

143635 幸福回味 秦海璐

100053 幸福城堡 安琥

158753 幸福天堂 拾叄樂團

133032 幸福女人 陳瑞

131887 幸福導航 陳嘉唯

137879 幸福小巷 佚名

153516 幸福山歌 祖海

180374 幸福情歌[國] 佚名

182260 幸福愛河[國] 陳詠,郭玲

129851 幸福戀人 鄭源

117514 幸福按扭 伍思凱

146649 幸福時光 王瑩

173457 幸福時光 章小軍

149684 幸福果子 楊丞琳

181779 幸福樂活[國] 弦子

159999 幸福歌謠 新八大巨星

131860 幸福每天 陳倩倩

151336 幸福氧氣 卓文萱

180359 幸福永遠[國] 時金鈺

150702 幸福深處 王錚亮

119272 幸福深處 葉蓓

136321 幸福港灣 胡靈

173763 幸福港灣 雷佳

401028 幸福港灣[國] 胡靈

400685 幸福牽手[國] 孫楠

110336 幸福生活 佚名

158442 幸福留言 S.H.E

175484 幸福的人 蒙克

155339 幸福的海 動力火車

138759 幸福的路 劉若英

175381 幸福的風 楊宗緯

115416 幸福相守 孫楠

175565 幸福節奏 何雁詩

151782 幸福花園 周迅

117515 幸福藥草 伍思凱

151337 幸福調味 卓文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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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61 幸福賭註 佚名

136303 幸福降臨 胡雁

155858 幸福預報 F4

180588 幸福額度[國] 蘇打綠

131902 幸福魔力 陳好

152993 幸運之吻 張韶涵

107280 幸運地圖 黃征

131802 幸運女神 蔡黃汝

117777 幸運的人 吳宗憲

170188 幻影情深 佚名

155826 幻影舞劇 F4

180704 幻想教室 陳仁豐

152375 幾分之幾 張柏芝

153481 幾度斜陽 甄秀珍

137185 幾朝風雨 黃鶯鶯

144967 幾許情深 佚名

152995 床邊故事 張韶涵

134419 庭院深深 方伊琪

131388 庭院深深 蔡幸娟

148655 庭院深深 許茹蕓

139777 庭院深深 李碧華

131529 庭院深深 蔡琴

107968 庭院深深 姜育恒

106257 庭院深深 洪榮宏

142643 庵堂相會 佚名

153361 庵堂認母 孫靜

144733 庵堂認母 朱藺

155962 康定情歌 王雪晶

150844 康定情歌 閻荷婷

147174 康定情歌 鳳凰傳奇

142212 康定情歌 龍飄飄

152204 康定情歌 張惠妹

151034 康定情歌 卓依婷

150382 康定情歌 葉佩英

131530 康定情歌 蔡琴

100753 康定情歌 常寬

131531
康定情歌+青春

舞曲 蔡琴

121114 康巴漢子 亞東

103223 康巴男兒 澤仁多吉

145688 康美之戀 譚晶

400111 康美之戀[國] 傅斯彥

119111 康電情歌 王繹龍

159779 庸人自擾 小虎隊

128470 廁所和床 張楚

173339 廉價愛情 劉菲

134420 廉卷西風 方伊琪

128496 廣島之戀 張洪量

173862 廣州之戀 何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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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473 廣昌路上 大家唱合唱團

116298 延長比賽 TANK

165153 弟弟不在 中國娃娃

126387 弱水三千 周傳雄

161971 張三的歌 青蛙樂隊

158253 張三的歌 齊秦

175176 張三的歌 青春美少女

131532 張三的歌 蔡琴

117778 張三的歌 吳宗憲

117265 張三的歌 騰格爾

129676 強力愛情 鄭嘉穎

118177 強顏歡笑 文章

149655 彈琴遊戲 佚名

161972 彌度山歌 佚名

131031 彌渡山歌 曹穎

164898 彜人回家 彜人製造

157334 彩色季節 明駿女孩

155784 彩色拼圖 F.I.R

126938 彩色的我 張信哲

173384 彩色粉筆 徐譽滕

155785 彩色雙翼 F.I.R

158656 彩虹 眼淚 SWEETY

149155 彩虹天使 香香

140196 彩虹汽水 林吉玲

159316 彩虹眼淚 VRF

106386 彩虹背後 海鳴威

147775 彩雲之南 徐千雅

161998 彩雲片片 佚名

137105 彩雲追月 黃英

130453 彩雲追月 愛戴

141793 影子情人 賴雅妍

118758 影響國際 王嘯坤,小 E

144288 彼條戀歌 司馬鳳

110390 彼此相愛 李恕權

100056 往事不提 安琥

170245 往事回首 張躍

176748 往事如昔 佚名

134086 往事如昨 鄧麗君

144398 往事如煙 孫永慈

141900 往事如煙 黎明柔

172780 往前一步 孟非

162004 往日情深 佚名

157076 征服世界 洛客班

107527 征服自己 黃義達

141468 很久以後 梁靜茹

125099 很想愛你 月光星子

147785 後悔了吧 徐婕兒

149196 後會有期 伊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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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35 後會無期[國] 徐良,汪蘇瀧

152206 後知後覺 張惠妹

161292 後街人生 佚名

159862 徐策跑城 戲曲

132861 得寸進尺 陳潔儀

134600 得意洋洋 方芳

140118 得意的笑 李麗芬

128987 從不認輸 曾輝彬

144659 從不說話 孫燕姿

159698 從今以後 信樂團

126007 從今以後 陽一

118458 從今開始 王傑

401164 從何說起[國] 陳奕迅

149257 從前的事 伊雪

160741 從前的我 佚名

130541 從天而來 阿斯根

108430 從從容容 孔太

125894 從我做起 閻維文

170229 從此以後 酒吧傷心人

143037 從此以後 彭佳慧

157136 從零開始 張國榮

120667 從頭再來 謝旦

135497 從頭再來 顧莉雅

109467 從頭再來 劉歡

125088 從頭到尾 易齊

160743 從頭愛起 佚名

181348 微加幸福 [國] 鬱可唯

157945 微笑上海 群星

142804 微笑明天 馬蕊

141555 微笑的魚 佚名

141088 微笑眼淚 梁一貞

155481 微風往事 大小百合

134089 微風細雨 鄧麗君

178045 徵婚啟事 雪村

151841 德欽情歌 宗庸卓瑪

138229 徹夜未眠 鄺美雲

106455 徹夜未眠 胡兵

180187 徹底死心[國] 南迪

152724 心中有愛 張繼紅

126114 心中的心 仲維軍

115192 心中的歌 容中爾甲

147417 心亂如麻 衛蘭

151504 心事重重 周慧敏

159180 心似刀絞 天堂樂隊

164991 心似狂潮 羽泉

100605 心內有數 蔡小虎

107477 心內有鬼 黃立行

162025 心內的信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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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457 心動心痛 許慧欣,劉耕宏

174234 心動起來 巨姍姍

200389 心升明月[國] 李健

132443 心口不一 陳慧琳

121115 心在流浪 亞東

104506 心在等候 剛輝

140612 心在飛翔 林憶蓮

175440 心在飛翔 張冬玲

180918 心在高原 來國慶

401258 心如刀割 張學友

129595 心如刀割 鄭伊健

180150 心如刀割[國] 伍佰,CHINA BLUE

131327 心如蝶舞 蔡卓妍

146064 心已點燃 吳辰君

147259 心平氣和 王馨平

151387 心心相印 周冰倩

162032 心心相愛 佚名

000332 心情不好[國] 容祖兒

151042 心情不錯 卓依婷

126942 心情卡片 張信哲

162036 心情好了 佚名

400312 心情舒暢[國] 韓旭

115038 心情車站 任賢齊

140806 心情陽光 林曉培

145905 心情電梯 吳名慧

144797 心想事成 宋祖英

120582 心愛的她 許晉豪,楊培安

141750 心慌意亂 藍心湄

138584 心手相牽 劉瑋

116880 心手相連 譚詠麟

125506 心手相連 永邦

138427 心星相映 劉婕

147418 心有不甘 衛蘭

162039 心有些亂 佚名

109853 心有靈犀 李俊男

119817 心有靈犀 熊天平

153412 心歸何處 甄妮

156366 心海星願 黑鴨子

173490 心滿意足 大勇,衡越

145009 心灰意冷 沈芳如

117845 心理測驗 吳建豪

147659 心甘情願 小雪

178197 心甘情願 王應印

143208 心甘情願 彭莉

142920 心甘情願 那英

130569 心甘情願 阿桑

128596 心甘情願 張立基

104444 心甘情願 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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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414 心疼自己 周子寒

139871 心的傷口 李翊君

104052 心的守候 樊少皇,李婷宜

142328 心的旅途 孟庭葦

401132
心的歸回[原

伴][國] 野地百合

154587 心的海洋 北原山貓

129113 心的祈禱 臧天朔

149534 心的表情 於臺煙

101855 心的距離 陳奕迅

140197 心碎主角 林吉玲

117827 心碎以後 吳峙軒

152208 心碎回憶 張惠妹

180356 心碎戀人[國] 星宇

140613 心結難解 林憶蓮

143144 心繼續跳 彭羚

162028 心聲淚痕 卓依婷

151045 心聲淚痕 高勝美

114911 心肝寶貝 任賢齊,徐熙媛

200229 心花怒放 容祖兒

126390 心血來潮 周傳雄

155933 心裡有數 劉芮伊

138713 心裡有數 古巨基

104671 心裡有數 飛輪海

181780 心裡有數[國] 弦子

149075 心裡有樹 辛曉琪

126093 心裡有風 顏聯武

118463 心裡的話 王傑

156971 心跳任務 K ONE

106617 心都變了 胡瓜

148865 心酸戀夢 謝莉婷

157394 心電感應 蜜雪薇琪

142329 心電感應 孟庭葦

133921 心靈之約 鄧妙華,張行

135137 心靈彩虹 郭燕

171038 心靈感應 1983

146942 心非所屬 王菲

104366 心飛夢走 馮小飛

155963 心馳神往 鳳凰傳奇

151388 忍耐孤獨 周冰倩

116883 忘不了你 林子良

115417 忘不了你 孫楠

108736 忘不了你 劉嘉亮

140834 忘不了開 林林

174173 忘了他吧 鄭晟

105093 忘了怎麼 郭富城

117518 忘了愛我 伍思凱

125057 忘了憂傷 易欣

102383 忘了我吧 陳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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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466 忘了所有 王傑

400326 忘了所有[國] 飄灑的心雨

125786 忘了自己 言承旭

109057 忘了隱藏 劉德華

180580 忘川河畔[國] 姜濤

104196 忘情天涯 費玉清

109641 忘情忘愛 劉錫明

126944 忘情忘愛 張信哲

119383 忘情森林 聞君

135124 忘記回家 郭淑儀

138292 忘記幸福 利綺

128453 忘記愛過 張棟樑

178201 忘記時間 胡歌

120841 忘記過去 謝霆鋒

165154 忠孝東路 中國娃娃

126129 忠實聽眾 卓義峰

105094 忠貞不二 郭富城

148025 快樂主張 徐黛妮

116026 快樂主義 蘇有朋

141091 快樂人兒 佚名

162078 快樂人生 佚名

138925 快樂伴侶 呂珊,葉振棠

200916 快樂伴侶 陳浩德,方伊琪

157727 快樂出發 天娛群星

115418 快樂夢想 孫楠

157947 快樂天堂 孫燕姿

144662 快樂天堂 群星

131159 快樂天堂 蔡依林

181046 快樂天堂[國] 泰武國小合唱團

134587 快樂女孩 方皓玟

158233 快樂寶貝 談莉娜

175175 快樂寶貝 青春美少女

145575 快樂悲傷 田震

144390 快樂成群 孫慧瑩

158286 快樂成雙 REBORN

108086 快樂指南 陳明,黃格選,林萍

144346 快樂指南 孫悅

139626 快樂搖擺 李玟

162082 快樂早晨 佚名

157549 快樂星貓 牛奶@咖啡

115420 快樂時光 孫楠

173001 快樂暢開 張惠妹

162083 快樂歌聲 佚名

148489 快樂為主 許慧欣

148570 快樂無罪 許美靜

162084 快樂照罪 佚名

157750 快樂由我 群星

101860 快樂男生 陳奕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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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12 快樂眼淚 張惠妹

142825 快樂節日 麥穗

139536 快樂精靈 李湘

132625 快樂老家 陳明

111559 快樂老家 林誌炫

109791 快樂聖誕 廖偉力

105297 快樂舞曲 郭峰

100325 快樂起來 阿桑古卡

136775 快樂難找 黃嘉千

143729 快樂高手 錢薇娟

157260 快歌一號 MOJO樂團

137030 快遞愛情 黃湘怡

156940 快點快點 錦繡二重唱

191110 念念不忘[國] 鄭秀文

142704 忽然之間 莫文蔚

000333 忽然單身[國] 容祖兒

152762 忽然失眠 張苡溦

116153 忽然很痛 蘇永康

142706 忽然東風 莫文蔚

101861 忽然難過 陳奕迅

106799 怎樣的愛 韓磊

140425 怎麼去愛 林心如

162104 怎麼會堪 佚名

164992 怎麼能夠 MC HOTDOG

113803 怎麼能夠 羽泉

400719 怒江情歌[國] 張寒

181081 怕你受累[國] 佚名

155418 怕你走了 動靜樂團

159245 思念之歌 童聲合唱團

182075 思念太苦[國] 蕭全

400166 思念媽媽[國] 拉毛王旭

200463 思念戰友[國] 格根其木格

145072 思念探戈 佚名

200703 思念會驚 蕭煌奇

100443 思念母親 阿穆隆

152381 思念物語 張柏芝

106643 思念界限 荒山亮

117137 思念的痛 鐵熱沁夫

152881 思念的花 張薔

138173 思念綿綿 柯以敏

200585 思念難言[國] 佚名

113705 思念額吉 瑪希

117922 思念風箏 吳煒

108053 思念風鈴 季中平

133685 思緒如潮 戴嬈

102478 急凍心靈 陳曉東

174110 怨天怨地 程科

180341 怪獸愛侶[粵] 文恩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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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003 恆春民謠 兒歌

159570 恍然大悟 光良

176804 恍然如夢 常石磊

139781 恍然明白 李碧華

149401 恨你入骨 姚蘇蓉

138946 恨你入骨 呂珊

157950 恭喜恭喜 孫悅

157952 恭喜發財 鄭錦昌

152057 恭喜發財 張德蘭

151048 恭喜發財 卓依婷

181643 恭喜發財[粵] 劉德華

130896 悉心打扮 CK

101333 悔恨的淚 遲誌強

148796 悟入歧途 謝安琪

104803 悠揚情聲 尕讓鄧真

117780 患得患失 吳宗憲

141811 悲傷森林 路綺歐

116154 悲傷止步 蘇永康

103605 悲傷的夢 竇唯

162154 悲情面具 佚名

146745 悲歡歲月 王芷蕾

100206 情不自禁 阿峰

131162 情不自禁 蔡依林

121143 情不自禁 伊揚,萬靈

106522 情不自禁 胡彥斌

180080 情也如劍[國] KELLIE

117078 情人一場 邰正宵

134103 情人一笑 鄧麗君

134105 情人之夜 鄧麗君

121229 情人再見 余天

120755 情人再見 謝雷

120694 情人博客 謝華

110957 情人密碼 李風持

170717 情人寶貝 王鶴錚

125061 情人快樂 易欣

148885 情人恰恰 謝采雲

151050 情人拜年 卓依婷

117569 情人敵人 伍浩哲

152214 情人敵人 張惠妹

102315 情人朋友 陳揚傑

141369 情人玫瑰 梁雁翎

127898 情人知己 張宇

173145 情人知己 梁文音

137350 情似朝露 江珊

162165 情何以堪 佚名

162168 情到深處 佚名

115562 情割不斷 孫耀威

129853 情同手足 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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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02 情同手足 劉沖,鄭源

146947 情心不變 王菲

200145 情怡之歌[國] 周燕君

140426 情愛已非 林心如

103568 情感宣言 段千尋

101535 情感爆炸 陳冠希

115880 情感物語 沙寶亮

162175 情感蒸發 佚名

133239 情探陽告 佚名

162178 情曖童心 佚名

150282 情書+情網 泳兒

162179 情有可原 佚名

127899 情有獨鍾 張宇

181688 情歌對唱 唐儷,袁小迪

137757 情歸何處 詹雅雯

162181 情比天高 佚名

200917 情深不變 陳浩德,方伊琪

151052 情深似海 卓依婷

162183 情深依舊 佚名

162184 情深幾許 佚名

104200 情深往事 費玉清

162185 情深意動 佚名

153517 情深意長 宋祖英

144798 情深意長 祖海

147123 情深無尤 王雪娥

125478 情深緣淺 殷正洋

119078 情深緣淺 王琥

145691 情深誼長 吉傑

107889 情深誼長 譚晶

171131 情深誼長 吳春燕

151887 情深誼長 張也

182220
情深誼長

[LIVE][國] 阿魯阿卓

125939 情滿酒歌 閻維文

104328 情為何物 費翔

200918 情為何物 陳浩德,方伊琪

153197 情生意動 曾淑勤

138001 情竇初開 金海心

145502 情系人民 湯燦

141015 情絲萬縷 林翠萍

153322 情緣不了 朱樺

141061 情義無價 林靈

173809 情義無價 倉宇,永昌

181055 情花有毒[國] 涓子

120338 情話太毒 許誌安

109889 情證如山 李傑聖

138232 情路太難 鄺美雲

148571 情迷意亂 許美靜

137916 情醉蓮花 蔣雪兒



KOD-2400 国语歌曲 點歌目錄
編號 歌名 歌星 編號 歌名 歌星

國語歌曲 第 295 頁

400197 情醉西廂[國] 段紅

180555 情醉西湖[國] 佚名

139875 情陷紅塵 李翊君

135823 情難由衷 何方

157264 情非得已 HOTCHA

156172 情非得已 MPC

126948 情非得已 張信哲

137078 情非得已 黃美詩

132920 情非得已 陳潔麗

124881 情非得已 庾澄慶

107086 情非得已 黃品源

106144 情願離開 歡子

164915 惜別港岸 櫻桃姐妹

136352 惠娘觀畫 韓再芬

100286 惠安之春 阿杜

141472 惡性循環 梁靜茹

175632 惦惦好嗎 蕭閎仁

147916 想一個他 徐懷鈺

162193 想一個你 佚名

143478 想不想我 潘越雲

127241 想你不哭 張善為

159699 想你的夜 信樂團

149535 想你的夜 於臺煙

105410 想你的夜 關喆

141753 想你的心 藍心湄

105971 想你的愛 何潤東

400599 想你的痛[國] 劉旗

110486 想來想去 李春波

135218 想個不停 郭靜

147994 想入非非 徐若瑄

147234 想入非非 王非非

107974 想哭就哭 姜育恒

155903 想唱就唱 風之翼

151971 想唱就唱 張含韻

119422 想往侗鄉 魏洪

138175 想得太美 柯以敏

144036 想得太遠 容祖兒

115881 想念依舊 沙寶亮

129041 想念的歌 佚名

136190 想念草原 火雅

138363 想思深深 劉依純

125750 想我了嗎 袁成傑

157368 想聽你說 格裡傑夫

104841 想聽你說 米兒絲

182015
想聽的話

[消][國] 石欣卉,王建複

125789 想要愛你 言承旭

147643 想說愛你 小辣椒

200864
想講你知(11

演)(粵語) 鄧紫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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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21 想起了你[國] 阿魯阿卓

162211 想過以後 佚名

102048 想飛就飛 陳子嘟

401067 想飛就飛[國] 袁東方

115421 想飛的心 孫楠

107177 想飛的心 黃大煒

135781 愈錯愈愛 何嘉莉

113734 愈陷愈深 莫少聰

153970 愈飛愈高 趙詠華

162213 意亂情迷 潘秀瓊

143345 意亂情迷 陳誌朋

139230 意亂情迷 李婷宜

134875 意思意思 馮瑋君

148330 意想不到 蕭薔

181957 意料之外[國] 佚名

170112 愚不可及 戴夢夢

119819 愚人碼頭 熊天平

108155 愚公移山 江濤

174192 愛 Say Good Ba 範英楠

144936 愛一個人 斯琴高麗

154264 愛上了壞 BAD

137232 愛上了癮 吉娃斯杜嵐

171340 愛上了癮 胡楊林

131903 愛上冒險 陳好

153151 愛上別離 曾慶瑜

147632 愛上草原 佚名

400309 愛上辣妹[國] 陳美惠

130630 愛上青蛙 冰淇

129014 愛不停止 朱孝天

400577 愛不再來[國] 冷漠

100748 愛不再美 常健鴻

136325 愛不出賣 胡靜

119286 愛不在了 王鍵

134671 愛不執著 範怡文

145578 愛不後悔 田震

157138 愛不愛我 大嘴巴

155451 愛不愛我 零點樂隊

154110 愛不持久 ASOS

400787 愛不放手[國] 木子桓

139979 愛不明白 李菲菲

133906 愛不是罪 佚名

150350 愛不用還 遊艾迪

170058 愛不自已 馬天宇

140119 愛不釋手 李麗芬

139879 愛不釋手 李翊君

200699 愛不離手[國] 蕭亞軒

154537 愛丫愛丫 BY2

115940 愛中飛行 石康軍



KOD-2400 国语歌曲 點歌目錄
編號 歌名 歌星 編號 歌名 歌星

國語歌曲 第 297 頁

109471 愛之無奈 劉歡

108306 愛了傷了 金城

141373 愛了再說 梁雁翎

107087 愛了半天 黃品源

100793 愛了就算 成龍,蘇慧倫

175156 愛了很久 佚名

107528 愛了才懂 黃義達

155462 愛了散了 大地

146378 愛了痛了 王冰洋

151423 愛了累了 周子零

170644 愛了錯了 曉雨

146398 愛亮晶晶 歡子,王奕心

146035 愛亮晶晶 王煊兒,吳爽

129095 愛人不哭 紫龍

103124 愛人別走 丁汀

158844 愛人動物 蘇打綠

148663 愛人動物 許茹蕓

163236 愛人危險 江淑娜

132982 愛人危險 陳琳

165186 愛人好累 中堅份子

140148 愛人小心 林佳儀

147644 愛人感謝 小辣椒

127177 愛人無罪 張克帆

145014 愛人的心 沈芳如

116030 愛人的心 蘇有朋

138766 愛人說話 劉若英

400794 愛人路人[國] 李俊熙

144352 愛人辛苦 孫悅

118281 愛他一生 溫兆倫

138003 愛似水仙 金海心

150062 愛似流星 佚名

116161 愛似狂潮 蘇永康

150669 愛你不行 葉璦菱

178008 愛你不變 陽一

149306 愛你也難 俞靜

115312 愛你個頭 司文

136399 愛你到老 蔡小虎

175538 愛你千年 佚名

159335 愛你卡農 丸子

151511 愛你多年 周慧敏

103509 愛你太多 東來東往

109086 愛你太深 劉德華

131549 愛你太濃 蔡琴

142331 愛你太真 孟庭葦

165247 愛你太難 蟑螂合唱團

126599 愛你恨你 周渝民

155419 愛你想你 動靜樂團

107089 愛你愛你 黃品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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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630 愛你愛到 李玟

132455 愛你愛的 陳慧琳

181898 愛你成歌[國] 李雪

400152 愛你最美[國] 張嘉洵

200591 愛你永遠[國] 王少峰

164916 愛你無心 櫻桃姐妹

127902 愛你無悔 張宇

157953 愛你的心 蔡秋鳳

120339 愛你的心 許誌安

115044 愛你的心 任賢齊

130671 愛你的歌 佚名

102487 愛你躲你 陳曉東

139390 愛來愛去 李心潔

109353 愛像什麼 劉文正

156395 愛像傻瓜 I.N.G

128914 愛像咖啡 佚名

139391 愛像大海 李心潔

142928 愛像把鎖 那英

401075 愛像流星[國] 許千千

126470 愛像空氣 張可欣,周冠宇

103411 愛全為你 杜德偉

118907 愛到天涯 王建傑

143655 愛到失魂 裘海正

163261 愛到最後 王中平

101315 愛到最後 黎明,周慧敏

105106 愛到最後 郭富城

400984 愛到最後[國] 祁隆

143005 愛到永遠 歐陽菲菲

129115 愛到永遠 臧天朔

105418 愛到灰心 關德輝

139980 愛到瘋狂 李菲菲

115566 愛到發燙 孫耀威

190076 愛到盡頭[國] 雨天

146162 愛到花開 佚名

127904 愛到這樣 張宇

140038 愛只有你 林佳儀,陳曉東

105299 愛叫什麼 郭峰

127646 愛和承諾 陳慧嫻

139634 愛在 85℃ 李玟

100939 愛在亞丁 次真降措

171290 愛在人間 滿文軍

145692 愛在他鄉 譚晶

175163 愛在你在 佚名

181629 愛在冬季[國] 冷漠

115424 愛在北京 孫楠

101009 愛在夕陽 蔡勇

146650 愛在天堂 王瑩

145693 愛在心間 譚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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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277 愛在心間[國] 常健鴻

126600 愛在愛你 周渝民

163262 愛在旋轉 佚名

175527 愛在江南 黑虎

125420 愛在沸騰 楊烈

400617 愛在瀋陽[國] 古品

155528 愛在發燒 董事長樂團

124706 愛在聖誕 堯堯

104093 愛在草原 佚名

153414 愛在飛揚 甄妮

170812 愛在鳥巢 金波

148666 愛在黑夜 許茹蕓

103529 愛埋心底 東安尼瑪,惠子

108145 愛太任性 佚名

147918 愛太沉重 徐懷鈺

159616 愛如潮水 中四舞曲

135574 愛如潮水 高勝美

131452 愛如潮水 蔡淳佳

127647 愛如潮水 張學友

126952 愛如潮水 張信哲

109090 愛如潮水 劉德華

103683 愛如潮水 迪克牛仔

144301 愛如空氣 孫儷

155244 愛定了你 張柏芝

158451 愛就對了 S.H.E

132983 愛就愛了 陳琳

130372 愛就是手 ALAN

110370 愛就足夠 李建衡

120156 愛已停機 許嵩

136776 愛已升天 黃嘉千

149260 愛已成灰 伊雪

148210 愛已缺堤 蕭亞軒

116164 愛已離開 蘇永康

117195 愛很簡單 梁漢文

173344 愛很簡單 晗月

165805 愛很簡單 陶喆

000344
愛很簡單

[LIVE][國] 張學友

127905 愛很纏綿 張宇

120843 愛後餘生 謝霆鋒

145895 愛得乾脆 吳倩蓮

151929 愛得太多 張亞飛

118478 愛得太多 王傑

139882 愛得太狂 李翊君

113290 愛得完美 黎明

120695 愛得忘了 謝華

110747 愛得昇華 李自強

132839 愛得正好 沙寶亮

116094 愛得正好 蘇永康,陳潔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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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757 愛心互聯 群星

181717 愛心永在[國] 子祺

151784 愛恨恢恢 周迅

180163 愛恨情歌[國] 冷漠,張冬玲

100356 愛恨是你 佚名

135381 愛恨纏綿 關淑怡

102386 愛恨纏綿 陳星

109597 愛情下載 劉航

101662 愛情主義 陳司翰

126130 愛情乞丐 卓義峰

132456 愛情來了 陳慧琳

130930 愛情來哩 MAKIYO

147125 愛情俘虜 王雪娥

117086 愛情俘虜 邰正宵

144353 愛情俘虜 孫悅

102387 愛情保險 陳星

120598 愛情倒退 許紹洋

156007 愛情假期 GOGO,MEME

118062 愛情傀儡 巫啟賢

128953 愛情傷兵 曾春年

124761 愛情傻瓜 宇桐非

107283 愛情傻瓜 黃征

135138 愛情冬至 郭燕

115807 愛情冰山 沈世愛

163276 愛情切啦 南臺灣小姑娘

137253 愛情劇終 佚名

155682 愛情半徑 ENERGY

126957 愛情卡片 張信哲

141697 愛情周記 佚名

163278 愛情味道 佚名

125077 愛情哭了 易欣

138870 愛情四季 劉尊

108822 愛情四季 劉雁

180201 愛情圈套[國] 周祥

137031 愛情地圖 黃湘怡

145063 愛情地鐵 佚名

180629 愛情城堡 謝容兒

135165 愛情女神 郭美美

401105 愛情如夢[國] 趙本水

149189 愛情孤兒 佚名

154619 愛情學測 棒棒堂 F

135193 愛情定格 郭采潔

119969 愛情宣判 薛之謙

100319 愛情寄寓 阿松

148212 愛情專用 蕭亞軒

150673 愛情對策 葉璦菱

116492 愛情小偷 湯潮

140431 愛情小說 林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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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746 愛情小說[國] 宋熙銘

181240 愛情小鎮[國] 趙真

110309 愛情少尉 李宗盛

125757 愛情怪胎 袁智勇

400862 愛情愛情[國] 楊冪

126238 愛情懸崖 周傑倫

148493 愛情抗體 許慧欣

149080 愛情故事 辛曉琪

134455 愛情故事 方季惟

131552 愛情斷傷 蔡琴

152998 愛情旅程 張韶涵

106327 愛情木屋 洪立

163285 愛情木瓜 1983

181678 愛情末日[國] 佚名

180638 愛情末路 佚名

163287 愛情枷鎖 零峰

115514 愛情枷鎖 孫浩雨

127906 愛情條約 張宇

104814 愛情標本 廣智

118480 愛情殺手 王傑

103810 愛情氣候 恩煬

176961 愛情泡沫 龍奔

133410 愛情流年 佚名

165501 愛情漫遊 5566

170578 愛情烈酒 孫寶奇

139883 愛情無用 李翊君

165308 愛情特賣 183CLUB

119840 愛情疲勞 熊汝霖

163290 愛情的夢 佚名

200892 愛情的搶[國] 陳升,左小祖咒

131274 愛情的路 蔡健雅

163293 愛情的風 佚名

151062 愛情神話 卓依婷

180251 愛情神話[國] 孟楊

115049 愛情童話 任賢齊

104842 愛情童話 格裡傑夫

102426 愛情第二 陳曉東,文恩澄

119112 愛情終點 王繹龍

154651 愛情結局 芭比

181018 愛情網站[國] 楊子一

117528 愛情縮影 伍思凱

131848 愛情考卷 陳依依

145364 愛情膠片 唐堯麟

138510 愛情花園 劉惜君

181345 愛情花園[國] 高林生

125100 愛情苦酒 月光星子

159409 愛情萬歲 五月天

400670 愛情萬歲[國] 姜淮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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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834 愛情蝴蝶 鄭源

135219 愛情訊息 郭靜

142388 愛情買賣 慕容曉曉

145015 愛情賭局 沈芳如

174102 愛情賭徒 龍嘯

132764
愛情走過夏日

街 陳淑樺

137070 愛情跳棋 黃綺珊

148494 愛情輪廓 許慧欣

101869 愛情轉移 陳奕迅

139981 愛情迷霧 李菲菲

149518 愛情遊戲 揚揚

142586 愛情遊戲 毛阿敏

126117 愛情過關 陽一

152754 愛情選項 張蕓京

125736 愛情遺書 袁惟仁

171394 愛情配方 阿勇

145056 愛情重點 石梅

146410 愛情錯覺 佚名

153416 愛情長跑 甄妮

148888 愛情長跑 謝采雲

102491 愛情陷阱 陳曉東

119832 愛情電影 許茹蕓,熊天平

180913 愛情靈藥[國] 何超儀

106801 愛情飛蛾 韓磊

149081 愛情餘味 張信哲

126958 愛情餘味 辛曉琪

109616 愛情香煙 劉超華

400994 愛情騙子[國] 紅月

115797 愛情高手 施易男

150615 愛情魔力 葉玉卿

103108 愛情魔力 丁力

139324 愛情魔咒 李小璐

110692 愛情魔法 李維

400581 愛情麻將[國] 冷漠

154652 愛情黑洞 芭比

135127 愛情點心 郭淑賢

163312 愛愛口哨 佚名

138468 愛戀革命 劉小慧

132459 愛我不愛 陳慧琳

138134 愛我中華 孔瑩

132092 愛我中華 陳思思,張燕

147470 愛我中華 韋唯

144799 愛我中華 宋祖英

100389 愛我久久 阿牛

163301 愛我別走 葉璦菱

170047 愛我別走 韓庚

141229 愛我別走 梁詠琪

128883 愛我別走 張震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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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652 愛我別走 張學友

126240 愛我別走 周傑倫

104450 愛我別走 光良

159801 愛我多好 心跳男孩

145162 愛我好嗎 蘇慧倫

400973 愛我家園[國] 畢玉凝

115050 愛我愛我 任賢齊

109473 愛我黃河 劉歡

120259 愛或離開 許強

157395 愛斯基摩 蜜雪薇琪

141231 愛斷了線 梁詠琪

131553 愛斷情傷 蔡琴

180695 愛斷情殤[國] 阿毛

106146 愛昏了頭 歡子

151818 愛是什麼 周鵬

109847 愛是什麼 李俊旭

103172 愛是你我 刀郎

115425 愛是個錯 孫楠

142930 愛是全部 那英

148453 愛是唯一 許安安,沈建宏

144942 愛是唯一 顧峰,斯琴高麗

152226 愛是唯一 張惠妹

165249 愛是天堂 蟑螂合唱團

157963 愛是家鄉
何潔,譚維維,張傑,吉

傑

101234 愛是對的 蔡旻佑

143657 愛是懲罰 裘海正

150203 愛是我的 殷悅

400139 愛是把槍[國] 孫敬媛

144047 愛是永恆 容祖兒

127453 愛是永恆 張學友

102868 愛是烈酒 陳詠

127907 愛是真的 張宇

104571 愛是神話 古巨基,王麗達

170451 愛是野獸 虞笙

110222 愛是關鍵 李國毅

136094 愛是陽光 哈輝

138451 愛會永遠 劉小幻

156944 愛會離開 錦繡二重唱

145581 愛有多久 田震

159268 愛有奇跡 糖糖樂團

140846 愛有明天 劉秋儀

138614 愛有明天 林淑娟

129201 愛有明天 莊學忠

158990 愛有靈犀 TOP TWINZ

158948 愛有靈犀 T.R.Y

400921 愛本無罪[國] 湯潮,嶽思思

119122 愛毀滅了 王羽澤

182203 愛沒如果[粵] 鄭欣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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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995 愛浪漫的 羽泉

102656 愛海滔滔 陳浩民

156367 愛滿人間 黑鴨子

138178 愛無止盡 柯以敏

135499 愛無盡頭 顧莉雅

147571 愛甲超過 向蕙玲

121338 愛的 99 余潤澤

154266 愛的世界 BAD

115052 愛的世界 任賢齊

175619 愛的事業 陳茂豐

146303 愛的代價 張偉文

127076 愛的代價 溫嵐

152733 愛的代價 張艾嘉

141232 愛的代價 梁詠琪

110310 愛的代價 李宗盛

145877 愛的佳話 吳佩珊

134125 愛的使者 鄧麗君

155859 愛的信念 F4

126118 愛的信念 陽一

101873 愛的傀儡 陳奕迅

117088 愛的傳說 邰正宵

150616 愛的傷口 葉玉卿

163315 愛的傷害 伍思凱

163316 愛的傷痕 佚名

150065 愛的光芒 楊美蓮

155788 愛的力量 F.I.R

129035 愛的力量 朱文

141796 愛的勇氣 賴雅妍

145440 愛的勝利 婷婷

148496 愛的原味 許慧欣

124912 愛的叛動 庾澄慶

147920 愛的叮咚 徐懷鈺

134624 愛的可能 樊桐舟

150446 愛的可能 葉倩文

133923 愛的告白 鄧妙華

150192 愛的味道 楊韻禾

100940 愛的呼喚 黎明

171137 愛的呼喚 吳春燕

145163 愛的呼應 蘇慧倫

115497 愛的回憶 孫江楓

149082 愛的回答 辛曉琪

172685 愛的回音 佚名

165096 愛的坦克 ZAYIN

151342 愛的城堡 卓文萱

100036 愛的天使 蔡依林,安誌傑

163320 愛的天地 佚名

100326 愛的天堂 阿桑古卡

139271 愛的太傻 李宇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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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321 愛的太多 佚名

100578 愛的太深 暴林

107844 愛的太累 黑龍

157965 愛的奇跡 J-STAR

156429 愛的奇跡 喬傑立

150204 愛的奇跡 許慧欣,張傑

148458 愛的奇跡 陳嘉唯

131888 愛的奇跡 龐龍

171275 愛的奇跡 殷悅

127117 愛的奇跡 張傑,許慧欣

151065 愛的奉獻 卓依婷

147471 愛的奉獻 韋唯

134680 愛的奉獻 範春梅

200342 愛的女孩[國] 愛朵女孩

157695 愛的存在 強力重拍

181212 愛的季節[國] 謝華

155452 愛的宣言 大嘴巴

157966 愛的家園 群星

139091 愛的家鄉 李佳

103173 愛的寂寞 刀郎

106268 愛的小路 洪榮宏

149307 愛的廢墟 俞靜

163322 愛的影子 佚名

148668 愛的心態 許茹蕓

181284 愛的心疼[國] 金學峰

104203 愛的心聲 費玉清

171051 愛的思念 烏蘭托婭

149346 愛的思念 央金蘭澤

180644 愛的悲歌[國] 趙小兵

118844 愛的想逃 佚名

155831 愛的感覺 F4

150675 愛的憧憬 葉璦菱

180165 愛的懺悔[國] 冷漠

171360 愛的成全 訪玉

135122 愛的抱抱 郭書瑤

163325 愛的故事 李逸朗,蔣雅文

150712 愛的故事 葉蘊儀

157967 愛的方舟 群星

139406 愛的旅程 李心琪

142931 愛的旅程 那英

140486 愛的旅途 林慧萍

139884 愛的旅途 李翊君

182243 愛的旅途[國] 陳思思

157550 愛的旋律 牛奶@咖啡

109354 愛的星座 劉文正

117141 愛的最真 鐵石

145504 愛的月光 湯燦

119970 愛的期限 薛之謙



KOD-2400 国语歌曲 點歌目錄
編號 歌名 歌星 編號 歌名 歌星

國語歌曲 第 306 頁

116750 愛的根源 謝安琪

108514 愛的榮耀 柯有倫

163314 愛的樂章 佚名

132863 愛的正好 陳潔儀

139447 愛的決定 李明依

129202 愛的波折 莊學忠

153973 愛的淚珠 趙詠華

148889 愛的渦流 謝采雲

152895 愛的港灣 張邁

127656 愛的渴望 張學友

150871 愛的漩渦 雲菲菲

103225 愛的火焰 宋祖英

147796 愛的無情 徐寧

152629 愛的無辜 張瑤

128094 愛的牙印 張誌政

181056 愛的牙印[國] 涓子

155965 愛的狂怒 鳳凰傳奇

124430 愛的狂野 俞思遠

182017 愛的王國[國] 程遠,梁安琪

155936 愛的王道 飛輪海

134126 愛的理想 鄧麗君

115427 愛的生命 孫楠

143347 愛的留連 潘秀瓊

181203 愛的痕跡[國] 諾兒

163330 愛的真諦 佚名

129097 愛的眼睛 紫龍

139432 愛的神話 李慧珍

134127 愛的禮物 鄧麗君

134128 愛的秘密 鄧麗君

170635 愛的種子 佚名

103308 愛的空白 戴軍,楊漫

110670 愛的笑話 李登威

156350 愛的箴言 許景淳

148525 愛的箴言 黑豹樂隊

136493 愛的箴言 韓紅

134129 愛的箴言 鄧麗君

115429 愛的精彩 孫楠

137094 愛的紋身 黃聖依

116535 愛的翅膀 田豐

106741 愛的翅膀 韓庚

172691 愛的舞會 佚名

131394 愛的花園 蔡幸娟

163333 愛的苦酒 莊學忠

131996 愛的苦酒 陳小雲

115573 愛的表情 孫耀威

132922 愛的見證 陳潔麗

107877 愛的規律 佚名

113003 愛的記憶 陸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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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300 愛的訴說[國] 陳笑瑋

170218 愛的誓言 曉月

163335 愛的諾言 高向鵬

143019 愛的證明 帕妃

120845 愛的蹺板 謝霆鋒

126032 愛的迷惑 陽帆

147310 愛的迷戀 翁倩玉

133033 愛的迷霧 陳瑞

120846 愛的逃兵 謝霆鋒

109094 愛的連線 劉德華

117532 愛的過火 伍思凱

100915 愛的過錯 佚名

134130 愛的開始 鄧麗君

155832 愛的領域 F4

148026 愛的魔力 夏國星

119451 愛的魔力 徐黛妮

118351 愛的魔力 王中平

147587 愛的魔法 夏宇童

401134 愛的魔法[國] 金莎

154934 愛的鼓勵 草蜢

118668 愛的鼓勵 王力宏

130373 愛看得見 ALAN

165453 愛神之箭 520女子演唱組

131554 愛神的箭 鳳娘

175755 愛神的箭 蔡琴

148220 愛第三次 蕭亞軒

173793 愛老虎油 佚名

136452 愛與不愛 謝霆鋒

120847 愛與不愛 韓晶

147734 愛與和平 希亞

132460 愛與和平 陳慧琳

103639 愛與和平 希亞,董炯

116577 愛與哀愁 童安格

126960 愛與折磨 張信哲

181522 愛與諾言[國] T.H.P.

135666 愛與願違 高慧君

119751 愛若去了 徐譽滕

163345 愛襪落心 佚名

149261 愛要懂得 伊雪

139642 愛要現在 李玟

142587 愛誰是誰 毛阿敏

118581 愛讓人累 王力

175366 愛這麼難 天孿兄弟

146089 愛過一場 王非非

163355 愛過之後 佚名

119882 愛過了頭 蕭敬騰

150137 愛過以後 楊鈺瑩

170119 愛過以後 冷漠雲,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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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430 愛過以後 孫楠

400800 愛過以後[國] 李嘉石

130632 愛過就好 佚名

110689 愛過就好 李紫涵,沈艾莎

154938 愛過就忘 草蜢

149632 愛過擁有 易天晴

181600 愛過的你[國] 何潔

118066 愛那麼重 巫啟賢

115431 愛都一樣 孫楠

127910 愛都愛了 張宇

117585 愛錯了你 伍天宇

117481 愛錯了你 伍長春

173835 愛錯了嗎 陳詩莉

145505 感動世界 湯燦

130614 感動中國 金波

108366 感動中國 阿麗瑪

111386 感同身受 林宥嘉

138124 感官記憶 可嵐

143008 感恩的心 歐陽菲菲

125228 感恩的心 楊培安

140623 感情不老 林憶蓮

170541 感情日記 吳昊

147996 感情核心 徐若瑄

162218 感情漂白 佚名

146955 感情生活 王菲

162219 感情的債 佚名

102696 感覺好嗎 陳驊

140624 感覺完美 林憶蓮

101536 感覺怪怪 陳冠希

162224 感覺真好 佚名

116407 感覺自己 屠洪綱

103689 感覺著飛 迪克牛仔

124855 感謝寂寞 廖昌永

109812 感謝寂寞 應昌佑

130609 感謝春天 阿魯阿卓

108742 感謝華健 劉嘉亮

132125 感謝親人 陳思思

130659 慕士塔格 巴哈爾古麗

135220 慢慢記憶 郭靜

125183 慢慢走吧 楊坤

103092 慢慢長大 陳黎明

131171 慣性背叛 蔡依林

161946 慶祝六一 佚名

133012 慶祝分手 陳瑀涵

161947 慶祝年年 佚名

172811 憂傷快樂 佚名

401233 憂傷日記[國] 黎明花

120157 憂傷歌聲 許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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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883 憂鬱午餐 張薔

130711 憂鬱通行 比莉

200638 憐花惜玉 甲子慧

181644 憑什麼說[國] 劉心

125813 懂你的人 遠方

100984 懂得寂寞 蒼茫

143658 懂愛的人 裘海正

116374 應有盡有 唐龍

155790 應許之地 F.I.R

152025 應該快樂 張咪

151986 應該快樂 張彌

111957 應該看過 梁朝偉

117393 懶人日記 伍佰

145164 懶人日記 蘇慧倫

144667 懶得去管 孫燕姿

156646 懷念戰友 大風

117267 懷念戰友 騰格爾

110928 懷念戰友 李雙江

109474 懷念戰友 劉歡

180241 懷念戰友[國] 子祺

106134 懷念過去 歡子,沈丹丹

162103 懷裡心裡 佚名

401085 懸崖勒馬[粵] 謝安琪

115575 戀一個愛 孫耀威

113303 戀之往事 黎明

140209 戀之風景 林嘉欣

125060 戀人味道 易欣

158456 戀人未滿 S.H.E

127179 戀愛假期 張克帆

139305 戀愛傻瓜 李安琪

116286 戀愛冒險 TAE

181959 戀愛咒語[國] 洪辰

146091 戀愛天才 吳雨霏

160080 戀愛季節 YUMMY,謝坤達

128526 戀愛季節 胡諾言,蔣嘉瑩

120634 戀愛季節 謝坤達,YUMMY

151664 戀愛料理 周筆暢

154470 戀愛新手 BOBO

138252 戀愛日記 LEA

108515 戀愛演習 柯有倫

140625 戀愛瘋狂 林憶蓮

155629 戀愛秘笈 E-KIDS

200343 戀愛聲明[國] 愛朵女孩

165454 戀愛草莓 520女子演唱組

147946 戀愛達人 羅誌祥,徐熙娣

158894 戀愛預兆 草蜢

154941 戀愛預兆 閃亮三姐妹

141561 戀愛預告 林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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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90 戀戀不捨 易齊

150019 戀戀今生 楊林

105800 戀戀情深 高林生

145165 戀戀真言 蘇慧倫

172665 戀戀芳蹤 佚名

125788 戀要愛你 言承旭

171423 成功之路 高林生

117268 成吉思汗 騰格爾

107480 成吉思汗 黃立行

119022 成都姑娘 王櫓窗

159260 成長的街 糖果槍

170503 我一個人 付辛博

137161 我一個睡 黃馨

132471 我不以為 陳慧琳

104946 我不像我 郭品超

153138 我不在乎 安誌傑,曾愷玹

101874 我不好愛 陳奕迅

171020 我不完美 佚名

141480 我不害怕 梁靜茹

111654 我不後悔 林誌穎

129858 我不後悔 鄭源

141481 我不快樂 梁靜茹

144905 我不怕痛 思涵 CSHA

139039 我不怕輸 廖雋嘉

129859 我不恨你 鄭源

144391 我不想哭 孫慧瑩

138769 我不想念 劉若英

151069 我不想說 卓依婷

150138 我不想說 楊鈺瑩

400879 我不想逃[國] 樊凡

200865
我不懂愛(11

演)(國語) 鄧紫棋

127662 我不明白 張學友

141652 我不是她 盧春如

172728 我不會哭 KHIOE CHU

119883 我不會愛 蕭敬騰

152595 我不會飛 張玉華

138682 我不相信 劉耔彤

101495 我不相信 陳傑瑞

152014 我不瞭解 張婧

157140 我不知道 動力火車

155345 我不知道 零點樂隊

174085 我不知道 唐笑

142720 我不耐煩 莫文蔚

141804 我不能飛 路嘉欣

135667 我不覺得 高慧君

105125 我不認輸 郭富城

144670 我不難過 孫燕姿

127663 我不願意 張學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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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673 我乎你靠 方瑞娥,黃西田

135746 我介心聲 何以奇

157381 我們一起 蒙恩使女

157974 我們中國人 群星

117537 我們之間 伍思凱

154621 我們之間 棒棒堂 F

147494 我們之間 韋嘉

147364 我們之間 萬芳

103297 我們會贏 戴玉強

157980 我們有愛 群星

118221 我們的夢 汪峰

155791 我們的愛 F.I.R

400737 我們的愛[國] 張櫻薷,楊曉狄

181923 我們的歌 林育群

175155 我們的歌 尚雯婕,尚馬龍

127136 我們的歌 張傑

118671 我們的歌 王力宏

100515 我們的淚 不辣

200658 我們的路[國] 筷子兄弟

162264 我們相識 佚名

156494 我們舉杯 民歌

170896 我們都傻 楊丞琳

126850 我們都想 左光平

140626 我們都愛 林憶蓮

136778 我們都要 黃嘉千

170097 我們驕傲 佚名

151344 我做不到 卓文萱

119752 我原以為 徐譽滕

157671 我只想要 七朵花

101463 我只是想要 陳偉聯

126603 我呼吸你 周渝民

162281 我和班長 佚名

149465 我問白雲 尤雅

146734 我喜歡你 王羚柔

101236 我回來了 蔡旻佑

108823 我在他鄉 劉尊

126401 我在身邊 周傳雄

139273 我在這裡 李宇春

157985 我型我 SHOW 群星

153365 我多想唱 朱虹

170476 我太任性 CLOWN

171428 我好想哭 阿杜

135089 我好想逃 郭嘉璐

100473 我好想飛 阿飛

146810 我好愛你 王菀之

135668 我學不會 高慧君

118673 我就喜歡 王力宏

157235 我就是我 M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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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220 我就是我 羅永娟

148223 我就是我 蕭亞軒

141487 我就這樣 梁靜茹

171181 我就這樣 尚雯婕

153909 我很勇敢 趙薇

149227 我很勇敢 伊能靜

120158 我很喜歡 許嵩

170983 我很快樂 劉惜君

170719 我很快樂 王鶴錚

158608 我很快樂 SOUL WORKS

151739 我很快樂 周蕙

131173 我很怕黑 蔡依林

115057 我很有錢 任賢齊

117091 我很特殊 邰正宵

145326 我得走了 順子

103336 我心仍在 林憶蓮

145295 我心動了 BEN

100499 我心動了 順子,BEN

130852 我心夢寐 白雪

138501 我心如水 妮南,劉彤

131396 我心已許 蔡幸娟

141824 我心永恆 陸萍

145919 我心永愛 吳娜

134138 我心深處 鄧麗君

104209 我心深處 費玉清

105126 我心狂野 郭富城

162299 我心相印 佚名

149540 我心裡痛 於臺煙

144357 我心飛翔 孫悅

157006 我忍住哭 可米小子

153325 我怎麼了 朱樺

150779 我怎麼了 袁泉

140489 我情迷惘 林慧萍

130587 我想你了 阿茹娜

181252 我想你了[國] 郎郎(馬誌鋒)

125756 我想回家 春雷

100849 我想回家 袁智勇

128009 我想自由 張峰奇

153910 我想要你 趙薇

101237 我想要說 蔡旻佑

181002 我想見你[國] 朱婧

133497 我愛上的 丁當

144801 我愛中華 宋祖英

130633 我愛今天 別丹

162335 我愛口哨 佚名

149850 我愛壞人 楊千樺

159277 我愛夏天 脫拉庫

108370 我愛大漠 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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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723 我愛巴黎 方皓玟

150746 我愛恰恰 葉麗儀

139030 我愛泡泡 小魚兒

172152 我愛煩惱 S.H.E

138148 我愛熊貓 佚名

145017 我愛的人 杜汶澤

100942 我愛的人 沈芳如

102146 我愛的人 陳小春

135578 我愛秋蓮 高勝美

162339 我愛米蘭 佚名

128885 我愛臺妹 張震嶽

155288 我愛過你 動力火車

117093 我愛過你 邰正宵

166093 我愛鄉村 佚名

152009 我愛香港 張娟

110722 我懂了她 李聖傑

150293 我懷念的 泳兒

144674 我懷念的 孫燕姿

200752 我懷念的[國] 蕭敬騰

152999 我戀愛了 張韶涵

132988 我挑我的 陳琳

132477 我敢去愛 陳慧琳

142724 我明白他 莫文蔚

160051 我是 NO.1 校園快樂幫

152026 我是你的 張咪

151987 我是你的 張彌

154622 我是傳奇 棒棒堂 F

117947 我是壞人 吳聽徹

137142 我是壞的 黃韻玲

133270 我是大牌 佚名

200619 我是天仙[國] 瑪利亞

142842 我是天真 倪睿思

140490 我是女人 林慧萍

147925 我是女生 徐懷鈺

107236 我是憤怒
黃家強,周國
賢,KOLOR

138772 我是我的 劉若英

126761 我是明星 周華健

126965 我是真的 張信哲

108624 我是真的 冷漠

165392 我是軍人 3D動漫

144358 我暖你心 孫悅

139275 我最搖擺 李宇春

124888 我最搖擺 庾澄慶

157026 我最閃亮 快樂男生

117783 我會想你 吳宗憲

127243 我會愛你 張善為

146671 我會習慣 王秀琳

118291 我本善良 溫兆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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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475 我欲成仙 劉歡

134143 我歌我泣 鄧麗君

118493 我比他好 王傑

160046 我沒喝多 星光天王團

139888 我沒有醉 李翊君

129322 我沒有錢 趙傳

119956 我沒有錯 蕭閎仁

100217 我沒讀書 阿弟仔

162327 我淋過雨 佚名

162328 我深愛過 佚名

181230 我為你醉[國] 佚名

128542 我為我強 張玉濤

152236 我無所謂 張惠妹

120160 我的 Baby 許嵩

158896 我的 MR.RIGHT 閃亮三姐妹

156946
我的 SUPER

LIFE 錦繡二重唱

139018 我的世界 呂雯

174125 我的九寨 澤爾丹

137278 我的亞當 江一燕

144310 我的人生 孫嫣然

131174 我的依賴 蔡依林

127914 我的力量 張宇

139277 我的功夫 李宇春

151809 我的北京 周靈燕

200328 我的南海[國] 徐千雅

117395 我的名字 伍佰

127271 我的團長 佚名

126247 我的地盤 周傑倫

155615 我的天使 達達樂隊

170754 我的天堂 胡東清

157993 我的太陽 劉維維

109579 我的太陽 叢浩楠,楊宗緯

100713 我的太陽 群星

400183 我的太陽[國] 楊博宇

162346 我的娃娃 佚名

139195 我的媽媽 李娜

108464 我的家庭 康康

162348 我的家鄉 佚名

174233 我的寶貝 巨姍姍

120161 我的寶貝 許嵩

137339 我的小妹 江玲

156947 我的快樂 錦繡二重唱

181617
我的快樂

[消][國] 元若藍

131565 我的思念 蔡琴

126763 我的情歌 周華健

135042 我的戀曲 甘萍

180990 我的摸樣[國] 張靚穎

118494 我的故事 王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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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695 我的日子 邱蕓子,七郎

129342 我的明天 趙傳

400274 我的明天[國] 譚鵬飛

181047 我的星空[國] 洪立

182297 我的最愛 高玉玫

153000 我的最愛 張韶涵

130375 我的月光 ALAN

133582 我的母親 德德瑪

170060 我的母親 劉建軍

149543 我的沉默 於臺煙

142784 我的源頭 馬婕

108372 我的營房 金波

116506 我的父親 湯飛

162366 我的爸爸 呂雯

181786 我的爹娘[國] 張偉東

139279 我的王國 李宇春

117848 我的王國 吳建豪

162367 我的理想 佚名

156009 我的生日 GOGO,MEME

178018 我的生活 MC HOTDOG

107092 我的目屎 黃品源

147584 我的真心 夏如芝

156662 我的祖國 吳娜

152572 我的祖國 大風

145923 我的祖國 張燕

103270 我的祖國 韓紅

171133 我的祖國 吳春燕

143269 我的祖國 彭麗媛

135175 我的祖國 郭蘭英

153521 我的祝福 祖海

180202 我的神奇[國] 周筆暢

120215 我的秋天 許巍

172637
我的秘密

Mysecret 佚名

135167 我的答鈴 郭美美

173792 我的絕配 男才女貌

139652 我的翅膀 李玟

165503 我的背後 5566

170079 我的舞臺 佚名

162369 我的花兒 李雙江

125945 我的花兒 閻維文

100943 我的草原 次真降措

110260 我的誌願 李壽全

138066 我的超人 金花

139051 我的電腦 拉拉寶寶

181971 我的電話[國] 潘瑋柏

125229 我的驕傲 楊培安

134145 我瞭解你 鄧麗君

131925 我等著你 陳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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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347 我答應你 動力火車

401010
我答應你

[消][國] 羅百吉

149728 我給的愛 楊乃文

126970 我能相信 張信哲

173901 我能給的 吳克群

150452 我自己飛 葉倩文

134146 我與秋風 鄧麗君

157223 我行我素 MC HOTDOG

400621 我行我路[國] 吳彤

115508 我要你好 孫浩

191136 我要勇敢[國] 鄭秀文

162380 我要咖啡 佚名

162381 我要回家 劉尊

182120 我要幸福 謝金燕

147926 我要快樂 徐懷鈺

152238 我要快樂 張惠妹

105979 我要投降 何潤東

128721 我要撒野 張衛健

173359 我要真唱 方梓媛

200279 我要結婚[國] 川子

165161 我要自由 中國娃娃

128688 我要輕閒 張茜,張衛健

129397 我要陪你 趙自強

154116 我討厭你 ASOS

133714 我該得到 戴愛玲

152952 我走以後 張靚穎

135386 我跟你走 關淑怡

144361 我這個人 孫悅

102690 我還以為 陳熙

152521 我還年輕 張清芳

103902 我還愛你 房祖名

150206 我還是我 樊凡

107983 我還有夢 姜育恒

111283 我還有愛 林子祥

141493 我還記得 梁靜茹

119823 我都在乎 熊天平

176963 我都懂得 佚名

141494 我都知道 梁靜茹

155351 我都要等 動力火車

148229 我陪你哭 蕭亞軒

118499 我需要你 王傑

401095 我需要你[國] 賴子健

400122 我需要愛[國] 吳瓊

175457 我非西門 喬洋

111737 我願為你 林木

118676 戒不了你 王力宏

150108 戒不掉你 楊鈞鈞

170335 戒指情人 陳冠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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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142 戰勝自己 零點樂隊

104866 戰友情深 耿為華

165393 戰友情深 3D動漫

118970 戰國時代 王強

157655 戰爭玩具 砰砰樂團

140631 戲假情真 林憶蓮

117629 戲劇天才 吳克群

137188 戲迷情人 黃鶯鶯

118309 扁舟情侶 陳松伶,溫兆倫

200447
手下敗將(11

演)(粵語) 林欣彤

139892 手下留情 李翊君

156446 手寫的信 夾子樂團

158947 手心手背 T.R.Y

145844 手心手背 陶鈺玉

110351 手拉風箱 李左,劉趙黔

162399 手指運動 佚名

159873 手捧寶書 戲曲

181890 手機玫瑰[國] 佚名

104455 手機留言 光良

126131 手無寸鐵 卓義峰

133305 手的預言 陳綺貞

118501 手足情深 王傑

158006 才子佳人 大小百合

136260 才子佳人 胡美儀,大 AL

107354 打個電話
黃格選,林誌炫,滿江,

滿文軍

100101 打劫愛情 阿勇

103229 打劫愛情 大勇

101889 打回原形 陳奕迅

162407 打工奇遇 佚名

101890 打得火熱 陳奕迅

400596
打擾一下

[消][國] 劉心

159876 打漁殺家 常東,徐瀟玲

140983 打神告廟 林穎

125257 打虎上山 楊子榮

158010 打鑼打鼓 群星

155290 打開天空 陳曉東

108265 打開電視 解曉東

145698 打靶歸來 譚晶

125954 打靶歸來 閻維文

108293 打靶歸來 賈世駿

157411 扭扭捏捏 魔幻 1+1

132954 找一雙鞋 陳珊妮

111068 找到感覺 林依倫

129805 找路的人 鄭智化

130504 把他給你 艾莉莎

141706 把你唱醉 羅琦

103415 把你寵壞 杜德偉

117630 把心拉近 吳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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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417 把心掏開 潘美辰

150023 把心留住 楊林

107984 把心給你 姜育恒

149641 把愛傳遞 易秒英

155797 把愛放開 F.I.R

171025 把愛放開 聚點翻轉

181630
把愛深藏

[消][國] 冷漠

173549 把根留住 金悅

116582 把根留住 童安格

135387 把歌談心 關淑怡

117907 把酒當歌 吳滌清

154093 抒情心搖滾 ADMAN

140433 投懷送抱 林心如

170810 抗日小唱 金波

145402 抱緊一點 堂娜

200578 抱著你哭[國] 焦慶軍

136401 抹去淚水 韓寶儀

108537 拈花惹草 柯羽

200383 拉拉拉山[國] 曾靜玟

143826 拉琴的人 任靜

156085 拉網小調 革命歌曲

128528 拉線木偶 張爽

162447 拉茲之歌 佚名

120668 拉薩姑娘 王森

119017 拉薩姑娘 謝旦

140901 拒絕不了 林玉婷

141251 拔河比賽 梁詠琪

131177 招牌動作 蔡依林

110680 招財進寶 李福山

108547 招財進寶 開克爾曼尼,魏依曼

400521 拜拜,愛過[國] SARA

147367 拜訪春天 萬芳

154657 拜金女孩 芭比

157672 拜金女郎 七朵花

154551 拯救世界 八三夭

115069 拯救心田 任賢齊

127920 拱手讓他 張宇

180914 指鹿為馬[國] 何超儀

116300 挺你到底 TANK

125509 挽回時間 永邦

115887 捍衛生命 沙寶亮

156401 捕風捉影 J.A.M

151086 捕風捉影 卓依婷

139759 捧起太陽 李瓊

182281 捨不得他[國] 顧莉雅

143420 捨不得你 古巨基,鄭秀文

138049 捨不得飛 金素梅

139653 掌上明珠 李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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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481 掌聲之後 佚名

130639 掌聲響起 包娜娜

120760 掌聲響起 許冠英

200067 掌聲響起 劉德華

141497 掌聲響起 梁靜茹

136766 掌聲響起 黃可兒

152244 排山倒海 張惠妹

145764 採茶舞曲 陶慧敏

142619 接風洗塵 眉佳

153002 控制不了 張韶涵

143567 推銷自己 千百惠

175321 掩飾寂寞 阿悄,徐良

138402 提線木偶 劉力揚

125258 提起欒平 楊子榮

157615 插翅難飛 OEC

181668 插翅難飛[國] 含瑞

136876 換回自由 黃小琥

104456 握你的手 光良

162495 握緊拳頭 佚名

150205 揮之不去 殷悅

400272 揮手告別[國] 譚鵬飛

109356 揮揮衣袖 劉文正

101664 揮霍浪漫 陳司翰

166112 搖嬰仔歌 佚名

159191 搖搖擺擺 FIRE

159190 搖搖擺擺 天織堂

147495 搖搖擺擺 韋嘉

156212 搖擺女郎 紅孩兒

137949 搖擺搖擺 金子嫣,麥德羅

128012 搖滾主義 張峰奇

157021 搖滾快樂 快樂幫

159420 搖滾本事 五月天

156430 搖滾萬歲 佚名

129028 搜孤救孤 朱寶光,紀秀雲

191143 搞不懂愛[國] 鄭秀文

127244 搞什麼鬼 張善為

140812 搶先一步 林曉培

129783 搶救回憶 佚名

126155 搶救愛情 周俊偉

154592 摩莉莎卡 北原山貓

110277 撒野到底 李威

147574 播送溫柔 向蕙玲

147496 撲啦啦飛 韋嘉

165006 撲朔迷離 羽泉

124708 擁抱夜光 堯堯

106527 擁抱奇跡 胡彥斌

101016 擁抱明天 蔡國慶,林萍,白雪

142939 擁抱明天 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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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496 擁抱明天 韓紅

117697 擁抱著我 王識賢,葉璦菱

181669 擁抱藍天[國] 含瑞

162466 擁抱陽光 張學友

132128 擁軍愛民 陳思思

162462 擁軍秧歌 佚名

162463 擁軍花鼓 佚名

133645 擇偶條件 戴佩妮

111664 擋不住我 林誌穎

200468 據為己有 梁焯皓

136095 擡頭見喜 哈輝

151088 擦乾眼淚 卓依婷

129861 擦肩而過 鄭源

124755 擦肩而過 宇桐非

116040 擦肩而過 蘇有朋

110726 擦肩而過 李聖傑

401191
擦肩而過

[消][國] 韓紅

172759 擦身情緣 RUBBERBAND

103421 擦身情緣 杜德偉

140435 擦身而過 林心如

162500 擺開煩惱 印象合唱團

172986 攜手同心 胡東清

147368 收信快樂 萬芳

141812 收回孤單 路綺歐

145470 收放自如 湯寶如

147952 收藏的心 徐熙媛

152392 改天再聊 張柏芝

138422 改變一切 佚名

400694
改變命運

[消][國] 宗成瑋

140085 改變自己 李霄雲

118680 改變自己 王力宏

400827 改變自我[國] 李魏西

103424 放一顆心 杜德偉

157541 放不下你 年少組合

132488 放不開手 陳慧琳

180747 放了自己[國] 魔幻力量

180093 放了自己[國] MP魔幻力量

176967 放你自由 王雅潔

140436 放心一搏 林心如

155421 放心不下 動靜樂團

105538 放心去愛 顧海濱

156352 放心走吧 黑豹樂隊

116041 放愛自由 蘇有朋

165510 放手一搏 5566

140813 放手一搏 林曉培

139342 放手去愛 李度

104950 放手去愛 郭子,李度

103693 放手去愛 迪克牛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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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923 放棄一切 張宇

106165 放浪人生 洪一峰

153554 放聲大哭 莊妮

151416 放肆一下 周子寒

154662 放肆黑夜 芭比

132489 放輕一點 陳慧琳

137919 放逐愛情 佚名

126057 放開了手 雲開,雲天組合

158018 放飛你我 黃格選,毛寧,屠洪剛

116685 放飛夢想
陳秋霞,譚詠麟,李偉

松

173096 放飛夢想
謝磊,吳沁悅,王瀟宇,

熊春蘭

107850 放飛夢想 黑龍

180935 放飛心情[國] 央宗卓嘎

108710 放飛忠誠 劉和剛

150221 放飛神舟 殷秀梅

138330 放飛美麗 劉亦菲

156496 放馬山歌 民歌

200423 故事細膩[國] 林俊傑

152524 故事遠去 張清芳

150858 故園家山 雨兒

109872 故鄉山川 李健

121119 故鄉德格 亞東

113973 故鄉情人 倪賓

103301 故鄉情思 戴玉強

134150 故鄉情濃 鄧麗君

143273 故鄉戀情 彭麗媛

162523 故鄉無情 佚名

124549 故鄉的月 葉俊麟

129211 故鄉的雲 莊學忠

104335 故鄉的雲 費翔

162530 故鄉的風 施孝榮

157341 故鄉的風 木吉他

128270 故鄉的風 張明敏

100945 故鄉阿媽 次真降措

162536 救國軍歌 佚名

162538 敖包相會 吳娜,閻維文

156673 敖包相會 呂繼宏

156580 敖包相會 耿蓮鳳,張振富

131572 敖包相會 蔡琴

108268 敖包相會 解曉東

103178 敖包相會 刀郎

101241 敖包相會 蔡明,孫浩

143448 敗犬女生 潘莎

106599 敢不敢愛 胡歌

170964 敢做敢當 群星

109476 敢愛敢追 劉歡

125479 散場電影 殷正洋

120162 散場電影 許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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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802 敦煌一夢 張啟靚,貝若德華

153227 敦煌之戀 朱含芳

115440 敦煌日月 孫楠

200235 敬請留步 容祖兒

170772 敬酒不吃 許嵩

118184 敲打我心 文章

127925 整個八月 張宇

128502 整個給你 張洪量

175279 文字流淚 謝安琪,劉美君

138704 文字精靈 劉育青

162552 文明用語 佚名

173611 文科女生 孟楊

162561 斯卡堡鎮 佚名

400612 新三國戀[國] 南鶴

150749 新上海灘 葉麗儀

175781 新不了情 蔡琴

175278 新不了情 謝安琪,梁文音

173422 新不了情 江若琳

147370 新不了情 萬芳

119886 新不了情 蕭敬騰

182244 新不了情[國] 陳思思

401082 新兵日記[國] 許飛

144810 新兵歌謠 宋祖英

400792 新女兒情[國] 朱芃菲

109124 新好情人 劉德華

180955 新好男人[國] 佚名

129103 新娘新郎 那英,臧天朔

162566 新婚旅行 佚名

151096 新年如意 卓依婷

159509 新年快樂 J-STAR

155913 新年快樂 劉鳳屏

151097 新年快樂 卓依婷

138909 新年快樂 張衛健

128722 新年快樂 潤土

116042 新年快樂 甘國衛,胡美儀

115235 新年快樂 蘇有朋

149028 新年快樂 謝雨欣

107096 新年快樂 黃品源

181183 新年快樂[國] 西單女孩(任月麗)

173360 新年恰恰 阿爾法,沈芯羽

147140 新年春聯 王雪晶,莊群施

175145 新年的窗 孫維良

142856 新年真好 牛欣欣

105803 新憂舊愁 高林生

102391 新打工謠 陳星

162581 新春如意 佚名

158022 新時髦話 群星

147962 新月光光 徐秋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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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881 新木蘭詞 戲曲

144972 新桃花江 沈殿霞,葉麗儀

128456 新歌試唱 張棟樑

148424 新滿江紅 西卿

162583 新生之歌 佚名

135680 新生日歌 含笑

130660 新疆姑娘 巴哈爾古麗

155969 新疆玫瑰 鳳凰傳奇

121155 新的一天 伊揚

171032 新的夜晚 虞笙

141500 新的答案 梁靜茹

139066 新的起點 李丹陽

176929 新祝酒歌 李靜

400969 新笑紅塵[國] 甜美真

164859 新聞主播 元衛覺醒

153914 新蘭花草 趙薇

156062 新走西口 革命歌曲

200405 新送情郎[國] 佚名

108826 新鐵窗淚 劉尊

181447 新預言書 C ALLSTAR

107363 新鮮感受 黃格選

119428 新龍船調 魏金棟,晏菲

159705 斷了思念 信樂團

126251 斷了的弦 周傑倫

182136 斷垣碑拓[國] 趙小南

120163 斷橋殘雪 許嵩

104079 斷橋約會 符號

145925 斷橋遺夢 吳娜

127165 斷翅蝴蝶 張傾城

401038 斷翼天使[國] 葉熙祺

181032 於心不忍[國] 歡子

116466 施捨的愛 彤傑

165377 旋轉圈圈 2個女生

160058 旋轉木馬 丘丘合唱團

157679 旋轉木馬 鄉村二人組

149176 旋轉樂園 YUMIKO

148435 旋轉餐廳 許哲佩

152925 旗開得勝 張靚穎,張學友

162632 既曾相愛 佚名

181080 既然愛了[國] 王梓蘅

125733 既然愛過 袁惟仁

156997 日光傾城 卡奇社

148686 日光機場 許茹蕓

151576 日出愛情 周海媚

151785 日出日末 周迅

115072 日出東方 任賢齊

174051 日出東方
群星,譚詠麟,李克勤,

張敬軒

142731 日場夜場 莫文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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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441 日日夜夜 張棟樑

180757 日月星辰[國] 黃鶴翔

126576 日落之處 童安格,周治平

162638 日落西山 李嘉

100047 日記秋天 安東陽

100058 早去早回 安琥

145096 早哪知影 蘇又鎔

124489 早安太陽 葉佳修

162647 早晨的歌 佚名

182064 早沾勿藥[粵] 蔡卓妍

148808 早班火車 謝安琪

158847 早點回家 蘇打綠

106804 旭日旅店 韓磊

145509 昂首未來 湯燦

150236 明天以後 泳兒,林峰

181072 明天你好[國] 牛奶咖啡

137398 明天愛誰 江美琪

136850 明天明年 佚名

144685 明天晴天 孫燕姿

127140 明天過後 張傑

117632 明天過後 吳克群

115074 明天過後 任賢齊

101903 明年今日 陳奕迅

138784 明年此時 劉若英

138101 明日之歌 張偉文

131577 明日之歌 蔡琴

127081 明日之歌 靜婷

200982 明日之歌 黃耀明

127082 明日天涯 張偉文

201033 明日天涯 黃耀明

127690 明日約定 張學友

137113 明日經典 黃鎧晴

117786 明日英雄 吳宗憲

130376 明日讚歌 ALAN

158030 明星之歌 群星

180211 明星的愛[國] 嚴爵

401174 明珠飛翔[國] 陳福庭

136455 明白以後 韓晶

146094 明知做戲 吳雨霏

143624 易攻難守 瞿穎

111943 星之碎片 梁朝偉,楊千樺

153564 星光燦爛 莊瑩

132874 星夜星塵 陳潔儀

132492 星夢情真 陳慧琳

150677 星夢淚痕 葉璦菱

120164 星座書上 許嵩

162667 星心相印 方伊琪

104218 星心相印 費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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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468 星星之火 S.H.E

100395 星星亮了 阿牛

131456 星星眼睛 蔡淳佳

129807 星星點燈 鄭智化

100048 星月情緣 安東陽

134154 星月淚痕 鄧麗君

173677 星月神話 金莎

170358 星空戀曲 鄧福如

119418 星空物語 魏晨

152396 星語心願 張柏芝

151105 星語心願 卓依婷

115075 星語心願 任賢齊

138999 春去秋來 呂薇

141059 春回大地 鄭錦昌

109357 春夏秋冬 劉文正

157687 春天來了 巧千金

147142 春天來了 王雪晶,莊群施

400588 春宵一刻[國] 淩誌輝

162696 春愁點點 佚名

135044 春暖花開 甘萍

170506 春暖花開 伊能靜

137145 春暖花開 黃韻玲

131066 春水彎彎 程琳

151891 春江花月 張也

162701 春神來了 佚名

162702 春紅報喜 佚名

173774 春花秋月 謝佳佳

117403 春花秋月 伍佰

110677 春花齊放 李福山,楊迎

200984 春雨彎刀 黃耀明

143354 春雨綿綿 潘秀瓊

173822 春風不忘 雷佳

176951 春風化雨 陳豪,吳卓羲

162707 春風春雨 佚名

153200 春風歌聲 曾淑勤

150143 春風流水 楊鈺瑩

140514 春風若來 林慧萍

131581 昨夜之燈 蔡琴

153033 昨夜夢中 張鳳鳳

135586 昨夜情深 高勝美

135587 昨夜星辰 高勝美

140882 昨夜星辰 林淑蓉

150752 昨夜淚痕 葉麗儀

162711 昨天以前 陳明真

146746 昨天再見 王芷蕾

141505 昨日情書 梁靜茹

144761 昨日花開 佚名

159882 昭君出塞 戲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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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65 是不是你 林誌穎

130490 是不是夢 艾敬

138183 是不是愛 柯以敏

108328 是否明白 金學峰,路研

143533 是夢似真 潘迪華

104223 是夢是真 費玉清

127695 是悲是喜 張學友

103576 是我不好 段千尋

132495 是我不好 陳慧琳

105711 是我不對 高安

154665 是我是我 芭比

100908 是我的錯 曹磊

178001 是星星的 東方 T+J

117207 是是非非 陶喆

115078 是誰的錯 任賢齊

118226 時光倒流 汪峰

111569 時光倒流 林誌炫

156200 時光地鐵 佚名

147583 時光機器 夏如芝

200584 時光沙漏[國] 佚名

120224 時光漫步 許巍

103548 時尚分手 東與政

111571 時空倒流 林誌炫

137192 時空寄情 黃鶯鶯

159667 時空探險 XL特大號樂團

178067 時空膠囊 元氣

128575 時間快照 張磊

133648 時間快轉 戴佩妮

120165 晃晃悠悠 許嵩

155891 晚安北京 反光鏡

118227 晚安北京 汪峰

127697 晚安吾愛 張學友

126565 晚安吾愛 周治平

118980 晚安妹妹 王誌文

182300 晚安晚安[國] 魏如萱

131276 晨間新聞 蔡健雅

147267 普通女人 王馨平

128037 普通朋友 張崇基,張崇德

117208 普通朋友 陶喆

137233 普通男人 吉娃斯杜嵐

101464 普通的人 陳偉聯

152529 景氣太差 張清芳

150358 景頗姑娘 燕妮

156336 晴天娃娃 黑澀會美眉

175413 晴天娃娃 江語晨

151950 晴天雨天 張力尹

117097 晴時多雲 邰正宵

156368 晴空萬裏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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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499 暗夜魔鏡 佚名

124429 暗戀情書 俞思遠

180563 暗戀秘籍[國] 花世紀

153916 暗戀貓咪 趙薇

129654 暢一首歌 鄭元暢

118686 暢爽開懷 王力宏

116587 暢飲回憶 童安格

162734 暫時別走 佚名

158849 暫時失控 蘇打綠

128796 暴雨將至 張鐵

154667 曖昧關係 芭比

104795 曙光之歌 國巍

115693 曠野寄情 施孝榮

104224 曠野寄情 費玉清

108561 曬到陽光 亂彈阿翔

156124 曲唱韶山 佚名

127926 曲終人散 張宇

164919 更深路頂 櫻桃姐妹

129382 曾傷我心 趙炳文

151107 曾經心疼 卓依婷

150463 曾經心痛 葉倩文

149263 曾經愛過 伊雪

110796 曾經愛過 李茂山

138238 曾經愛過 鄺美雲

126976 曾經愛過 張信哲

110466 曾經愛過 李明翰

111808 曾經擁有 林漢揚,劉鈺華

182306
曾經擁有(消

伴)[粵] 黃家駒

137981 曾經最美 金梅

146153 曾經滄海 娃娃

120226 曾經的你 許巍

200777 曾經的愛[國] 蘇富權

108385 曾經相愛 金澤

158470 替我愛你 S.H.E

170246 最佳影帝 張躍

103427 最佳拍檔 杜德偉

148809 最佳損友 謝安琪

121025 最佳狀態 辛子奇

155940 最佳聽眾 飛輪海

129358 最初最後 趙擎

144082 最壞下場 容祖兒

200166 最大原則[國] 天天

144083 最好時光 容祖兒

140645 最好的事 林憶蓮

139656 最好的愛 李玟

118687 最好的愛 王力宏

103896 最好的我 房祖名,龔芝怡

176094 最好結局 梁佑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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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10 最小的海 曹方

142941 最後一吻 那英

152531 最後一夜 劉美娟

138954 最後一夜 呂珊

131584 最後一夜 蔡琴

155689 最後一次 ENERGY

173783 最後一次 宇桐非

152248 最後一次 張惠妹

170904 最後一眼 炎亞綸

157100 最後一秒 螺絲釘

144084 最後一課 容祖兒

137753 最後一頁 江語晨

144085 最後勝利 容祖兒

180269 最後情人[國] 容祖兒

126417 最後慢舞 周傳雄

140212 最後我們 林嘉欣

145404 最後探戈 堂娜

155833 最後握別 F4

173153 最後派對 陳奕迅

145589 最後的夜 田震

136878 最後的愛 黃小琥

162751 最後舞曲 範怡文

141509 最後警告 梁靜茹

173964 最怕冷戰 符瓊音

143759 最想念你 齊豫

120858 最愛之後 謝霆鋒

178054 最愛是你 K ONE

117544 最愛是你 伍思凱

109139 最愛是你 劉德華

132923 最愛是誰 夏韶聲

175648 最愛是誰 劉德華

150678 最愛的人 施文彬

107994 最愛的人 姜育恒

158251 最愛的你 冷漠

108625 最愛的你 青蛙樂隊

116260 最愛的心 誓言

137921 最愛的愛 賈曉晨

147662 最新作品 小雪

144088 最新消息 容祖兒

400535 最深的痛[國] 一加一組合

117142 最真的愛 鐵石

125127 最真的愛 楊克強

104711 最終幻想 古巨基

176925 最美的你 楓橋

141106 最親愛的 梁文音

156811 最親的人 蔣大為

143585 最親的你 曲丹

149092 最難的夢 辛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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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741 會快樂吧 區文詩

160764 會飛的心 佚名

143355 月下佳人 潘秀瓊

149983 月下寄情 楊小萍

129216 月下對口 莊學忠

120721 月下對口 謝雷,張琪

162760 月下情歌 呂薇

143275 月下情歌 彭麗媛

170507 月下情絲 佚名

134162 月下送君 鄧麗君

109575 月之故鄉 劉秉義

155974 月亮之上 雪兒達娃

149136 月亮之上 鳳凰傳奇

152692 月亮之歌 張秀卿

142827 月亮和兵 麥穗

156682 月亮女兒 曲比阿烏

152576 月亮女兒 張燕

200594 月亮孩子[國] 佚名

127988 月亮情歌 韋唯

119826 月亮森林 熊天平

157102 月亮王子 螺絲釘

148307 月亮說話 蕭瀟

175598 月光心事 喬洋

182107 月光情人[國] 佚名

400174 月光情思[國] 李傳永

139658 月光愛人 李玟

141789 月光戀人 佚名

146141 月光戲院 威葳

170056 月光晴朗 馬天宇

142288 月光海洋 MIYA

115261 月光漫步 三木科

171257 月光碼頭 杭嬌

162770 月光花朵 佚名

107217 月光華華 黃安

165512 月兒光光 5566

148308 月兒彎彎 蕭瀟

140121 月兒彎彎 李麗芬

115342 月圓之後 孫國慶

156685 月圓花好 李香琴

156087 月圓花好 董文華

104227 月圓花好 費玉清

119024 月夜情歌 王櫓窗

134166 月夜訴情 鄧麗君

135125 月娘浮光 郭淑儀

158474 月桂女神 S.H.E

162781 月淡風輕 佚名

156686 月滿西樓 劉家昌

145640 月滿西樓 童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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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534 月滿西樓 謝采雲

151115 月滿西樓 卓依婷

130434 月滿西樓 安雯

107995 月滿西樓 姜育恒

200371 月照瓜洲[國] 易小川

147329 月牙五更 萬山紅

180073 月球漫步[國] JPM

105399 月芽五更 郭頌

104228 月落烏啼 費玉清

180360 月落烏啼[國] 時金鈺

130378 有 ME 就好 ALAN

143761 有一個人 齊豫

116547 有一種醉 蘇芮,童孔

128209 有一首歌 張敬軒

174229 有了草原 豪圖

200908 有些幸福[國] 陳旭,美璿

181704 有份無緣[國] 大軍

120166 有何不可 許嵩

131458 有你多好 蔡淳佳

170573 有你就好 孫偉

158042 有你有我 汪峰

118228 有你有我 郭峰

182147 有你有我 辦桌二人組

141799 有你有我 賴雅妍

142590 有你相伴 毛阿敏

152633 有你相隨 張瑤

125013 有你真好 易桀齊

153808 有你真好 趙之璧

400814 有你真好[國] 李斯琪

154805 有你陪我 CIRCUS

115081 有夢的人 任賢齊

118514 有失有得 王傑

118515 有得有失 王傑

149233 有我有你 伊能靜

126606 有我有你 周渝民

106530 有時歌唱 胡彥斌

128797 有時跳舞 張鐵

140816 有生之年 林曉培

143586 有福同享 曲丹

176752 有禮的謊 棉花糖

154593 有空來玩 北原山貓

115532 有緣千裏 孫耀威,酒井法子

170655 有緣無分 李愛

146980 有緣的話 王菲

144321 有緣相聚 孫悅,張萌萌

108061 有緣相遇 佚名

143161 有緣遇上 彭羚

140137 有話好說 林伊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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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357 有話直說 動力火車

200460 有話直說 柯震東

109146 有誰瞭解 劉德華

181189 有誰知道[國] 西單女孩(任月麗)

136125 有關愛情 BABY

130621 有關愛情 洪佩誼

137194 有關昨晚 黃鶯鶯

133043 有點孤單 陳瑞

147497 朋友別哭 韋嘉

109713 朋友別哭 呂方

117828 朋友最真 吳峙軒

118798 朋友的心 王子鳴

151118 朋友的心 卓依婷

159706 朋友的詩 信樂團

170654 朋友的酒 李曉傑

165011 朋友難當 羽泉

162804 朗尼路加 佚名

162805 望你回頭 佚名

162810 望天門山 佚名

162814 望月思鄉 佚名

400212 望月水中[國] 流蘇

148899 望穿秋水 張偉文

127084 望穿秋水 謝采雲

145067 望郎早歸 素蘭

152954 朝思暮想 張靚穎

121121 朝聖的路 亞東

181797 朝花夕拾[國] 張德蘭

117908 朝雲暮雨 吳滌清

117929 期待明天 吳煒

126777 期待更多 周華健

180743 期待重逢[國] 高林生

141848 未來女孩 雷光夏

154801 未來的愛 CHYNA

129811 未婚爸爸 鄭智化

141670 未完待續 杜德偉,LARA

109151 末世天使 劉德華

127245 末日之戀 張善為

170075 末日之戀 小軍

128318 末日之戀 張智成

173139 末日快樂 倪安東

400938 末日風景[國] 狼鳴

126258 本草綱目 周傑倫

159886 杉木水桶 佚名

128565 李四的夢 張真

108468 李四的歌 康康

138829 李逵探母 劉莉莉

156088 杜丘之歌 革命歌曲

145510 杜鵑開了 湯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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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848 杭州姑娘 佚名

127085 杭州小調 張偉文

162849 杯中戀情 佚名

162851 杯酒高歌 佚名

128487 東京物語 吳佩慈,張洪量

103514 東來東往 東來東往

137011 東區街頭 黃淇

135470 東方之珠 張偉文

152897 東方之舞 張邁

160086 東方先鋒 亞洲愛樂合唱團

133758 東方商人 佚名

131406 東方女孩 蔡幸娟

151895 東方女郎 張也

144819 東方姑娘 宋祖英

111345 東方牛仔 林子良

102513 東方的紅 陳曉東

103303 東方的魅力 戴玉強

139982 東方神話 李菲菲

138136 東方神韻 孔瑩

117776 東方駱駝 騰格爾

158050 東方魅力 革命歌曲

102514 東芝月色 陳曉東

103116 東運之魂 丁思劍

162853 松柏長青 佚名

156770 松花江上 程誌,殷秀梅

100958 松花江上 關牧村

103430 枉作小人 杜德偉

140884 枕畔留香 林淑蓉

127709 枕邊月亮 張學友

121045 枝頭鳥兒 錫劇

138051 某一個夜 金素梅

141263 某年仲夏 梁詠琪

109154 某年冬季 劉德華

139901 某年某月 李翊君

401081 某月某日[國] 許諾

144364 柔情似水 孫悅

201035 柔情似水 黃耀明

135591 柔情深種 高勝美

162866 柔情都市 鈕大可

162867 柔柔河畔 佚名

132041 查無此人 陳小霞

151132 柳暗花明 卓依婷

153153 柳暗花明 曾慶瑜

401166 柳葉湖美[國] 陳思思

139002 校園春秋 呂薇

174115 格桑情歌 張啟靚

129057 格桑美朵 澤旺多吉

115199 格桑花開 容中爾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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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500 格桑花開 韓紅

115200 格薩爾王 容中爾甲

132635 桃之夭夭 陳明

138957 桃李爭春 呂珊

138683 桃色新聞 劉耔彤

106008 桅子花開 何炅

125639 桑吉卓瑪 佚名

127212 桑吉拉姆 張勇

142645 桑園訪妻 茅威濤

115085 桔子香水 任賢齊

110842 桫欏姑娘 李輝

140651 梁祝+破曉 林憶蓮

162881 梁祝化蝶 佚名

162882 梁祝赴杭 佚名

151135 梅花三弄 卓依婷

107998 梅花三弄 姜育恒

145593 梨花非夢 田震

135488 梭羅河畔 顧媚

127181 梳子的話 張克帆

100922 森吉德瑪 佚名

162902 森林之歌 佚名

154668 森林傳說 芭比

106577 森林水車 胡松華

162906 椰島之歌 佚名

143360 椰島姑娘 潘秀瓊

107662 椰林大道 黃舒駿

125113 楊光飛舞 楊光

148848 楊門女將 王晶華

146534 楊門女將 謝巧星

146250 楊門女將 汪明荃

162864 楓橋夜泊 佚名

170786 楓葉之歌 佚名

134947 楓葉飄飄 鳳飛飛

173836 楓葉飄飄 鄧麗君

137167 極光的愛 黃馨儀

155693 極度危險 ENERGY

104955 極度瘋狂 郭子

140078 極速愛情 李雅微

102595 極速青春
陳柏霖,張博涵,柯有

倫

158052 極道戰役 王傳一

181281 極限愛戀[國] 鄭爽,張翰

175631 榮華富貴 王建傑

140440 榴香奇夢 林心如

112870 槍林彈雨 佚名

157491 槍與玫瑰 南拳媽媽

126512 槐蔭開口 周山,潘雪萍

104606 樂在其中 古巨基

181438 樂天女孩 C ALL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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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809 樂天情人[國] 李慧珍

142187 樂活女王 龍寬

149309 樓蘭姑娘 俞靜

135914 標準太太 何超儀

108322 標準情人 金城武

148691 標準配備 許茹蕓

117412 樹枝孤鳥 伍佰

151769 橋斷心連 佚名

157492 橘子汽水 南拳媽媽

126080 橘子紅了 顏泉,詹千緣

107425 橘子紅了 黃磊

156202 橘色月光 火星人

173582 橘色氣球 江映蓉

176643 橙色的雪 伍思凱

164860 機車人生 元衛覺醒

104050 橫衝直撞 樊凡

124721 檀島姑娘 姚乙

173916 櫻桃可樂 櫻桃幫

124898 櫻花 LA.TOKYO 庾澄慶

100474 櫻花彩虹 阿飛

107099 欠一個吻 黃品源

156129 次仁拉索 高原紅組合

148692 欲哭無淚 許茹蕓

175614 欲哭無聲 吳淑敏

134175 欲說還休 鄧麗君

142945 欲走還留 那英

200775 欽差大人[國] 藝洋

111387 歇斯底裏 林宥嘉

129867 歌中故事 鄭源

104291 歌劇魅影 費翔,朱樺

162955 歌唱姻緣 佚名

162941 歌唱情侶 佚名

162945 歌唱祖國 段麗陽

150041 歌唱祖國 楊沛宜

162950 歌舞昇平 佚名

162951 歌頌新春 佚名

152578 歡天喜地 張燕

137957 歡度佳節 金子嫣

150765 歡樂今宵 梁詠琪

150766 歡樂年年 張德蘭,區瑞強

142857 歡樂年年 無鳴

130884 歡樂年年 蓓蕾

103471 歡樂年年 葉倩文,杜德偉

166006 歡樂年華 兒歌

151141 歡樂新春 卓依婷

162922 歡樂舞曲 佚名

151898 歡聚一堂 張也

115201 歡聚一堂 容中爾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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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711 歡聚一堂 劉和剛

173863 歡聚青春 林誌穎,章麗

134592 歡迎光臨 方皓玟

173710 歡迎光臨 自由發揮

126263 止戰之殤 周傑倫

181565
正式分手

no[消][國] 丁於,胡雯

156028 正義紅師 佚名

107426 此情此景 黃磊

138008 此時彼刻 金海心

175357 此生不換 青鳥飛魚

170068 武夷印象 雲菲菲

139761 武當戀歌 李瓊

161894 歲月中秋 德德瑪

161895 歲月依舊 佚名

165128 歲月如歌 中國力量

161896 歲月如流 佚名

126566 歲月的歌 周治平

153202 歲月的酒 曾淑勤

133261 歲月飛花 陳紅

161180 歷史重演 佚名

161977 歸人沙城 施孝榮

117414 歸回原點 伍佰

137130 歸鄉的路 佚名

175320 歹命囝仔 阿吉仔

181810 死去活來[粵] 張智霖

156455 死心塌地 夾子道

125512 死心塌地 永邦

103698 死心塌地 迪克牛仔

100299 死心徹底 阿杜

155180
死心踏地

(REMIX) DJ

133717 死灰復燃 戴愛玲

154185 死而無憾 愛樂團

124671 殘忍的吻 葉時偉

118771 殘缺的歌 王嘯坤

400721 殘酷的美[國] 張寒

171357 毀人不倦 許嵩

140178 毀滅愛情 林冠吟

181951 母親的手[國] 殷秀梅

173868 每一個人 群星

129327 每一個你 趙傳

149093 每個女人 辛曉琪

135102 每天每夜 郭彤

131861 每天每夜 陳倩倩

138295 每天每天 利綺

147589 每朝美 Day 夏宇童

109161 每次醒來 劉德華

115891 比多更多 沙寶亮

107294 比愛更愛 黃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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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304 比我幸福 孫儷

102517 比我幸福 陳曉東

162968 比翼雙飛 盧偉,龍丹丹

170901 比翼雙飛 林良歡,許誌豪

150680 毫無保留 葉璦菱

141269 氣象報告 梁詠琪

173374 氣都少年 沈芯羽

150862 水中月亮 便巴傾批

100520 水中月亮 阿翁

100449 水中月亮 雲丹久美

181611 水中月亮[國] 便巴傾批

144928 水中花瓣 斯琴格日樂

135440 水庫夜歌 關牧村

109828 水晶之戀 陳妃平,撈仔

180734 水晶之戀[國] 鞏新亮

152903 水晶鑽戒 佚名

129868 水果情歌 鄭源

182138 水泊梁山[國] 趙本水

400555
水深火熱[明業

嘉輝][國] 任軍太

200276 水漫金山 嶽薇

130491 水牛 66 艾敬

173488 水瓶鯨魚 依稀

146324 水的個性 溫碧霞

125387 水調歌頭 楊洪基

100962 水調歌頭 程誌

129018 永不停止 朱孝天

165347 永不分離 21樂隊

111669 永不回頭 林誌穎

165515 永不放棄 5566

120652 永不放棄 謝子歌

181209
永不放棄[新

版][國] 謝子歌

181190 永不止步[國] 西單女孩(任月麗)

115088 永不退縮 任賢齊

117792 永保安康 吳宗憲

118252 永恆依然 汪正正

180527 永恆情歌[國] 秀蘭瑪雅

117883 永恆火焰 吳梵

182104 永恆的愛[國] 西單女孩(任月麗)

151900 永記心間 張也

180852
永遠????一

秒?? JAY′ED

154839 永遠愛你 太極

145092 永遠愛你 林憶蓮

140654 永遠愛你 翁立友

134183 永遠愛我 鄧麗君

118295 永遠是你 溫兆倫

100481 永遠有愛 張雅未,阿龍

139903 永遠永遠 李翊君

153984 永遠的夢 趙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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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361 永遠的家 堯堯

124709 永遠的家 燕妮

136407 永遠的愛 韓寶儀

125418 永遠的淚 楊烈

149502 永遠的詩 嶽夏

147311 永遠相信 翁倩玉

148813 永遠等待 謝安琪

145332 永遠等待 順子

116192 永遠記得 蘇永康

126610 求救專線 周渝民

180180 求職之歌[國] 佚名

163003 江南三月 佚名

170778 江南之戀 譚晶

125407 江南明珠 白雪,楊洪基

175356 江南雨戀 麥小歌

116412 江山無限 屠洪綱

113632 江山美人 滿文軍

170926 江山美人 龍千玉,袁小迪

181954 江湖有事[國] 汪蘇瀧

181356 汴梁人家[國] 佚名

140150 決定去愛 林佳儀

148001 決定愛你 徐若瑄

141668 決定自己 立羽

135051 決戰愛情 佚名

157493 決鬥巴哈 南拳媽媽

163008 沁園春.雪 佚名

102693 沁園春雪 陳熙然

150226 沁園春雪 殷秀梅

133857 沃土之戀 董文華

401203
沉魚落雁

[消][國] 馮磊

118520 沉默暴風 王傑

100887 沉默玩具 曹格

175403 沉默的疼 龔天齊

135706 沉默秘密 龔柯允

165014 沒你不行 羽泉

131947 沒你以後 佚名

106619 沒大沒小 胡瓜

139397 沒完沒了 李心潔

117546 沒憂沒愁 伍思凱

110559 沒有你了 李泉

134640 沒有問題 範文芳

141518 沒有如果 梁靜茹

136067 沒有愛過 侯湘婷

125231 沒有白活 楊培安

100591 沒有退路 畢國勇

182097 沒玩沒了 蘇永康

400891 沒說的話[國] 歡子

102164 沒那種命 陳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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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525 沒那麼難 小宇

400725
沒錢勿擾

[消][國] 張帝

111575 沒離開過 林誌炫

130676 沖一杯茶 必愛

115091 沖繩之戀 任賢齊

200946 沙場一戰[國] 佚名

140662 沙沙的雨 杜德偉,呂方

103332 沙沙的雨 林憶蓮

136824 沙漏的愛 佚名

155976 沙漠之戀 鳳凰傳奇

137195 沙漠之足 黃鶯鶯

116591 沙漠之足 童安格

148582 沙漠寂寞 許美靜

139908 沙漠寂寞 李翊君

136336 沙漠王子 華潔

156029 沙灘紳士 果味 VC

145596 沙粒螞蟻 田震

147185 沙裡紅巴 王洛賓

119040 沙裡紅巴 王雪晶

176029 河山大好 許嵩

158476 河濱公園 S.H.E

163039 河那一端 佚名

138495 油桐花開 劉平芳

157190 油門打開 M3

131596 油麻菜籽 蔡琴

140376 沾沾自喜 林寶

147753 沿海地帶 弦子

173653 沿著月光 陳勢安

118985 沿途有你 王誌清

163042 泉水叮咚 張也

117634 泛泛之輩 吳克群

138331 泡芙女孩 劉亦菲

140442 洋蔥濃湯 林心如

164902 洛潑雅幽 彜人製造

173772 洛陽牡丹 田華

129019 活出自己 朱孝天

154187 活力由我 愛樂團

120355 活在當下 許誌安

109173 活得精彩 劉德華

175190 活得美好 孫楠

151787 活的色彩 周迅

132773 流光飛舞 陳淑樺

119756 流星飛呀 徐譽滕

134950 流水年華 鳳飛飛

131598 流水年華 蔡琴

124904 流水年華 庾澄慶

106287 流浪之歌 洪榮宏

109774 流浪兄弟 呂飛,陳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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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699 流浪地圖 孫燕姿

116413 流浪思鄉 屠洪綱

109778 流浪情歌 呂飛

175480 流浪情歌 林鴻陽

172873 流浪生涯 謝知言

107103 流浪的心 黃品源

163070 流浪的愛 佚名

126167 流浪詩人 周傑倫,楊瑞代

118693 流淚手心 王力宏

111134 流行主教 林俊傑

163071 流行歲月 佚名

153432 流金歲月 周傳雄

126425 流金歲月 陳松齡

148527 流離人生 許景淳

108470 浦東機場 康康

106807 浩浩乾坤 韓磊

150681 浪人情歌 葉璦菱

151152 浪人情歌 卓依婷

117420 浪人情歌 伍佰

109175 浪人情歌 劉德華

129227 浪子回頭 莊學忠

132924 浪子心聲 任賢齊

136337 浪子成龍 華潔

136503 浪拉山情 韓紅

125115 浪漫傳奇 楊光

173041 浪漫冬季 小峰峰

141519 浪漫心願 梁靜茹

126531 浪漫愛情 周明輝

126264 浪漫手機 周傑倫

141383 浪漫故事 梁雁翎

163080 浪漫極限 佚名

146991 浪漫風暴 王菲

170488 浪漫驚喜 KENT

158728 浪花 CHA CHA 四大天王

119533 浪費愛情 小安

132774 浪跡天涯 BOSS

128272 浪跡天涯 張明敏

100509 浪跡天涯 陳淑樺

134951 浮世情懷 鳳飛飛

132637 浮世英雄 陳明

155619 浮出水面 達達樂隊

137053 浮生若夢 佚名

107295 浮遊童話 黃征

175761 海上良宵 蔡琴

130459 海南姑娘 愛戴

109818 海峽飛鴻 廖昌永

152004 海市蜃樓 張娜拉

131187 海市蜃樓 蔡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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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61 海枯石爛 OLIVIA

134190 海棠姑娘 鄧麗君

173629 海水正藍 郭美美

131188 海洋之心 蔡依林

132775 海洋之歌 陳淑樺

135030 海洋天堂 桂綸鎂

135594 海浪淚痕 高勝美

163095 海港之夜 佚名

163098 海濱之歌 佚名

139003 海的女兒 呂薇

103515 海角七號 東來東往

148905 海角天涯 王識賢

116199 海角天涯 謝采雲

146749 海角天涯 王芷蕾

163101 海誓山盟 雲菲菲

163102 海邊之歌 佚名

131069 海邊情思 程琳

159710 海闊天空 何嘉莉

135785 海闊天空 信樂團

170046 海闊天空 韓庚

152254 海闊天空 張惠妹

148814 海闊天空 謝安琪

115096 海闊天空 任賢齊

135595 海鷗飛翔 高勝美

163105 消沉的心 佚名

400634 涉愛未深[國] 周艷泓

134952 涼呀涼呀 鳳飛飛

151156 涼山情歌 卓依婷

140950 涼山情歌 林玉英

138871 淘寶樂園 劉雁

158664 淘氣愛人 SWEETY

173182 淚光閃爍 F.I.R

107106 淚光閃閃 黃品源

125073 淚在投降 易欣

155841 淚如雨下 F4

119731 淚流成河 徐睿

142237 淚的小花 莊學忠

135598 淚的小花 陳思安

129228 淚的小花 龍飄飄

108005 淚的小花 姜育恒

120766 淚的小雨 謝雷

139910 淚的小雨 李翊君

136409 淚的小雨 韓寶儀

134194 淚的小雨 鄧麗君

139087 淚的往事 李佩菁

115794 淚的方向 施文斌

163053 淚的衣裳 佚名

106166 淡水暮色 洪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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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106 淡水河邊 葉明德

124672 淡水河邊 齊秦

133651 淡水河邊 戴佩妮

101691 淡淡憂鬱 陳坤

115448 淡淡的憂 孫楠

148748 淡淡的歌 許飛

155362 淡而無味 動力火車

131280 深信不疑 蔡健雅

109516 深南大道 劉沖

135155 深夜有你 郭紅

116952 深情不改 譚詠麟

163111 深情不移 佚名

163112 深情如我 佚名

104238 深情往事 費玉清

147667 深情日記 小雪

127279 深情相擁 張國榮,辛曉琪

124449 深情相擁 劉惜君,俞灝明

149096 深情難了 辛曉琪

150682 深情難忘 葉璦菱

117101 深愛著你 邰正宵

116046 深愛著你 蘇有朋

181649
深愛著你[修正

版][國] 劉朋

150155 深海的魚 楊鈺瑩

106289 深深庭院 洪榮宏

115756 深深愛你 施文彬

139662 深深愛過 劉育綾

148867 深深的愛 謝莉婷

163117 深秋楓紅 佚名

173815 深藍星空 蒼茫

158711 混亂戰場 四分衛

400592
混在北京

[消][國] 劉崑山

165252 混帳東西 蟑螂合唱團

173051 淹死的魚 李宇春

164934 清新早晨 櫻桃幫

129230 清明的月 莊學忠

120170 清明雨上 許嵩

138850 清晨五點 劉虹樺

126427 清晨女子 周傳雄

141849 清晨旅行 雷光夏

153921 清晨陽光 趙薇

156369 清淨自在 黑鴨子

156726 清深誼長 經典老歌

163144 港都夜曲 佚名

106290 港都夜雨 洪榮宏

131409 港都戀歌 蔡幸娟

120171 渲染離別 許嵩

132131 湖湘雲夢 陳思思

148906 湖畔四拍 謝采雲



KOD-2400 国语歌曲 點歌目錄
編號 歌名 歌星 編號 歌名 歌星

國語歌曲 第 342 頁

163150 湖畔情侶 張琍敏

102631 湖畔訴情 佚名

157497 湘南海鷗 南拳媽媽

144832 湘女多情 宋祖英

138518 湘子渡藥 李蕙敏

145272 準備好抹 蘇路

102451 準我愛你 陳曉東

103377 準我自我 杜德偉

163153 溜溜的她 林心如,崔永元

134954 溜溜的她 鳳飛飛

170203 溫存記憶 魏晨

137033 溫室的花 黃湘怡

133310 溫室花朵 陳綺貞

109479 溫情永遠 劉歡

140496 溫情猶在 林慧萍

142785 溫暖的家 馬婕

191158 溫暖的淚[國] 鄭秀文

171002 溫柔一刀 佚名

136108 溫柔依然 杭天棋

142238 溫柔的愛 龍飄飄

132516 溫柔眼淚 陳慧琳

108323 溫柔超人 金城武

151394 滄桑情歌 周冰倩

181234 滄桑情歌[國] 趙小兵

143429 滄海桑田 潘美辰

130712 滑步向左 比莉

145023 滴滴情淚 沈芳如

135600 滾滾紅塵 袁鳳瑛

112333 滾滾紅塵 高勝美

132777 滾滾紅塵 陳淑樺

132995 滿天風雪 陳琳

161578 滿工對唱 黃梅戲

151160 滿江對唱 卓依婷

163164 滿面春光 佚名

163126 漁港帆影 佚名

163129 漁舟晚唱 佚名

150683 漂亮一下 葉璦菱

131281 漂亮一點 蔡健雅

119526 漂亮女孩 宋念宇

115636 漂亮女孩 小宇

155746 漂亮姑娘 額爾古納樂隊

101943 漂亮小姐 陳奕迅

147577 漂泊的愛 向蕙玲

145360 漂流之歌 唐佩珠

148868 漂浪人生 謝莉婷

139284 漂浮地鐵 李宇春

138083 漢文皇後 金采風

130559 漫漫慢慢 阿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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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21 漫無目的 羅誌祥

165518 漫遊中國 5566

144258 潮女密咒 SARA

401190
潮湧東方

[消][國] 韓磊

135046 潮濕的心 甘萍

151161 潮濕的心 卓依婷

127726 潮起潮落 張學友

109180 澳門之歌 劉德華

147213 激情時刻 王霞,黃越峰

165166 激情跳舞 中國娃娃

128545 激情飛揚 張琳

147448 激情飛越 韋唯,蘇芮,黃偉麟

163075 濃圓題壁 佚名

141759 濃妝搖滾 藍心湄

151395 濃情歲月 周冰倩

134197 濃情萬縷 鄧麗君

163176 濛濛春雨 佚名

118855 濟公活佛 佚名

121076 濤哥你好 雪村

129232 濤聲依舊 莊學忠

151163 濤聲依舊 卓依婷

181037 濤聲依舊[國] 毛寧

140885 瀟瀟夜雨 林淑蓉

163169 瀟灑士兵 佚名

147269 瀟灑女人 王馨平

157529 瀟灑女兵 女兵三人組

133263 瀟灑女兵 陳紅

142239 瀟灑的走 龍飄飄

135601 瀟灑的走 高勝美

134957 瀟灑的走 鳳飛飛

163172 瀟灑離開 佚名

165254 火力全開 蟑螂合唱團

180489 火力全開[國] 王力宏

153187 火柴天堂 曾沛慈

119828 火柴天堂 熊天平

181149 火火的愛[國] 藍琪兒

130995 火焰之舞 春妹

166058 火車快飛 邰正宵

110728 灰色地帶 李聖傑

200758 灰色天空[國] 姜濤

138915 灰色幸福 厲娜

116365 灰色河堤 唐禹哲

153986 灰色雨滴 趙詠華

120172 灰色頭像 許嵩

103975 炎黃子孫 方勃焱

109326 炎黃子孫 劉思偉

191162 炫耀美麗[國] 鄭秀文

144113 炸機女王 容祖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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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264 為了你好 LINDA

159290 為了兄弟 鐵竹堂

119292 為了愛你 王鐵峰

125170 為了愛情 楊坤

108530 為了我好 柯有倫

119862 為什麼呢 肖飛

173818 為他流浪 蒼茫

103527 為你乾杯 東學

180714 為你停留[國] 陳玉建

180567 為你加油[國] 華納群星

112231 為你回來 羅中旭

155842 為你執著 F4

126613 為你執著 周渝民

155941 為你存在 飛輪海

117635 為你寫詩 吳克群

172910 為你心醉 王森

175606 為你打拼 蔡佳麟

126428 為你牽掛 周傳雄

137766 為你瘋狂 津亭

107663 為你瘋狂 黃舒駿

151169 為你祝福 卓依婷

125360 為你祝福 楊洋,金彪

172666 為你祝福 王鵬

108375 為你祝福 金波

171274 為你等待 佚名

136936 為你美麗 黃思婷

141521 為你而 P 梁靜茹

109874 為你而來 李健

145597 為你而歌 田震

158822 為你而活 神木與瞳

175371 為你而醉 王森

173993 為你萬歲 容祖兒

171285 為你轉動 洪辰

144115 為你鍾情 容祖兒

112887 為你難過 老狼

100600 為夢流浪 佚名

160628 為情所困 梁朝偉

126567 為情所困 周治平

121038 為愛 K 歌 佚名

107902 為愛乞討 嘉駿

129870 為愛停留 鄭源

136109 為愛出走 杭天棋

175448 為愛別走 陳依然

117104 為愛存在 邰正宵

103433 為愛存在 杜德偉

175438 為愛守侯 張冬玲

136205 為愛守候 胡慧中,程前

171375 為愛挽留 鄧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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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35 為愛搖擺[國] 趙星翔

147499 為愛流浪 韋嘉

110268 為愛流浪 李天華

181702 為愛流浪[國] 大哲

155363 為愛流淚 動力火車

170651 為愛流淚 李誌剛

143431 為愛犯罪 潘美辰

107107 為愛犯錯 黃品源

137196 為愛瘋狂 黃鶯鶯

181820
為愛瘋狂

[消][國] 張靚穎

138790 為愛癡狂 劉若英

130424 為愛祈禱 蔡妍

116271 為愛而來 邵兵

144259 為愛而歌 SARA

159441 為愛而生 五月天

152537 為愛落淚 張清芳

107854 為愛逃亡 黑龍

173528 為愛重來 侯奇才

104242 為我停留 費玉清

108273 為我加油 解曉東

117105 為我喝采 邰正宵

118297 為我守候 溫兆倫

129235 為我珍重 莊學忠

150096 為所欲為 楊采妮

117590 為誰失眠 吳佳展

128123 為誰憔悴 張振宇

181071 為誰撫琴[國] 熊七梅

180709 為誰撫琴[國] 陳惠英

157094 為誰瘋狂 藍狐組合

145043 為難自己 沈魚

146997 為非作歹 王菲

115581 烈火英雄 孫耀威

128838 烈火青春 張雨生

160635 烏雲珊丹 佚名

106646 焚化誓言 荒山亮

150474 焚心似火 葉倩文

163209 焚心的人 佚名

162591 無中生有 佚名

200635 無事生非[國] 田馥甄

101945 無人之境 陳奕迅

120604 無人值守 許紹洋

117423 無人替代 伍佰

102528 無仇無怨 陳曉東

157151 無依無靠 零點樂隊

110640 無價快樂 李玖哲

138416 無免怨嗟 劉嘉玲

115501 無力挽回 孫江楓

125124 無助的心 楊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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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483 無可取代 S.H.E

147755 無可取代 弦子

129683 無可奈何 鄭嘉穎

181740 無可救愛[國] 安心亞

145906 無可救藥 吳名慧

165435 無可救藥 4 IN LOVE

103702 無名小卒 迪克牛仔

157191 無名角色 M3

156355 無地自容 黑豹樂隊

145098 無奈的愛 蘇又鎔

117487 無家可回 伍家輝

149417 無岸之河 姚黛瑋

151684 無從說起 佚名

103435 無心傷害 杜德偉

140036 無心對峙 李蘊

107108 無心的人 黃品源

102309 無心的錯 陳振雲

108713 無怨無悔 劉和剛

174025 無怨無悔 陸平

118530 無悔無憾 王傑

126429 無悔纏綿 周傳雄

124468 無悔老兵 葉萬鈞

140671 無情實驗 林憶蓮

162608 無情的你 佚名

134674 無情的夜 範怡文

132639 無憂無慮 陳明

155696 無懈可擊 ENERGY

124893 無所不在 庾澄慶

156139 無所不愛 佚名

162616 無所不能 佚名

131862 無拘無束 陳倩倩

159087 無敵超人 TWINS

126267 無比倫比 周傑倫

110397 無法停止 李恕權

111135 無法克制 林俊傑

190049 無法割捨[國] 彭佳慧

121156 無法忍耐 伊揚

107855 無法忘記 黑龍

154672 無法抗拒 芭比

108082 無法拒絕 景岡山

115454 無法自拔 孫楠

180324
無法言喻[原 MV

消伴][國] 張靚穎

165208 無法逃脫 指南針樂隊

128847 無法逃避 張震

116202 無法開口 蘇永康

116594 無淚有傷 童安格

173955 無畏無懼 柯有倫

140818 無疾而終 林曉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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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32 無盡無悔 東安尼瑪

104149 無盡的愛 關淑怡

100794 無盡的愛 成龍,金喜善

133726 無私奉獻 經典老歌

107684 無緣的夢 黃西田,櫻桃姐妹

137035 無聊一天 黃湘怡

156022 無聊的夜 怪腳團體

151172 無聲的雨 卓依婷

142352 無聲的雨 孟庭葦

118531 無聲電影 王傑

128848 無能為力 張震

128215 無能為力 張敬軒

100302 無能為力 阿杜

115455 無處不在 孫楠

106458 無處可躲 胡兵

157153 無處可逃 許誌安

120356 無處可逃 零點樂隊

139664 無處躲雨 李玟

126430 無言以對 周傳雄

131191 無言以對 蔡依林

145434 無言的愛 太姥山歌

143490 無言的歌 潘越雲

153069 無話可說 曾寶儀

121027 無話可講 辛子奇

142596 無論多久 毛阿敏

102166 無論如何 陳小春

129347 無賴正義
趙又廷,COLOR

BAND

200000 無路可退 A-LIN

143432 無路可退 潘美辰

130498 無路可退 艾晴晴

125125 無路可退 楊克強

115457 無路可退 孫楠

111580 無路可退 林誌炫

163211 無錫旅情 佚名

176820 無限榮光 侯旭

117885 無非是愛 吳梵

101948 然後怎樣 陳奕迅

106648 煙消雲散 荒山亮

158712 煙火燦爛 四分衛

136882 煙火現場 黃小琥

145641 煙花三月 童麗

117910 煙花三月 吳滌清

126271 煙花易冷 周傑倫

139509 煙花滿天 李池湘

136231 煙花翩翩 胡楊林

143569 煙雨朦朦 千百惠

144835 煙雨桂林 宋祖英

108298 煙雨江南 賈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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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926 煙雨濛濛 趙薇

157242 煙雨煙雨 MINI,ELLY

126991 煙雨紅顏 張信哲

125028 煙雨飄搖 易欣,胡東

142815 照常營業
麥家瑜,陳詩慧,鄧健

泓

141023 熄滅的夢 林翠萍

181622 熊貓先生[國] 佚名

173378 熊貓寶貝 沈芯羽

111581 熟男情歌 林誌炫

131347 熱力開場 蔡妍

173322 熱土之上 晗月

158484 熱帶雨林 S.H.E

117426 熱情交錯 伍佰

103437 熱情回來 杜德偉

153436 熱情沙漠 甄妮

104243 熱情的夏季 費玉清

181800 熱情袂停 張文綺,郭婷筠

115895 熱愛靈魂 沙寶亮

130414 熱戀煙火 安又琪

103641 熱烈歡迎 佚名

175191 熱血奔流 孫楠

129544 熱血燃燒 鄭伊健,陳小春

400607 熱血藍天[國] 化學猴子

116262 熱辣女人 誓言

400902 熱門花招[國] 江映蓉

180365 燃燒不盡[國] 佚名

154841 燃燒快樂 CT GIRLS

163212 燃燒攻擊 佚名

400883 燃燒翅膀[國] 樊凡

103103 燈街拾翠 丁凡,郭鳳女

115105 燒得厲害 任賢齊

147144 燒香姻緣 王雪晶,莊群施

163216 燕燕做媒 佚名

146652 燦爛家園 王瑩

142197 燦爛年華 佚名

147478 燦爛星空 韋唯

100889 燭光晚餐 曹格

121046 爆竹聲聲 錫劇

117220 爐火純青 陶喆

142954 爭分奪秒 那英

400146 父愛如山[國] 小小

138316 父母情深 劉一禎

133801 父母雙親 董冬

143282 父老鄉親 彭麗媛

117283 父親和我 騰格爾

171069 父親是山 任軍太

100822 爸媽的話 成龍

154158 爸爸媽媽 張秀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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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766 爸爸媽媽 喬軍

400323 爸爸媽媽[國] 韓琳

106535 爺爺的老家 胡彥斌

108829 牆裡牆外 劉尊

104244 片片彩霞 費玉清

126274 牛仔很忙 周傑倫

151175 牛郎織女 卓依婷

119390 牛郎織女 萬陽,阿紫

171368 牛郎織女 費玉清

170366 牛郎織女 A-ONE

108213 牡丹之歌 蔣大為

101579 牡丹亭外 陳昇,劉萍兒

200425 牡丹紅了[國] 林宗興

100946 牧人之歌 次真降措

200190 牧人之歌[國] 容中爾甲

142189 牧場飄香 龍梅

160065 牧女珠姆 雪狼組合

135023 牧羊哥哥 格桑梅朵

143284 牧羊姑娘 彭麗媛

156743 牧羊姑娘 陳俊華

145900 牧羊姑娘 吳倩蓮

180720 牧野情歌[國] 雲丹久美

130483 物質女孩 艾夢萌

144122 特別嘉賓 容祖兒

115977 特務小強 舜文齊

120357 牽你的手 辦桌二人組

170330 牽心萬苦 謝和弦

181880 牽手百年[國] 曾巍

120708 牽手續緣 謝軍

100327 牽手草原 阿桑古卡

117637 牽牽牽手 吳克群

131413 牽阮的手 蔡幸娟

173663 牽阮的手 蘇打綠

159958 狀元打更 越劇

127184 狂嘯天涯 張克帆

163395 狂想世界 佚名

159159 狂愛戰隊 颱風

166067 狂歡舞曲 兒歌

118695 狂舞節奏 王力宏

158593 狂風暴雨 SOLER

163400 狗比人貴 佚名

101630 狗臉的歲月 陳昇

107111 狠不下心 黃品源

170260 狠心的人 邱中欣

400789 狼心狗肺[國] 朱娜

136770 狼愛上羊 黃可兒

116497 狼愛上羊 湯潮

155189
狼愛上羊

(REMIX) 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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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87 猛龍過江 黃耀明

158086 獅子山下 容祖兒,羅文

115109 獅子山下 任賢齊

175620 獨一無二 陳茂豐

172746 獨一無二 羅誌祥

101694 獨一無二 陳坤

155192
獨一無二

(REMIX) 鄭秀文

108791 獨上西樓 劉家昌

108007 獨上西樓 姜育恒

131196 獨佔神話 蔡依林

103094 獨唱傷悲 陳黎明

158528 獨唱情歌 SELINA,TANK

151349 獨家快樂 卓文萱

102172 獨家記憶 陳小春

110961 獨白情歌 佚名

146674 獨立品牌 王秀琳

163403 獨立宣言 佚名

170481 獨自旅行 CLOWN

115110 獵人傳說 任賢齊

173900 玄武英雄 王識賢

190030 玉女香車 尹光,胡美儀

130822 玉樹高原 佚名

110398 玉蘭的眼 李恕權

103104 玉釵進羹 丁凡,郭鳳女

126993 王子公主 張信哲

119977 王子歸來 薛之謙

165026 玩偶之家 羽泉

131197 玩愛之徒 蔡依林

163427 玫瑰三願 佚名

150859 玫瑰之約 雨兒

148529 玫瑰人生 許景淳

125483 玫瑰人生 殷正洋

180659 玫瑰人生[國] 郝冠英

101955 玫瑰在哭 陳奕迅

176808 玫瑰堡壘 常石磊

138792 玫瑰天空 劉若英

163428 玫瑰年華 佚名

150026 玫瑰情話 楊林

190087 玫瑰愛人[國] 雷龍

176912 玫瑰愛情 王梓旭

135606 玫瑰愛情 高勝美

400729 玫瑰戀人[國] 張斯斯

137935 玫瑰戰爭 金伊彤

152021 玫瑰新娘 張小玲

142955 玫瑰的雨 那英

129500 玫瑰眼淚 鄭中基

157542 玫瑰花園 年少組合

126551 玫瑰花開 周桐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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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358 玫瑰雕謝 許誌安

100859 玻璃夕陽 佚名

111739 玻璃愛情 林木

148443 玻璃絲襪 許哲佩

163433 珍島物語 佚名

125362 珍惜友情 楊洋,金彪

138444 珍惜蔚藍 劉小娜

190062 珍愛真愛[國] 梅艷芳

200070 珍愛舞臺 劉德華

163434 珍重今宵 蔡琴

163435 珍重再見 李翊君

151183 珠穆朗瑪 卓依婷

144839 珠穆朗瑪 宋祖英

146736 現在不哭 王羚柔

116597 現在以後 童安格

105786 現在回家 高明駿

145447 現在的你 庭竹

146530 現在的我 王晶

400942
現在開始

[消][國] 王宏恩

163430 現場勘察 佚名

149693 理想情人 楊丞琳

118231 琴島之戀 汪峰

163422 瑪亞之歌 佚名

115205 瑪呢之歌 容中爾甲

181575 瑪尼情歌[國] 上官紅燕

155366 瑪格蓮娜 動力火車

160054 環島旅行 熊寶貝樂團

132960 瓊漿玉露 佚名

138623 甘之如貽 劉純如

171416 甘心情願 雷婷

105309 甘心情願 郭峰

103705 甘有速配 迪克牛仔

163445 甘蔗高粱 佚名

149361 甜姐辣妹 佚名

163448 甜甜姑娘 佚名

150156 甜甜小妹 楊鈺瑩

142829 甜甜的愛 麥穗

142740 甜美生活 莫文蔚

147002 甜蜜時光 王菲

143536 甜蜜甜蜜 潘迪華

152005 甜蜜的夢 張娜拉

130581 甜蜜的家 阿爆

116263 甜蜜的毒 誓言

165315 甜蜜約定 183CLUB

140161 甜蜜花園 林依晨

150479 甜言蜜語 葉倩文

400156
甜言蜜語

[消][國] 張惠妹

129502 甜酸苦辣 鄭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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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72 生命之光 周筆暢

136508 生命之杯 韓紅

145025 生命之歌 沈芳如

119026 生命之歌 王櫓窗

158787 生命之詩 水木年華

127989 生命光輝 張寒,張媛媛

149035 生命如歌 謝雨欣

125102 生命如雨 月光星子

125392 生命的星 楊洪基

116598 生命過客 童安格

163455 生意滔滔 佚名

106812 生態中國 韓磊

137095 生日卡片 黃聖依

132965 生日心願 陳琳,黑豹

156105 生日快樂 ERIC KWOK

147188 生日快樂 王雪晶

110806 生日快樂 郭偉亮

151184 生日快樂 卓依婷

138793 生日快樂 劉若英

129814 生日快樂 鄭智化

117552 生日快樂 伍思凱

154842 生日禮物 CT GIRLS

111677 生日禮物 林誌穎

136771 生日禮物 黃可兒

108159 生日禮物 江濤

141720 生日領悟 羅美玲

115503 生死不離 孫楠

115459 生死不離 孫波

145706 生死不離 譚晶

100823 生死不離 成龍

108170 生死相許 王菲菲,江濤

140444 生死相許 林心如

120773 生求平凡 謝雷

103813 生活態度 恩煬

140982 生活演員 林秋燕

141062 生為女人 林靈

132779 生生世世 陳淑樺

141527 用力抱著 梁靜茹

146633 用心來陪 王瑞霞

150480 用心良苦 王菲

147003 用心良苦 葉倩文

151186 用心良苦 卓依婷

127941 用心良苦 張宇

109207 用心良苦 劉德華

140500 用情太深 林慧萍

118299 用情太深 溫兆倫

138242 用情太深 鄺美雲

400872 甩人情歌[國] 楊紫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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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244 甩啦甩啦 蕭亞軒

106490 田勁之歌 胡彥斌,劉翔

158092 田徑之歌 劉翔,胡彥斌

111138 由你選擇 林俊傑

140679 由你開始 林憶蓮

120361 甲乙丙丁 許誌安

104345 男人不壞 費翔

101681 男人不壞 陳國華

119129 男人不累 王翔

148607 男人女人 許茹蕓,阿穆隆

115318 男人好難 司文

100625 男人底線 鮑國

106814 男人底線 韓磊

102658 男人最痛 陳浩民

126431 男人海洋 周傳雄

134625 男人的好 樊桐舟

127942 男人的好 張宇

128124 男人的心 張振宇

108049 男人的淚 姜鵬

155728 男人的錯 EO2

101957 男人的錯 陳奕迅

148015 男人真好 徐華鳳

126996 男人說法 張信哲

173725 男功夫人 關楚耀

165130 男女有別 中國力量

125116 男女有別 楊光

163479 男孩不哭 佚名

110527 男孩女孩 李正帆

109213 男孩女孩 劉德華

157562 男左女右 古巨基,關淑怡

125747 男左女右 男才女貌

163486 男性純情 佚名

163487 男性苦戀 佚名

125748 男才女貌 袁成傑,戚薇

148989 男歡女愛 謝金燕

181915 男歡女愛 林玉英,良一

175436 男歡女愛 張冬玲

109216 男歡女愛 劉德華

163488 留一盞燈 佚名

131873 留一點愛 陳冠倩

151188 留下了我 卓依婷

115814 留不住你 佚名

136232 留住冬天 胡楊林

130997 留住客人 春妹

109217 留在心裡 劉德華

131353 留在這首 蔡孟臻

110533 畢業卡片 李宇林

137036 畢業旅行 黃湘怡



KOD-2400 国语歌曲 點歌目錄
編號 歌名 歌星 編號 歌名 歌星

國語歌曲 第 354 頁

131863 異想天開 陳倩倩

149695 異想天開 楊丞琳

145545 異鄉情夢 佚名

161964 異鄉情書 佚名

115339 異鄉的龍 孫博

400303 當代雷鋒[國] 陳笑瑋

161979 當你生日 王海玲

144842 當兵光榮 宋祖英

156560 當兵的人 劉斌

170088 當天的夢 阿峻

161986 當我懂得 林立洋

172839 當我老了 佚名

156982 當機情人 KISS

132780 當真就好 張國榮

127438 當真就好 陳淑樺

161995 當面賠罪 佚名

135048 疼你的人 甘萍

126998 疼你的心 張信哲

108215 疼愛媽媽 蔣大為

104867 疼愛媽媽 耿為華

101010 痛個徹底 蔡勇

147630 痛入心肝 小林玉

148846 痛切孺懷 謝小麗

128459 痛徹心扉 季中平

108055 痛徹心扉 張棟樑

107927 痛徹心扉 姜玉陽

105929 痛徹心扉 何家勁

181194 痛徹心扉[國] 西單女孩(任月麗)

100303 痛徹心非 阿杜

108010 痛快的歌 姜育恒

172997 痛的執念 佚名

103580 痛的徹底 段千尋

129416 痞子英雄 鄒承恩

151351 瘋了瘋了 卓文萱

159452 瘋狂世界 五月天

163492 瘋狂影迷 佚名

171071 瘋狂舞臺 任軍太

137110 瘋狂著迷 黃淇

137012 瘋狂著迷 黃鈴

126158 瘋言瘋語 周俊偉

143435 癡傻男孩 潘美辰

117109 癡心的我 邰正宵

180521 癡心眼淚[國] 佚名

110729 癡心絕對 李聖傑

109224 癡情歲月 劉德華

163502 癡情男女 佚名

136418 癡情的愛 韓寶儀

180364 癡情苦戀[國] 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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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96 癡情賺醉 張蓉蓉

134611 癡癡地等 方逸華

138104 癡癡地等 靜婷

159715 癡癡的等 信樂團

127092 癡癡的等 張偉文

103441 癡癡的等 杜德偉

400523 登上舞臺[國] SMILE GUEEN組合

191177 登峰造極[國] 鄭秀文

101632 發條兔子 陳昇

101720 發熱發亮 陳奕迅,梁漢文

191178 發熱發亮[國] 鄭秀文

165318 發現真愛 183CLUB

161212 發財發財 佚名

131604 白光組曲 蔡琴

181603
白屋之戀(消

伴)[國] 何潤東

108748 白水之戀 劉嘉亮

136069 白紙黑夜 侯湘婷

148702 白紙黑字 許茹蕓

148445 白色婚禮 許哲佩

148318 白色情人 蕭蔓玲

143777 白色戀曲 RARA

158486 白色戀歌 S.H.E

137829 白色抽屜 甲子蕙

144940 白色的雪 斯琴高麗

153218 白色秋天 曾軼可

157399 白色羽毛 蜜雪薇琪

144230 白色羽毛 芮恩

165521 白色花漾 5566

157500 白色裂痕 南拳媽媽

133719 白色謊言 戴愛玲

103581 白色距離 段千尋

126282 白色風車 周傑倫

135103 白茶仙子 郭彤

159192 白貓黑貓 天織堂

133794 白雪公主 段麗陽

171211 白雪公主 張真菲

163505 白雲故鄉 佚名

109826 白雲深處 佚名

145708 白雲飄飄 譚晶

108347 白頭到老 金木

143286 白髮親娘 彭麗媛

124743 百年一夢 佚名

125977 百年夢圓 閻維文

147006 百年孤寂 王菲

106815 百戰英雄 韓磊

151191 百花齊放 卓依婷

132685 百萬個吻 陳明真

113682 百萬富翁 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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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204 皇天後土 李娜

154272 皇後之歌 BAD

117886 皇後與我 吳梵

158904 皇後騎士 閃亮三姐妹

125978 盛世中國 閻維文

125875 盛世中華 閻維文,殷秀梅

110599 盛世華章 李玉剛

100090 盛夏光年 阿信,五月天

155249 盡力去改 鄭秀文

127742 盡在無言 張學友

125226 盡情看我 楊培安

140820
盲目的

CINDERELLA 林曉培

144376 直到永遠 孫悅

134461 直到永遠 方季惟

118235 直到永遠 汪峰

181271 直言不諱[國] 鄔禎琳

400191 相互關照[國] 歡子

181126 相伴到老[國] 菲菲,VIVI

158096 相信勝利 群星

131962 相信感覺 佚名

155423 相信未來 動靜樂團

165320 相信永遠 183CLUB

111140 相信無限 林俊傑

163528 相信相依 張信哲,李明依

158487 相信相愛 S.H.E

157176 相信自己 零點樂隊

157155 相信自己 領航者樂隊

100828 相信自己 成龍

401107 相信自己[國] 趙本水

152644 相信遠方 張瑩

152756 相反的我 張蕓京

148246 相對無言 蕭亞軒

158854 相對論Ⅳ 蘇打綠

128507 相思三態 張洪量

117110 相思如麻 邰正宵

150049 相思悠悠 楊燕

140984 相思情結 林穎

109225 相思成災 劉德華

151398 相思成豆 周冰倩

135489 相思河畔 陳潔麗

132925 相思河畔 陳百強

175780 相思河畔 蔡琴

153070 相思河畔 曾寶儀

151749 相思河畔 周蕙

141384 相思河畔 梁雁翎

138966 相思河畔 呂珊

131416 相思河畔 蔡幸娟

400251 相思渡口[國] 祁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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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504 相思無用 鄭中基

133049 相思的債 陳瑞

175626 相思聲聲 黃妃

143436 相思難免 潘美辰

143571 相思難耐 千百惠

145407 相愛一回 堂娜

121158 相愛一場 伊揚

159116 相愛六年 TWINS

120416 相愛多年 許誌安,韓紅

157533 相愛已無 佚名

200941
相愛旅程[現場

版][國] 陶鈺玉

119710 相愛的人 徐子崴

130561 相愛的歌 阿朵

116756 相愛維命 譚詠麟,陳慧琳

110951 相愛離開 李韋

130610 相濡以沫 阿魯阿卓

157515 相知相守 南方二重唱

159588 相知相擁 無印良品

150523 相知相識 葉凡

147227 相約九八 王霞,王靜

142868 相約九八 那英,王菲

155980 相約北京 鳳凰傳奇

145435 相約太姥 太姥山歌

106778 相聚北京 韓磊,王霞

153987 相見太晚 趙詠華

158223 相親相愛 丁於

400686
相親相愛[原

伴][國]
孫楠,陳慧琳,張惠妹,

古卓文

102659 相識太遲 陳浩民

180957 相逢恨早[國] 張智成

102404 相遇以後 陳星

401039 相遇似霧[國] 葉順有

116215 相遇太早 蘇永康

176814 相隨永遠 常石磊

130998 盼你回來 春妹

129245 盼你回航 莊學忠

140685 盼你在此 林憶蓮

116216 眉來眼去 蘇永康

155407 眉飛色舞 鄭秀文

103708 眉飛色舞 迪克牛仔

163558 看一看她 佚名

104362 看到了痛 佚名

119960 看袂落去 蕭閎仁

180980 看見了嗎 張萌萌

152270 看見自己 張惠妹

139539 看遊世界 李湘

107116 真久沒看 黃品源

131089 真命天子 蔡依林,羅誌祥

191181 真命天子[國] 鄭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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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583 真夢人生 佚名

107928 真實一點 姜玉陽

106460 真實的你 胡兵

153933 真心不假 趙薇

156460 真心不變 夾子道

163573 真心情侶 佚名

143100 真心愛伊 彭立

120365 真心朋友 許誌安

120774 真心的人 謝雷

146015 真心的愛 吳淑敏

139668 真心真意 李玟

154683 真心至上 芭比

158101 真心英雄
李宗盛,黃耀明,成龍,

周華健

128152 真心英雄 側田,張敬軒,胡彥斌

137013 真心謊言 黃淇

152027 真心願意 張咪

153377 真情一笑 朱鵬飛

109840 真情作祟 李亞明

105833 真情可貴 高楓

126794 真情情珍 周華健

141786 真情永遠 蘭卡布尺

133865 真情永遠 董文華

128762 真情牽手 李昕,張輝

115461 真情真美 孫楠

106298 真情綿綿 洪榮宏

173066 真情表白 阿溫

163584 真愛一回 金學峰

155729 真愛入侵 EO2

153012 真愛冒險 張韶涵

155803 真愛地圖 F.I.R

128585 真愛如水 張祥洪

127209 真愛是真 張加城

116601 真愛是誰 童安格

121159 真愛永遠 伊揚

148705 真愛無敵 許茹蕓

145603 真愛無限 田震

155999 真愛難求 GIRL FRIENDS

173467 真愛難求 藍宇

173049 真愛難求 曉雨

111515 真愛難逃 林誌斌

142964 真摯的愛 那英

139435 真的可愛 李慧珍

180981 真的寂寞 張萌萌

107238 真的愛你 黃家強,林一峰,AT17

110386 真的放手 李誌洲

155196
真的東西

(REMIX) DJ

101310 真的痛了 蔡鎮澤

151352 真相大白 卓文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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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06 真誠心聲 許紹洋

163590 真誠的愛 劉一禎

138318 真誠的愛 童安格

144135 真身上陣 容祖兒

163592 眼中有你 佚名

110731 眼底星空 李聖傑

175683 眼淚不夠 曾昱嘉

108531 眼淚敵人 柯有倫

138403 眼淚笑了 劉力揚

401043
眼裡眉間

[消][國] 蔡淳佳

157501 眼鏡寶貝 南拳媽媽

116218 眾望所歸 蘇永康

148706 眾裡尋他 許茹蕓

117797 瞎了聾了 吳宗憲

400516 瞎王之王[國] MC HOTDOG

117222 瞬間傾心 陶喆

145941 瞬間永遠 吳恩琪

115119 瞬間的愛 任賢齊

149908 瞭解太少 楊千樺

147010 知己知彼 王菲

163599 知床旅情 佚名

143819 知心愛人 任靜

151200 知心愛人 卓依婷

103838 知心愛人 付笛聲,任靜

110491 知識青年 李春波

132996 知足女人 陳琳

140822 知難而退 林曉培

172708 知音三唱 周曉鷗

137147 知音之心 黃韻玲

126520 石工號子 周強

140959 石沉大海 林玉英

143366 破碎的心 潘秀瓊

180167 破碎的心[國] 冷漠

151201 碧城故事 卓依婷

134964 碧城故事 鳳飛飛

147383 碧海情天 萬芳

163609 碧血丹心 佚名

109485 磨刀老頭 劉歡

158106 祈福久久 群星

172043 祖國之戀 王麗達

151905 祖國你好 張也

144137 祖國兒女 容祖兒

133867 祖國吉祥 董文華

147221 祖國真大 王霞

156760 祖國萬歲 李谷一,吳雁澤

125979 祖國萬歲 閻維文

152016 祝你好運 劉媛媛

151206 祝你好運 劉芮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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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714 祝你好運 卓依婷

163622 祝你如願 佚名

151207 祝你平安 卓依婷

144378 祝你平安 孫悅

134965 祝你幸福 鳳飛飛

145453 祝你幸福 湯奕蓉

119895 祝你幸福 蕭敬騰

115896 祝你幸福 沙寶亮

163623 祝你快樂 安濤

137017 祝你快樂 黃淑惠

100306 祝你快樂 阿杜

118851 祝你成功 佚名

134966 祝你順風 鄧麗君

134215 祝你順風 鳳飛飛

149733 祝我幸福 楊乃文

139676 祝福世界 李玟

158113 祝福祖國 湯燦,滿文軍,王霞

145516 祝福祖國 湯燦

117953 祝福祖國 吳雁澤,湯燦

108161 祝福香港 江濤

153298 神奇鑰匙 朱安禹

144965 神奇鑰匙 水蜜桃

158731 神奇魔力 四大天王

106650 神州風雲 荒山亮

103709 神情迷亂 迪克牛仔

142600 神的傳說 毛阿敏

111392 神秘嘉賓 林宥嘉

131423 神秘女郎 蔡幸娟

200708 神秘女郎 葉楓

131608 神秘女郎 蔡琴

104252 神秘女郎 費玉清

148709 神秘電話 許茹蕓

158831 神筆馬良 S翼樂團

165403 神聖使命 3D動漫

175143 神聖使命 孫維良

125981 神聖時辰 閻維文

163644 神采飛揚 佚名

127215 神雕俠侶 高勝美

170107 神馬浮馬 禹湘

147384 神魂顛倒 萬芳

138684 神魂顛倒 劉耔彤

128733 神魂顛倒 張衛健

180264 福如東海[國] 宋祖英

107220 福星高照 黃安

156370 福滿人間 黑鴨子

181005 福滿農家[國] 李雪

137037 福爾摩斯 黃湘怡

115987 福爾摩沙 蘇兒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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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27 禪院鐘聲 鄭少秋

139291 秀才胡同 李宇春

156477 私人生活 簡迷離

156536 秋之戀歌 佚名

150486 秋去秋來 葉倩文

115120 秋天來了 任賢齊

110209 秋天來了 李創

136072 秋天別來 侯湘婷

117554 秋天別來 伍思凱

127248 秋天的楓 張善為

163666 秋收起義 佚名

158791 秋日戀歌 水木年華

149407 秋水伊人 姚蘇蓉

148908 秋水伊人 張偉文

127095 秋水伊人 謝采雲

163669 秋水長天 王芷蕾

163671 秋的懷念 倫永亮,吳鶯音

149393 秋的懷念 姚莉

147852 秋的懷念 徐小鳳

143368 秋的懷念 潘秀瓊

108568 秋的懷念 蔡幸娟

125397 秋的戀歌 楊洪基

401248 秋詩篇篇 姜育恒

108794 秋詩篇篇 劉家昌

117434 秋風夜雨 伍佰

146258 秋風秋雨 汪明荃

107929 秋風落葉 姜玉陽

108716 科技強軍 劉和剛

154623 秘密基地 棒棒堂 F

147668 秘密情人 孫淑媚

126284 秘密花園 周傑倫

117113 秘密花園 邰正宵

149394 秦淮河畔 姚莉

131610 秦淮河畔 蔡琴

143830 秦準河畔 冉肖玲

119302 秦瓊賣馬 佚名

159716 移民火星 信樂團

131829 稀有動物 陳予新

127755 稀有品種 張學友

131611 空中歌聲 蔡琴

142359 空中花園 孟庭葦

103549 空中飛人 東與政

163684 空守雲房 佚名

163685 空山靈雨 佚名

152597 空心吉他 張玉華

181142 空氣人形[國] 蔡黃汝

150561 空留回憶 莊學忠

200709 空留回憶 葉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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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43 空留回憶 龍飄飄

174152 空白世界 杜雯媞

117436 空襲警報 伍佰

175444 穿梭雨天 CLOWN

127147 穿越人海 張傑

172852 穿越夢想 太子

181050 穿越愛戀[國] 佚名

115943 穿越時空 石康軍

112890 穿過流水 老狼

119264 突然五秒 王量

150853 突然分開 雁卿

111141 突然累了 林俊傑

143572 窗的追憶 千百惠

173030 窮我一生 古巨基

142746 童年末日 莫文蔚

117114 童心未泯 邰正宵

174232 童話世界 巨姍姍

118699 競爭對手 王力宏

118700 竹林深處 王力宏

136208 竹笛吉它 佚名

135669 笑不出來 高慧君

109486 笑傲江湖 劉歡

103631 笑出聲音 傅仕倫

132139 笑口常開 陳思思

164864 笑掉江湖 元衛覺醒

150487 笑看人生 葉倩文

129249 笑看風雲 莊學忠

170418 笑著哭泣 佚名

157675 笑著放手 七朵花

157503 笑著流淚 南拳媽媽

150098 笑著流淚 楊采妮

135198 笨的可以 郭采潔

116542 笨笨豬豬 田躍君

108339 笨鳥先飛 金學峰

104068 笨鳥慢飛 法璦

119961 第 89 鍵 蕭閎仁

135755 第一人選 何俐恩

140363 第一個夢 林宛臻

131204 第一優先 蔡依林

181790 第一夫人[國] 張傑

181973 第一感覺[國] 潘萍英,天驕

155845 第一時間 F4

128799 第一紀念 張鐵

136134 第一首歌 洪愛莉

156962 第七靈感 靜物樂團

400548 第二人生[國] 五月天

173685 第二個家 謝安琪

111142 第二天堂 林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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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850 第六感覺 城市姐妹

155805 第十行星 F.I.R

106118 筆墨伺候 後弦

106544 筆墨登場 胡彥斌

125486 等一個人 殷正洋

200867
等一個他(11

演)(粵語) 鄧紫棋

119757 等一分鐘 徐譽滕

180184 等你上線[國] 千童

113009 等你出現 陸毅

119004 等你到底 王梓旭

128630 等你回來 張艾文

133654 等你回來 戴佩妮

107368 等你回家 黃格選

142244 等你回航 龍飄飄

147118 等你回頭 王雨馨

119596 等你愛我 小柯

132645 等你愛我 陳明

159590 等你的心 光良

148327 等你返來 吳淑敏

153071 等你道歉 曾寶儀

148996 等你靠岸 謝金燕

101682 等你點頭 陳國華

136419 等候的心 韓寶儀

118301 等到心痛 溫兆倫

158490 等待奇跡 S.H.E

121132 等待無悔 亞東

175353 等待舊愛 羅誌強

142361 等待花開 孟庭葦

132783 等待風起 陳淑樺

103446 等待黎明 杜德偉

143176 等得太久 彭羚

109653 等愛的人 龍千玉,蔡小虎

139678 等愛降落 李玟

165404 等我凱旋 3D動漫

126817 等我回來 周葆元

153219 等我回來 曾軼可

200372 等我回來[國] 易帆

401062
等我回來

[消][國] 蘑菇團

107431 等等等等 黃磊

107533 等邊三角 黃義達

148533 答啦嘀啦 許景淳

171102 策馬奔騰 鳳凰傳奇

157193 算你夠狠 M3

147757 箭在弦上 弦子

155624 節日快樂 達達樂隊

146653 節日歡歌 王瑩

180519 築夢小醜[國] 白雲

181272 簡單回答[國] 鄔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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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635 簡單女孩 張瑤

148762 簡單快樂 謝娜

170452 簡單朋友 虞笙

182144
簡單浪漫

[消][國] 路綺歐

141295 簡單生活 梁詠琪

170049 簡單的人 韓庚

111144 簡簡單單 林俊傑

400784 簡簡單單[國] 曹芙嘉

108294 籠外的鳥 佚名

157159 粉墨人生 零點樂隊

129332 粉墨登場 趙傳

120177 粉色信箋 許嵩

174164 精彩中國 佚名

154070 精彩年代 鄭希怡

116418 精忠報國 屠洪綱

401106 精忠報國[國] 趙本水

400667 精忠報我[國] 天悅

129073 精武英雄 甄子丹

200922 精裝歌劇 陳浩德,方伊琪

109420 糊塗的愛 江珊,王誌文

109489 糊塗的愛 劉歡

120178 糖風陣陣 許嵩

150491 系我心弦 葉倩文

136297 紀念旅行 胡蓓蔚

180475 紀念的歌[國] 潘廣益

115121 約定藍天 任賢齊

159462 約翰藍儂 五月天

117887 約翰跑路 吳梵

114925 紅包拿來 任賢齊,農夫

153487 紅唇一生 甄秀珍

145252 紅塵夢醒 蘇芮

181296 紅塵幽夢[國] 阿福

170233 紅塵情歌 高安

182070 紅塵情歌[國] 蔣姍倍

180750 紅塵情歌[國] 麥霸阿杜,朱敏

175397 紅塵戀歌 安以軒,叢浩楠

149990 紅塵戲夢 佚名

118537 紅塵有你 王傑

129333 紅塵有愛 趙傳

117934 紅心皇後 吳煒

145517 紅旗飄揚 湯燦

158118 紅旗飄飄 李永波,童非

170805 紅旗飄飄 郭蓉

170408 紅旗飄飄 孫楠

180245 紅旗飄飄[國] 子祺

126289 紅樓夢中 周傑倫

138590 紅盾之歌 劉瑋

100604 紅紅的緣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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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47 紅色反應 杜德偉

119939 紅色太陽 蕭煌奇

101634 紅色汽球 陳昇

111073 紅色玫瑰 謝金燕

110497 紅色石頭 李智楠

130462 紅色警戒 愛戴

153349 紅色醫生 朱祝芬

125642 紅花紅顏 毛阿敏,禹朧

143711 紅花露水 邱蕓子

107676 紅花青葉 白冰冰,黃西田

106210 紅花青葉 洪文斌,黃小菁

400601 紅葉戀歌[國] 劉晶

127765 紅遍全球 張學友

108163 紅酒情歌 江濤

119672 紅鞋女孩 徐乃麟

130857 紅顏為誰 白雪

132647 紅顏知己 陳明

200322
紅顏知己[明業

嘉輝][國] 張雷

145519 納西篝火 湯燦

143663 紐約之戀 裘海正

148503 純屬意外 許慧欣

106651 純屬虛構 荒山亮

173908 純愛時光 周逸涵,拜爾

141560 純真女人 佚名

150705 純真年代 愛樂公社

117332 純真年代 葉蓓

152282 純真年代 張惠妹

139294 純真年代 李宇春

133523 純真年代 丁薇

117439 純真年代 伍佰

200346 純真年代[國] 愛朵女孩

155847 純真的心 F4

108795 純純的愛 劉家昌

104256 純純的愛 費玉清

180539 紙上的字[國] 羅心潔

108276 紛紛擾擾 解曉東

128395 紡織姑娘 蘇小明,張暴默

157105 紫結 螺絲釘

132998 紫色唇膏 陳琳

115263 紫色情殤 三木科

155848 紫色精靈 F4

200093 紮西哥哥[國] 司徒蘭芳

156209 細水長流 林憶蓮

126438 終於學會 周傳雄

116307 終極一班 TANK

119842 終極夢想 熊汝霖

148290 終極西門
蕭淑慎,楊謹華,吳辰

君

165525 終極陷阱 5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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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464 終結孤單 五月天

181560

組合情歌

[2011LIVE][粵

] TWINS

126291 絕不回頭 周傑倫

103448 絕不後悔 杜德偉

107299 絕不放手 黃征

109246 絕不放棄 劉德華

112130 絕不言悔 梁麗榮

106652 絕代神龍 荒山亮

141086 絕對一對 容祖兒

173665 絕對不放 吳克群

117116 絕對寶貝 邰正宵

149696 絕對達令 楊丞琳

117818 絕情的人 吳小豪

164922 絕望的人 櫻桃姐妹

144944 給你呆呆 佚名

115124 給你幸福 任賢齊

110641 給你抱抱 李玖哲

100758 給你的 REGGAE 常寬

128735 給你的愛 張衛健

155702 給你的歌 ENERGY

126439 給你的歌 周傳雄

140695 給你自己 林憶蓮

142795 給你自由 馬睿菈

174204 給個理由 易欣

101975 給愛麗斯 陳奕迅

154194 給愛麗絲 愛的大未來

172129 給我一杯 余文樂

156954 給我愛情 錦繡二重唱

152283 給我感覺 張惠妹

139540 給我新鮮 李湘

170653 給我翅膀 李誌強

156986 給我自由 KISS

100464 給親愛的 阿超

134218 絲絲小雨 鄧麗君

145713 絲綢之路 譚晶

151908 絲路風情 張也

130858 綠城童話 白雪

140697 綠水清風 林憶蓮

180352 綠色南山[國] 易秒英

132999 綠色呼吸 陳琳

170091 綠色心情 劉捷

131070 綠色的雨 程琳

139073 綠色童話 李丹陽

154597 綠色隧道 北原山貓

111015 維多利亞 林一峰

138706 網球女孩 劉育青

156207 網球拍拍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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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6 網路歌手[國] 甜美真

118702 緊緊相擁 王力宏

107535 線上遊戲 黃義達

119080 緣來是你 王琥

176742 緣來是你 冷漠

401242 緣來是你[國] 龍梅子,黃勇

180145 緣分五月[國] 佚名

115466 緣分天空 孫楠

118943 緣的終點 王建傑

113642 緣續來生 滿文軍

104479 緣起緣滅 光良

137417 緩慢的愛 江美琪

134221 總有一天 鄧麗君

130514 總有人罩 艾青

138320 總理來了 劉一禎

153330 繁星之夜 朱樺

159934 繁綺盤鳳 滬劇

127948 繁華世界 張宇

145880 繼續向前 吳佳蕓

172133 繼續奔跑 張心傑

128587 繼續孤獨 張祥洪

149289 繼續想念 依稀

155371 繼續轉動 動力火車

119734 纏綿之後 徐羅斌

172694 缺一不可 李一可

170992 罌粟花開 孫翊軒

181796
置身事外(消

伴)[國] 張宇

159820 羅成叫關 京劇

156030 羅素廣場 果味 VC

106546 羅馬假期 胡彥斌

154970 羌寨之戀 藏羌組合

143854 美中不足 容祖兒,張信哲

119607 美了美了 湯潮,小瀋陽

173826 美人窩美 雷佳

143183 美人駕到 彭羚

173326 美儷暗號 孫儷

149324 美國時間 元若藍

158124 美夢成真 李玟

156112 美夢成真 譚晶

154977 美夢成真 超級偶像

148717 美夢成真 許茹蕓

115468 美夢成真 孫楠

156372 美好時光 光良,阿穆隆

104413 美好時光 黑鴨子

100441 美好時光 阿穆隆,光良

138437 美好祝福 劉媛媛

170900 美妙生活 林宥嘉

103213 美麗世界 刁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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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47 美麗之路[國] 陳思思

141536 美麗人生 梁靜茹

139074 美麗人間 李丹陽

154199 美麗依舊 阿佳組合

164880 美麗偽裝 原始林合唱團

151402 美麗傳說 周冰倩

147528 美麗傷感 魏佳藝

401170 美麗回家[國] 陳津津

400723 美麗夕陽[國] 張寒

400979 美麗天使[國] 石梅

119940 美麗天堂 蕭煌奇

108750 美麗女人 劉嘉亮

181834 美麗姑娘 徐健淇

172932 美麗姑娘 趙本水

115516 美麗姑娘 孫浩雨

135422 美麗心情 關燕萍

130695 美麗心情 本多 RURU

127119 美麗愛情 張傑,陳西貝

180962 美麗榜樣 張萌萌,黃伊汶

145520 美麗苗鄉 湯燦

145521 美麗西部 湯燦

158499 美麗選擇 S.H.E

125984 美麗鳳凰 閻維文

117224 美麗黑髮 陶喆

174198 義海豪情 古巨基

144244 義無反顧 阮丹青

155372 翅膀之歌 動力火車

200244 習慣失戀 容祖兒

139541 習慣委屈 李湘

127010 習慣寂寞 張信哲

139348 習慣自己 李度

133655 習慣這樣 戴佩妮

200280 翠玉情緣[國] 佚名

105311 翻來覆去 郭峰

401114
翻頁作廢

[消][國] 週湯豪

159327 翼鳴驚人 WOW

106390 老人與海 海鳴威

200348 老公之歌[國] 佚名

200285 老公大人[國] 廖芊芊

157657 老兵不死 砰砰樂團

129626 老友萬歲 鄭伊健

181653 老婆交待[國] 劉緣

105408 老婆大人 佚名

181764 老婆最大[國] 崔子格,老貓

128510 老子有理 張洪量

171293 老子有錢 佚名

400278
老家是根(原

版)[國] 遲雲

124917 老實情歌 庾澄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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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30 老張的歌 任賢齊

171097 老板難當 冷漠

180246 老爸老媽[國] 子祺

170089 老狗花花 阿峻

106408 老調陳腔 火風

159467 而我知道 五月天

165345 聆聽我心 1983

130545 聖地拉薩 阿斯根

100346 聖堂之門 阿沁

125216 聖潔之夜 陳琳,楊坤

100948 聖潔亞丁 次真降措

115213 聖潔的心 容中爾甲

174209 聖誕卡片 馮澤雨

149240 聖誕快樂 伊能靜

173375 聖誕戀歌 沈芯羽

161431 聖誕老人 佚名

161432 聖誕鈴聲 佚名

106120 聞雞起舞 後弦

161476 聲聲呼喚 佚名

151228 聲聲祝福 卓依婷

138014 聽你回答 金海心

152285 聽你聽我 張惠妹

172866 聽你說過 胡東清

105212 聽傲江湖 郭富城

128553 聽天由命 張皓

146135 聽我細訴 吳鶯音

116607 聽海的歌 童安格

105837 聽聽 CD 高楓

152289 聽見了嗎 張惠妹

153015 聽見月光 張韶涵

147387 聽風的歌 萬芳

141766 肉餅飯糰 藍心湄

109262 肉麻情歌 劉德華

172764 肌膚之親 吳雨霏

108672 肺腑箴言 劉仲儀

172048 背叛之前 楊語蓮

400335 背叛承諾[國] 龍嘯

127012 背叛溫柔 張信哲

132687 背叛的舞 陳明真

139921 背叛自己 李翊君

154072 背叛被判 鄭希怡

138054 背叛風情 金素梅

115214 背水姑娘 容中爾甲

159963 胡地蠻歌 超級女生

159591 胡思亂想 光良

100330 胡思亂想 阿桑古卡

178061 胡思亂想 K ONE

172712 胡明胡喊 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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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611 胡椒與鹽 梁心頤

159902 胸有朝陽 戲曲

180491 能哥之歌[國] 佚名

129038 脆弱的心 朱文

110517 脫下軍裝 李林平

146722 脫軌演出 王美蓮

117799 脫離軌道 吳宗憲

134995 腳踏兩船 國巍

116459 臥虎藏龍 屠洪綱

126441 臨別一眼 周傳雄

173654 臨時演員 大嘴巴

116056 臨時演員 蘇有朋

200411 自作多情[國] 東方傳奇

175536 自作自受 劉緣

401044
自助旅行

[消][國] 蔡淳佳

132142 自君別後 陳思思

111346 自告奮勇 林子良

145479 自尋煩惱 湯寶如

126295 自導自演 周傑倫

144379 自己負責 孫悅

181238 自強不息[國] 趙本水

148507 自然反應 許慧欣

160078 自然而然 Y.I.Y.O

149699 自然而然 楊丞琳

137418 自甘糊塗 江美琪

111152 自由不變 林俊傑

170590 自由女神 小麥

172684 自由幻想 陳楚生

156955 自由活動 錦繡二重唱

131209 自由生活 蔡依林

103335 自由的風 杜德偉,李明依

149002 自由自在 翁立友

120241 自由自在 許巍

170800 自由自在 郭媛媛

170731 自由自在 琪琪格

145606 自由自在 田震

119843 自由自在 熊汝霖

182004
自由自在[DJ

版][國] 琪琪格

159525 自由舞蹈 佚名

137040 自由落體 沙寶亮

115900 自由落體 黃湘怡

141304 自由落體 梁詠琪

155985 自由飛翔 鳳凰傳奇

138140 自由飛翔 孔瑩

170710 自行浪漫 王心淩

140700 自製空間 林憶蓮

108474 自言自語 康康

127188 至尊紅顏 張克帆



KOD-2400 国语歌曲 點歌目錄
編號 歌名 歌星 編號 歌名 歌星

國語歌曲 第 371 頁

128127 至理名言 張振宇

191202 至理名言[國] 鄭秀文

166022 臺灣小調 佚名

119653 與世無爭 小蟲

146663 與世隔絕 佚名

159593 與你同在 光良

102616 與你同在 陳楚生

172879 與你同在 顧凱

158815 與你同行 深藍樂團

124747 與你同飛 宇桐非

131291 與你無關 蔡健雅

136519 與你相依 韓紅

165190 與夢飛翔 中央少年廣播合唱團

140704 與愛長流 林憶蓮

160540 與我同在 佚名

160541 與我同行 佚名

106653 與我爭鋒 荒山亮

111688 與眾不同 林誌穎

120376 與神對話 許誌安

144160 與蝶同眠 容祖兒

132649 與誰共鳴 陳明

153360 舉手不回 朱茵

152480 舉棋不定 張清芳,李驥

106654 舊人難忘 荒山亮

126798 舊傷新痕 周華健

133264 舊夢難圓 陳紅

106302 舊情綿綿 洪榮宏

106168 舊情綿綿 洪一峰

142389 舊愛新傷 慕容曉曉

143456 舊愛新歡 李宗盛,潘越雲

110290 舊愛新歡 黎瑞恩

152541 舊愛難了 張清芳

107239 舊日的足跡 黃家強,葉世榮

162642 舊曲新歌 佚名

156113 舊歡如夢 譚炳文

116993 舊歡如夢 譚詠麟

162643 舊緣難了 佚名

400661 舒服舒服[國] 大張偉

134225 舞伴淚影 鄧麗君

180558 舞力全失[國] 自由發揮

140705 舞動傾斜 林憶蓮

106391 舞動全城 海鳴威

401175
舞動奇蹟

[消][國] 陳翔

170814 舞動軍營 金波

147275 舞林大會 王馨平

170383 舞池諜影 SPY女團

136120 舞法自拔 河莉秀

120671 舞者卓瑪 謝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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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778 舞者聽令 鄭建鵬

158135 般工號子 群星

115132 良藥苦口 任賢齊

151230 良辰美景 卓依婷

140068 芙蓉出水 佚名

108617 芙蓉小鎮 冷漠,鈕榕

144900 芝麻開門 尚雯婕

137419 芥末不辣 江美琪

154689 芭比電話 芭比

156472 芭蕾女孩 佚名

148446 芭蕾舞者 許哲佩

138981 花中君子 呂瑞英

135857 花兒開了 何潔

135862 花兒開了 黃雅莉,何潔

129253 花前對唱 莊學忠

145522 花喜人來 湯燦

173871 花城之戀 宋雪萊

131622 花天走地 蔡琴

147854 花好月圓 徐小鳳

103214 花好月圓 刁寒

128789 花季再來 張鎬哲

170593 花季未了 張信哲

138802 花季未了 劉若英

146739 花式愛情 王羚柔

111590 花房姑娘 林誌炫

100739 花房姑娘 崔健

134613 花月佳期 方逸華

151234 花月良宵 卓依婷

137242 花樓戀歌 吉木喜兒

174003 花樣+年華 楊千樺

105414 花樣年華 關喆

145942 花樣年華 梁朝偉,吳恩琪

133000 花樣年華 陳琳

133313 花的姿態 陳綺貞

150164 花的等待 楊鈺瑩

200636 花花世界[國] 田馥甄

118821 花花尕妹 王宏偉

171184 花若離枝 張信哲

109493 花落花開 劉歡

149396 花落誰家 姚敏

149374 花落誰家 姚莉

136333 花落誰家 華娃

126552 花落誰家 周桐同

158665 花言巧語 SWEETY

137200 花言巧語 黃鶯鶯

171347 花謝人飛 董朋

173083 花開季節 柏文

104261 花開富貴 費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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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45 花開無聲 陳曉東

173484 花開花落 孟小童

153277 花開花落 朱妍

139832 花開花落 李羿慧

158932 花開花謝 雙 HIC組合

126571 花開花謝 周治平

151235 芳草無情 卓依婷

181841 芳香之城[國] 徐千雅

400623 苗寨歡歌[國] 吳瓊

144854 苗山明月 宋祖英

130529 苗嶺飛歌 阿幼朵

119423 苗鄉侗寨 魏洪

102898 苞菜阿爸 陳雨霈

115469 若即若離 孫楠

104481 若無其事 光良

103904 若無其事 房祖名

142970 苦中作樂 那英

151796 苦了兩人 周迅

109268 苦命梁祝 劉德華

156790 苦樂年華 卓依婷

139210 苦樂年華 李娜

115137 苦與掙紮 任賢齊

158136 苦酒滿杯 呂珊,謝雷

120181 英國情人 許嵩

172894 英文 house1 佚名

117559 英文名字 伍思凱

156810 英雄中國 蔡其平

106655 英雄無名 荒山亮

153444 英雄無淚 甄妮

156792 英雄讚歌 彭麗媛

156746 英雄讚歌 王秀芬

119758 茉莉花開 徐譽滕

126020 茉莉香水 陽一

133524 茶和咖啡 丁薇

143505 茶室春秋 潘越雲

142250 茶山姑娘 莊學忠

129254 茶山姑娘 龍飄飄

153184 茶山情歌 曾桂英

151237 茶山情歌 卓依婷

150165 茶山情歌 楊鈺瑩

170092 茶香中國 劉捷

136520 茶馬古道 韓紅

100331 茶馬古道 阿桑古卡

146262 荃心荃意 汪明荃

159179 草原之夜 佟鐵鑫

156800 草原之夜 周強

146349 草原之夜 天籟組合

129129 草原之夜 烏蘭托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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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522 草原之夜 臧玉琰,關貴敏

175126 草原之夜 降央卓瑪

145607 草原之夜 田震

110938 草原之夜 李雙江

104262 草原之夜 費玉清

178072 草原之晨 騰格爾

121139 草原吉祥 亞東

106583 草原夜歌 胡松華

181077 草原天空[國] 佚名

104804 草原女孩 尕讓鄧真

129066 草原彩虹 澤翁

110939 草原情歌 李雙江

105499 草原晨曲 關貴敏

114036 草原炊煙 聶建華

156801 草原牧歌 青燕子演唱組

120672 草原百靈 謝旦

200465 草原百靈[國] 格根其木格

171110 草原的家 千童

133598 草原的路 德德瑪

174228 草原祝福 豪圖

106584 草原讚歌 胡松華

401096 草原赤子[國] 赤子

171140 草原達人 佚名

155986 草原鳳凰 鳳凰傳奇

155988 荷塘月色 王芷蕾

146755 荷塘月色 鳳凰傳奇

143016 莎喲娜啦 周傳雄

126443 莎喲娜啦 歐陽菲菲

137946 莎喲娜啦 金元萱

175349 莫問今朝 佚名

143370 莫忘今宵 潘秀瓊

134227 莫忘今宵 鄧麗君

128323 莫非定律 張智成

124847 菩薩日記 夏雪飛

170705 華人萬歲 王力宏

103805 華夏英雄 鄧超

158913 華麗冒險 閃亮三姐妹

145658 華麗宇宙 譚凱琪

140507 萍水相逢 林慧萍

117312
萍聚 DON T

CRY WITNESS,蕭淑慎

149925 萬世流芳 楊千樺

148508 萬中選一 許慧欣

115622 萬事如意 孫鳴傑

175560 萬事如意 卓依婷

151915 萬事如意 張也

160443 萬家燈火 劉雅麗

145524 萬家燈火 湯燦

401031 萬家燈火[國] 艾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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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42 萬山之巔[國] 徐千雅

170373 萬有引力 JBOY3

144380 萬歲中國 孫悅

115471 萬泉河水 孫楠

148509 萬眾矚目 許慧欣

110493 萬種風情 李春波

152580 萬紫千紅 張燕

144858 萬紫千紅 宋祖英

118786 萬裏之久 王子,愛樂公社

104264 萬裏長城 費玉清

131626 落一滴淚 蔡琴

182018
落幕之舞[東

樂][國] 簡迷離

141025 落日時分 林翠萍

115264 落暮沙貝 三木科

146157 落淚天使 娃娃

137978 落淚天使 金智娟

170802 落玫之戀 郭媛媛

181291 落紅色調[國] 阿峻

116272 落花之夜 邵兵

148916 落花流水 徐雯倩

131627 落花流水 蔡琴

145412 落花流水 堂娜

118706 落葉歸根 王力宏

134972 落葉飄飄 鳳飛飛

138803 落跑新娘 劉若英

124472 葉子紅了 葉世榮

150685 葡萄美酒 劉文正

109362 葡萄美酒 葉璦菱

107711 葫仔開花 黃西田

127166 葬身火海 張傾城

155210
葵花寶典

(REMIX) DJ

109494 蒙古姑娘 劉歡

166012 蒙古牧歌 兒歌

144929 蒙古騎士 斯琴格日樂

106819 蒙古騎手 韓磊

115901 蒙娜麗莎 沙寶亮

103815 蒙娜麗莎 恩煬

117290 蒼狼大地 騰格爾

118707 蓄勢待發 王力宏

118708 蓋世英雄 王力宏

146352 蓮的心事 烏蘭托婭

106657 蕭瑟風雨 荒山亮

129817 蕾絲花邊 鄭智化

153256 薔薇之戀 朱咪咪

142252 薔薇之戀 林憶蓮

107595 薔薇泡沫 黃耀明

120182 薯片和派 許嵩

130936 藍色天空 MAKI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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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797 藍色天空 湘海

115472 藍色妖姬 孫楠

109270 藍色愛情 劉德華

140380 藍色月光 林寶

175105 藍色海風 徐千雅

131629 藍色的夢 蔡琴

165100 藍色眼睛 ZAYIN

170759 藍色誘惑 範英楠

117122 藍色貝殼 邰正宵

136550 藍色雪花 韓雪

126299 藍色風暴 周傑倫

139436 藍色魔力 李慧珍

124475 藍藍的天 葉世榮

131855 藍顏知己 陳瑞

170826 藍顏知己 陳倩倩

115266 藏香依舊 三木科

116440 藏龍臥虎 屠洪綱

133057 藕斷絲連 陳瑞

103244 藕斷絲連 大哲

138089 蘇三起解 金靜

147856 蘇三起解 徐小鳳

142549 蘇三起解 梅葆玖

126572 蘇三起解 周治平

153446 蘇州夜曲 甄妮

104266 蘇州夜曲 費玉清

104267 蘇州河畔 費玉清

149381 蘇州河邊 姚莉,姚敏

130833 蘇州河邊 張偉文,朱咪咪

127039 蘇州河邊 白虹

175777 蘇州河邊 蔡琴

137243 蘇木地偉 吉木喜兒

104377 蘇武牧羊 佚名

156923 蘋果熟了 金蘋果組合

101641 蘑菇蘑菇 陳昇

140108 蘭閨寂寂 李香蘭

116543 蘿蔔青菜 田躍君

116329 虎門雄風 唐彪

175609 處女空氣 回聲樂團

151561 處處留情 周慧敏

154298 虛擬愛情 B2

128739 虛虛實實 張衛健

143665 虧欠一生 裘海正

154724 虹彩妹妹 豹小子

103195 虹彩妹妹 刀郎

174257 虹運當頭 翁虹

107712 蚵仔麵線 黃西田

136254 蛋糕城堡 胡瑋琪

108434 蛤蟆瘋了 孔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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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08 蜚短流長 周蔚蒨

135915 蜜月套房 何超儀

117936 蜜月相冊 吳煒

180261 蝴蝶姑娘[國] 安東

137129 蝴蝶泉邊 黃雅莉

130829 蝴蝶泉邊 白致瑤

133503 蝴蝶眼淚 丁當

172718 蝴蝶自在 齊秦,齊豫

151420 蝴蝶落葉 周子寒

159787 蝴蝶飛呀 小虎隊

116057 蝴蝶飛呀 蘇有朋

102312 蝸居奮鬥 陳振雲

129818 蝸牛的家 鄭智化

148720 融化的心 許茹蕓

158859 融雪之前 蘇打綠

135651 螞蟻之戀 高娜

128471 螞蟻螞蟻 張楚

157403 螢光蝴蝶 蜜雪薇琪

116310 蟑螂小強 TANK

181406 蟲族風暴[國] A-ONE

170745 蟹島幹杯 索南紮西

172898 蠟炬成灰 佚名

148007 蠟燭愛情 徐若瑄

118709 蠢蠢欲動 王力宏

180436 蠻荒情場[國] 楊宗緯

138204 血的教訓 柯湘

115589 血肉之軀 孫耀威

144526 行抹開腳 孫淑媚

200601 行者無疆[國] 王濱

173473 街角回憶 佚名

116311 街頭霸王 TANK

158580 衝浪男孩 SO WHAT

137004 衣食父母 佚名

137420 袖手旁觀 江美琪

151403 被夢感召 周冰倩

170613 被情所傷 張洪波

180683 被愛套牢[國] 佚名

115475 被愛折磨 孫楠

140446 被愛捉弄 林心如

171461 被遺忘的 楊宗緯

139401 裙擺搖搖 李心潔

102201 裝聾作啞 陳小春

170787 裸愛情歌 路童,珍美兒

180559 裸愛情歌[國] 艾歌,路童

129533 製造浪漫 陳慧琳,鄭中基

144930 西去列車 斯琴格日樂

104268 西子姑娘 費玉清

174063 西海情歌 降央卓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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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98 西海情歌 刀郎

156677 西藏之戀 佚名

182320 西藏傳說[國] 龐靜

147760 西藏天邊 弦子

200684 西藏情歌[國] 胡東清

139763 西藏風雲 李瓊

109496 西部恍惚 劉歡

118822 西部情歌 王宏偉

142871 西部狂想 那英,解曉東

118826 西部讚歌 王宏偉

135109 西門吹雪 郭易

128842 西風的話 張雨生

107268 要你堅強 羽泉,黃征

131778 要就現在 蔡詩蕓

138852 要愛就愛 邱淑真

101998 要是有緣 陳奕迅

119869 覆水難收 蕭全

107665 見怪不怪 黃舒駿

131864 見愛就躲 陳倩倩

159127 見習愛神 TWINS

130859 見與不見 白雪

170747 見與不見 羅中旭

136829 見證明天 黃婕

135625 親密愛人 高勝美

131635 親密愛人 蔡琴

180502 親密愛人[國] 王若琳

105233 親愛寶貝 郭富城

145338 親愛的 JAZZ 順子

152581 親愛的人 張燕

145032 親愛的你 沈芳如

117456 親愛的你 伍佰

175610 親愛的我 回聲樂團

157088 親親吾愛 羅密歐

141390 親親如我 梁雁翎

127229 親親寶貝 張啟輝

153307 角落之歌 朱明瑛

200754 解放情人[國] 蕭淑慎

154690 解除防衛 芭比

181696
觸碰純白

[消][國] 單色淩

128382 言不由衷 張智霖

109276 言不由衷 劉德華

143314 計時炸彈 潘嘉麗

137202 討你歡心 黃鶯鶯

128903 討厭夏天 張震嶽

151757 討厭自己 周蕙

181562 討厭討厭 WOMAN POWER

138917 討厭電話 厲娜

400665 記住就好[國] 大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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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182 記得 HOTCHA

101556 記得我嗎 陳冠希

165058 記憶拼圖 翼勢力

125804 記憶拼圖 言承旭

158807 記憶森林 深白色 2人組

148510 記憶鋼琴 許慧欣

150362 註意身體 燕妮

147389 試著瞭解 萬芳

120609 試著瞭解 許紹洋

181761 話別離歌 小肥

181660 話說夏娃[國] 卓文萱

154172 該不該放 愛樂公社

126164 該不該說 周傑倫,吳建豪

121163 該做就做 伊揚

117561 該愛就愛 伍思凱

102202 該我的愛 陳小春

401219 該放手了[國] 黃小琥

161619 誇李月娥 佚名

162070 誌超讀信 佚名

143185 認真就好 彭羚

400129 認真愛過[國] 周逸涵

119979 認真的雪 薛之謙

148595 誓言謊言 許美靜

139928 誓言謊言 李翊君

140710 誘惑的街 林憶蓮

128228 誘惑的街 張敬軒

400857 誘惑的街[國] 梁靜茹

200432
誘惑的街

[演][國] 林誌炫

200571 誘敵之計[國] 淩誌輝

173126 誠實愛過 林昕陽

159912 誤責貞娘 戲曲

100309 說不出口 阿杜

126303 說了再見 周傑倫

107126 說什麼好 黃品源

158512 說你愛我 S.H.E

139299 說你愛我 李宇春

132788 說你愛我 陳淑樺

158146 說唱臉譜 孔瑩

148854 說唱面譜 謝津

140080 說好的事 李雅微

170879 說愛就愛 吳建豪

138192 說我愛你 柯以敏

140509 說時依舊 林慧萍

118546 說聲珍重 王傑

157160 說聲謝謝 零點樂隊

134235 說說笑笑 鄧麗君

154727 說變就變 豹小子

140092 說走就走 李霄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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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227 說走就走 陶喆

145034 誰人安慰 沈芳如

133058 誰伴嬋娟 陳瑞

134237 誰來愛我 鄧麗君

142366 誰來晚餐 孟庭葦

116997 誰可改變 譚詠麟

145256 誰可相依 蘇芮

135009 誰家乖乖 恭僖禧

102059 誰是最愛 陳小春,蜜雪薇琪

130714 誰是白癡 比莉

175334 誰是英雄 何龍雨

174157 誰是誰非 羅永娟

400998 誰是誰非[國] 紫浪

157677 誰最漂亮 七朵花

112375 誰殺了愛 羅建章

120799 誰比我真 謝霆鋒,泳兒

129878 誰的眼淚 鄭源

134377 誰的眼淚 傅天穎

180699 誰能與共[國] 阿溫

116612 誰能預言 童安格

137423 誰還相信 江美琪

140447 誰都不愛 林心如

118737 談何容易 王友良

129519 談何容易 鄭中基

149114 談情看愛 辛曉琪

143862 談情說愛 容祖兒,葉倩文

141394 談情說愛 杜德偉

103455 談情說愛 梁雁翎

130415 談情說愛 安又琪

137329 談笑一生 江淑娜

101007 談諧小曲 蔡其平

100631 請你 CHA CHA 汪佩蓉

150686 請你帶走 葉璦菱

108546 請你恰恰 酷龍,汪佩蓉

139300 請你恰恰 李宇春

200642 請你愛我[國] 盛大為

158147 請你擡頭 佚名

153993 請你放心 趙詠華

111727 請你離開 林智文

145872 請原諒我 吳佩慈

129537 請擁抱我 佚名

145257 請跟我來 蘇芮

108808 請跟我來 劉尊,郭彤

181584 諾亞方舟[國] 五月天

146357 諾恩吉雅 烏雲其米格

176779 諾言隨風 陳幸子

128790 謀殺寂寞 張鎬哲

140216 謀殺白癡 林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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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392 講男講女 陳奕迅,露雲娜

178023 謝謝啞唬 MC HOTDOG

138322 謝謝老師 劉一禎

150785 讀過的詩 袁泉

147324 變了模樣 翁虹

145200 變得堅強 蘇慧倫

171111 變成回憶 單色淩,本兮

159044 變身派對 TWINS

171198 變速愛情 張新海

158515 讓人心動 S.H.E

158516 讓他愛你 S.H.E

181791 讓你依靠[國] 張傑

109624 讓你幸福 劉超華

147671 讓你愉快 小雪

119409 讓夢冬眠 魏晨,何潔

115378 讓夢冬眠 孫楠,艾雨

158517 讓她愛你 S.H.E

135867 讓她降落 佚名

176956 讓子彈飛 胡明

136195 讓往事飛 紅霞

136538 讓愛作主 高明駿,韓紅

136523 讓愛做主 林誌炫,詹兆源

111519 讓愛做主 韓紅

105771 讓愛做主 高明駿,韓紅

111597 讓愛做主 林誌炫

143771 讓愛回來 齊豫

181610 讓愛從來[國] 侯奇才

153940 讓愛繼續 趙薇

117004 讓愛繼續 譚詠麟

137203 讓愛自由 黃鶯鶯

132652 讓愛自由 陳明

172655 讓愛走動 陳戈

136887 讓愛走開 黃小琥

138323 讓愛起飛 劉一禎

173191 讓愛重生 F.I.R

155989 讓愛領舞 鳳凰傳奇

100466 讓我依賴 阿超

106820 讓我們醉 韓磊

118714 讓我取暖 王力宏

181166 讓我受傷[國] 佚名

182132 讓我心碎[國] 趙小兵

126579 讓我愛你 周渝民,徐熙媛

401024 讓我愛你[國] 胡夏

139699 讓我愛吧 李玟

124839 讓我闖闖 尹相傑

128461 讓我陪你 張棟樑

126622 讓我飛走 周渝民

124922 讓自己 HIGH 庾澄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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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462 豆花之歌 佚名

160597 豐收之歌 佚名

160600 豐收舞曲 佚名

180610 豪情萬丈[國] 袁野

138018 豪無保留 金海心

155433 豬都笑了 單行隊樂隊

152650 豬都笑了 張真菲

139418 豬都笑了 李思琳

150073 豬頭哥哥 佚名

156226 貓和老鼠 紅藍鉛筆

138019 貓咪森林 金海心

130701 貓樣年華 柏文

151679 貓的冒險 周筆暢

149245 貓的戀曲 伊能靜

165080 貓的未來 音樂貓

145656 貓科動物 談莉娜

148724 貓與鋼琴 許茹蕓

144955 貓鼠之戀 佚名

138515 貝殼風鈴 劉惜君

152555 貞觀長歌 張瀾瀾

142255 負心的人 莊學忠

129261 負心的人 謝雷

120786 負心的人 龍飄飄

138524 負心的人 劉明珠

141031 負心的你 林翠萍

157692 財神娃娃 巧千金

107267 貧富上壽 佚名

126133 販賣溫柔 卓義峰

142550 貴妃醉酒 梅葆玖

136196 貴妃醉酒 紅霞

173478 貴州戀歌 張也

127956 貴氣逼人 張宇

106658 買醉的人 荒山亮

105989 貼心知己 何潤東

128326 貼身情人 張智成

118801 貼身情人 王子鳴

132963 賀後罵殿 陳琪

100722 賜福千載 崔京浩

136848 賞味期限 黃小楨

106409 賢妻良母 火風

161159 賣花來呀 佚名

128474 賭仔自歎 張武孝

173364 賽場雄風 阿爾法

118827 賽龍奪錦 王宏偉

147298 赤子情懷 王麗達

138971 赤的疑惑 呂珊

143722 赤道的風 錢幽蘭

129024 走出昨天 朱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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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690 走到最後 高瑞欣

139930 走向孤獨 李翊君

170037 走向復興 合唱

142369 走在雨中 孟庭葦

125487 走在雨中 殷正洋

143772 走在雨中 齊豫

171252 走得太久 李猛

170940 走火入魔 阿信

154695 走火入魔 芭比

149200 走火入魔 伊琳

133488 走火入魔 丁當,阿信

116526 走的時候 田家達

157716 走著入睡 清醒樂隊

146389 走街人生 王壹姍

127958 走路有風 張宇

133879 走進春天 董文華

400972 走進春天[國] 畢玉凝

180554 走進草原[國] 胡東清

137271 走進西藏 景儀

139217 走進西藏 李娜

124685 走頭無路 葉勝欽

165037 超乎想像 羽泉

155945 超喜歡你 飛輪海

180266 超級偶像 宋藝飛

151356 超級喜歡 卓文萱

173787 超級巨星 郭大衛

112343 超級市民 羅大佑

173129 超級愛人 MISSTER

173968 超級瑪麗 田馥甄

150055 超越夢想 汪正正

158161 超越巔峰 群星

100930 超越想像 阿海,查慎,趙震宇

165119 超越時空 ZIP發射樂團

128745 超越顛峰 張衛健

181677 超跑女神 周傑倫

101558 超速遊戲 陳冠希

144864 越來越好 宋祖英

155946 越來越愛 飛輪海

130938 越來越遠 MAKIYO

104272 越南情歌 費玉清

147431 越幫越忙 衛蘭

107129 越怕越愛 黃品源

102250 越愛越勇 陳展鵬,小雪

135632 越愛越痛 高勝美

133317 越洋電話 陳綺貞

154019 越走越遠 趙默

109844 越野英雄 李亞飛,韓承東

100933 越飛越高 楚童,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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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36 趙氏孤兒 佚名

200347 足球寶貝[國] 愛朵女孩

140449 趴啦叭拿 林心如

401019 距離城牆[國] 聚點翻轉

153497 跟著雨飛 真妮

124712 跟隨著你 堯堯

171075 跨向未來 任德勇

130815 跨越顛峰 佚名

116617 跨過彩虹 童安格

174161 路過幸福 杜雯媞

130477 跳舞年代 艾可

154697 跳舞芭比 芭比

120610 跳舞跳舞 許紹洋

144865 踏歌起舞 宋祖英

128488 踏浪而行 張洪量,朱虹

200297 踏無到底 張蓉蓉

149397 踏車小唱 姚莉

147200 踏雪尋梅 王雪晶

153279 踏雪尋梅 朱妍

155704 踢到鐵板 ENERGY

142977 身不由己 那英

140109 身世飄零 李香蘭

147773 身騎白馬 徐佳瑩

144188 身驕肉貴 容祖兒

128747 身體健康 張衛健

152963 身體語言 傅穎

133661 躲在夜裡 戴佩妮

150763 躲避的愛 佚名

153941 車廂包廂 趙薇

139964 車站夜雨 李芊慧

138447 軍中來信 劉小娜

156836 軍中女兒 劉小娜

150036 軍中女孩 楊柳

156837 軍中姐妹 張莉莉,張薇薇

119574 軍中綠花 小曾

125900 軍交之歌 閻維文

125901 軍人本色 閻維文

138591 軍嫂來了 劉瑋

156840 軍旅年華 經典老歌

176734 軍旗飄飄 侯旭

171395 軍校學員 阿溫

139078 軍歌聲聲 李丹陽

156821 軍港之夜 丁汀

103129 軍港之夜 龔玥

156822 軍港之夜 蘇小明

138449 軍營故事 劉小娜

138450 軍營歌謠 劉小娜

165406 軍隊節奏 3D動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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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57 輕吟獨唱 樂紅

137018 輕而易舉 黃淑惠

158793 輕舞飛揚 水木年華

128748 輕舟一去 張衛健

137860 輕鬆快樂 紀曉君

141770 輕鬆時間 藍心湄

145102 輸乎愛情 蘇又鎔

178021 轅門射戟 葉少蘭

139550 轅門斬子 張保衛

126872 轅門斬子 李玉琴,杜景雲

125520 轉瞬為風 永邦

100038 轉身以後 佚名

133663 辛德瑞拉 戴佩妮

137947 辣辣的心 金元萱

155541 農夫打兔 達斡爾人組合

100851 農民父兄 春雷

145208 迎春接福 無鳴,孫鳴傑

115623 迎春接福 甘國衛,胡美儀

151564 近情情怯 周慧敏

173932 返樸歸真 邰正宵

141320 迫不得已 梁詠琪

148596 迫在眉梢 許美靜

173728 迴旋木馬 洪傑

118716 迷上網戀 王力宏

135788 迷失方向 何嘉莉

156227 迷失東京 紅藍鉛筆

150589 迷失終點 葉熙祺

173600 迷惑的愛 陳依然

151762 迷惘的愛 周蕙

173018 迷茫的愛 郭玲

145542 迷迷糊糊 田希仁

103272 迷途羔羊 大風

132552 迷離夜雨 陳慧琳

106659 迷霧闖城 荒山亮

173788 追夢少年 郭大衛

175579 追夢無悔 伍義

105326 追根究柢 郭晉安

115151 追求夢想 任賢齊

159722 追趕世界 信樂團

141052 追逐的夢 林萍

117745 追風少年 吳奇隆

156843 退伍日記 經典老歌

400793 送你分手[國] 李佳薇

126803 送你回家 周華健

108718 送送老兵 劉和剛

102009 送院途中 陳奕迅

138813 逃跑新娘 劉若英

120885 逃離世界 謝霆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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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349 逃離寂寞 EDITEC

115152 逃離色彩 任賢齊

101700 逆行列車 陳坤

139931 逆風順風 李翊君

200652 逍遙漫遊[國] 秦海璐

131012 透明對白 曹方

133664 透明玫瑰 戴佩妮

140450 這一秒鐘 林心如

159766 這些日子 夏卡毛樂團

140721 這些那些 林憶蓮

131866 這位先生 陳倩倩

159485 這個世界 五月天

101308 這個世界 蔡藍欽

401094 這個世界[國] 賈靜雯

171033 這個夏天 虞笙

165258 這就是愛 蟑螂合唱團

173856 這就是愛 張傑

153638 這就是我 詹采妮

133666 這就是我 戴佩妮

181287 這就是我[國] 錢紅

126134 這是怎樣 卓義峰

115153 這樣也好 任賢齊

139932 這樣的我 李翊君

145721 這灣海水 譚晶

171349 這片草原 佚名

147633 這種心情 佚名

117567 這邊那邊 伍思凱

136074 通知一下 侯湘婷

143017 逝去的愛 歐陽菲菲

139933 逝去的愛 李翊君

129832 逝去的愛 鄭海龍

172635 速度對比 李治廷

148268 速配程度 蕭亞軒

147319 速食男女 翁虹

154698 速食野花 芭比

141853 造字的人 雷光夏

108629 造物弄人 冷漠

159132 連帶關係 TWINS

139702 連綿懷念 李玟

143632 連鎖反應 瞿穎

144382 週末晚上 孫悅

154699 週末音樂 芭比

128568 進退兩難 林誌炫,詹兆源

111521 進退兩難 龍千玉

111602 進退兩難 林誌炫

101571 逼上梁山 佚名

146107 逼得太緊 吳雨霏

132888 逼得太緊 陳潔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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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145 遇見了你 央金蘭澤

102011 遇見了你 陳奕迅

156426 遇見未來 JS

145339 遇見舊愛 順子

156998 遊園驚夢 凱玥凱璐

152890 遊園驚夢 張語倢

138120 遊園驚夢 卡奇社

156845 遊子的心 經典老歌

121127 遊子的歌 亞東

129821 遊戲人間 鄭智化

116619 遊戲人間 童安格

157091 遊戲愛情 周傳雄

126451 遊戲愛情 羅密歐

163148 遊戲終止 佚名

141324 遊牧民族 梁詠琪

151159 遊龍戲鳳 任劍輝

173806 運氣不壞 張雯婷

200017 遍地狼煙[國] 何晟銘

181929 遍地開花[國] 棉花糖

104792 遍體鱗傷 古皓

149117 過了就好 辛曉琪

147230 過境的心 王靜瑩

180542 過完今天[國] 羅誌強

139704 過完冬季 李玟

140202 過往暖風 林吉玲

181857 過期垃圾[國] 佚名

133749 過期情雪 戴辛尉

157406 過渡時期 蜜雪薇琪

117298 達亞波爾 騰格爾

133605 達斡爾人 德德瑪

170136 遙想梁祝 陳惠英

102012 遙遠的她 陳奕迅

134251 遙遠的路 鄧麗君

150377 遠去的夢 佚名

164908 遠古神鷹 彜人製造

116370 遠在天邊 唐越

126507 遠在身邊 周定緯

128934 遠方情人 佚名

100108 遠牧的人 阿勇澤讓

155475 遠航歸來 大家唱合唱團

140722 遠走高飛 林憶蓮

132701 遠走高飛 陳曉娟

110736 遠走高飛 李聖傑

103230 遠走高飛 大勇

148289 遨遊蓬萊 蕭希榆

120887 遨遊飛翔 謝霆鋒

129265 遲來的愛 莊學忠

200696 遲來的愛 莫旭秋



KOD-2400 国语歌曲 點歌目錄
編號 歌名 歌星 編號 歌名 歌星

國語歌曲 第 388 頁

151278 遲來的愛 卓依婷

142258 遲來的愛 龍飄飄

128589 選擇是錯 張祥洪

182128 選擇無悔[國] 趙丹

165043 選擇犧牲 羽泉

115481 遺忘悲傷 孫楠

101273 遺忘過去 蔡濟文,梁雁翎

108519 還不能哭 柯有倫

155425 還你自由 動靜樂團

100313 還你自由 阿杜

137331 還愛著你 江淑娜

117014 還我真情 譚詠麟

155892 還我蔚藍 反光鏡

138816 還是一樣 劉若英

115154 還是寂寞 任賢齊

152913 還是朋友 張雯婷

128843 還是朋友 張雨生

180158 還會想你[國] 佚名

120013 還等什麼 西域刀郎

158809 還能不能 深白色 2人組

126804 還要愛你 周華健

129266 還說什麼 莊學忠

145482 還迎欲拒 湯寶如

181934 還過得去[國] 楊冪

102333 邊做邊愛 陳旭

127026 邊愛邊走 張信哲

170587 邊疆頌歌 宋祖英

107437 邊走邊唱 黃磊

129072 邛溪姑娘 佚名

157195 那ㄟ按呢 M3

130645 那一盆火 包美聖

117228 那一瞬間 陶喆

137755 那不是愛 江語晨

145814 那些日子 陶晶瑩

401070 那些時光[國] 袁東方

200664
那些花兒[東

樂][國] 簡迷離

136525 那個冬季 韓紅

170740 那個夏天 田芯兒

128590 那個女人 張祥洪

401089 那個女人[國] 謝華

117854 那個女孩 孫淑媚

171462 那個男人 楊宗緯

151681 那個那個 周筆暢

138817 那又如何 劉若英

140829 那又如何 林曉培

180630 那又怎樣 謝容兒

134252 那句諾言 鄧麗君

132889 那天那夜 陳潔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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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23 那封情書 洪乙心

182105 那就是愛[國] 西單女孩(任月麗)

175140 那就是我 孫維良

153534 那就是我 祖海

109581 那就是我 劉維維

137281 那年夏天 張傑

127151 那年夏天 江一燕

148749 那年夏天 許飛

145294 那年那時 邵雨涵

139437 那時你在 李慧珍

130467 那時那刻 愛戴

106017 那段歲月 何炅

152891 那片天空 張語倢

158521 那都是我 S.H.E

159288 那麼一天 鐵玉蘭樂隊

138024 那麼驕傲 金海心

146711 郎的誘惑 鳳凰傳奇

156509 郵遞馬車 民歌

170549 都市尋夢 國巍

170565 都市月夜 姚瑤

152341 都市麗人 張曼莉

181751 都是夢啊[國] 宋熙銘

136075 都是真的 侯湘婷

117019 都為了愛 譚詠麟

166099 鄉下姑娘 兒歌

160653 鄉下老鼠 佚名

156754 鄉裏鄉親 盧秀梅

133609 鄉間的風 德德瑪

160661 鄉音鄉情 佚名

129039 鄉音鏗鏘 朱文

155706 鄰家男孩 ENERGY

400219 鄰家美眉[國] 王繹龍

142623 鄰裏之間 眉佳

148319 酒尚坦白 蕭蔓萱,袁小迪

117890 酒館情歌 吳梵

170851 酸酸甜甜 魏晨

145935 醉生如夢 吳婉芳

155991 醉美天下 鳳凰傳奇

180217 醉美草原[國] 塔宏偉

142980 醒時作夢 那英

139515 醒獅迎春 李池湘

115521 重回漢唐 孫異

158172 重建家園 群星

155412 重愛輕友 黎明

173612 重慶美女 佚名

400875 重戀舊地[國] 樊凡

126574 重提往事 周治平

158173 重新上路 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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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309 重新出發 關心妍

127027 重新回憶 張信哲

107438 重新開始 黃磊

155438 重新面對 地鐵兄弟

144535 重溫舊夢 張蓉蓉

156434 重色輕友 九紫樂隊

102206 重色輕友 陳小春

128328 重返寂寞 張智成

151284 重返故裏 卓依婷

142372 重返故裏 孟庭葦

118559 重返未來 王傑

105933 重頭做起 何家勁

154701 野心勃勃 芭比

181576 野狼模樣[國] 上官靈雪

159251 野蠻遊戲 童聲合唱團

131218 野蠻遊戲 蔡依林

171015 野雁高飛 王野

127153 量身訂做 張傑

181361 金剛變形 [國] 黃鴻升

150582 金枝玉葉 葉歡

400741 金枝玉葉[國] 張萌

117819 金沙之戀 吳小豪

158180 金獅拜年 群星

175554 金玉滿堂 卓依婷

180958 金玉良言[國] 張智成

130830 金盾之歌 白致瑤

135866
金粉世家片尾

曲 佚名

138592 金色希望 劉瑋

401117 金色年華[國] 郝紅巖

117133 金色珠蘭 鐵木爾

130912 金色童年 崔苔菁

108381 金色胡楊 金波

154599 金鋒迦蘭 北原山貓

117462 銀河特快 伍佰

103306 銀湖之戀 戴玉強

159922 銀環上山 戲曲

106588 銀色的月光 胡松華

173948 鋩鋩角角 王彩樺

117463 鋼鐵男子 伍佰

145262 鋼鐵的心 蘇芮

108495 錢不夠用 柯受良

105416 錦江詩侶 關國華,蔣文端

151923 錦繡中華 張也

132144 錦繡中華 陳思思

180730
錦繡前程(消

伴)[國] 雷佳

132145 錦繡年代 陳思思

144931 錯了對了 斯琴格日樂

136150 錯了算了 洪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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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39 錯怪了你 余潤澤

135638 錯看了你 高勝美

136433 錯誤的愛 韓寶儀

171414 錯過的人 陳飛彤

401239 錯過的緣[國] 龍奔

103467 鍾愛一生 杜德偉

143511 鎖上記憶 潘越雲

158523 鎖住時間 S.H.E

155384 鎮守愛情 動力火車

140731 鏗鏘玫瑰 林憶蓮

105427 鏡花水月 關德輝

176957 鏡花水月 李玉剛

159990 鐘聲催歸 黃梅戲

158980 鐵之貝克 TIZZY BAC

139936 鐵石心腸 巫啟賢

118095 鐵石心腸 李翊君

147393 鐵罐咖啡 萬芳

141840 長城腳下 雷佳

113655 長壽是福 滿文軍

110255 長夜不眠 黃伊汶,李國能

137333 長夜悄悄 江淑娜

112855 長夜漫漫 羅賓

138440 長大成才 劉媛媛

144870 長大成材 宋祖英

118246 長安街上 汪峰

156692 長江之歌 李建初,鄭莉

135450 長江之歌 關牧村

150234 長江之歌 殷秀梅

106824 長江之歌 韓磊

100964 長江之歌 程誌

148271 長話短說 蕭亞軒

180282 長途旅行[國] 張信哲

127963 長長久久 張宇

104072 長髮女郎 佚名

157335 閃亮五環 明駿女孩

141546 閃亮的星 梁靜茹

117464 閃光魔術 伍佰

120113 閃電情緣 許君豪

137771 閉上眼睛 津亭

102557 閉上眼睛 陳曉東

126314 開不了口 周傑倫

173789 開始 IN CITY 好男兒

144706 開始懂了 孫燕姿

137020 開始放手 黃淑惠

137965 開始表白 金小雨

138419 開始飛吧 劉嘉玲

148274 開始飛吧 蕭亞軒

146173 開心中國 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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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958 開心女孩 娃娃

126857 開心就好 胡雪盟

152646 開心慶典 張瑩

171299 開心時代 王亞平

161963 開路先鋒 佚名

152309 開門見山 張惠妹

116621 開闊的心 童安格

100965 闖進薑塘 程誌

135460 關方說法 關穎

401057 關於四季[國] 蘇有朋

117465 關於女人 伍佰

172118 關於小熊 蛋堡

110739 關於情歌 李聖傑

117493 關於愛情 伍思凱,馬玉芬

157652 關於我們 痞克四

117229 關於陶喆 陶喆

104958 關於離別 郭子

121194 關渡小站 余天

173343 關鍵是我 關鍵

102018 防不勝防 陳奕迅

115482 防守孤單 孫楠

174218 阿佤新歌 羅永娟

154197 阿依圖蘭 艾圖蘭

156889 阿古班瑪 經典老歌

150863 阿古頓巴 雲丹久美

115215 阿咪羅羅 容中爾甲

180377 阿哥阿妹[國] 佚名

130548 阿啦家園 阿斯根

139220 阿啦裡喲 李娜

109832 阿壩之戀 朗尼阿彬

159493 阿姆斯壯 五月天

130531 阿媽的淚 阿幼朵

134258 阿媽的話 鄧麗君

106314 阿宏的心聲 洪榮宏

154601 阿彌陀佛 北原山貓

125999 阿拉木汗 巴郎百川

100761 阿拉木汗 常寬

100562 阿拉木汗 閻維文

156891 阿拉木罕 王洛賓

156374 阿拉木罕 黑鴨子

180247 阿拉裡呦[國] 子祺

130976 阿瑪勒火 才旦卓瑪

121140 阿瓦古麗 亞東

156121 阿細跳月 革命歌曲

146394 阿美阿美 張行

128687 阿美阿美 王夢麟

156892 阿若康巴 經典老歌

127428 阿飛正傳 張國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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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092 附送折磨[國] 賈越皓

104282 陋巷之春 費玉清

100314 陌生朋友 阿杜

157682 陌生的人 丘丘合唱團

400534 陌生的夜[國] 一加一組合

157328 除了愛情 夢飛船

157724 除夕之夜 保利群星

200323
陪你散步[明業

嘉輝][國] 張雷

117806 陪你淋雨 吳宗憲

102568 陪你狂亂 陳柏全

116064 陪我傷悲 蘇有朋

111701 陪我回家 林誌穎

132567 陪我失眠 陳慧琳

158863 陪我歌唱 蘇打綠

150693 陪我聊聊 葉璦菱

172760 陪著你走 RUBBERBAND

147432 陰天假期 衛蘭

400649
陰天氣球

[消][國] 喬任梁

117939 陰差陽錯 吳煒

149645 陽光中國 易秒英

115512 陽光天堂 孫浩

145530 陽光季節 湯燦

126316 陽光宅男 周傑倫

150694 陽光森巴 葉璦菱

144872 陽光樂章 宋祖英

111702 陽光海岸 林誌穎

151924 陽光燦爛 張也

116312 陽光美眉 TANK

173470 陽光路上 彭麗媛

170230 陽光路上 閻維文

144210 隆重登場 容祖兒

109400 隔世之戀 劉斌

165047 隔世情人 羽泉

132568 隨夢而飛 陳慧琳

165212 隨心所欲 指南針樂隊

141707 隨心所欲 範怡文

134679 隨心所欲 羅琦

154985 隨心所欲 醜醜

100723 隨我飛翔 崔京浩

151406 隨波逐流 周冰倩

108179 隨身幸福 紀佳松

117466 隨風而去 伍佰

153158 隨風而逝 曾慶瑜

158187 隨風舞動 群星

154853 隨風舞動 城市姐妹

152885 隨風走遠 張薔

157407 隱形的雪 蜜雪薇琪

127813 隱形眼鏡 張學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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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64 隱形紀念 蔡淳佳

118748 隱形絲路 王喆

135200 隱形超人 郭采潔

126459 隱隱作痛 周傳雄

149120 隱隱寂寞 辛曉琪

400291 隱隱月光[國] 張超

107667 雁渡寒潭 黃舒駿

158188 雄心飛揚 群星

159494 雌雄同體 五月天

170337 雙人體操 陳珊妮

142758 雙城故事 莫文蔚

166083 雙手萬能 兒歌

131303 雙棲動物 蔡健雅

173695 雙面女神 蕭亞軒

116375 離不開你 唐龍

102210 離不開你 陳小春

150101 離別之前 楊采妮

136434 離別前夕 韓寶儀

200731 離別海岸 蔡秋鳳

139939 離別的歌 李翊君

106317 離別誓言 洪榮宏

163657 離前的站 佚名

157506 離家不遠 南拳媽媽

143779 離家出走 丁當

133505 離家出走 容祖兒

120691 離家回家 謝東

135640 離情依依 高勝美

107190 離愛不遠 黃大煒

152310 離愛出走 張惠妹

120890 離我而去 謝霆鋒

151295 離水之魚 卓依婷

150319 離開以後 泳兒

141075 離開以後 林麗

147675 離開的你 小雪

108687 離開的愛 劉冰

126717 難以抗拒 李度

136127 難以捉摸 BABY

130624 難以捉摸 洪佩誼

158189 難兄難弟 周華健,杜德偉

126719 難兄難弟 郭峰

109324 難免有錯 劉德華

128548 難分難離 王識賢

149122 難得糊塗 張智霖

120679 難得糊塗 謝有才

151296 難忘今宵 卓依婷

135451 難忘今宵 關牧村

151298 難念的經 卓依婷

115158 難懂的你 任賢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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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027 難捨難分 譚詠麟

158190 難說再見 佚名

400780 難說分手[國] 曉曉

127967 雨一直下 張宇

180174 雨一直下[國] 劉奇梅

181205 雨中冷掉[國] 諾兒

118784 雨中即景 王夢麟

151299 雨中即景 卓依婷

131645 雨中城市 蔡琴

134267 雨中徘徊 鄧麗君

138499 雨中情淚 劉平芳

110750 雨中情緣 李自強

149988 雨中戀情 楊小萍

133671 雨和太陽 戴佩妮

158719 雨和眼淚 四分衛

180760 雨夜心情[國] 齊劍

135674 雨季過後 高慧君

150795 雨後天空 袁詠琳

156123 雨打桃花 革命歌曲

108839 雨打芭蕉 劉尊

173166 雨水問情 邱蕓子

131439 雨的旋律 蔡幸娟

172980 雨落大地 林奕匡

159597 雨過天晴 品冠

132693 雨過天晴 陳明真

148841 雨過天陰 謝安琪

151300 雨達之歌 卓依婷

144234 雨音若弦 佚名

145483 雪亮眼睛 湯寶如

119265 雪人童話 王量

115219 雪域之光 容中爾甲

136532 雪域光芒 韓紅

100936 雪域家園 次真降措,官確嘉措

181019 雪域戀歌[國] 楊子一

103721 雪域蒼狼 佚名

100852 雪山之巔 春雷

160063 雪山朗瑪 雪山朗瑪

139819 雪梅思君 李秋霞

116256 雪的翅膀 蘇雋

172949 雪花兒飄 蔡獻華,甜美真

180768 雪花紅梅[國] 佚名

115651 雪花飄來 宋雪萊

118096 雲且留住 劉文正

109367 雲且留住 巫啟賢

148728 雲且留住 許茹蕓

106660 雲化誓言 荒山亮

158191 雲淡天高 群星

132794 雲的騷動 陳淑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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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532 雲臺戀曲 湯燦

129128 雲裡糊塗 臧天朔

115906 雲開霧散 沙寶亮

137042 雲霄飛車 黃湘怡

125212 零下 3 度 楊坤

116067 零分 LUCKY DAY 蘇有朋

146043 零點愛情 佚名

132656 雷鋒夕照 陳明

145816 電子情人 陶晶瑩

154192 電影膠片 愛樂團

148278 電影預告 蕭亞軒

181647 電話占線[國] 劉愉愉

121157 電話情思 伊揚

151304 電話情思 卓依婷

126002 霓虹北京 閻維文

180195 霓裳彩虹[國] 吳介賢

146034 霧中情緣 吳燕玲

127032 霧中機場 張信哲

151305 霧裡看花 卓依婷

142983 霧裡看花 孟庭葦

142375 霧裡看花 那英

142551 霸王別姬 梅葆玖

116424 霸王別姬 屠洪綱

148396 霹靂紅唇 薛家燕,CHIPS

163185 靈犀相通 佚名

119799 靈魂之聲 湘海

118563 靈魂有罪 王傑

108685 青城之戀 劉允樂

104284 青山綠水 費玉清

150367 青山綠水 燕妮

180476 青春之火[國] 佚名

116624 青春手卷 童安格

115907 青春日記 沙寶亮

182122 青春日記 謝金燕

158795 青春正傳 水木年華

145484 青春無悔 湯寶如

157013 青春無敵 可米小子

111706 青春組曲 林誌穎

145727 青春舞曲 巴郎百川

143610 青春舞曲 熊天平,瞿穎

166017 青春舞曲 譚晶

108282 青春舞曲 解曉東

154215 青春舞步 佚名

165408 青春萬歲 3D動漫

115268 青春踢踏 三木科

154608 青春驪歌 拜金小姐

132942 青春驪歌 陳珊妮,李端嫻

117751 青春鼓王 吳奇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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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643 青梅竹馬 高勝美

135937 青梅竹馬 何靜

126575 青梅竹馬 周治平

153044 青梅鐵馬 曾之喬,陳奕

101704 青梅鐵馬 陳奕,曾之喬

126808 青紅皂白 周華健

148354 青色山脈 蕭麗珠

181577 青藏之戀[國] 佚名

126126 青藏高原 卓瑪加

100853 青藏高原 春雷

176794 青藏高原 維塔斯,湯燦

156691 青藏高原 李娜

151850 青藏高原 宗庸卓瑪

136533 青藏高原 韓紅

121141 青藏高原 亞東

117305 青藏高原 VITAS

200085 青藏高原[國] 卓瑪加

142985 青青世界 那英

153457 青青山崗 甄妮

120249 青鳥 II 許巍

101647 青鳥日記 陳昇

153023 靜不下來 張韶涵

138822 靜靜坐著 劉若英

110401 靜靜聆聽 李恕權

135790 非份之想 何嘉莉

149123 非你不等 辛曉琪

146553 非你莫屬 王渝,林誌炫

140166 非你莫屬 林依晨

116314 非你莫屬 TANK

111518 非你莫屬 林誌炫,王渝

200452
非同兒戲(11

演)(粵語) 林欣彤

154704 非常境界 芭比

152971 非常完美 庾澄慶,張韶涵

170164 非愛不可 鍾欣桐,關智斌

140737 非愛不可 林憶蓮

124763 非我莫屬 宇桐非

157046 非法入侵 LADY

170601 非誠勿擾 張嘯,烏蘭托婭

105507 非誠勿擾 鞏新亮

141335 非走不可 梁詠琪

138273 非關愛情 LISA

200724 非關愛情[國] 蔡孟臻

104502 靠你更近 剛澤斌

154705 靠站不停 芭比

129824 面子問題 鄭智化

127969 面目全非 張宇

181652 靦腆男孩[國] 佚名

139516 鞭炮迎春 李池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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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229 韓流來襲 MC HOTDOG

138707 音樂泡泡 劉育青

112896 音樂蟲子 老狼

145618 順其自然 田震

129528 順其自然 鄭中基

200270 順流逆流 尤雅

131944 順順利利 陳婷婷

132146 順風哥哥 陳思思

142261 順風珍重 龍飄飄

139942 順風逆風 李翊君

137043 預約幸福 黃湘怡

173824 領航中國 雷佳

127970 領銜主演 張宇

159328 頭號人物 WOW

153024 頭號甜心 張韶涵

142761 頭號粉絲 莫文蔚

146194 頭髮濕的 汪佩蓉

131304 願意渺小 蔡健雅

137044 願打服輸 黃湘怡

128755 願打願挨 張衛健

142986 願賭服輸 那英

148281 類似愛情 蕭亞軒

117035 風中勁草 譚詠麟

165088 風中少林 元氣

109824 風中的夢 廖百威,肖淑平

138040 風中的書 金瑞瑤

140742 風中的歌 林憶蓮

109311 風中的歌 劉德華

131908 風吹草動 陳好

140511 風吹草動 林慧萍

102563 風吹草動 陳曉東

154854 風吹著花 城市姐妹

109882 風吹麥浪 李健

132696 風告訴我 佚名

138823 風和日麗 劉若英

107306 風尚征程 黃征

143299 風帆之歌 彭麗媛

115484 風往北吹 孫楠

165346 風打雨下 1983

181497 風暴夏天[國] MIC男團

107349 風的孩子 黃曉明

158603 風的終點 SOLER

153996 風的顏色 趙詠華

165051 風聲邊界 羽泉

110696 風與葉子 李維

148022 風色幻想 徐顥菲

182249 風華正茂[國] 陳思思

142379 風裡的夢 孟庭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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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48 風調雨順 陳思思

128756 風車寓言 張衛健

128280 風采依然 張明敏

170741 風鈴在哭 田芯兒

173067 風雨人生 韓磊

156795 風雨兼程 程琳

131073 風雨兼程 範春梅

141076 風雨同舟 林麗

170422 風雨同舟 於乃久

138976 風雨同路 劉雅麗

139944 風雨愛人 李翊君

147505 風雨斜陽 韋嘉

126810 風雨無阻 周華健

147490 風雨真情 韋唯

115486 風雨豪情 孫楠

115252 風雪日記 SE7EN

157507 風雪梧桐 南拳媽媽

165533 風雲變色 5566

129269 風雲豪情 莊學忠

135902 飄洋過海 何耀珊

145420 飄浪的心 佚名

135646 飄蕩的我 高勝美

144874 飄香九洲 宋祖英

105315 飛向未來 郭峰

118249 飛得更高 汪峰

140744 飛的理由 林憶蓮

170050 飛蛾撲火 韓庚

119291 飛蛾撲火 王鍵

181824 飛蛾撲火[國] 彭麗麗

101672 飛行座標 陳司翰

117698 飛行男人 吳大衛

155810 飛行部落 F.I.R

401036 飛行雲端[國] 莫熙兒

103827 飛越夢想 爾薩

115487 飛越海洋 孫楠

126811 飛越迷霧 周華健

107144 飛躍未來 黃品源

182311
飛躍的心

[消][國] 黃曉明

145085 飛鳥和花 薩頂頂

143773 飛鳥與魚 齊豫

155426 飯 動靜樂團

100838 飲水思源 成龍

121185 養犬指南 雪村

131305 餘興節目 張宇

127971 餘興節目 林宇中

111371 餘興節目 蔡健雅

157174 首席情人 雷樂隊

151851 香格裏拉 宗庸卓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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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990 香格裏拉 容中爾甲

115223 香格裏拉 靜婷,劉韻

151312 香格裏拉 卓依婷

102422 香格裏拉 陳星

190090 香水姑娘[國] 雷龍

136235 香水有毒 胡楊林

102877 香水有毒 陳超

153025 香水百合 張韶涵

134281 香港之夜 鄧麗君

126003 香港你好 閻維文

134282 香港假期 鄧麗君

100195 香港妹妹 阿唯

148736 香草咪咪 許雅涵

151357 香草戀人 卓文萱

157508 香草把噗 南拳媽媽

181822 馨之禪音[國] 張馨戈

155709 馬上回來 ENERGY

151313 馬蘭山歌 卓依婷

180390 馬鞭姑娘[國] 李草青青

131227 騎士精神 蔡依林

152620 騎虎難下 張瑋綸

117752 驀然回首 吳奇隆

125157 驕傲飛翔 楊坤,張靚穎

157198 驚天動地 M3

100595 驛動的心 白智文

131652 驛動的心 蔡琴

108025 驛動的心 姜育恒

137932 骨頭日記 賈立怡

129053 高原兄弟 澤仁多吉

149350 高原女人 央金蘭澤

129056 高原故鄉 澤仁多吉

144876 高原明珠 宋祖英

173775 高原水鄉 謝佳佳

141340 高妹正傳 梁詠琪

131003 高山情歌 春妹

121291 高山慕情 余天

154605 高峰情懷 北原山貓

127972 高枕無憂 張宇

103607 高級動物 竇唯

108856 高高在下 劉德華,張衛健

141549 鬧點情緒 梁靜茹

116267 鬼迷心竅 誓言

110322 鬼迷心竅 李宗盛

130698 魂系舊夢 本多 RURU

148930 魂索舊夢 謝采雲

151767 魂縈舊夢 周蕙

140896 魂縈舊夢 林淑蓉

145418 魂縈舊夢 堂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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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653 魂縈舊夢 蔡琴

158924 魅力四射 閃亮三姐妹

400317 魅力東方[國] 韓琳

144385 魅力無限 孫悅

191229 魅力燃燒[國] 鄭秀文

154706 魅力界限 芭比

146056 魅力鄉村 吳碧霞

155864 魔力寶貝 FANTASY

160052 魔咒女狼 利得匯

138288 魔咒女狼 校園快樂幫

141343 魔幻季節 梁詠琪

100414 魔幻童謠 阿牛

138708 魔法星星 劉育青

126324 魔術先生 周傑倫

137220 魔鬼身材 黃齡

107864 魚兒和水 黑龍

133017 魚水情歌 陳瑞,許強

144725 鳥啊展翅 孫翠鳳

102423 鳥語花香 陳星

115227 鳳凰天堂 容中爾甲

150179 鳳凰姑娘 楊鈺瑩

144285 鳳凰展翅 司徒蘭芳

151316 鳳凰於飛 卓依婷

153492 鳳凰於飛 甄秀珍

172963 鳳凰涅盤 張寒

158203 鳳凰飛翔 群星

170087 鳳城之歌 閻琰

138977 鳳陽花鼓 呂珊

134283 鳳陽花鼓 鄧麗君

150846 鳳陽花鼓 閻荷婷

126812 鳳陽花鼓 周華健

176720 鳳鳴朝陽 丁曉紅

143696 鴛鴦鎖匙 邱蕓子,七郎

181282 鵲橋彩虹[國] 佚名

181980 鷹之傳說[國] 王梓旭

144976 麗花皇宮 沈殿霞

156099 麗達之歌 卓依婷

151318 麗達之歌 孫悅

144386 麗達之歌 蔡明,李琦

157211 麻吉弟弟 麻吉弟弟

156199 麻煩大了 混亂之島

129826 麻花辮子 鄭智化

103719 麻辣男人 迪克牛仔

138490 麻辣誘惑 劉巧巧

156914 黃土高坡 杭天棋

136112 黃土高坡 高淩風

139225 黃土高坡 李娜

130438 黃土高坡 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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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301 黃就是黃 騰格爾

173902 黃昏之戀 秀蘭瑪雅,陳冠霖

136440 黃昏小唱 韓寶儀

138978 黃昏放牛 呂珊

148855 黃河古謠 謝津

175139 黃河媽媽 孫維良

152901 黃河源頭 張邁

170620 黃河漁娘 彭麗媛

107191 黃海血戰 黃大煒

145206 黃色月亮 蘇慧倫

119981 黃色楓葉 薛之謙

150180 黃金一笑 楊鈺瑩

147283 黃金傳奇 群星

103468 黃金比例 杜德偉

108719 黑土戀歌 劉和剛

100317 黑夜以後 阿杜

164937 黑夜來臨 櫻桃幫

110278 黑夜明天 李威

159761 黑夜白天 咻比嘟嘩

137209 黑夜白天 黃鶯鶯

153997 黑夜白天 趙詠華

107498 黑夜盡頭 黃立行

115950 黑夜過後 石康軍

141854 黑暗之光 雷光夏

155711 黑暗時期 ENERGY

105541 黑桃皇後 顧海濱

171224 黑白之間 戚薇,範逸臣

401002 黑白時差[國] 紫薇

127824 黑白畫映 張學友

128534 黑白畫面 張爽

119743 黑白相紙 徐良

102888 黑白變奏 吳卓義,謝天華

124702 黑白電影 嚴錚

103608 黑色夢中 竇唯

141807 黑色天空 路嘉欣

103469 黑色契約 杜德偉

126327 黑色幽默 周傑倫

149705 黑色月亮 楊丞琳

117234 黑色柳丁 陶喆

126328 黑色毛衣 周傑倫

116243 黑色禮服 蘇永康

105996 黑色翅膀 何潤東

102564 黑色領帶 陳曉東

139542 黑馬王子 李湘

173674 黑髮尤物 蔡依林

140749 默讀傷悲 林憶蓮

139710 默默愛你 李玟

100023 默默追憶 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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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930 黛玉焚稿 佚名

119277 點亮亮點 王錚亮

106661 點亮荒山 荒山亮

157378 點擊春天 美眉組合

124481 點水蜻蜓 葉乃文

153536 黨旗飄飄 祖海

159669 黯然銷魂 XL特大號樂團

124929 鼓起勇氣 庾澄慶

165236 齊天大盛 至上勵合

180528 龍之傳人[國] 秀蘭瑪雅

104358 龍子龍孫 費翔

126329 龍戰騎士 周傑倫

105854 龍生九子 高登

172651 龍的信仰 佚名

128282 龍的傳人 張明敏

105542 龍的傳人 顧海濱

147881 龍的傳人 徐小鳳

118722 龍的傳人 王力宏

106392 龍的夢想 海鳴威

128283 龍的故鄉 張明敏

172899 龍舞鳳凰 姜濤,張若玉

181752 龍蝦盛宴[國] 宋熙銘

151928 龍騰虎躍 張也

五字部

159272 1:48:00 脫拉庫

152088 54321 張惠妹

148932 54321 謝金燕

101590 1,1≠2 陳昇

118199 12 月的淚 汪峰

176023 180 公裏 楊天寧

165053 18 愛不愛 翼勢力,企鵝

157761 2000PARTY 群星

118593 2000 年 王力宏

116269 2004 年 邵兵

142651 24HRS 莫文蔚

120899 281 公裏 謝霆鋒

117148 2NIGHT 藏愛 陶喆

138928 3650 夜 呂珊

100864 3-7-20-1 曹格

145938 39℃ 吳恩琪

181119 3D 舞力全失 自由發揮

181120
3D 舞力全失

[國] 自由發揮

144959 515 丫丫 水蜜桃

147884 5678GOING 徐懷鈺

158349 612 星球 S.H.E

117583 80 後情歌 伍義

135868 881 寂寞 何耀珊

150346 8 號洋娃娃 遊艾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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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09 ABC 小姐 佚名

144909
AH HA YI YA

HA 斯琴格日樂

157384 AITAI 蜜雪薇琪

135771 BB 保你大 何嘉莉

148328 BELLA 9 號夜曲 蕭薔

155478
BLING BLING 過

新年 大小姐

119874 BLUES 蕭敬騰

132332
BOY I THINK

OF YOU 陳慧琳

176902 BUDDY 東於哲

150698 B 小調雨後 葉蓓

155813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F4

146281 D.I.S.C.O 溫嵐

157039
DREAM OF A

KINGSTON MON L.A BOYZ

127158 DS 的愛情 張傾城

127476
EVERY TIME A

GOOD TIME 張學友

125112
FOLLOW ME 跟

我走 楊光

140312
GET OUT OF MY

LIFE 林子娟

165239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GOO

D NIGHT 蟑螂合唱團

155446

HAPPY

BIRTHDAY 買滴

兒 大嘴巴

138930
HASTA MANANA

情莫變 呂珊

156925 HELLO 五彩汽球 錦繡二重唱

158803
HELP ME I'M

IN LOVE 深白色 2人組

160166 HEY OH 阿瑪尼 佚名

137213 HIGH 歌 黃齡

116551
HOW DO I

REVERSE TIME 童安格

137356 I AM OK 謝謝 江美琪

104415 I AM WHO I AM 光良

173884
I DON'T WANNA

BE LONELY 連詩雅

145825
I GOTTA LET

YOU KNOW 陶莉萍

139243
I GOTTA THAT

BOOM BOOM 李宇春

138352
I LL BE WITH

YOU 劉依純,夏如芝

115389
I LOVE YOU

BEI JING 孫楠

159345
I LOVE YOU 無

望 五月天

173753
I MISS U

MISSING ME 周筆暢

160179
I ONLY DREAM

OF YOU 佚名

141410
I SHOULD BE

SO LUCKY 梁靜茹

104969
I WANA HOLD

YOU FOREVER 郭富城

147779
I WANNA BE

WITH YOU 徐婕兒

140779
I WANNA MAKE

YOU MINE 林景瀅

145303
IF YOU WANT

MY LOVE 順子

157733 IMATK 群星

160186
IN A FAR AWAY

LAND 佚名

140529
IT WASN'T

MEANT TO BE 林憶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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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449 JUMP 2003 黃立成,麻吉

155519
JUST GIVE ME

A CHANCE 董事長樂團

182180

JUST THE WAY

YOU

ARE[2011LIVE] 鄧紫棋

160198 KU CHA KU CHA 佚名

104391 LAMOUR 2000 GARY麟

157547 LASIA 牛奶@咖啡

160205
LET LONE LEAD

THE WAY 佚名

158257
LET'S DANCE 跳

N 變 靚舞精靈

154175
LOVING YOU 愛

著你 愛樂團

160217
LSE T GO GO

GO 佚名

156392
LUCKY STAR 幸

運星 I.N.G

126141

MARRY

CHRISTMAS I

LOVE YOU 周俊偉

145436
MISS YOU 就跳

舞 婷婷

182183

MY SECRET 我的

秘密

[2011LIVE] 鄧紫棋

129430
NEVERY FALL

IN LOVE AGAIN 鄭中基

159674
ONE NIGHT IN

北京 信樂團

118609
PLEASE COME

BACK TO ME 王力宏

173751 PS I LOVE YOU 張敬軒

149711 QUEEN 楊乃文

158694
RASA SAYANG 賀

新年 四個女生

173999 READY OR NOT+ 楊千樺

妖女

159675 RUN2008 信樂團

160273
SAVE THE BEST

FOR LAST 林欣彤

156137
SAY U LOVE ME

AGAIN HIT-5

173930
SORRY THAT I

LOVED YOU 倪安東

147947
SOS FOR MY

ONLY LOVE 徐熙媛

100799

STAYING WITH

YOU ALL MY

LIFE 成龍

100869
SUPER MARKET

超級市場 曹格

159676
TAKE ME TO

THE STAR 信樂團

182185

TAN 幕後的故事

[欣賞

版][2011LIVE] 鄧紫棋

155820 TE AMO 我愛你 F4

139250
THANK YOU FOR

HEARING ME 李宇春

144613
THAT I WOULD

BE GOOD 孫燕姿

181086
The Bug 竊聽

蟲[國] 王若琳

145312
THE GREAREST

LOVE OF ALL 順子

115802
THE SHOW MUST

GO WRONG 森美

160301
THE TEMPLE OF

THE KING 佚名

146180
TREAT ME LIKE

A LADY 汪佩蓉

102437 U R MY O LUV 陳曉東

107514 VOICE OF 512 黃義達

133453 WALKING 2OOO 丁小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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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717
WHAT A FOOL I

AM 高山峰

152743
WHEN I HAVE A

DREAM 張芯瑜

181263

WHY DO YOU

SAY

GOODBYE[國] 鄔禎琳

133762
WILL YOU LOVE

ME TOMORROW 杜雯惠

176061 WOWOW ERIC KWOK

160331
YO SI BA NA

YA 佚名

160334
YOU ARE MY

ONLY ONE 佚名

155669
YOU BETTER

NOT COME HOME ENERGY

156875 一二三四歌 閻維文

200440
一人旅行團(11

演)(粵語) 林欣彤

143697 一人行一路 李芊慧

143700 一人跳恰恰 邱蕓子

151328 一個人勇敢 卓文萱

115495
一個人哭泣(現

場版) 孫江楓

400334
一個人喝醉

[國] 齊蕭

160355 一個人回家 佚名

135738 一個人回家 龔賀

182014 一個人回家 盧凱彤

148363 一個人失憶 薛凱琪

181264
一個人寂寞

[國] 鄔禎琳

108396 一個人寫歌 KENT

170918 一個人對話 阿密特

170894 一個人對話 張惠妹

170892 一個人對話 張惠妹,阿密特

138398 一個人就好 劉力揚

135209 一個人彈琴 郭靜

137214 一個人想你 黃齡

150774 一個人旅行 袁泉

125029 一個人旅行 易欣

181608
一個人波沙

[國] 佚名

155922 一個人流浪 飛輪海

119810 一個人流浪 熊天平

127853 一個人流淚 張宇

148432 一個人浪漫 許哲佩

145386 一個人演戲 堂娜

149059 一個人甜蜜 辛曉琪

140187 一個人生活 林凡

134632 一個人生活 範文芳

129088 一個人生活 紫龍

142876 一個人的事 那英

180713 一個人的夜 佚名

109607 一個人的等 劉超華

127855 一個人萬歲 張宇

152127 一個人跳舞 張惠妹

145347 一個人遺憾 同恩

109503 一個人飛翔 劉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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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979 一個小心願 鄧麗君

135129 一公升眼淚 郭燕

200441
一再問究竟(11

演)(粵語) 林欣彤

146524 一分鐘以前 王晶

180961 一分鐘偶像 張皓然

131245 一分鐘追悔 蔡健雅

128858 一切再重來 張震嶽

108889 一切只為你 劉德華

119104 一切為了你 王紹博

170610 一切為了你 張洪波

165385 一切為打贏 3D動漫

145222 一切為明天 蘇芮

111811 一切都怪我 林漢揚

142878 一切都變了 那英

149522 一切都還好 於臺煙

142879 一千一萬遍 那英

159349 一千個世紀 五月天

160371 一千個春天 佚名

146742 一千個春天 王芷蕾

111097 一千年以後 林俊傑

157390 一千零一夜 栗兒

141084 一千零一夜 蜜雪薇琪

139839 一千零一夜 李翊君

117052 一千零一夜 邰正宵

136357 一去不回頭 韓寶儀

135516 一去不回頭 高勝美

156927 一同去郊遊 錦繡二重唱

181099
一夜動真情

[國] 程科

144886 一大片天空 尚雯婕

400755
一天一夢想

[國] 徐峰柏

115293 一天一萬年 孫淑媚

119534 一天一萬年 小寶

128143 一季的秋天 張政

102073 一定要幸福 陳小春

175337 一定要愛你 季小璐

116509 一定要愛你 田一龍

138839 一定要滿足 劉虹樺

103723 一家一減你 鄧健泓,許誌安

133980
一寸相思未了

情 鄧麗君

160392 一封舊情書 佚名

160391 一對舊皮鞋 佚名

148869 一年又一年 李茂山

110757 一年又一年 謝采雲

160393 一年笑到晚 佚名

160395 一心想玉人 佚名

128766 一想你就笑 張鈞喻

150898 一想到你呀 卓依婷

152130 一想到你呀 張惠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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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24 一支小雨傘 洪榮宏

129148 一曲情未了 莊學忠

146321 一條花手巾 溫瑞鴛

180024
一樣愛著你

[國] BY2

144619 一樣的夏天 孫燕姿

142561 一樣的夕陽 毛阿敏

155307 一樣的月光 潘虹樾

137068 一樣的月光 黃綺珊

147768 一樣的月光 徐佳瑩

145223 一樣的月光 蘇芮

191006
一步一步愛

[國] 鄭秀文,陳奐仁

136557 一水隔天涯 佚名

132908 一水隔天涯 黃紅英

146217 一水隔天涯 汪明荃

160409 一河冰川水 佚名

160410 一灣灣流水 佚名

141687 一生也在等 羅敏莊

133784 一生做相好 羅慧瓊,段繼敏

175329 一生去守候 高安

140412 一生只愛你 林心如

173537 一生只愛你 雙劍兄弟

129149 一生只有你 莊學忠

125437 一生只為你 楊臣剛

109785 一生情不絕 庹宗華

127232 一生換一天 張善為

153268 一生的思念 朱妍

104982 一生的情人 郭富城

127856 一生的相守 張宇

115391 一生的第一 孫楠

160414 一生的賭註 佚名

131475 一生都給你 蔡琴

148613 一百個謊言 許茹蕓

200151
一百次的傷

[國] 周詩雅

125018 一直到今天 易傑齊

155670 一直到最後 ENERGY

108351 一直向前走 金波

104938 一直在這裡 郭品超

175467 一直在附近 星弟

160071 一直往前走 Y.I.Y.O

156390 一直很喜歡 I ME

130564 一直很安靜 阿桑

148615 一直是晴天 許茹蕓

117609 一直沒發現 吳克群

131115 一眼就看見 蔡依林

141418 一秒的天堂 梁靜茹

107517 一秒的安慰 黃義達

132909 一米八二五 陳潔麗

173380 一粒小麥子 沈芯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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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618 一縷相思情 於櫻櫻

110758 一縷相思情 謝采雲

160418 一腳破皮箱 佚名

100476 一腳踏兩船 阿黑

129838 一萬個理由 鄭源

115540 一萬個萬一 孫耀威

181370
一萬次傷心

[國] 龍飛

120592 一萬裏情路 許紹洋

172768 一萬零一夜 羅誌祥

146218 一見你就笑 汪明荃

133985 一見你就笑 鄧麗君

137304 一起來挑麥 江映蓉

136055 一起去巴黎 侯湘婷

147538 一起去旅行 魏如萱

174065 一起向遠方 金波

154886 一起手牽手 草蜢

139322 一起擁有愛 李小璐

127499 一路上有你 張學友

116784 一路到天涯 譚詠麟

170005 一路北風吹 安東

170594 一路的歌唱 張冬玲

139589 一路陪著我 李玟

119876 一輩子存在 蕭敬騰

140539 一輩子心情 林憶蓮

160425 一輩子的愛 袁培華

125656 一輩子的愛 黃勇

108900 一輩子的錯 劉德華

156929 一開始相戀 錦繡二重唱

106225 一陣西北雨 洪榮宏

160376 一隻小老鼠 佚名

160378 一隻小麻雀 佚名

130681 一點點力量 本多 RURU

160432 一齊去海皮 佚名

103121 丁汀歷險記 丁汀

160434 七仙女散花 佚名

160433 七個小矮人 佚名

129693 七夕情人節 鄭宇文

115985 七夕沒下雨 蘇兒真

110264 七天七世紀 李天華

111351 七天追到你 林宇中

154629 七彩棒棒糖 棒棒堂 F

172803 七月七愛戀 張洪波

148467 七月七日晴 許慧欣

164895 七月火把節 彜人製造

138912 七月的一天 厲娜

146334 七月的草原 烏蘭托婭

145119 三十七度半 蘇愛倫

115175 三千個祝願 容中爾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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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575 三振出局 北原山貓

160469 三月的秘密 伊能靜

149206 三月的秘密 佚名

125008 三秒鐘天堂 易桀齊

137230 上不了天堂 吉娃斯杜嵐

170603 上了你的船 張嘯

160479 上帝也哭泣 佚名

118388 上帝也哭泣 王傑

117350 上帝救救我 伍佰

137359 上帝的幫助 江美琪

159331 上流速力霸 丸子

100374 上輩子欠你 阿牛

151375 下一個夜晚 周冰倩

135210 下一個天亮 郭靜

180666
下一個奇跡

[國] 郭靜

136854 下一個期待 黃小琥

126895 下一個永遠 張信哲

120656 下一個男人 謝宇文

200301
下一個自己

[國] 張傑

136541 下一個轉角 韓雪

191036
下一個階段

[國] 鄭秀文

149663 下一次微笑 楊丞琳

148168 下一次戀愛 蕭亞軒

121321 下一次真愛 余文樂

175151 下一站吻別 後弦,米娜

165230 下一站永遠 至上勵合

139256 下個路口見 李宇春

102078 下崗一枝花 陳小春

146330 下馬酒之歌 佚名

141711 不一樣的愛 羅美玲

178033 不作單身漢 周俊偉

152136 不像個大人 張惠妹

181848
不再想著誰

[國] 慕容曉曉

104603 不再是朋友 古巨基

150864 不再是誤會 雲菲菲

160488 不再玩泥沙 佚名

400768
不只十二月

[國] 戴愛玲

110611 不只是場夢 李玖哲

136855 不只是朋友 黃小琥

106445 不只是朋友 胡兵,瞿穎

160491 不回頭的人 佚名

145120 不壞我不愛 蘇愛倫

170621 不夜城傳奇 徐小鳳

148298 不好聽的話 蕭瀟

160494 不如夢一場 佚名

171176 不如嫁給我 小多

149061 不如這樣吧 辛曉琪

120019 不安靜的夜 許仁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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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495 不屈的尊嚴 佚名

160496 不平凡的愛 陳盈潔

144253 不得不在乎 SARA

118619 不必問別人 王力宏

175174 不必太在意 青春美少女

116554 不必太在意 童安格

160503 不忘階級苦 佚名

152483 不想你也難 張清芳

175377 不想再愛了 楊海彪

127505 不想失去你 張學友

145138 不想想太多 蘇慧倫

145856 不想愛失去 伍詠薇

150007 不想戀愛了 楊林

138355 不想說再見 劉依純

117242 不想說再見 騰格爾

118966 不想讓你哭 王強

147782 不想讓你走 徐婕兒

151421 不想陪你睡 周子琪

132969 不想騙自己 陳琳

141650 不愛就走開 盧春如

148170 不愛請閃開 蕭亞軒

117352 不懂得幸福 伍佰

172773
不懂怎麼愛

(REMIX) DJ

143378 不懂愛的人 潘美辰

116343 不懂愛的人 唐雅明,唐浚

147975 不敗的戀人 徐若瑄

143459 不敢哭出聲 潘越雲

170887 不是一個人 張婧

165279 不是不想念 這位太太

157119 不是不愛你 零點樂隊

136760 不是你不好 黃可兒

103485 不是好男人 佚名

150876 不是我不乖 顏莞倩

175325 不是我不愛 訪玉

172974 不是我不愛 曉曉

103135 不是韓文歌 代理仁

117353 不曾在乎我 伍佰

155313 不會哭的人 動力火車

126346 不會唱情歌 周傳雄

165386 不松鐵拳頭 3D動漫

160515 不松鐵拳頭 佚名

155278 不死心還在 信樂團,動力火車

139533 不用說愛你 李湘

142563 不白活一回 毛阿敏

139167 不白活一回 李娜

139593 不相信愛情 李玟

145734 不穿高跟鞋 譚維維

128699 不管你愛誰 張衛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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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423 不管你是誰 劉婕

133988 不管你是誰 鄧麗君

142887 不管有多苦 那英

181306
不習慣喊痛

[國] 陳勢安

159992 不老的月亮 新七小福,周蕙

160520 不老的老師 佚名

129406 不能不想你 趙震宇

151376 不能不想你 周冰倩

140116 不能不想你 佚名

139746 不能不愛你 李瓊

101770 不能再等待 陳奕迅

171409 不能失去你 陳娟兒

142200 不能忘記你 龍飄飄

135520 不能忘記你 高勝美

142888 不能沒有你 那英

173100 不能沒有你 佚名

108909 不能沒有你 劉德華

148619 不能留住你 許茹蕓

400603
不能這樣活

[國] 劉歡

170342 不脫知女生 盧凱彤

181767 不要不愛我 佚名

138537 不要你離去 劉沁

176918 不要借我錢 鄭超

173507 不要再想我 趙真

103559 不要再欺騙 段千尋

135919 不要叫我走 何靜

118268 不要失去你 溫兆倫

150406 不要對他說 容祖兒

126900 不要對他說 張信哲

108911 不要帶他走 劉德華

146285 不要愛上我 溫嵐

135521 不要拋棄我 高勝美

138523 不要拋棄我 劉明珠

126183 不要拒絕我 周傑倫

102084 不要為他等 陳小春

160530 不要說再見 GOGO,MEME

156005 不要說再見 蔡恆

149717 不要說出去 楊乃文

145139 不要說愛我 蘇慧倫

149327 不要說我壞 嚴淑明

132361 不要說抱歉 陳慧琳

129789 不要說黎明 鄭智化

126901 不要讓他說 張信哲

151574 不要讓我猜 周海媚

170748 不要錯過愛 羅心潔,憲明

150407 不要關電視 葉倩文

145625 不要騙小孩 阿弟,童冰玉

102234 不解的句點 陳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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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438 不許人佔有 鄭中基

142638 不許他回家 張偉文

127053 不許他回家 美黛

104156 不許他回家 費玉清

178031 不該少了你 NO NAME

108912 不該愛上你 劉德華

137137 不該愛上你 黃韻玲

100234 不該愛的人 阿木

171234 不該愛的人 曾春年

401157
不該愛的人

[國] 阿木

144997 不該擱再愛 沈芳如

150905 不該欺騙我 卓依婷

124746 不該讓你走 宇桐非

129294 不該還愛他 趙傳

138198 不說的誓言 柯以柔

116113 不說真的好 蘇永康

107829 不變的情歌 黑龍

138162 不變的約定 柯以敏

139595 不變的諾言 李玟

400218
不變的音樂

[國] 王繹龍

135649 不讓自己哭 高娜

141167 不跟你走了 梁詠琪

172022 不配說愛我 常艾非

151771 不醒的四月 周迅

135875 不雕零的花 何耀珊

107245 不需要太懂 黃家強

182307
不需要恨你

[國] 黃征

159020 不需要愛情 TWINS

108913 不需要愛情 劉德華

147977 不需要理由 徐若瑄

126729 不願一個人 周華健

116114 不願一個人 蘇永康

132660 不願也不甘 佚名

132151 不願也不甘 陳明真

171533 不願你離去 黃鶴翔

180756
不願你離去

[國] 黃鶴翔

160506 不願哭出聲 佚名

160507 不願心空虛 佚名

180633
不願想起你

[國] 譚圳

126902 且行且珍惜 張信哲

133991 世界多美麗 鄧麗君

160554 世界小小小 佚名

200142
世界未末日

[國] 周傑倫

182074
世界末日前

[國] 蕭全

130595 世界無限大 阿雅

138326 世界的秘密 劉亦菲

153290 世界真奇妙 朱安禹

144960 世界真奇妙 水蜜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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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556 世界真細小 王雪晶

117355 世界第一等 伍佰

108914 世界第一等 劉德華

160557 世界那麼大 李李仁

154193 世紀末之詩 愛的大未來

125009 世紀末煙火 易桀齊

120288 世紀末煙花 許誌安

126058 丟了你的我 雲開

110382 丟了心的人 李誌洲

139011 丟失的戒指 呂雯

136308 丟失的戒指 胡雯

181874
丟掉的幸福

[國] 佚名

147244 中南海保鏢 王馨平

160586 中國一定強 佚名

128107 中國一家人 張振宇

170631 中國在收獲 拉毛王旭

144741 中國大團圓 孫麗英

156521 中國大手筆 經典老歌

154020 中國大手筆 佚名

156522 中國大閱兵 經典老歌

146113 中國大閱兵 吳靜

125884 中國大閱兵 閻維文

155950 中國我愛你 鳳凰傳奇

100858 中國是我家 段麗陽,曹子巍

143242 中國朝前走 彭麗媛

135057 中國歡喜年 葛曉璐

176917 中國的孩子 雲朵

151860 中國的希望 張也

151861 中國的春天 張也

124679 中國的月亮 廖莎,葉茅

156523 中國超前走 經典老歌

156524 中國進行曲 經典老歌

103148 中國進行曲
閻維文,佟鐵鑫,呂繼

宏

157816 中國隊加油 群星

100236 中暑的思念 阿木

157819 中華大家園 群星

130890 中華大家園 佚名

152610 中華大家庭 張琛

157821 中華我的家 王愛華

133241 中華我的家 陳紅,張媛媛

152565 中華滿堂紅 張燕

171296 中華第一樓 王亞平

128860 串燒狗男女 張震嶽

107942 串起又散落 姜育恒

152485 串起每一刻 張清芳

159332 丸子特攻隊 丸子

115642 久違的哥們 宋雪萊

401131
久違的清純

[國] 鄺含笑,蘇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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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641 乖乖的回家 佚名

160643 九一八小調 佚名

160644 九七分飛燕 佚名

102235 九九女兒紅 陳少華

190066
九九艷陽天

[國] 王樹理,吳秀雲

142282 九月九的酒 MARIA CORDERO

150910 九月九的酒 卓依婷

104003 九月的愛情 方誌耀

133992 九月的故事 鄧麗君

145227 也算是奇跡 蘇芮

111176 也許你的夢 佚名

170888 也許你知道 張婧

150009 也許我不同 楊林

155318 也許有一天 動力火車

171261 也許有一天 林亦妍

160666 二十八字歌 佚名

131055 二十六個好 佚名

101600 二十年以前 陳昇

110525 二月三十一 李正帆

148291 二月十四日 蕭淑慎

101602 五十米深藍 陳昇

102303 五月二十日 陳振雲

135424 五月的草原 關牧村

136192 五月的鮮花 佚名

171314 五百次回眸 田躍君

173171 亞特蘭提斯 F.I.R

157827 亞當的肋骨 群星

100588 交大無美女 佚名

108918 享用我的姓 劉德華

139596 亮亮的承諾 李玟

147128 人人笑顏開 王雪晶,莊群施

149439 人兒不能留 尤雅

136360 人兒不能留 韓寶儀

171168 人兒何處歸 安心亞

181721
人去心未去

[國] 孔繁濤

138993 人在和風中 呂薇

124748 人在江湖漂 宇桐非

119279 人在江湖走 王鍵

157828 人在青山在 群星

109427 人在青山在 劉歡,那英

109437 人心無窮大 劉歡

156530 人民子弟兵 經典老歌

109374 人民子弟兵 劉斌

111046 人活二十多 林依倫

150913 人海的滄桑 卓依婷

100742 人狗情未了 崔恕

106899 人生喜相逢 黃克林

131482 人生就是戲 韓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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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775 人生就是戲 蔡琴

146032 人生戲夢中 吳燕玲

100951 人生蒙太奇 佚名

116280 人生馬戲團 TAE

133994 人約黃昏後 鄧麗君

108098 人間四月天 江凱文

106780 人間四月天 韓磊

150914 人間第一情 卓依婷

141550 人間第一情 梁音

171126 人間第一情 吳春燕

151865 人間第一情 張也

125893 人間第一情 閻維文

103288 人類是一家 戴玉強,韋唯

159633 人鬼情未了 恰恰舞曲

175418 人魚的眼淚 南拳媽媽

160707 什麼也不說 佚名

127518 什麼改變我 張學友

200975 什麼是緣份 黃耀明

160709 什麼是緣分 佚名

134899 什麼樣的你 鳳飛飛

104302 什麼樣的愛 費翔

160708 什麼號做愛 佚名

149769 什麼都不怕 楊千樺

131364 什麼都不留 蔡幸娟

157622 什麼都不管 ONE FIFTH

149304 什麼都不要 俞靜

181739
什麼都依你

[國] 安心亞

131365 什麼都別說 蔡幸娟

107344 什麼都可以 黃曉明

133626 什麼都捨得 戴佩妮

100512 什麼都沒有 不辣

108259 今兒真高興 解曉東

153148 今夕是何夕 曾慶瑜

160717 今夜八點半 佚名

133814 今夜好明月 董文華

132365 今夜很寧靜 陳慧琳

133998 今夜想起你 鄧麗君

160718 今夜我敬你 佚名

117905 今夜沒有你 吳滌清

146336 今夜的草原 烏蘭托婭

160724 今夜雨朦朧 佚名

149976 今夜雨濛濛 姚蘇蓉

142203 今夜雨濛濛 龍飄飄

200481 今夜雨濛濛 楊小萍

108922 今天 劉德華

153392 今天不回家 方伊琪

143640 今天不回家 葉倩文

134417 今天不回家 裘海正



KOD-2400 国语歌曲 點歌目錄
編號 歌名 歌星 編號 歌名 歌星

國語歌曲 第 417 頁

154719 今天不回家 豹小子

139848 今天不回家 李翊君

180517 今天也愛你 佚名

137807 今天你好嗎 甲子蕙

108355 今天你要走 金波

139597 今天到永遠 李玟

141425 今天情人節 梁靜茹

151772 今天星期幾 周迅

117173 今天沒回家 陶喆

173823 今天的中國 雷佳

148553 今天的太陽 許美靜

145490 今宵共舉杯 湯燦

150916 今宵多珍重 卓依婷

149383 今宵多珍重 姚莉

145277 今宵多珍重 蘇霈

151718 今宵多珍重 周蕙

147805 今宵多珍重 徐小鳳

131484 今宵多珍重 蔡琴

130913 今宵多珍重 崔萍

107945 今宵多珍重 姜育恒

160728 今年發大財 佚名

160733 今日好風光 佚名

133818 今晚的月光 董文華

132367 今生你作伴 陳慧琳

119706 今生共白頭 徐子崴

150917 今生共相伴 卓依婷

111709 今生情不變 佚名

115376 今生愛走遠 孫楠,艾雨

136144 他不是我的 洪瑋

132845 他不適合你 陳潔儀

170333 他們多幸福 陳冠霖

148620 他們的故事 許茹蕓

101450 他們都猜錯 陳偉

158835 他夏了夏天 蘇打綠

133491 他說你沒用 丁當

158394 他還是不懂 S.H.E

143849 他都不愛我 容祖兒,吳浩康

106230 他鄉思妻兒 洪榮宏

109773 仗劍走千家 呂良偉

108698 代表新時代 劉和剛

116002
以為 曾經 如

果 蘇有朋

190032 任腔三小曲 尹光

160778 伴侶那裡找 佚名

160781 但是又何奈 佚名

143934 但願人長久 容祖兒

132371 但願人長久 戴嬈

127444 但願人長久 陳慧琳

138994 但願人長久 呂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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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523 但願人長久 張學友

106571 但願人長久 胡松華

180235
但願人長久

[國] 子祺

146872 但願你會懂 王菲

115715 但願夢長久 施文彬

100802 但願花常在 成龍

124717 但願長相隨 姚乙

173937 住在心裡面 吳克群

127044 何必去燒香 張偉文,華娃

171325 何必唱情歌 笑天

127122 何必在一起 張傑

130908 何日再吻君 崔苔菁

160787 何日君再來 周璇

148874 何日君再來 江蕙

120736 何日君再來 陳美鳳

136364 何日君再來 韓寶儀

134001 何日君再來 鄧麗君

131486 何日君再來 蔡琴

104160 何日君再來 費玉清

119058 何日彩雲歸 王潔實,謝莉斯

160788 何日才相會 佚名

106232 何時再相逢 洪榮宏

133280 你一直在玩 陳綺貞

119921 你一直都在 楊培安,蕭煌奇

175422 你不在的夜 舒心翼語

155897 你不屬於我了 粉紅教父小甜甜

104008 你不必愛我 方炯鑌

150792 你不愛我了 袁詠琳

105727 你不懂愛 高山林

153867 你不是天使 趙芬妮

106451 你不是我的 胡兵

141693 你不會不懂 羅映庭

136469 你不會回來 韓紅

113187 你不會孤單 黎明

120926 你不會瞭解 謝霆鋒

136542 你不會知道 韓雪

140554 你令我性感 林憶蓮

148519 你來自何方 許景淳

110708 你們要快樂 李聖傑

110298 你像個孩子 李宗盛

127524 你冷得像風 張學友

147638 你到底愛誰 趙默

108723 你到底愛誰 劉嘉亮

155139
你到底愛誰

(REMIX) DJ

139601 你在我心上 李玟

107345 你在我心上 黃曉明

134005 你在我心中 鄧麗君

171197 你在看我嗎 張惠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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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735 你塞北的雪 侯旭

180546
你太有才了

[國] 胖大海

170680 你好劉若英 佚名

130408 你好周傑倫 安又琪

149208 你對我的好 伊能靜

116003 你快不快樂 蘇有朋

200379
你怎麼看我

[國] 曾靜玟

103612 你想聽的話 竇智孔

181807 你愛上的我 張智成

128702 你愛我像誰 張衛健

106233 你愛相信我 洪榮宏

108028 你愛過我嗎 姜華

118630 你愛過沒有 王力宏

126911 你應該飛的 張信哲

147942 你我的世界 徐海琴

129297 你我的約定 趙傳

144739 你我的選擇 易欣,孫鶯

136858 你把我灌醉 黃小琥

118407 你把我灌醉 王傑

107169 你把我灌醉 黃大煒

141171 你救哪一個 梁詠琪

143385 你明明知道 潘美辰

144306 你是一個謎 孫嘉敏

180289
你是壞孩子

[國] 張小覺

131818 你是外星人 陳予新

175700 你是愛我的 江美琪

139603 你是愛我的 李玟

180228
你是我兄弟

[國] 姚成駿

139604
你是我的

SUPERMAN 李玟

108935 你是我的夢 劉德華

173840 你是我的眼 黃小琥

119924 你是我的眼 蕭煌奇

111382 你是我的眼 林宥嘉

180453
你是我的眼

[國] 毛寧

180431
你是我的眼

[國] 楊光

114958 你是我老婆 任賢齊

175770 你是春日風 蔡琴

137365 你會不會變 江美琪

171401 你永遠不懂 陳興瑜

118632 你為誰流淚 王力宏

173838 你為誰隱身 凡間精靈

107266 你現在好嗎 黃平洋,陳亮吟

173447 你的心太狠 大哲

130629 你真的走了 冰淇

143387 你知不知道 潘美辰

127533 你知不知道 張學友

173554 你給的擁抱 媚焱森森

106898 你著原諒我 黃克林,洪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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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37 你著愛保重 洪榮宏

170560 你行我也行 天孿兄弟

170532 你行我也行 君子

171532 你要好好過 阿杜

180748
你要好好過

[國] 麥霸阿杜

191053
你要我勇敢

[國] 鄭秀文

126034 你要的幸福 雅鋒

200391 你要的未來 李克勤

105775 你說你想我 高明駿

144548 你說你愛我 佚名

106774 你變了沒有 韓磊,劉婕

101518 你讓我失眠 陳冠希

132101 你讓我感動 陳思思

116122 你走了之後 蘇永康

135525 你走你的路 高勝美

110295 你走你的路 李宗盛,陳淑樺

119964 你過得好嗎 薛之謙

158405 你還好不好 S.H.E

147896 你還記得嗎 徐懷鈺

400273
你還記得嗎

[國] 譚鵬飛

107055 你都在身邊 黃品源

159560 來去夏威夷 無印良品

158872 來去帕一下 閃亮三姐妹

145458 來吧 123 湯寶如

174255 來吧快來吧 天孿兄弟

136832 來吧西班牙 黃寶欣

118411 來生再續緣 王傑

171171 來生在一起 安靜

176698 依偎著我哭 佚名

117709 俠女闖天關 吳奇隆

170519 信仰你懂的 劉明揚

152324 信任的樣子 張懸

171399 個性的一面 陳興瑜

143389 個性的舞動 潘美辰

151652 倒敘的時光 周筆暢

180809
倒數三二一

[國] BABE FIRST

148470 倔強的背後 許慧欣

200622
候鳥與留鳥

[國] 甜美真

116561 借我一點愛 童安格

180860
借我你的手

[國] JULIE

141729 倫敦的愛情 藍又時

182219
假如我是你

[國] 阿魯阿卓

182268
假裝很堅強

[國] 佚名

172120 偏愛水中月 費玉清

135879 做你的公主 何耀珊

146595 做你的寶貝 王瑞霞

172647 做你的愛人 謝軍

115246 做你的愛人 饒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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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40
做你的王子

[國] 胡傑夕

126918 做你的男人 張信哲

120131 做你的男人 許嵩

125777 做個好情人 言承旭

132748 做個真的我 陳淑樺

143390 做夢亦孤單 潘美辰

180538
停滯的時光

[國] 佚名

181265
偶爾哭一場

[國] 鄔禎琳

108952 偷回憶的人 劉德華

171403 偷心的小子 陳興瑜

108953 偷聽女孩心 劉德華

108436 傷了一點點 孔朝

125037 傷了我的心 易欣

200172
傷心人的淚

[國] 天雲

170269 傷心代言人 孟楊

117477 傷心只為你 伍天宇

114965 傷心太平洋 任賢齊

141175 傷心尋回犬 梁詠琪

200110
傷心海岸線

[閩] 吳淑敏

173899 傷心的喜酒 王識賢

107056 傷心的婚紗 黃品源

111953 傷心的情人 梁朝偉

153193 傷心的港口 曾淑勤

106634 傷心酒吧街 荒山亮

137950 傷痛的心靈 金子嫣

128777 傷痛的邂逅 張鎬哲

175488 傻傻的愛你 王藝霖

173321 傻子的約定 迪克牛仔

120650 傻瓜都知道 謝子歌

120595 傻的好幸福 許紹洋

200337
像天使一樣

[國] 愛朵女孩

135880 像我這樣的 何耀珊

134602 像朋友一樣 方蓉

173931 像瘋了一樣 齊秦

200458 儘管是春天 柏原芳惠

171105 優傷小夜曲 佚名

111354 優雅的分手 林宇中

117612 先生你哪位 吳克群

142398 光彩第二街 梅子

142568 光榮與夢想 毛阿敏

101794 全世界失眠 陳奕迅

126736 全世界的愛 周華健

121055 全是高科技 雪村

134359 兩個人的愛 佚名

181110
兩年的約定

[國] 佚名

130597 八卦啊呀呀 阿雅

173568 六月他和她 佚名

153509 共同的家園 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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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38
共度好時光

[國] 陳思思

181763
其實不快樂

[國] 嶽夏

131881 其實你懂我 陳喬恩

106137 其實很寂寞 歡子

152980 其實很愛你 張韶涵

100342 其實還愛你 阿沁

137367 再一次也好 江美琪

101685 再一次實現 陳坤

135731 再一次擁有 龔詩嘉

105924 再偷一個夜 何家勁

153510 再唱為了誰 祖海

139088 再唱甜蜜蜜 李佳

128778 再回到從前 張鎬哲

117363 再度重相逢 伍佰

152981 再快樂一點 張韶涵

127124 再愛我一回 張傑

131496 再愛我一次 蔡琴

105966 再愛我好嗎 何潤東

149192 再愛我幾天 伊琳

138935 再折長亭柳 呂珊

134903 再會吧原野 鳳飛飛

105798 再次走近你 高林生

180596
再歡五十年

[國] 蘭天

401253 再牽你的手 劉尊

117061 再等一百年 邰正宵

173391 再見不再見 陳柏宇

165424 再見中國海 4 IN LOVE

173605 再見你一面 佚名

110923 再見吧媽媽 李雙江

156876 再見吧老兵 閻維文

133515 再見我愛你 丁薇

173566 再見我的愛 徐良

171118 再見我的愛 葉熙祺

173731 再見穿梭機 李克勤

146885 再見螢火蟲 王菲

125767 再見螢火蟲 袁耀發

114924 再見黃鶴樓 任賢齊,莫那

128144 再說我愛你 張政

139172 冬天的呼喚 李娜

149150 冬天的星願 香香

151332 冬天的桔子 卓文萱

126354 冬天的秘密 周傳雄

107410 冰點與沸點 黃磊,曾寶儀

118847 出門靠朋友 王寶強

147523 分不開的手 魏佳慶

129108 分別的時候 臧天朔

107059 分手也愛你 黃品源

181760
分手就分手

[國] 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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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898 分手後的夜 陳好

101458 分手的情書 陳偉聯

103067 分手的理由 陳飛彤

100042 分手的理由 安東陽

174235 分手的邂逅 李錦

175322 分手的黑夜 佚名

137026 分手第七天 黃湘怡

172061 分手這些天 張啟靚

104503 分手那一天 剛輝

176634 分開兩個我 KENT

108681 分開的意思 劉允樂

138898 初一到十五 劉韻

147344 初夏的房間 萬芳

129348 初雪的憂傷 趙子皓

106240 別傷阮的心 洪榮宏

181030
別再挽留我

[國] 歡子

125046 別再為我哭 易欣

103565 別再為我哭 段千尋

124867 別再跟著我 庾澄慶

143028 別問我愛誰 彭佳慧

150117 別問我是誰 楊鈺瑩

147247 別問我是誰 王馨平

129845 別問我是誰 鄭源

149066 別問舊傷口 辛曉琪

143526 別在星期天 潘迪華

137045 別太晚回家 黃燦

107060 別忘記聯絡 黃品源

126920 別怕我傷心 張信哲

158964 別想擋住我 TENSION

118418 別愛的太多 王傑

200712
別找我麻煩

[國] 蔡健雅

134029 別把眉兒皺 鄧麗君

127549 別提你的心 張學友

182235 別碰我的人 陳小春

147209 別說你愛我 王雯萱

158415 別說對不起 S.H.E

200381
別說我不懂

[國] 曾靜玟

134635 別讓情兩難 範文芳

114987 別讓我寂寞 任賢齊

132855 別讓我恨你 陳潔儀

400190
別讓我難過

[國] 梅南林

200472
刺蝟的擁抱

[國] 楊冪

135133 刻骨的溫柔 郭燕

118026 前輩子的債 巫啟賢

170957 剩下的幸福 泳兒

135159 剪刀石頭布 郭美美

138899 加多一點點 劉韻

200909
勇敢愛下去

[國]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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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4
勇敢的傻瓜

[國] 佚名

158651 勇敢的幸福 SWEETY

190047
化作相思雨

[國] 佚名

118765 北京下雨了 王嘯坤

107833 北京呼喚你 黑龍

170387 北京歡迎你 於乃久

135709 北京歡迎你 龔玥

100378 北京的月亮 阿牛

200598
北極熊日記

[國] 王濱

148628 北緯 66 度 許茹蕓

127126 北鬥星的愛 張傑

149673 匿名的好友 楊丞琳

107520 匿名的寶貝 黃義達

178012 十三號天使 MC HOTDOG

118206 十二月的淚 汪峰

132974 十二種顏色 陳琳

181084
十二種顏色

[國] 王舒

150939 十五的月亮 卓依婷

133822 十五的月亮 董文華

173705 十八般武藝 王力宏

145781 十天又三天 陶晶瑩

180708
千年的風沙

[國] 佚名

150943 千年等一回 卓依婷

200961 千年等一回 高勝美

[國]

145546 千秋家國夢 田震,小柯

109446 千萬次的問 劉歡

153271 千裏共嬋娟 朱妍

176615 千裏走單騎 譚晶

140917 午夜的街頭 林玉英

134905 午夜的街頭 鳳飛飛

180220
午夜的酒吧

[國] 大哲

147461 半圓的鏡子 韋唯

200302
半透明的牆

[國] 張傑

171016 卓瑪的眼淚 瓊雪卓瑪

152326 南國的孩子 張懸

116837 卡拉永遠 OK 譚詠麟

133777 卡門 杜麗莎

152937 印象西湖雨 張靚穎

144254 原來我愛你 SARA

108973 原來我有愛 劉德華

106139 原諒我一次 歡子

143394 原諒我改變 潘美辰

142318 去吧我的愛 孟庭葦

137763 去問我的狗 津亭

106786 又一聲驚雷 韓磊

144777 又唱瀏陽河 宋祖英

117249 又是大旱年 騰格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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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73 又見柳葉青 費玉清

145494 又見桃花紅 湯燦

150948 又見茉莉花 卓依婷

173581 友情的界線 張遠

180120 友愛十年[K TWINS

144634 反過來走走 孫燕姿

148473 口紅指甲油 許慧欣

152982 口袋的天空 張韶涵

110715 古老的大鐘 李聖傑

133248 古老的故事 陳紅

118590 另一個天堂 王力宏,張靚穎

106494 另一個自己 胡彥斌,鄧麗欣

115951 另一種溫暖 石康鈞

136378 另一種鄉愁 韓寶儀

151654 只剩我一個 周筆暢

145495 只因你太美 湯燦

118423 只因我愛你 王傑

143124 只因有著你 彭羚

125049 只好說再見 易欣

181963
只想你快樂

[國] 淩加峻

180565
只想對你說

[國] 英倫希

110047 只想找到你 李克勤

147901 只想被你愛 徐懷鈺

118007 只愛一點點 巫啟賢,方麗儀

174070 只愛你一個 唐心

137348 只愛我一個 江珊

146897 只愛陌生人 王菲

152170 只愛高跟鞋 張惠妹

145630 只是一個吻 童欣

152499 只是個孩子 張清芳

181799
只是太愛你

[國] 張敬軒

148559 只是這人生 許美靜

131134 只有一個你 蔡依林

180504
只有我自己

[國] 王菲

110366 只為你存在 李建衡

175123 只為遇見你 朱丹

110619 只牽你的手 李玖哲

143126 只當是個夢 彭羚

151724 只能做朋友 周蕙

104490 只能抱著你 梁靜茹,光良

134357 只能看著你 付佳明

153958 只能說遺憾 趙詠華

146183 只要你快樂 汪佩蓉

173496 只要你的愛 佚名

125051 只要你的美 易欣

145317 只要在一起 順子

159045 只要我長大 TWINS

141064 只記今朝笑 林青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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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632 只說給你聽 許茹蕓

107696 叫你不免驚 黃西田

106001 可不可以愛 何炅

133494 可以不可以 丁當

141098 可以不愛了 梁文音

103668 可以不流淚 迪克牛仔

143095 可恨的愛人 彭立,唐銘良

170647 可惜不是你 曹軒賓

141439 可惜不是你 梁靜茹

181339
可愛的中國

[國] 雷佳

136380 可愛的人生 韓寶儀

127875 可愛的查某 張宇

106900 可憐的鴛鴦 黃克林

118638 可敬的對手 王力宏

191069
可能不可能

[國] 鄭秀文

103933 可能愛上你 方力申

119906 吉他和提琴 蕭正楠

165488 同一個世界 5566

108175 同一個遺憾 紀佳松,潘瑋柏

126208 同一種調調 周傑倫

182239
同在陽光下

[國] 陳思思

172908 同安好所在 佚名

109691 同是寂寞人 呂方

118428 向太陽怒吼 王傑

157127 向快樂出發 零點樂隊

174166 向祖國敬禮 金波

100811 向著陽光走 成龍

136381 含淚的別離 韓寶儀

143466 吻上你的心 潘越雲

128187 吻得太逼真 張敬軒

139099 吻我的樣子 李冰冰

170278 命運的方向 葛本軍

173534 和你在一起 喬任梁

133287 和你在一起 陳綺貞

171227 和原來一樣 旭日陽剛

108872 和夢一起飛 劉德華,韓紅

128814 和天一樣高 張雨生

175433 和諧的春天 佚名

103503 咒你會幸福 東來東往

109381 咱當兵的人 劉斌

180971 咳嗽的夜鳥 張萌萌

181773
哈爾濱之夏

[國] 常思思

135029 哈羅麥克風 桂綸鎂

119847 哥不是傳說 笑天

142194 哥哥你真帥 龍梅子

175469 哥特式寂寞 鄭毅

104175 哪個不多情 費玉清

134047 哪奴娃情歌 鄧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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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316 哭泣的咖啡 田躍君

118207 哭泣的拳頭 汪峰

143752 哭泣的駱駝 齊豫

141100 哭過就好了 梁文音

106108 唐宋元明清 後弦

200675
唯一的奇跡

[國] 羅鐘寅

129455 唯一的理由 鄭中基

173521 唯你懂我心 SILENCE

173456 唱出你的愛 章小軍

103504 唱情歌的人 東來東往

100380 唱歌給你聽 阿牛

136449 唱歌給誰聽 韓晶

130451 唱的是寂寞 愛戴

119270 唱給你的歌 王錚亮

117251 唱給黃河聽 騰格爾

400126
啊你呀誰喲

[國] 周逸涵

129304 問一問青天 趙傳

142320 啞啞與亞亞 孟庭葦

172859 啦啦啦情歌 佚名

118642 喊我一千遍 王力宏

106248 喘氣也悲傷 洪榮宏

154352 喜歡一個人 BEYOND

140419 喜歡下雨天 林心如

120316 喜歡你是你 許誌安

127881 單戀一枝花 張宇

170522 單親怎麼了 佚名

172050 單身萬萬歲 易欣

178006 單車與跑車 MC HOTDOG,張信哲

180678
嗨還記得嗎

[國] 佚名

146902 嗶一聲之後 王菲

170238 嘻哈草原風 佚名

125728 四季的眼淚 袁惟仁

100900 回不來的愛 曹磊

126011 回來我的愛 陽一

104433 回到一個人 光良

108989 回到你身邊 劉德華

133744 回到我身邊 戴辛尉

103505 回到我身邊 東來東往

176733 回到老地方 侯旭

170632 回報父母恩 拉毛王旭

200429
回家斷了線

[演][國] 林誌炫

182152
回家的欲望

[國] 佚名

133955 回憶的沙漏 鄧紫棋

127128 回憶的獨奏 張傑

182080
回憶裡的你

[國] 姜玉陽

150962 回首情難了 卓依婷

176806 回首才知道 常石磊

146772 因為你愛我 王若琳



KOD-2400 国语歌曲 點歌目錄
編號 歌名 歌星 編號 歌名 歌星

國語歌曲 第 428 頁

152177 因為你沒說 張惠妹

117841 因為太愛你 吳建豪

180934
因為愛著你

[國] 央宗卓嘎

141444 因為還是會 梁靜茹

147783 國王的新衣 徐婕兒

119089 團支部書記 王磊

125912 土族敬酒歌 閻維文

143307 在世界中心 潘嘉麗

400307
在你旗幟下

[國] 陳笑瑋

107957 在嫁我之前 姜育恒

127568 在我心深處 張學友

135214 在樹上唱歌 郭靜

108088 在海那一端 極地陽光

138167 在秋天醒來 柯以敏

158776 垮掉的一代 水木年華

107069 城市情人夢 黃品源

129042 城市的悲傷 朱業晉

175655 堂堂的男兒 吳勇濱

114922 堅強的理由 任賢齊,莫文蔚

100814 壯誌在我胸 成龍

174153 夏天協奏曲 佚名

130520 夏天的味道 阿布

158424 夏天的微笑 S.H.E

152180 夏天的浪花 張惠妹

181266
夏天的秘密

[國] 鄔禎琳

181090
夏日的回憶

[國] 甜美真,任丙偉

136383 夕陽山外山 韓寶儀

101813 夕陽無限好 陳奕迅

170439 外灘十八號 男才女貌

142690 外面的世界 莫文蔚

119880 多希望你在 蕭敬騰

111548 多幫別人想 林誌炫

145740 多彩的哈達 譚維維

141365 多情多煩惱 梁雁翎

153887 多情應笑我 趙薇

151879 多情東江水 張也

135429 多情的土地 關牧村

134054 多情的玫瑰 鄧麗君

106249 多情的男兒 洪榮宏

127577 多愛一分鐘 張學友

109697 多愛你一天 呂方

108319 多苦都願意 金城武

181853 多麼想念你 戴佩妮

106250 夜來香姑娘 洪榮宏

107648 夜半的貓 黃舒駿

140420 夜宿蘭桂坊 林心如

147350 夜照亮了夜 萬芳

126217 夜的第七章 周傑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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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369 夠不著的吻 佚名

117718 夢不完的你 吳奇隆

126549 夢中的卓瑪 周桐同

121123 夢中的卓瑪 亞東

180444
夢中的姑娘

[國] 榮聯合

153401 夢中的媽媽 甄妮

121124 夢中的綠洲 亞東

103208 夢中的蝴蝶 刁寒

170497 夢中的額吉 佚名

182240
夢入桃花源

[國] 陳思思

182091
夢回大草原

[國] 蘇勒亞其其格

111636 夢想實現家 林誌穎

100783 夢想的天際 成龍,李秀英

170981 夢想的符號 劉偉

105967 夢想的開始 何潤東

118648 夢想被冷凍 王力宏

170639 夢裏回故鄉 佚名

180498
夢裡的家園

[國] 王梓旭

152183 夢見鐵達尼 張惠妹

200482 夢醒不了情 楊小萍

154531 大人的世界 BY2

156018 大刀進行曲 廣播之友合唱團

135040 大哥你好嗎 甘萍

172958 大哲去南方 大哲

128816 大地的天使 張雨生

180807
大大的擁抱

[國] A-LIN

158426 大女人主義 S.H.E

144336 大家一起來 孫悅

109455 大家一起來 劉歡

115555 大家靜一靜 孫耀威

181078
大山的孩子

[國] 王梓旭

148476 大手拉小手 許慧欣

200673 大牛愛小馬 羅時豐

135550 大約在冬季 高勝美

131514 大約在冬季 蔡琴

118438 大約在冬季 王傑

200370
大美珠江源

[國] 易小川

138357 大聲說愛我 劉依純

181774
大陸阿裏山

[國] 常思思

174132 大雨還在下 佚名

137952 天上的流雲 金子嫣

142848 天上的西藏 尼瑪拉毛

110476 天上飄著雨 李春波,陸劍萍

126646 天下有情人 周華健,齊豫

104290 天亮再回去 費翔,朱樺

170274 天亮前消失 胡蘇

115008 天使也一樣 任賢齊

171317 天使也寂寞 田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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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890 天使旅行箱 趙薇

110262 天使的安排 李大海,閆婕

174258 天使的微笑 翁虹

150270 天使的決定 泳兒

182262
天使的眼睛

[國] 陸鋒

119750 天使的翅膀 徐譽滕

100055 天使的翅膀 安琥

103523 天使的距離 東城衛

132977 天使的選擇 陳琳

139978 天使與惡魔 李菲菲

107697 天公疼憨人 黃西田

132858 天冷就回來 陳潔儀

171151 天凈沙思念 孫彭飛

182085
天國的微笑

[粵] 薛凱琪

116020 天地一沙鷗 蘇有朋

143260 天地喜洋洋 彭麗媛

109457 天地在我心 劉歡

131821 天堂與地獄 陳予新

107649 天堂與地獄 黃舒駿

175460 天天好時光 湯燦

125224 天天都想你 楊培安

120320 天才白癡夢 許誌安

114906 天才白癡夢 任賢齊,周華健

174049 天涯共此時
莫文蔚,信,李宇春,林

俊傑

175605 天色漸漸光 蔡佳麟

172683 天邊的眷戀 金莎

171017 天邊的西藏 瓊雪卓瑪

181981
天邊花正香

[國] 佚名

141449 失去了方向 梁靜茹

146527 失寵的娃娃 王晶

170679 失戀排行榜 歡子

191086
失戀有根據

[國] 鄭秀文

180547
失落的雪花

[國] 胖大海

181173
奇妙的旅行

[國] 西單女孩(任月麗)

138941 奇妙的約會 呂珊

181197
奇幻精品店

[國] 許哲珮

153194 奔放的河流 曾淑勤

190082
奧運狂歡夜

[國] 雷龍

139185 女人是老虎 李娜

139751 女人歇不得 李瓊

150432 女人的眼淚 葉倩文

107962 女人的選擇 姜育恒

143755 女人與小孩 齊豫

158431 女孩當自強 S.H.E

180339
她不愛我了

[國] 敖令

101612 她不是我的 陳昇

181766
她們修正版

[國] 崔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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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806 她有你要的 趙之璧

119708 好久沒回家 徐子崴

200898
好久沒回家

[國] 陳坤

158433 好人有好抱 S.H.E

141451
好夜晚 GOOD

NIGHT 梁靜茹

145572 好大一棵樹 田震

142911 好大一棵樹 那英

139774 好好愛一場 李碧華

200563
好想告訴你

[國] 洪煜祺

170086 好想告訴妳 王羽臣

173481 好想嫁給他 羅永娟

170765 好想對你說 蕭敬騰

105953 好想對你說 何潤東,張娜拉

180718
好想對你說

[國] 陳興瑜

170424 好想聽你說 星弟

101833 好歌獻給你 陳奕迅

173116 好運的男人 蕭煌奇

180177
如何忘記你

[國] 佚名

138752 如何讓你懂 劉若英

131149 如果不想要 蔡依林

127596 如果不愛你 張學友

110716 如果你愛他 李聖傑

131270 如果你愛我 蔡健雅

180680 如果你愛我 鄭棋元

[國]

126933 如果你願意 張信哲

104441 如果你願意 光良

148014 如果在天堂 徐華鳳

159063 如果她願意 TWINS

152941 如果愛下去 張靚穎

200350
如果愛忘了

[國] 戚薇

180612
如果我可以

[粵] 裕美

170858 如果我想你 龍飛

191093
如果我是你

[國] 鄭秀文

115974 如果我死了 舜文齊

126748 如果我現在 周華健

148645 如果我離開 許茹蕓

144745 如果我離開 宋佳,朱雨辰

140146 如果星星問 林佳儀

148647 如果有一天 許茹蕓

141453 如果有一天 梁靜茹

400264
如果有一天

[國] 舒方

153245 如果沒有你 任賢齊

151731 如果沒有你 周蕙

143335 如果沒有你 潘秀瓊

130717 如果沒有你 白光

115019 如果沒有你 葉德嫻

142697 如果沒有你 莫文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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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307 如果沒有你 江映蓉

134068 如果沒有你 鄧麗君

200749
如果沒有你

[國] 蕭敬騰

149365 如果沒有她 姚思思

165125 如果沒有愛 中國力量

401156
如果說離別[原

伴][國] 阿悄

200929
如果遇見你

[國] 陳翔

103507 如果還可以 東來東往

148648 如果雲知道 許茹蕓

151008 妹妹你真美 卓依婷

175496 妹妹我愛你 藍羽

127067 妹妹我愛你 張偉文

107210 妹妹我愛你 黃安

176010 妹妹找哥哥 清源

106110 妹妹的鋼琴 後弦

161686 妹妹看放排 於文華,尹相傑

129377 妹妹聽我說 趙本水

100878 妹妹要快樂 曹格

170420 妻子辛苦了 於乃久

103144 妻子辛苦了 佟鐵鑫

400114
始終難捨你

[國] 淩誌輝

147987 姐你睡了嗎 徐若瑄

137308 姐你睡了嗎 江映蓉

156407 姐姐我喜歡 JELLY BEAN

170510 姑娘呀姑娘 佚名

119120 姑娘我愛你 王羽澤

171021 姑娘我愛你 索朗紮西

125001 姑娘我愛你 易丹

161698 姑娘的酒窩 動力火車

155287 姑娘的酒窩 高淩風

148881 姑娘羞答答 謝采雲

400249
姑娘親親嘴

[國] 登格爾

148882 委屈為了你 謝采雲

129181 委曲為了你 莊學忠

125501 威尼斯的淚 永邦

148482 威尼斯迷路 許慧欣

161704 娃娃的故事 佚名

161705 娘子軍連歌 佚名

135555 娜努娃情歌 高勝美

119388 娜奴娃情歌 萬沙浪

157924 娜魯灣情歌 張行

137104 娜魯灣情歌 黃英

172952 婆婆也是媽 高娜

138307 婚禮上的歌 劉一禎

108199 婚禮祝酒歌 蔣大為

106517 婚禮進行曲 胡彥斌

145363 媽咪媽咪 HOME 唐堯麟

175410 媽媽你不老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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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539 媽媽卓瑪啦 阿斯根

134070 媽媽呼喚你 鄧麗君

129350 媽媽對不起 趙小兵

116486 媽媽我想你 湯潮

175590 媽媽我想你 金城

151970 媽媽我愛你 張含韻

129030 媽媽的寶貝 佚名

175556 媽媽的年菜 卓依婷

161676 媽媽的恩情 佚名

119105 媽媽的眼淚 王紹博

161677 媽媽的眼睛 佚名

175634 媽媽的眼累 蔡佳麟

152587 媽媽祝福我 經典老歌

128984 嫁涯唔會差 曾輝彬

142614 嫁給中國人 瑪麗亞

160075 嫁給我好嗎 Y.I.Y.O

172835 嫁給有錢人 歐陽明琪

136750 孔雀東南飛 李涵

131869 孔雀東南飛 碧娜

130881 孔雀東南飛 茅威濤,黃依群

116448 孔雀東南飛 陳偉萍

116402 孔雀東南飛 屠洪綱

111036 存在的目的 林佑威

140159 孤單北半球 林依晨

111854 孤單情人節 林鋒

107072 孤單愛情海 黃品源

155930 孤單摩天輪 飛輪海

109028 孤單會軟弱 劉德華

400989
孤單的愛人

[消][國] 米貝

104505 孤單的感覺 剛輝

100904 孤單的等候 曹磊

181400
孤單的習慣

[國] 11組合

119106 孤單的自由 王紹博

149559 孤單的衝動 於娜

115823 孤夜的期待 沈誌仲

161720 孤女悲歌 佚名

117722 孤星 119 吳奇隆

161722 孤枕難入夢 黃心懋

101497 孤獨的男人 佚名

181054
孤獨的等候

[國] 涓子

105954 孤獨的缺口 何潤東,張娜拉

161724 孤獨的老鼠 佚名

150777 孤獨的花朵 袁泉

152943 孩子的眼睛 張靚穎

111710 孩子的禱告 佚名

172078 學不會放手 黑龍

400141
學會不愛你(現

場版)[國] 孫敬媛

148649 學琴的孩子 許茹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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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082 宅男的夏天 南拳媽媽

139617 守候的痛楚 李玟

161735 安室奈美惠 佚名

173345 安寧小夜曲 晗月

173702 完美新世界 林俊傑

144652 完美的一天 孫燕姿

118585 完美的互動 王力宏

170908 完美的感動 佚名

139015 完美的結果 呂雯

119768 完美的誤會 徐靖博

140170 完美的離開 林依霖

144790 官兵友愛歌 宋祖英

128985 客家圍龍屋 曾輝彬

182241
客家迎客來

[國] 陳思思

143474 害怕唱情歌 潘越雲

170675 害怕失去你 夢凱

109031 害怕愛一回 劉德華

132979 害怕愛上你 陳琳

170129 害怕愛上妳 譚維維

159239 害怕有來生 田華,杜磊

165150 害羞的男孩 中國娃娃

151013 家和萬事興 卓依婷

105329 家和萬事興 孫悅

139523 家國春秋路 李涵

200893
家在北極村

[國] 陳升,郁可唯

137298 家在心裡面 江明娟

200888
家在我心上

[國] 佚名

173616 家鄉步步高 雷佳

121042 家鄉的小溪 錫劇

115645 家鄉的月亮 宋雪萊

126383 寂寞 沙洲 冷 周傳雄

147492 寂寞人行道 韋嘉

129183 寂寞伴柔情 莊學忠

135847 寂寞保齡球 何潔

152198 寂寞保齡球 張惠妹

156250 寂寞啊寂寞 花兒樂隊

138480 寂寞啦啦啦 劉小鈺

154012 寂寞在唱歌 趙默

130568 寂寞在唱歌 阿桑

155997 寂寞心臟病 GIRL FRIENDS

158885 寂寞惹的禍 閃亮三姐妹

170527 寂寞愛情海 葉熙祺

152626 寂寞我就跳 張瑤

108696 寂寞才說愛 劉可

155902 寂寞星期天 風之翼

155337 寂寞是思念 動力火車

171327 寂寞時的痛 糯米團

180732
寂寞暴風雨

[國] 青島飛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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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 寂寞沙洲冷 周傳雄

136765 寂寞沙洲冷 黃可兒

115299 寂寞的人兒 司文,蠟筆小馨

117189 寂寞的季節 陶喆

161747 寂寞的小花 佚名

109410 寂寞的情歌 劉東樺

125346 寂寞的時候 楊峻榮

400968
寂寞的流淚

[國] 甜美真

119016 寂寞的羔羊 王森

137848 寂寞的自由 紀如璟

150131 寂寞的解藥 楊鈺瑩

130686 寂寞的遊戲 本多 RURU

400671
寂寞的飛鳥

[國] 子楓

142701 寂寞蒲公英 莫文蔚

115310 寂寞黑金魚 司文

171000 寂靜的春天 佚名

161753 寄語賀年卡 佚名

145643 密碼部落格 佚名

136388 寒冬望春風 韓寶儀

161755 寒夜的街燈 佚名

161756 寒星與流雲 佚名

103123 寒酸的承諾 丁汀

143338 寒雨打梧桐 潘秀瓊

170471 寓言斯朵利 魏佳慶

117130 察哈爾八旗 鐵木爾

101330 實在不應該 遲誌強

128821 寧可讓我苦 張雨生

102380 寧願一個人 陳星

161728 寧願我傷心 劉德華

153967 寧願沒愛過 趙詠華

118655 寫一首情歌 王力宏

143400 寫不完的愛 李娜

139189 寫不完的愛 潘美辰

157540 寫信給自己 年少組合

130722 寫給你的歌 佚名

170504 寫給你的歌 任雙江

117587 寶寶唱奧運 偉小寶

174179 寶貝不要走 佚名

180645
寶貝你最美

[國] 趙小南

154918 寶貝對不起 草蜢

141810 寶貝心好痛 路綺歐

129131 寶貝想你啦 佚名

157259 寶貝我愛你 MOJO樂團

132667 寶貝我的心 陳明真

141699 封殺我的愛 羅永娟

107839 射中丘比特 黑龍

152200 將彼此遺忘 張惠妹

103260 尋夢到永遠 李葉恩,大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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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70 尋夢大山包 佚名

182125
尋愛的翅膀

[國] 貢米

152992 尋找愛蜜莉 張韶涵

139429 尋找李慧珍 李慧珍

119998 尋找瑪依拉 刀郎

103168 尋找瑪依拉 西域刀郎

106385 尋找邁克爾 海鳴威

170738 對你唱情歌 田芯兒

159642 對你太在乎 恰恰舞曲

181707
對你太想念

[國] 姚瑤

113262 對你愛不完 郭富城,軟硬天師

104963 對你愛不完 黎明

154922 對你愛不完 草蜢

120839 對你愛不完 謝霆鋒

106519 對你愛不完 胡彥斌

104491 對你有感覺 江美琪,光良

138408 對愛不放心 劉嘉玲,黎沸揮

149532 對愛情讓步 於臺煙

145006 對我好一點 沈芳如

137381 對我好一點 江美琪

148652 對自己說謊 許茹蕓

145879 小丸子的心 吳佳蕓

400199
小二黑結婚

[國] 段紅

161772 小倆口問答 莊學忠

128795 小兔兒乖乖 張鐵

147912 小女人的心 徐懷鈺

117920 小妹你真好 吳煒

161781 小妹喜歡誰 佚名

155932 小小大人物 飛輪海

103312 小小少年郎 戴軍

174146 小小新娘花 雲菲菲

173495 小小新娘花 金城

161786 小小水仙花 佚名

153292 小小水蜜桃 朱安禹

144961 小小水蜜桃 水蜜桃

161787 小小百合花 佚名

127893 小小的太陽 張宇

130653 小小的幸福 寶貝小雨

141459 小小的愛情 梁靜茹

134075 小小的秘密 鄧麗君

161789 小小螺絲帽 佚名

142855 小小賀年片 牛欣欣

200329
小希的相機

[國] 佚名

154753 小強怕拖鞋 辦桌二人組

141460 小手拉大手 梁靜茹

161803 小機靈之歌 佚名

132697 小瀋陽哥哥 佚名

116328 小白兔乖乖 佚名



KOD-2400 国语歌曲 點歌目錄
編號 歌名 歌星 編號 歌名 歌星

國語歌曲 第 437 頁

161818 小白兔請客 佚名

159519 小綿羊趕集 旺福

153868 小象與大象 趙芬妮

129188 小貝殼之戀 莊學忠

144914 小路喀秋莎 斯琴格日樂

134078 小雨多美麗 鄧麗君

116284 小雨的自傳 TAE

161851 小驢和老鴨 佚名

120208 小魚的理想 許巍

154583 少來這一套 北原山貓

146236 少女的祈禱 張智霖

134079 少年愛姑娘 鄧麗君

107652 少年狂想曲 黃舒駿

147356 就值得了愛 萬芳

159569 就叫我孩子 光良

105876 就在這一刻 高進

134920 就從今夜起 鳳飛飛

148568 就愛到這裡 熊天平

119816 就愛到這裡 許美靜

124833 就戀這把土 尹相傑

161867 就是不一樣 佚名

128874 就是喜歡你 張震嶽

171464 就是想愛你 潘美辰

152202 就是我想你 張惠妹

119520 就站在這裡 宋念宇

115635 就站在這裡 小宇

147586 就要幸福了 夏宇童

145155 就要愛了嗎 蘇慧倫

138327 就要我滋味 劉亦菲

155526 就讓我遠走 董事長樂團

107081 就讓這過去 黃品源

128875 就讓這首歌 張震嶽

161870 就這樣分手 範學斌

152944 就這樣好了 張靚穎

119005 就這樣散了 王梓蘅

140117 就這樣約定 李麗芬

175763 就這樣約定 蔡琴

150015 尼羅河女兒 楊林

161878 山上的孩子 佚名

151025 山不轉水轉 卓依婷

142913 山不轉水轉 那英

121113 山中的家園 亞東

161881 山地小姑娘 佚名

130986 山地癡情夢 春妹

161882 山地門邁進 佚名

161883 山地門邁雅 佚名

161884 山地風光曲 佚名

132118 山寨新故事 陳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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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62 山東出好漢 雪村

154585 山林的呼喚 北原山貓

142914 山水天地間 那英

161889 山腰上的家 佚名

135077 山裡的哥哥 郭公芳

151840 山谷的回聲 宗庸卓瑪

151028 山路十八彎 卓依婷

139755 山路十八彎 李瓊

132120 崖畔上開花 陳思思

138155 嶄新的一天 佚名

156614 巍巍大中華 孫浩

108365 工程兵之歌 金波

148744 左半邊翅膀 許飛

116023 左心房的痛 蘇有朋

141212 左手無名指 梁詠琪

136312 左眼皮跳跳 胡雯

154013 巧克力女孩 趙默

141700 巧克力女孩 羅永娟

137275 巧遇安徒生 景甜

157220 差不多先生 EO2

145007 已經無所謂 沈芳如

130658 巴哈爾古麗 巴哈爾古麗

126516 巴山背二哥 周強

141463 布拉格廣場 梁靜茹

131156 布拉格廣場 蔡依林

159266 布達拉之戀 糖糖樂團

145125 希望你會懂 蘇慧倫,張震嶽

128876 希望你會懂 張震嶽

120596 希望你還在 許紹洋

139450 希望再相逢 朱海君,李明洋

117513 希望在這裡 伍思凱

141651 希望我能飛 盧春如

115033 希望有一天 任賢齊

142632 希望的奇跡 米蒂

161914 希望的期待 佚名

157937 希望的種子 群星

176763 希望的種子 楊培安

137384 希望變成你 江美琪

118811 帕米爾羚羊 王宏偉

400302
帶上愛飛翔

[國] 陳笑瑋

111030 帶你去飛呀 林佑威,李威

400746
帶來我的愛

[國] 彭柯

173860 帶刺的玫瑰 NOVA

159697 帶刺的蝴蝶 信樂團

118768 帶我去尋找 王嘯坤

128822 帶我去月球 張雨生

180917 帶我去草原 來國慶

135088 帶我去飛呀 郭嘉璐



KOD-2400 国语歌曲 點歌目錄
編號 歌名 歌星 編號 歌名 歌星

國語歌曲 第 439 頁

147357 帶著夢飛翔 萬芳

152893 常回家看看 卓依婷

151030 常回家看看 張邁,江濤

135715 常回家看看 龔玥

133254 常回家看看 陳紅

104195 常綠的回憶 費玉清

130827 平凡又偉大 白致瑤

146937 平凡最浪漫 王菲

171023 平凡的勇氣 聚點翻轉

125182 平凡的幸福 楊坤

180072
平凡的美麗

[國] JPM

149326 平安的風景 佚名

126534 平常的愛情 佚名

142774 平底鞋女生 佚名

161922 年年大吉慶 佚名

170064 年年有今日 麥穗

161924 年年行好運 佚名

400318
年年走紅運

[國] 韓琳

144655 年輕無極限 孫燕姿

105780 年輕的喝采 高明駿

144796 年輕的嚮往 宋祖英

145687 年輕的士兵 譚晶

156192 年輕的戰場 好男兒

111555 年輕的日子 林誌炫

400897
幸福（消

伴)[國] 毛阿敏

130654 幸福 1 加 1 寶貝小雨

148653 幸福一秒吧 許茹蕓

116024 幸福一萬年 蘇有朋

136451 幸福一輩子 韓晶

117070 幸福任意門 邰正宵

126753 幸福到想哭 周華健

121334 幸福啦啦歌 余潤澤,小張鈺

110267 幸福在哪裡 李天華

134082 幸福在這裡 林沖

111756 幸福在這裡 鄧麗君

173377 幸福大魔咒 沈芯羽

138209 幸福後樂園 鄺文珣

149739 幸福手中過 袁小迪

161935 幸福拍手歌 佚名

174006 幸福摩天輪 楊千樺

132435 幸福摩天輪 陳慧琳

170923 幸福最終話 佚名

152880 幸福有多遠 張薔

159241 幸福海岸線 田華,杜磊

120000 幸福的 D 弦 西域刀郎

126593 幸福的保證 周渝民

143303 幸福的傢夥 佚名

148734 幸福的冒泡 許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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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303 幸福的味道 王麟

135114 幸福的味道 郭曉薇

148486 幸福的味道 許慧欣

200623
幸福的味道

[國] 甜美真

135733 幸福的圖形 龔詩嘉

175441 幸福的女人 張冬玲

137850 幸福的存在 紀如璟

151948 幸福的左岸 張力尹

181802 幸福的希望 張文綺

148292 幸福的形狀 蕭淑慎

132436 幸福的快車 陳慧琳

146696 幸福的折磨 王箏

141785 幸福的搖籃 蘭卡布尺

153562 幸福的方向 莊瑩

129049 幸福的樂章 金大喜,朱銘捷

156333 幸福的泡泡 黑澀會美眉

119611 幸福的淚水 小瀋陽

170011 幸福的源泉 清源

148759 幸福的滋味 劉佳軒

174144 幸福的滋味 謝娜

127894 幸福的滋味 張宇

101029 幸福的燈火 蔡國慶

200317
幸福的牽掛[明

業嘉輝][國] 張雷

148654 幸福的相遇 許茹蕓

137160 幸福的眼淚 黃馨

126386 幸福的瞬間 周傳雄

120597 幸福的瞬間 許紹洋

148488 幸福的糖 E 許慧欣

145446 幸福的翅膀 庭竹

158616 幸福的起點 STYLE

147992 幸福的輪廓 徐若瑄

400751
幸福的開始

[國] 徐一鳴,王奕心

141465 幸福的預感 梁靜茹

157705 幸福的預言 強辯樂團

140039 幸福的預言 李西

110756 幸福的風箏 李茂山,洪晶晶

117071 幸福紀念日 邰正宵

146341 幸福花兒開 烏蘭托婭

176893 幸福草原美 李靜

151033 幸福萬年長 卓依婷

145501 幸福萬年長 湯燦

104665 幸福號列車 古巨基

104024 幸福過一生 高峰

161937 幸福那裡來 佚名

125023 幸運的我們 易桀齊

134368 幹掉你的胃 傅佩嘉

118047 幾乎愛上你 巫啟賢

135560 幾度又幾度 高勝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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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11 幾時再回頭 林淑蓉

140873 幾時再回頭 謝雷

161951 度過大平年 佚名

102353 庭前玉蘭花 陳星,周虹雨

137321 庭院深深新 江淑娜

161953 康城賽馬歌 佚名

115190 康定溜溜城 容中爾甲

107841 廉價的愛情 黑龍

153894 廝守到永遠 趙薇

148342 廟前的戀情 蕭麗珠

155161
弄你的士高

(REMIX) DJ

180345
弦子的傳說

[國] 易帆

161970 張五可觀花 佚名

147288 張家界情歌 王麗達

127034 張生戲紅娘 張偉文,劉韻

153047 張鳳戲秋娟 曾光萍,張升營

132605 彎彎的月亮 陳明,林誌炫

131533 彎彎的月亮 蔡琴

109463 彎彎的月亮 劉歡

108154 彎彎的月亮 江濤

161999 彩色的中國 佚名

173108 彩虹的盡頭 楊培安

118178 彩虹那一端 文章

135561 彩雲伴海鷗 高勝美

135245 彩雲的故鄉 郭麗茹

134085 彩霞回來吧 鄧麗君

157944 彭浪嶼之波 群星

162001 彼個小姑娘 羅時豐

162003 往事難追憶 佚名

162006 往日的痕跡 佚名

120752 往日的舊夢 謝雷

117943 征服明天我 吳百倫

140875 待嫁女兒心 林淑蓉

151038 待嫁女兒心 卓依婷

173963 很久沒哭了 符瓊音

135885 很久的很久 何耀珊

147304 很傻很天真 王麟

138761 很愛很愛你 劉若英

200355
律動的心跳

[國] 敖令

128310 後來才知道 張智成

116150 後來未發生 蘇永康

149982 後悔愛上你 楊小萍

142214 後悔愛上你 鄧麗君

134087 後悔愛上你 龍飄飄

126939 後悔的藉口 張信哲

141219 得不到的愛 梁詠琪

135496 從一數到十 顧莉雅

118459 從來沒愛過 王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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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985 從來都沒有 張咪

160740 從前你這樣 佚名

126150 從前我不會 周俊偉

103394 從新跟他一個 杜德偉

146941 從明日開始 王菲

180765
從沒騙過你

[國] 龐博

153895 微小的部份 趙薇

144344 微笑的力量 孫悅

116488 微笑的力量 湯潮

181972
微笑的眼淚

[國] 佚名

139308 微笑的約定 李宣榕

148203 微笑的預感 蕭亞軒

153896 微笑等著我 趙薇

181178
微笑著堅強

[國] 西單女孩(任月麗)

149724 微笑著揮手 楊乃文

105955 微笑說你好 何潤東,徐若琔

103170 德令哈一夜 刀郎

158657 德古拉伯爵 SWEETY

148433 德國下雪了 許哲佩

117516 心上沒有心 伍思凱

106258 心中充滿愛 洪榮宏

132607 心中只有你 陳明,毛寧

159401 心中無別人 五月天

156398 心中的唯一 J.A.M

175483 心中的天堂 呂靜

109469 心中的太陽 劉歡

174035 心中的彩虹 劉洋,餘波

115191 心中的戀人 容中爾甲

101030 心中的故事 蔡國慶

118656 心中的日月 王力宏

162020 心中的玫瑰 李谷一

140935 心中的秘密 林玉英

118984 心中的童話 王誌清

103820 心中的聖地 爾薩

171370 心中的花園 賀軍翔

124442 心中的英雄 俞灝明

170495 心中的草原 烏蘭圖雅

147913 心中的遺憾 徐懷鈺

162023 心事用歌唱 佚名

134092 心事知多少 鄧麗君

162024 心像刀塊割 佚名

129310 心動的感覺 趙傳

138987 心動的時刻 呂莘

174080 心動的街角 林浩威

115879 心在夢裡邊 沙寶亮

118346 心在說愛你 王中平

180643
心太軟續集

[國] 趙小兵

128823 心底的中國 張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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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37 心情樁維維 佚名

148957 心愛不是我 謝金燕

135757 心愛彼個人 蘇路,何冠穎

108044 心愛的寶貝 姜鵬

120651 心愛的寶貝 謝子歌

162047 心愛的小姐 佚名

162048 心愛的小鎮 佚名

129192 心愛的是你 莊學忠

134093 心愛的馬車 鄧麗君

162050 心愛等一下 佚名

143476 心所愛的人 文夏

107083 心所愛的人 黃品源

149074 心是會痛的 辛曉琪

136491 心有你觸摸 韓紅

151043 心有千千結 卓依婷

149458 心有千千結 尤雅

135563 心湖雨又風 高勝美

173338 心疼筆記本 韓庚

162052 心病無藥醫 佚名

143402 心痛不再有 潘美辰

145239 心痛的感覺 蘇芮

111558 心痛的感覺 林誌炫

115311 心痛的滋味 司文

107972 心的另一邊 姜育恒

103240 心碎一百遍 大哲

127617 心碎了無痕 張學友

173037 心碎了落花 安東

112598 心碎的抱歉 羅時豐,張秀卿

128579 心碎的結局 張祥洪

401119
心肝大寶貝

[國] 郭彤劉凱倫

162060 心花為你開 佚名

124433 心裡有個他 俞思遠

172799 心裡有個你 安宇

137001 心裡的火花 黃曉君

158828 心裡的魔鬼 絲襪小姐

129114 心還在等候 臧天朔

181031
心還是會疼

[國] 歡子

174150 心都給了你 暴林

109055 心酸的情歌 劉德華

156319 心酸的承諾 韓潮 E族

142921 心酸的浪漫 那英

146607 心酸的約定 王瑞霞

137334 心酸講無話 佚名

130669 心靈的傾訴 巴桑

200730 心頭冷酸酸 蔡秋鳳

117867 心願便利貼 吳忠明,元若藍

400925
忍不住原諒

[國] 溫嵐

146664 忍不住回頭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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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012 忍不住淚水 朱孝天

102222 忍辱待明朝 陳小濤

155573 忘不了的你 任賢齊

129193 忘不了的你 張偉文

127073 忘不了的你 莊學忠

115039 忘不了的你 達明一派

182139
忘不了的情

[國] 趙真

132623 忘不了的雪 陳明

107923 忘不掉的傷 姜玉陽

400874
忘不掉的海

[國] 樊凡

162072 忘也忘不了 佚名

104853 忘了你太難 管維嘉

151943 忘了你是誰 張凡

126391 忘了壞情人 周傳雄

175706 忘了忘不了 許誌安

100434 忘了怎麼哭 阿生

165246 忘了我是誰 卓文萱

151339 忘了我是誰 蟑螂合唱團

146549 忘了我是誰 王海玲

150440 忘了說再見 葉倩文

139872 忘年生死戀 李翊君

154927 忘情森巴舞 草蜢

165427 忘掉了自己 4 IN LOVE

201029 忘盡心中情 黃耀明

137876 忘記一個人 佚名

170824 忘記你太難 阿裏郎

150064 忘記你的臉 佚名

128537 忘記愛過你 張牧閱

162075 忠於職守歌 佚名

162076 忠誠衛士歌 佚名

165450 快樂 520 520女子演唱組

191109
快樂不快樂

[國] 鄭秀文

128114 快樂中國人 張振宇

129313 快樂似神仙 趙傳

162079 快樂向前走 佚名

158635 快樂在一起 SUNDAY GIRLS

137385 快樂在唱歌 江美琪

162080 快樂小天使 佚名

159405 快樂很偉大 五月天

103399 快樂快燒壞 杜德偉

158234 快樂恰恰恰 青春美少女

125059 快樂情人節 易欣

149285 快樂情人節 依稀

175094 快樂拍手歌 劉剛

139084 快樂每一天 佚名

181851
快樂的一家

[國] 成學迅

162086 快樂的出帆 蔡幸娟

108336 快樂的囉嗦 金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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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89 快樂的小魚 佚名

157949 快樂的新年 群星

144320 快樂的日子 孫思怡

162091 快樂的牧場 佚名

162092 快樂的猴子 佚名

162094 快樂的節日 佚名

115260 快樂的騎手 三木科

126394 快樂練習曲 周傳雄

165336 快樂豬八戒 1983

164913 快樂農家女 櫻桃姐妹

154474 快樂進行式 BOK和平組合

148490 快樂靠自己 許慧欣

154865 快樂鼠來寶 臭臉娃娃

108242 快樂鼠來寶 蔣榮宗,216臭臉娃娃

130601 快睡快快睡 阿雅

155863 快請我跳舞 FANTASY

110629 快點來愛我 李玖哲

142805 忽然好想你 馬蕊

148491 忽然很想你 許慧欣

131536 忽然想起你 蔡琴

142216 怎能再回頭 龍飄飄

117519 怎麼做朋友 伍思凱

176894 怎麼唱情歌 劉惜君

175364 怎麼愛到天亮 孫藝程

146802 怎麼會寂寞 王菀之

126597 怎麼會是你 周渝民

171024 怎麼辦才好 聚點翻轉

118218 怒放的生命 汪峰

138171 怕你不瞭解 柯以敏

127896 怕我的脆弱 張宇

158235 怕星星逃脫 青春美少女

162105 怕苦不當兵 佚名

145577 怕黑的女人 田震

153196 怕黑的孩子 曾淑勤

162107 思呀思想起 佚名

101617 思念人之屋 陳昇

100024 思念像在燒 安宇

146608 思念到天光 王瑞霞

173164 思念的城市 邱蕓子

400569
思念的極限

[消][國] 信樂團

107653 思念進行曲 黃舒駿

162115 思暮的形影 佚名

131160 怪我太年輕 蔡依林

171059 恒星的恒心 五月天

136393 恨你不回頭 韓寶儀

129195 恨你恨到底 莊學忠

104373 恨我還想你 馮德倫

136185 恭喜新年到 活希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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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141 恭喜新年好 佚名

139501 恭喜有情人 李池湘

162142 恭喜過新年 佚名

162143 恭祝好運來 佚名

137387 恰好的寂寞 江美琪

145325 恰好的寂寞 順子

157489 悄悄告訴她 南拳媽媽

144754 悄悄的悲傷 佚名

162149 悠悠珠江口 李思琳

120212 悠遠的天空 許巍

127211 悠長的情線 張勇

100351 患難見真情 阿清,紅布條,鄧寧

127897 悲傷的故事 張宇

149224 悲傷茱麗葉 伊能靜

162153 悲情的城市 羅時豐

162152 悲戀的公路 王識賢

108849 情人不可靠 劉德強

134104 情人不要哭 鄧麗君

143344 情人的眼淚 潘秀瓊

173436 情人的眼淚 張學友

151735 情人的眼淚 周蕙

150742 情人的眼淚 葉麗儀

140615 情人的眼淚 林憶蓮

131542 情人的眼淚 蔡琴

400839
情人的眼淚

[國] 林寶

134107 情人的關懷 鄧麗君

134108 情人的陽光 鄧麗君

128115 情人節快樂 張振宇

125062 情人節快樂 易欣

110691 情人節快樂 李維

100881 情人節快樂 曹格

162164 情人節早上 佚名

116156 情來自有方 蘇永康

132123 情哥去南方 陳思思

132124 情哥回家鄉 陳思思

100716 情困我一生 崔京浩

143477 情字這條路 潘越雲

180754 情定 380[國] 佚名

128499 情定日落橋 張洪量

118053 情感的水手 巫啟賢

140617 情感的無助 林憶蓮

118658 情敵貝多芬 王力宏

162177 情敵這麼多 鍾鎮濤

104199 情歌不再唱 費玉清

117044 情歌去南方 譚躍軍,陳思思

182022
情歌為你唱

[LIVE][國] 索南紮西

156943 情比姐妹深 甲子蕙,林美

151051 情比海更深 卓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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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19 情深義更深 袁鳳瑛

151053 情深路迢迢 卓依婷

175333 情系大草原 何龍雨

200156
情系高原紅[愛

琴海][國] 嘉布洛絨

143846 情義兩心堅 容祖兒,古巨基

150135 情義兩朦朧 楊鈺瑩

107281 情話全天候 黃征

200755 情路無尾巷 蕭煌奇

141371 情長路更長 梁雁翎

115564 情願一個人 孫耀威

118474 情願不自由 王傑

162176 情願你愛他 佚名

106260 惜別夜港邊 洪榮宏

142222 惜別的海岸 韓寶儀

136397 惜別的海岸 龍飄飄

129198 惜別的海岸 莊學忠

128479 惡魔的新娘 張永智

118475 惦記這一些 王傑

104329 惱人的秋風 費翔

142707 想一個男生 莫文蔚

135734 想不想自由 龔詩嘉

152514 想你到心慌 張清芳

109385 想你呀羅迪 劉斌

162197 想你在夢裡 佚名

157081 想你就寫信 浪花兄弟

134112 想你想斷腸 鄧麗君

154263 想你想瘋了 BAD

118796 想你才明白 王子鳴

139628 想你的名字 李玟

117521 想你的天空 伍思凱

143566 想你的時候 千百惠

129419 想你的時候 陳盈潔

131545 想你的時候 蔡琴

106261 想你的時存 洪榮宏

131547 想你的時準 蔡琴

119521 想你的習慣 小宇

117923 想你讓我醉 吳煒

117846 想像十個你 吳建豪

159734 想和你一起 兄弟聯

130371 想哭的思念 ALAN

156642 想家的時候 經典老歌

125941 想家的時候 閻維文

170362 想對你們說 A-ONE

165185 想對你更好 F4

155827 想對你更好 中堅份子

129471 想念你的愛 鄭中基

144275 想念你的歌 SAYA

180253
想念愛的你

[國]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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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866 想念新四軍 戲曲

146185 想念是笨的 汪佩蓉

138002 想念的翅膀 金海心

162206 想想我的愛 佚名

146804 想愛不相愛 王菀之

126949 想我的理由 張信哲

148207 想找一條船 蕭亞軒

134113 想把情人留 鄧麗君

171014 想為你做的 王野

127641 想的都是她 張學友

109614 想著你的美 劉超華

162208 想著彼個人 佚名

162210 想要忘了你 佚名

152013 想要忘記你 張婧

148661 想要的感覺 許茹蕓

134926 想要跟你飛 鳳飛飛

200307
想說給你聽

[國] 張娜拉

180442
想讓你幸福

[國] 榮楊

149295 想讓你愛我 俞晴

181910 想起昔當春 林宗興

156643 想起老媽媽 經典老歌

131163 愈慢愈美麗 蔡依林

125790 愉快的民謠 言承旭

141045 意外的插曲 林苑

141102 愛一直存在 梁文音

141715 愛一直閃亮 羅美玲

135498 愛上一個人 陳慧琳

105827 愛上一個人 顧莉雅

150018 愛上一個人 楊林

145892 愛上一個人 吳倩蓮

115882 愛上一條魚 沙寶亮

181928
愛上下雨天

[國] 梁詠琪

110463 愛上了寂寞 李明翰

125074 愛上他的人 易欣

102482 愛上你之後 陳曉東

115975 愛上你很美 舜文齊

137079 愛上你的網 黃美詩

164993 愛上你的美 羽泉

178034 愛上你的美 雨天

171259 愛上民族風 杭嬌

150283 愛上水仙花 泳兒

124479 愛上湯加麗 佚名

117663 愛上潘金蓮 佚名

126598 愛上這世界 周渝民

117082 愛不到要偷 邰正宵

134927 愛不完的你 鳳飛飛

143148 愛不對時間 彭羚

134928 愛不是佔有 鳳飛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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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091 愛不會寂寞 J

111117 愛不會絕跡 林俊傑

116639 愛不能做主 譚圳

125233 愛不能從頭 楊培安

108121 愛不被祝福 江得勝

152387 愛之初體驗 張柏芝

128882 愛之初體驗 張震嶽

114907 愛之初體驗 任賢齊,周華健

107038 愛之處體驗 黃品源,品冠

155163
愛了就愛了

(REMIX) 陳琳

145159 愛了就懂了 蘇慧倫

173107 愛了就沉倫 張心傑

133711 愛了就知道 戴愛玲

100215 愛人三角褲 阿弟仔

118057 愛人原諒我 巫啟賢

134117 愛人就是我 鄧麗君

143099 愛人離開我 彭立

400718
愛人離開我

[國] 張勝渺

134929 愛人頂呱呱 鳳飛飛

152219 愛什麼稀罕 張惠妹

145859 愛仍然精彩 伍詠薇

128399 愛伊攜帶汝 佚名

134119 愛你一萬倍 鄧麗君

117604 愛你一萬年 伍佰

117387 愛你一萬年 吳俊霖

200064 愛你一萬年 劉德華

149461 愛你一萬年 尤雅

136398 愛你一萬年 韓寶儀

200590
愛你一萬年

[國] 王少峰

103821 愛你不後悔 爾薩

180386 愛你不後悔 李創

131988 愛你不後悔 陳小雲

116162 愛你不愛你 蘇永康

106598 愛你不會變 胡歌

146202 愛你不甘放 汪子琳

172979 愛你兩輩子 李猛

101323 愛你到永久 佚名

107088 愛你到永遠 黃品源

181830
愛你到永遠

[國] 徐健淇

117084 愛你十七年 邰正宵

151060 愛你千萬遍 卓依婷

131875 愛你又如何 陳冠茜

115042 愛你在傷口 任賢齊

145837 愛你很快樂 陶莉萍

182294
愛你必須的

[國] 高山林

138864 愛你怕了嗎 劉釔彤

150201 愛你恨自己 殷悅

173590 愛你愛不夠 孫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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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342 愛你愛到死 同恩,夏宇童

154111 愛你愛到死 ASOS

147590 愛你愛到死 楊蕎安,同恩,夏宇童

133400 愛你所愛的 佚名

106263 愛你歸禮拜 洪榮宏

138857 愛你每一天 劉虹翎

106456 愛你每一天 胡兵

176933 愛你比你多 劉朋

164842 愛你沒商量 優客李林

103410 愛你的全部 杜德偉

155829 愛你的句子 F4

106209 愛你的心肝 洪文斌,黃小菁

117266 愛你的日子 騰格爾

149286 愛你的早晨 依稀

106632 愛你的是我 荒山亮,蔡佳瑩

148664 愛你的樣子 許茹蕓

173113 愛你的理由 江誌豐

138004 愛你的表現 金海心

124908 愛你的記憶 庾澄慶

107700 愛你訣變卦 黃西田

165452 愛你那麼多 520女子演唱組

119733 愛你那麼深 徐羅斌

157490 愛你離開你 南拳媽媽

128313 愛來的剛好 張智成

103682 愛依然是愛 迪克牛仔

141017 愛做夢的人 林翠萍

131550 愛像一首歌 蔡琴

200358 愛像一首歌 方伊琪

134120 愛像一首歌 鄧麗君

117138 愛像冷風吹 鐵熱沁夫

117526 愛全給了你 伍思凱

110949 愛其實不遠 李韋

200174
愛別無選擇

[國] 姚禹,雁銘

153274 愛到不再愛 朱妍

147764 愛到不能忘 徐世珍

152222 愛到不能收 張惠妹

115565 愛到了最後 孫耀威

138680 愛到我犧牲 劉耔彤

153972 愛到最深處 趙詠華

117527 愛到最高點 伍思凱

180109
愛到無藥醫

[閩] SUPER7

126151 愛千真萬確 周俊偉

148665 愛只剩一秒 許茹蕓

171408 愛只是傳說 陳興瑜

110101 愛可以問誰 李克勤

175652 愛唱歌的人 吳勇濱

157955 愛國奉獻歌 群星

180240
愛國奉獻歌

[國] 子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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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46 愛在你傷口 任賢齊

157956 愛在你身邊 劉超華

135573 愛在夕陽下 高勝美

139881 愛在夕陽下 李翊君

151061 愛在天地間 卓依婷

153518 愛在天地間 祖海

200896
愛在天地間

[國] 降央卓瑪

134122 愛在我心中 鄧麗君

119670 愛在每一天 徐乃麟

175149 愛在每一秒 HIT-5

120896 愛在蔓延中 謝霆鋒,梅琳

126236 愛在西元前 周傑倫

125515 愛在離別時 永邦

145039 愛在風雨中 佚名

130578 愛在香巴拉 佚名

149537 愛如此徘徊 於臺煙

109089 愛如此神奇 劉德華

170757 愛如此脆弱 佚名

131328 愛嬴才會拼 蔡卓妍

100289 愛字怎麼寫 阿杜

126954 愛就一個字 張信哲

182251
愛就做出來

[國] 陳旭

181249
愛就在這裡

[國] 郎郎(馬誌鋒)

140136 愛就是奇跡 林伊凡

129474 愛就是愛了 鄭中基

118282 愛就是這樣 溫兆倫

174095 愛就是這樣 範英楠

145240 愛就這麼來 蘇芮

110379 愛已化成灰 李誌剛

109846 愛已化成灰 李俊旭

173847 愛已經離開 天孿兄弟

148211 愛得太坎坷 蕭亞軒

173540 愛得好疲憊 小王子

154308 愛得有味道 BABY

132763 愛得比較深 陳淑樺

182111
愛得那麼苦

[國] 佚名

173574 愛心滿世界 袁野

111198 愛怎麼繼續 林劍衡

200230 愛怪物的你 容祖兒

143558 愛恨一千年 區小麗

129475 愛恨惹是非 鄭中基

200117 愛情 1+1[國] 佚名

154648 愛情 DNA 芭比

103836 愛情一百年 付笛聲,任靜

172125 愛情一齣戲 翁立友

154649 愛情三振球 芭比

175653 愛情三月天 吳勇濱

138365 愛情下雪了 劉依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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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716 愛情不只是 羅美玲

163272 愛情不會老 佚名

141754 愛情亮晶晶 藍心湄

172830 愛情休止符 安濤

126337 愛情你我他 張信哲

170184 愛情來敲門 呂嘉琦

171286 愛情保質期 海峰

104945 愛情備忘錄 郭品超

160040 愛情催淚彈 新褲子樂隊

111845 愛情傷心雨 佚名

148887 愛情像汽球 謝采雲

401098
愛情兩個字

[國] 趙小兵

116032 愛情告訴我 蘇有朋

182313
愛情告訴我[消

伴][國] 黃聖依

181875
愛情哩咯啷

[國] 佚名

154932 愛情嘉年華 草蜢

144752 愛情在那裡 宋佳玲

119820 愛情多瑙河 熊天平

125191 愛情大導演 楊坤

108290 愛情大小便 訐譙龍

149414 愛情大掃除 姚黛瑋

153902 愛情大魔咒 趙薇

160077 愛情宅急便 Y.I.Y.O

145580 愛情守望者 田震

171438 愛情專屬權 龍梅子,老貓

401142
愛情平行線

[國] 鏡喜

400964
愛情心跳跳

[消][國] 王麟

130688 愛情快閃族 本多 RURU

181023
愛情思密達

[國] 樸一澤

158892 愛情惹的禍 閃亮三姐妹

107924 愛情惹的禍 姜玉陽

165265 愛情換日線 蟑螂合唱團

109091 愛情新活力 劉德華

102705 愛情斷了線 陳玉健

111385 愛情是圓的 林宥嘉

159800 愛情時間差 心跳男孩

117389 愛情未亡人 伍佰

153567 愛情未成年 莊祖宜,TWO FISH

119516 愛情末班車 小嘉

149367 愛情沙塵暴 姚思思

155634 愛情現金卡 佚名

154620 愛情瑪奇朵 棒棒堂 F

116470 愛情的代價 泰迪羅賓

154112 愛情的位子 ASOS

106264 愛情的力量 洪榮宏

157248 愛情的功課 MINI

131036 愛情的味道 曹芙嘉

163288 愛情的喜悅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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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099 愛情的城堡 王立

170273 愛情的城堡 歡子

157512 愛情的天平 南方二重唱

164994 愛情的天窗 羽泉

111180 愛情的寓言 林俊輝

200740
愛情的微光

[國] 蕭亞軒

135085 愛情的戰爭 郭嘉欣

152628 愛情的房子 張瑤

180346
愛情的故事

[國] 易帆

159407 愛情的模樣 五月天

141018 愛情的流言 林翠萍

158454 愛情的海洋 S.H.E

200291 愛情的滋味 張文綺

137758 愛情的烈酒 江音

147645 愛情的熱度 小辣椒

117390 愛情的盡頭 伍佰

139637 愛情的目標 李玟

134375 愛情的背影 傅天穎

116640 愛情的虛偽 譚圳

143620 愛情的試飛 瞿穎

127650 愛情的賭徒 張學友

118662 愛情的輪廓 王力宏

163291 愛情的迷惘 佚名

163292 愛情的鎖鏈 佚名

140334 愛情的顏色 林子娟

149685 愛情的顏色 楊丞琳

154650 愛情的魔力 芭比

150614 愛情的魔力 葉玉卿

142714 愛情真偉大 莫文蔚

200325
愛情紅綠燈

[國] 徐一鳴

170557 愛情羅曼蒂 培源

156415 愛情背包客 JS

173524 愛情與墳墓 成學迅

140485 愛情與宿醉 林慧萍

143346 愛情與黃金 潘秀瓊

180742
愛情萬萬歲

[國] 高安

106265 愛情著賊偷 洪榮宏

104508 愛情說了謊 剛輝

146403 愛情變奏曲 王婧

180977 愛情走私販 張萌萌

140191 愛情超能力 林凡

110275 愛情躲避球 李威

200180
愛情進行曲

[國] 孫輝,藍芳

163298 愛情那裡來 佚名

156229 愛情釀的酒 紅螞蟻

153199 愛情鐵達尼 曾淑勤

173167 愛情開箱文 黃小琥

155683 愛情風向球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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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77 愛情高粱酒 原始林合唱團

127227 愛情魔力傷 張啟輝

153904 愛情麻煩鬼 趙薇

128525 愛情黑皮書 張爽

124911 愛情黑皮書 庾澄慶

141228 愛情黑盒子 梁詠琪

103125 愛應該快樂 丁汀

134401 愛我三分鐘 江蕙

120599 愛我不愛我 許紹洋

139639 愛我久一點 李玟

141755 愛我到今生 藍心湄

142224 愛我在今宵 龍飄飄

176830 愛我就吻我 劉明揚

129315 愛我就給我 趙傳

159258 愛我就自首 童話演唱團

128918 愛我的女孩 張騰

150068 愛我的證明 佚名

158455 愛我的資格 S.H.E

134628 愛我說了算 符瓊音

400163
愛我說出來

[國] 徐海濤

117197 愛我還是他 陶喆

130454 愛才是王牌 愛戴

126637 愛把你給我 周華健,何超儀

157961 愛把愛傳遞 群星

154933 愛拼才會贏 卓依婷,林正樺

104500 愛易放難收 剛澤斌

104202 愛是一個圓 費玉清

101870 愛是一本書 陳奕迅

146699 愛是一種香 王箏

135851 愛是喜歡你 何潔

142617 愛是巧克力 眉佳

125345 愛是幸福的 楊小弈

117392 愛是無保留 伍佰

171229 愛是種寂寞 星宇

149026 愛是空心菜 謝雨欣

107529 愛是自私的 黃義達

139640 愛是那麼真 李玟

102492 愛有了影蹤 陳曉東

157249 愛有雙翅膀 MINI

138866 愛朦上眼睛 佚名

120600 愛正要起飛 許紹洋

139431 愛死了昨天 李慧珍

128674 愛死了算了 佚名

127908 愛殘缺不全 張宇

104854 愛比雪更冷 管維嘉

117140 愛洗澡的魚 鐵石

100983 愛漸漸消失 蒼茫

109093 愛火燒不盡 劉德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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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959 愛無怨無悔 張信哲

180357
愛無怨無悔

[國] 星宇

126397 愛無所不在 周傳雄

118664 愛無所不在 王力宏

115426 愛無處不在 孫楠

148217 愛熄滅之前 蕭亞軒

145264 愛甲抹倘愛 蘇路,何冠穎

139270 愛的 12 句 李宇春

133496 愛的 5 部曲 丁當

145425 愛的下半場 塗紫凝

104451 愛的不快樂 光良

141855 愛的不是我 雷婷

119513 愛的不歸路 小劉歡

148218 愛的主打歌 蕭亞軒

151324 愛的主旋律 卓文萱,黃鴻升

116576 愛的主題曲 童安格

106267 愛的人是你 洪榮宏

142717 愛的初體驗 莫文蔚

128884 愛的初體驗 張震嶽

115053 愛的初體驗 任賢齊

152594 愛的副作用 張玉華

157396 愛的卡洛裡 蜜雪薇琪

170839 愛的太寂寞 雨天

170374 愛的契約書 JBOY3

107845 愛的好辛苦 黑龍

200091
愛的守護神

[國] 史智,侍宣如

118665 愛的就是你 王力宏

181638
愛的就是你

[消][國] 劉佳

133930 愛的幻想曲 佚名

158532 愛的慢動作 ONE FIFTH

157623 愛的慢動作 SEVENG

145797 愛的我變了 陶晶瑩

400664
愛的排行榜

[國] 大芭

158973 愛的提款機 TENSION

108662 愛的替代品 劉中意

130620 愛的有味道 BABY

125516 愛的比較多 永邦

163328 愛的比較深 佚名

136546 愛的水晶鞋 韓雪

145637 愛的溫度計 童童

117531 愛的牧羊人 伍思凱

139885 愛的生還者 李翊君

103977 愛的目的地 佚名

171146 愛的相思雪 佚名

145400 愛的第一天 堂娜

126241 愛的第七章 周傑倫

158660 愛的號碼牌 SWEETY

181623
愛的血淚史

[國] 冷漠,雲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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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810 愛的計算題 蒼茫

172037 愛的語助詞 佚名

132765 愛的進行式 陳淑樺

172796 愛的進行曲 天籟天

117533 愛的鋼琴手 伍思凱

157625 愛的頭等艙 ONE FIFTH

129396 愛眼健康歌 趙自強

181662
愛碎了癡心

[國] 南風

158661 愛神惡作劇 SWEETY

130909 愛神的見證 崔苔菁

147995 愛笑的眼睛 徐若瑄

174213 愛笑的眼睛 林俊傑

175370 愛總在徘徊 王冠傑

141234 愛能不能戒 梁詠琪

119723 愛若留不住 佚名

163342 愛落空心痛 佚名

163338 愛著愛到死 李翊君

146619 愛著無情人 王瑞霞

119288 愛被風吹過 王鍵

152630 愛要向前進 張瑤

148304 愛要坦蕩蕩 蕭瀟

163346 愛要怎麼說 伍思凱

117535 愛要怎麼說 陳曉東

139537 愛要放輕鬆 李湘

104331 愛要說出來 費翔

134588 愛要讓你知 方皓玟

110464 愛說不清楚 李明翰

117781 愛說笑的人 吳宗憲

133889 愛說走就走 董燕妮

163350 愛警習武歌 佚名

130506 愛讓人為難 艾雨

145838 愛讓人無力 陶莉萍

118482 愛讓我疲倦 王傑

172282 愛贏才會拼 蔡卓妍

156644 愛軍習武歌 經典老歌

125972 愛軍習武歌 閻維文

157969 愛轉了一圈 群星

151737 愛過不傷心 周蕙

154937 愛過就可以 草蜢

108740 愛過就足夠 劉嘉亮

111652 愛過情濃處 林誌穎

147472 愛過才明白 韋唯

181861 愛過才知影 方瑞娥

200935 愛過生份人 陳隨意

174147 愛過這一回 暴林

200912
愛那麼自然

[國] 陳楚生

175639 愛都是對的 胡夏

119986 愛錯了時候 薛忠銘,堂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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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359 愛阮免排隊 南臺灣小姑娘

146666 愛阮袂變天 王秀琪

107286 愛隨身攜帶 黃征

109644 愛難恨也難 劉錫明

200689 感動就不遠 範瑋琪

111089 感動每一刻
林俊傑,阿杜,孫燕姿,

蔡健雅

181251
感受我的愛

[國] 郎郎(馬誌鋒)

106269 感情分開住 洪榮宏

137485 感情放一邊 江蕙

200132 感情的分禮 周慧敏

400325
感情的漩渦

[國] 飄灑的心雨

180711
感覺不一樣

[國] 陳曉東

164996 感覺不到你 羽泉

132464 感覺多麼美 陳慧琳

170528 感覺葉貝文 葉貝文

160066 慈母 雪狼組合

106902 慈母赤子心 黃克林

175127 慈祥的母親 降央卓瑪

133533 慈祥的母親 刀妹

121118 慈祥的母親 亞東

155166 慢嗨爽死你 DJ

125058 憂傷的季節 易欣

181710
憂傷的小妹

[國] 子力

120119 憂傷的歌聲 許嵩,ECHO

171341 憂傷的秋千 胡雯

180697
憂傷華爾茲

[國] 阿毛

106270 憂愁的牡丹 洪榮宏

146323 憂慮又何奈 溫瑞鴛

143447 憑什麼愛你 潘莎

139191 憑那些日子 李娜

171094 憤怒的小鳥 冷漠

400589
憤怒的小鳥

[國] 劉冬

116493 憤怒的情人 湯潮

120703 憨哥哥的歌 謝軍

141236 懂得愛自己 梁詠琪

156138 懂愛的孤獨 佚名

149726 懂還是不懂 楊乃文

148545 懶得再戀愛 許秋怡

108420 懶的跟你拼 孔令奇

191128
戀上你的床

[國] 鄭秀文

126398 戀人創世紀 周傳雄

105973 戀人唱的歌 何潤東

130602 戀愛 46 天 阿雅

159412 戀愛 ING 五月天

131440 戀愛世界盃 佚名

191129
戀愛像表演

[國] 鄭秀文

154988 戀愛小動作 DANCE FLOW

149499 戀愛小宇宙 嶽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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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169 戀愛應援團 安心亞

157030 戀愛癥候群 筷子姐妹

107656 戀愛癥候群 黃舒駿

165113 戀愛的感覺 ZIP發射樂團

137123 戀愛絕句選 黃雅莉

125155 戀愛超娛樂 楊坤,尚雯婕

136458 戀戀女人香 韓真真

153572 戀歌大山包 訾娟

141479 戀著多喜歡 梁靜茹

141019 成功屬於你 林翠萍

129205 成功屬於你 莊學忠

162239 成功的等待 佚名

151068 成功靠自己 卓依婷

154167 成長的幸福 愛樂公社

139339 我一個人哭 李度

116169 我一直都在 蘇永康

180556
我不做英雄

[國] 胡歌

134132 我不再迷惘 鄧麗君

141872 我不在巴黎 黎亞

132472 我不夠愛你 陳慧琳

174116 我不怕寂寞 張啟靚

165155 我不想想你 中國娃娃

176812 我不懂愛情 常石磊

126602 我不是 F4 周渝民

155966 我不是公主 鳳凰傳奇

135456 我不是公主 關穎

117394 我不是天使 伍佰

142933 我不是天使 那英

181302
我不是孟非

[國] 陳依然

181039
我不是小三

[國] 江伊涵

117847 我不是自己 吳建豪

102053 我不是英雄 陳宇凡

153906 我不會偷哭 趙薇

126506 我不會唱歌 周定緯

135385 我不會唱歌 關淑怡

152231 我不求未來 張惠妹

108264 我不知道風 解曉東

176753 我不要承諾 李猛

115055 我不要沉默 任賢齊

181672 我不要自由 吳建豪

134134 我不該愛你 鄧麗君

144671 我也很想他 孫燕姿

141240 我住 7 樓 A 梁詠琪

162268 我住長江頭 佚名

120704 我來自南方 謝軍

119539 我來自安徽 小山

146808 我來自火星 王菀之

148669 我依然愛你 許茹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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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27 我依然愛你 顧建華

100623 我依然愛她 鮑國

108782 我倆在一起 劉家昌

162270 我倆多美好 佚名

162272 我倆的故事 佚名

128289 我們一起逃 佚名

129479 我們一起過 鄭中基

181180

我們一起飛

[國](替換版

本) 西單女孩(任月麗)

170936 我們之間 TWINS

132126 我們去遠航 陳思思

137186 我們啊我們 黃鶯鶯

157976 我們在一起 張靚穎

108368 我們在一起 金波

170997 我們好好愛 佚名

116299 我們小時候 TANK

141482 我們就到這 梁靜茹

158457 我們怎麼了 S.H.E

136099 我們戀愛吧 佚名

176726 我們握緊手 丁曉紅

102267 我們是同胞 陳建年

153563 我們是天使 莊瑩

121333 我們是的哥 餘波

400890
我們有武功

[國] 歐弟

162258 我們當兵樂 佚名

157645 我們的世代 潑猴

157418 我們的世界 麥田守望者

135888 我們的冬天 何耀珊

153375 我們的國歌 朱鵬飛

151998 我們的夢想 廖昌永,張娜拉

109808 我們的夢想 張娜拉,廖昌永

148221 我們的寂寞 蕭亞軒

104690 我們的彩虹 古巨基

115956 我們的影子 佚名

132044 我們的故事 戴佩妮

117200 我們的故事 陳崴

153974 我們的故事 趙詠華

120686 我們的故事 謝東

200282
我們的時代

[國] 師鵬

145488 我們的未來 湯旭

170514 我們的歌謠 鳳凰傳奇

141241 我們的永遠 梁詠琪

115672 我們的無奈 山野

159255 我們的田野 童聲合唱團

156573 我們的田野 陳思思,湯燦

153064 我們的童話 曾寶儀

149848 我們的答案 楊千樺

140077 我們的紀念 李雅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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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237
我們的約定

[國] 龍俊祺

145468 我們的近況 湯寶如

153065 我們的顏色 曾寶儀

153951 我們相愛了 滿文軍

173330 我們約會吧 佚名

152947 我們說好的 張靚穎

156351 我們這一代 黑豹樂隊

172012 我們都一樣 水木年華

131352 我們都一樣 蔡孟臻

127138 我們都一樣 張傑

176746 我們都別哭 梁文音

144883 我們都害怕 李加靚,尚華

148671 我們都寂寞 許茹蕓

101880 我們都寂寞 陳奕迅

132475 我們都愛你 陳慧琳

137187 我們都錯了 黃鶯鶯

162273 我停不下來 佚名

146305 我全都相信 溫嵐

154181 我即將成名 愛樂團

159417 我又初戀了 五月天

137392 我又想起你 江美琪

126246 我又能呼吸 周傑倫

142934 我只喜歡你 那英

158845 我只在乎你 卓依婷

151070 我只在乎你 容祖兒,沙寶亮

150543 我只在乎你 成龍,鄧麗君

133960 我只在乎你 葉德嫻

115866 我只在乎你 容祖兒

100792 我只在乎你 鄧麗君

172758 我只在乎你 BJACK

148305 我只在乎你 蕭瀟

141243 我只在乎你 梁詠琪

116172 我只在乎你 蘇永康

105976 我只在乎你 何潤東

100818 我只想你懂 成龍

130931 我只想到你 MAKIYO

139340 我只是需要 李度

110276 我只為你乖 李威

148672 我只能愛你 許茹蕓

191131
我只要現在

[國] 鄭秀文

119613 我叫小瀋陽 小瀋陽

147786 我可以忍受 徐婕兒

124428 我可以離開 俞思遠

170753 我向草原走 胡東清

153908 我和上官燕 趙薇

181878
我和你同在

[國] 佚名

170988 我和我不同 孫楠

170198 我和我的祖 蒙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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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806 我和林妹妹 馬蕊

400929
我哪裡不好

[國] 潤土

162282 我唯一的愛 佚名

170007 我唱啦啦啦 李宇春

134137 我問我自己 鄧麗君

128827 我喜歡瘋狂 張雨生

104207 我在你左右 費玉清

151071 我在思念你 卓依婷

191132
我在的地方

[國] 鄭秀文

116379 我在那邊唱 圖騰

140627 我坐在這裡 林憶蓮

162289 我多想看看 佚名

181602
我多麼懷念

[國] 何潔

108610 我好喜歡你 六哲

102849 我始終愛你 陳耀川

109870 我始終愛你 李健

153519 我家在中國 祖海

107977 我家在哪裡 姜育恒

153417 我家在那裡 劉家昌

139193 我家在那裡 李娜

108784 我家在那裡 甄妮

110782
我家在那裡

[國] 李茂山

150356 我就喜歡你 燕妮

107701 我就是你的 黃西田

108551 我就是傻瓜 闞傑

119535 我就是愛你 小寶

115294 我就是愛你 洪瑋

147735 我就是這樣 希亞

116316 我就是這樣 劉力揚,TANK

143265 我屬於中國 彭麗媛

152519 我帶你回家 張清芳

154862 我很喜歡你 彩月團

159079 我很想愛他 TWINS

111942 我很需要你 梁朝偉,楊千樺

182106
我從天山來

[國] 佚名

118812 我從新疆來 王宏偉

175472 我從草原來 鳳凰傳奇

133578 我從草原來 德德瑪

160062 我從雪山來 雪山朗瑪

137394 我心似海洋 江美琪

146550 我心似清泉 王海玲

162297 我心屬於你 佚名

150676 我心已打烊 葉璦菱

173941 我心愛的人 張蓉蓉

131561 我心是海洋 蔡琴

162298 我心生愛苗 佚名

134139 我怎捨得你 鄧麗君

140877 我怎麼哭了 林淑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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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34 我怎麼哭了 費翔

151345 我怎麼知道 卓文萱

152234 我恨我愛你 張惠妹

109104 我恨我癡心 劉德華

117482 我情願認輸 伍天宇

149466 我想忘了你 尤雅

131455 我想快樂些 蔡淳佳

147424 我想愛就愛 衛蘭

162301 我想我不能 佚名

191134
我想我可以

[國] 鄭秀文

107423 我想我是海 黃磊

140365 我想抱著你 林家小妹

157987 我想有個家 紫龍

143411 我想有個家 潘美辰

170739 我想談戀愛 田芯兒

120601 我想追趕你 許紹洋

153976 我想那是你 趙詠華

170780 我愛上了你 賽婭

157988 我愛世界盃 群星

165198 我愛世紀末 乩童秩序

164887 我愛你中國 因果兄弟

162331 我愛你中國 汪峰

156654 我愛你中國 顧莉雅

150383 我愛你中國 葉佩英

146684 我愛你中國 王秀芬

117645 我愛你中國 吳兢

106644 我愛你再會 荒山亮

130892 我愛你很多 CHLOE CHU

153351 我愛你很多 朱紫嬈

138262 我愛你的壞 LINDA

162332 我愛你祖國 佚名

157204 我愛周星星 麻吉

137395 我愛夏卡爾 江美琪

135222 我愛夏日長 鄒靜

157989 我愛大紅包 群星

400310
我愛大草原

[國] 雷龍

129480 我愛平底鍋 鄭中基

138907 我愛春的夢 劉鳳屏

152571 我愛梅園梅 張燕

148027 我愛洛麗塔 徐黛妮

118287 我愛的女人 溫兆倫

107848 我愛的女人 黑龍

170658 我愛的姑娘 李貴府

139647 我愛的是你 李玟

175439 我愛的男人 張冬玲

139648 我愛看電影 李玟

152334 我愛豬八戒 佚名

101620 我愛賈蘇切 陳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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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72 我愛那魯灣 卓依婷

174138 我愛金香玉 李天平,陳星羽

158462 我愛雨夜花 S.H.E

156334 我愛黑澀會 黑澀會美眉

191135
我應該得到

[國] 鄭秀文

157990 我應該這樣 群星

108785 我找到自己 劉家昌

134141 我敬你一杯 鄧麗君

162308 我是一個兵 祝友

134932 我是一片雲 劉家昌

108786 我是一片雲 鳳飛飛

109106 我是一隻牛 劉德華

181181
我是一隻虎

[國] 西單女孩(任月麗)

136329 我是一隻貓 佚名

136063 我是一隻魚 任賢齊

115061 我是一隻魚 侯湘婷

127077 我是中國人 呂方

109708 我是中國人 張偉文

128269 我是中國人 張明敏

156658 我是你的兵 經典老歌

119564 我是你的兵 小曾

132628 我是你的夢 陳明

128119 我是你的誰 張振宇

132479 我是你的誰 陳慧琳

107481 我是你的誰 黃立行

134142 我是你知音 鄧麗君

125445 我是你老公 楊臣剛

108552 我是光棍光 闞傑

170477 我是外星人 CLOWN

128829 我是多少想 張雨生

154114 我是女菩薩 ASOS

400615
我是小人物

[國] 古品

176920 我是山東人 鄭超

181140 我是幸福的 蔡黃汝(豆花妹)

141489 我是幸福的 梁靜茹

175597 我是怎麼了 喬洋

181219
我是怎麼了

[國][國] 譚維維

141709 我是我的我 羅瑜

115062 我是有錢人 任賢齊

400131
我是棉花糖

[國] 周逸涵

181075
我是洗腳妹

[國] 佚名

107452 我是為你活 黃立成,麻吉

173058 我是男子漢 糯米團

106272 我是男子漢 洪榮宏

400738
我是男子漢

[國] 張洪濤

107288 我是誰的誰 黃征

401053
我是誰的誰

[國] 藏獒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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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480 我是陽光的 陳慧琳

145245 我曾深愛過 蘇芮

116578 我曾經愛過 童安格

174197 我最心愛的 範英楠

155793 我最愛的人 F.I.R

170840 我最愛的人 青青涼

100456 我最愛的人 阿華

400558
我會好好的

[消][國] 伍佰

110633 我會好好過 李玖哲

125792 我會很愛你 言承旭

119778 我會很誠實 星弟

128886 我會想念你 張震嶽

132481 我會掛念你 陳慧琳

140218 我有一個家 林妙可

151075 我有一段情 卓依婷

150747 我有一段情 葉麗儀

131562 我有一段情 蔡琴

149467 我有一顆心 尤雅

116579 我有多想你 童安格

400734
我有我態度

[國] 張暄祺

155937 我有我的 YOUNG 飛輪海

110313 我有話要說 李宗盛

148678 我永遠記得 許茹蕓

135889 我永遠都在 何耀珊

154269 我沒對他說 BAD

145852 我沒有哭過 伍詠薇

127913 我沒有感覺 張宇

121086 我沒有犯錯 佚名

165207 我沒有遠方 指南針樂隊

154983 我沒有遠方 醜醜

141705 我沒有遠方 羅琦

150046 我沒有騙你 楊燕

134144 我沒有騙你 鄧麗君

124443 我沒那麼帥 俞灝明

138774 我深深期待 劉若英

165160 我演的是我 中國娃娃

139889 我為你傷心 李翊君

116177 我為你傷心 蘇永康

145920 我為你歌唱 吳娜

153247 我為你癡迷 朱咪咪

115063 我為你祝福 任賢齊

180231
我為草原來

[國] 姚成駿

171187 我無路可退 張冬玲

128664 我爸愛漫波 張菲

140810 我現在很好 林曉培

162341 我用我的心 任賢齊

116178 我發誓以後 蘇永康

103547 我的 CD 機 東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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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080 我的 UFO TWINS

152915 我的一顆心 張露

130917 我的一顆心 崔萍

162342 我的中國心 張明敏

137752 我的主題曲 江語晨

145626 我的凡特西 童彤

180473
我的哈爾濱

[國] 湯燦

133580 我的大草原 德德瑪

154590 我的女朋友 北原山貓

170847 我的好兄弟 高進,小沈陽

100419 我的好姑娘 阿玻

108371 我的好媽媽 金波

173541 我的好心情 小王子

116037 我的好心情 蘇有朋

157171 我的好朋友 雷樂隊

133841 我的小太陽 董文華

177054 我的小姑娘 李猛

181359
我的張家界

[國] 黃格選

100778 我的心上人 佚名

142937 我的心中星 那英

126402 我的心太亂 周傳雄

119510 我的心太亂 小剛

138908 我的心太癡 劉鳳屏

129323 我的心好亂 趙傳

144257 我的心好冷 SARA

182143
我的心好痛

[國] 路綺歐

164917 我的心快哭 櫻桃姐妹

162358 我的情哥哥 佚名

159735 我的愛很小 兄弟聯

175542 我的憨哥哥 悠悠

135195 我的未來式 郭采潔

170645 我的歌聲裏 曲婉婷

100929 我的珠穆朗瑪 佚名

139891 我的男主角 李翊君

148226 我的男朋友 蕭亞軒

119565 我的老班長 小曾

117273 我的興安嶺 騰格爾

145914 我的說明檔 吳姵文

115315 我的那一夜 司文

119971 我的雅典娜 薛之謙

139281 我的黑白色 李宇春

165127 我看到未來 中國力量

128455 我真的以為 張棟樑

129481 我真的可以 鄭中基

105744 我真的哭了 高峰

190095
我真的在乎

[國] 黃勇

200612
我真的好累

[國] 王迪

162371 我真的愛你 黃仲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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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867 我真的愛錯 陳潔儀

104815 我真的沒醉 廣智

104510 我真的累了 剛輝

157237 我真的願意 ME2

157329 我等不到你 摩天人

126405 我終於學會 周傳雄

109833 我終於懂了 佚名

171003 我絕不會輸 楊天寧

155348 我給你幸福 動力火車

200170
我給你的傷

[國] 天意

180128 我總是這樣 ZIA

127917 我被愛打敗 張宇

115930 我要你幸福 盛噶仁波切

108034 我要你快樂 姜華

100457 我要你愛我 阿華

134147 我要你為偶 鄧麗君

136874 我要你的愛 陳慧珊

158987 我要你的愛 TOKYO D

151741 我要你的愛 周蕙

144276 我要你看見 SAYA

170040 我要去延安 佚名

143482 我要去旅行 潘越雲

171050 我要去西藏 烏蘭托婭

400198
我要嫁給你

[國] 段紅

134148 我要對你說 鄧麗君

156335 我要愛的好 黑澀會美眉

173740 我要打多支 農夫

132630 我要找到你 陳明

190021
我要抱著你

[國] 龐龍

102149 我要新生活 陳小春

113771 我要的不多 馬兆駿

106151 我要的不多 歡子

148227 我要的世界 王傳一

118569 我要的世界 蕭亞軒

144680 我要的幸福 孫燕姿

172077 我要的感覺 黑龍

132485 我要的是你 陳慧琳

146405 我要的未來 王婧

131176 我要的選擇 蔡依林

148746 我要的飛翔 許飛

144360 我要看得見 孫悅

136065 我要看熱鬧 侯湘婷

157996 我要秀自己 群星

181123
我要給的愛

[國] 艾莉莎

180295
我要見上帝

[國] 張小覺

119003 我親愛的驢 王梓旭

162384 我該怎麼做 劉德華

151988 我該怎麼做 張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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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606 我該怎麼做 歡子

172806 我該怎麼做 張洪波

165162 我該怎麼辦 中國娃娃

140847 我該怎麼辦 林淑娟

116350 我該走了嗎 唐磊

108744 我說我愛你 劉嘉亮

134149 我踏浪而來 鄧麗君

132631 我過得很好 陳明

111661 我還在等你 林誌穎

115885 我還愛著你 沙寶亮

126768 我還是一樣 周華健

104698 我還是你的 古巨基

176664 我還是愛你 郭勇

148228 我還記得你 蕭亞軒

170447 我錯在哪裏 蔡健東

129207 我需要安慰 莊學忠

162386 我頂你個肺 佚名

126769 我願意去等 周華健

115886 我願意為你 沙寶亮

107212 我願為你錯 黃安

151856 我願跟隨你 左安安

111083 我飛故我在 林俊傑,張靚穎

125357 戰友是什麼 楊波

125951 戰士的春天 閻維文

125949 戰士的軍禮 閻維文

145924 戰士與母親 吳娜

142938 戰爭的愛情 那英

132676 戰爭與和平 陳明真

162392 戰鬥進行曲 佚名

117204 戴帽子的你 陶喆

152242 所以我願意 張惠妹

162396 所有的往事 佚名

109412 扁扁的月亮 劉東樺

153001 手心的太陽 張韶涵

190078
手心裏的海

[國] 雨天

103175 手心裡的溫柔 刀郎

156948 才愛到一半 錦繡二重唱

141379 打不開的鎖 梁雁翎

162406 打工十二月 佚名

115648 打工的妹妹 宋雪萊

164918 打拼的工人 櫻花姐妹

151080 打漁的兒郎 卓依婷

162408 打開你的門 佚名

162414 扛起革命槍 佚名

162418 找一個雨天 佚名

125796 找不到出路 言承旭

148384 找到天使了 薛凱琪

135086 找回你的心 郭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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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938 找幸福給你 飛輪海

162422 找愛的空位 汪佩蓉

131397 抉萎的花蕊 蔡幸娟

109116 把今生忘掉 劉德華

142339 把他換作你 孟庭葦

142340 把你換作他 孟庭葦

103416 把你藏起來 杜德偉

180607
把傷心打碎

[國] 袁詠琳

180939
把幸福給你

[國] 孫楠

148230 把心放進來 蕭亞軒

137956 把心瞧一瞧 金子嫣

155796 把愛傳出來 F.I.R

200386
把愛圈起來

[國] 機動現場

400301
把愛帶回家

[國] 陳笑瑋

118353 把愛放下來 王中平

102706 把愛給了你 陳玉健

133890 把愛說出來 董燕妮

170210 把愛還給妳 侯鑫寶

176978 把我帶回家 謝鵬舉,超女

137309 把握你的美 江映蓉

138005 把耳朵叫醒 金海心

152522 把自己敲醒 張清芳

172654 把自己灌醉 陳戈

138006 把鞋子甩掉 金海心

111565 抓住一顆心 林誌炫

130456 抓緊你的手 愛戴

162434 投入每份愛 佚名

132991 抱緊我別走 陳琳

135698 抹凍到最後 高雅如

104855 押韻的悲傷 管維嘉

121024 抽完這根煙 辛子奇

104511 抽煙的女人 剛輝

120688 拉著你的手 謝東

136495 拉薩的天堂 韓紅

162451 拔根蘆柴花 佚名

130615 拚搏永不敗 阿麗瑪

181024
拜託別愛我

[國] 樸一澤

162461 拜訪我的愛 佚名

142342 拭去你的淚 孟庭葦

115976 拿什麼去愛 舜文齊

116287 拿他跟我比 TAE

154183 拿出你的愛 愛樂團

124431 挑戰每一天 俞思遠,王嘯坤

159644 挪威的森林 伍佰

117397 挪威的森林 恰恰舞曲

181507 挽留你的歌 RAIN

148761 捧你在手心 謝娜

109647 捨不得你痛 劉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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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52 捨不得你走 周傳雄

126409 捨不得你走 梁麗榮

116631 捨不得你走 覃飛宇

102390 捨不得你走 陳星

176610 捨不得你走 陳小濤

180480
捨不得你走

[國] 焦慶軍

116360 捨不得放手 唐禹哲

115888 掃落葉的人 沙寶亮

104037 掌心裡的雪 楓橋

162482 掌聲響起來 鳳飛飛

158684 掙錢不容易 佚名

120854 掛念你是我 謝霆鋒

162494 提籃假燒金 佚名

138781 換我先吻你 劉若英

175481 握不住的他 林俊傑

148306 握不住的他 蕭瀟

173762 握住你的手 雷佳

109122 握緊你的手 劉德華

125186 握緊我的手 楊坤

159736 揮手 兄弟聯

181143
揮灑一滴淚

[國] 佚名

173944 搖到外婆橋 芭比

118679 搖滾怎麼了 王力宏

129741 摘下滿天星 鄭少秋

110472 摩天輪晚安 李易峰

159422 摩托車日記 五月天

181936
撈月亮的人

[粵] 楊千華

139654 撒哈拉冰室 李玟

159156 撒哈拉沙漠 颱風

110393 擁你在夢裡 李恕權

138269 擁抱再擁抱 LISA

141790 擁抱我入夢 賴佩霞

138007 擁抱的印記 金海心

150780 擁抱的問號 袁泉

115071 擁抱的快樂 任賢齊

101623 擁擠的樂園 陳昇

162464 擁護八路軍 佚名

144806 擁軍愛民歌 宋祖英

140336 擋著地球轉 林子娟

162474 擠熄的煙頭 佚名

145269 擱再愛一擺 蘇路

126770 擺渡人的歌 周華健

128562 攜手遊人間 張真

143423 改變我的心 潘美辰

400618
放下（消

伴)[國] 古巨基

142610 放下全世界 沐爾

109926 放不下感情 李克勤,潘美辰

149974 放不下的你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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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703 放伴洗身軀 黃西田

148577 放你在心裡 許美靜

145541 放在我心上 田希仁

117785 放我一個人 吳宗憲

400602
放手的勇氣[原

伴][國] 劉欣

108709 放歌黑土地 劉和剛

162515 放縱你的心 佚名

158017 放肆音樂通 群星

138206 放逐你的心 況明潔

151089 放開一點點 卓依婷

118681 放開你的心 王力宏

110259 放開你的手 李坤雨

146203 放阮作你去 汪子琳

128944 放飛的風箏 佚名

125217 故事未完成 楊培安,劉虹翎

125956 故事的啟迪 閻維文

133687 故事裡的事 戴嬈

100020 故土的太陽 安東

105981 故意不愛你 何潤東

119912 故意忘記了 蕭正楠

173040 故意忘記你 小峰峰

162521 故鄉人情味 佚名

400948
故鄉在丹江

[國] 王月華

106274 故鄉彼首歌 洪榮宏

150357 故鄉是北京 燕妮

146372 故鄉是北京 王佩

170193 故鄉是草原 胡東清

137858 故鄉普悠瑪 紀曉君

151842 故鄉的哈達 宗庸卓瑪

145649 故鄉的太陽 談芳兵

162526 故鄉的女孩 佚名

151889 故鄉的小屋 張也

135436 故鄉的小巷 關牧村

135017 故鄉的炊煙 格桑誌瑪

162529 故鄉的老家 佚名

116496 故鄉黑龍江 湯潮

400106
敖包再相會

[國] 烏蘭托婭,蒙克

145403 教我一點點 堂娜

162539 教我認識你 李茂山

106275 敢是伊知影 洪榮宏

173913 散場的擁抱 倪安東

124891 整晚的音樂 庾澄慶

133842 文明禮貌歌 董文華

110487 新一封家書 李春波

129387 新咖啡眼淚 趙真

107851 新回心轉意 黑龍

155171
新回心轉意

(REMIX) DJ

172946 新娘上錯床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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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324 新娘不是我 程響

162565 新娘像朵花 佚名

154540 新少女祈禱 BY2

127080 新山歌姻緣 張偉文

115234 新川江號子 潤土

162567 新年串燒歌 佚名

175563 新年來做客 卓依婷

162572 新年去度假 佚名

151092 新年咿呀嘿 卓依婷

162574 新年喜洋洋 卓依婷

162576 新年大吉利 佚名

149495 新年熱鬧鬧 陳誌康,尹匯芬

151100 新年行大運 卓依婷

129118 新康定情歌 臧天朔

100243 新彜族舞曲 阿木

154559 新春結良緣 八大巨星

181221
新時代戀歌

[國] 佚名

102505 新歡加精選 陳曉東

100492 新浪人情歌 阿龍正罡

158991 新生活運動 T-RUSH

110598 新貴妃醉酒 李玉剛

162586 新雪姑七友 佚名

158027 新青年製造 群星

158264 新馬來情歌 靚舞精靈

133522 斷翅的蝴蝶 丁薇

133306 旅行的意義 陳綺貞

157713 旋轉的房子 清醒樂隊

157099 日不落王國 螺絲釘

129212 日久見人心 莊學忠

162634 日安我的愛 鍾鎮濤,黃鶯鶯

162637 日落北京城 佚名

146326 日頭若落山 溫翠屏

110473 早安摩天輪 李易峰

118506 早已明白你 王傑

400837
早開的晚霞

[國] 林宥嘉

154301 早餐俱樂部 BABES

162656 明亮的眼睛 佚名

181844
明你還好嗎

[國] 徐譽滕

124894 明天去愛誰 庾澄慶

105302 明天屬於你我 郭峰

156418 明天是晴天 JS

400598
明天會怎樣

[消][國] 劉愷威

158029 明天會更好 TERRY,LEO,RANDY

150894 明天會更好 卓依婷,梅花三姐妹

153419 明天會更好 甄妮

182245
明天會更好

[國] 陳思思

137144 明天的太陽 黃韻玲

141502 明天的微笑 梁靜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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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68 明天的方向 林誌炫

171155 明天的記憶 孫燕姿

181568
明年情人節

[國] 丁當,何潤東

138950 明日話今天 張德蘭

153421 明日話今天 甄妮

135852 明明不是 ANGEL 何潔

158243 明星不如你 青梅竹馬組合

143353 明月幾時有 潘秀瓊

162660 明月照母心 佚名

142228 明白你的心 龍飄飄

162661 明知山有虎 佚名

162663 星仔走天涯 佚名

129489 星光伴我心 鄭中基

150295 星光遊樂園 泳兒

159091 星光遊樂園 TWINS

137279 星光電影院 江一燕

162664 星兒知我心 鄧麗君

134153 星兒知我心 鄭吟秋

104217 星夜的離別 阿吉仔

149731 星星堆滿天 楊乃文

135457 星星的淚光 關穎

173575 星星的眼睛 張含韻

159783 星星的約會 小虎隊

146735 星星的願望 王羚柔

151104 星星知我心 卓依婷

131398 星星知我心 方文琳

142229 星星知我心 龍飄飄

132494 星期五檔案 陳慧琳

159803 星期天日記 心跳男孩

111124 星空下的吻 林俊傑

148895 春來人不來 謝采雲

200185
春來沙家浜(原

伴)[國] 宋祖英

136498 春光無限好 韓紅

143310 春去春又回 潘嘉麗

120762 春去春又回 謝雷

143543 春天個花蕊 潘麗麗,詹宏達

162680 春天在哪裡 佚名

159427 春天的吶喊 五月天

157250 春天的味道 MINI

153376 春天的問候 朱鵬飛

139503 春天的姑娘 李池湘

135895 春天的微笑 何耀珊

133374 春天的故事 陳艾玲

143758 春天的故事 齊豫

133844 春天的故事 董文華

175540 春天的模樣 楊妃

180279
春天的火車

[國] 廣智

144812 春天的祝福 宋祖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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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684 春天的腳步 佚名

130945 春天的芭蕾 常思思

157738 春天的花蕊 滾石群星

144813 春天的雨露 宋祖英

115076 春天花會開 任賢齊

103211 春水似年華 刁寒

119113 春眠不覺曉 王繹龍

120705 春花開滿山 謝軍

134157 春風滿小城 鄧麗君

171201 昨夜又夢你 張新海

142231 昨夜夢見你 龍飄飄

139897 昨夜夢醒時 李翊君

150751 昨夜夢魂中 葉麗儀

134158 昨夜夢魂中 鄧麗君

173683 昨天的天堂 佚名

152525 昨日夢已遠 張清芳

107989 昨日夢已遠 姜育恒

119006 昨日的美麗 王梓蘅

162716 昨晚的溫柔 佚名

180153
是不是愛情(動

畫消伴)[國] 何潔

158899 是不是愛我 閃亮三姐妹

145247 是不是這樣 蘇芮

108101 是你不會錯 江凱文

138616 是你拋棄我 劉秋儀

139196 是你給我愛 李娜

104458 是你變了嗎 光良

127694 是否在戀愛 張學友

115444 是否愛過我 孫楠

137191 是否真愛我 黃鶯鶯

147752 是我不可愛 弦子

401023
是我先開口

[消][國] 胡夏

146622 是我太軟心 王瑞霞

154666 是我的無奈 芭比

124896 是誰在改變 庾澄慶

126064 是誰犯的錯 雲開

139722 是酒也是淚 李玲玉

131401 是雨還是你 蔡幸娟

134159 時光不再來 鄧麗君

135932 時光的邂逅 何靜

154471 時刻準備著 BOBO

165395 時刻準備著 3D動漫

159261 時速 240 糖果槍

107990 時間無地等 姜育恒

111572 時間的味道 林誌炫

141847 時間的密語 雷光夏

152527 時間的滋味 張清芳

106645 時間的眼淚 荒山亮

148687 時間的秘密 許茹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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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338 時間的距離 林子娟

120602 時間的距離 許紹洋

145379 時間美術館 唐雅明

159429 晚安 地球人 五月天

130853 晚安我的愛 白雪

116586 晚歸的丈夫 童安格

148344 晚霞滿漁船 蕭麗珠

107683 晚頭仔水蛙 黃西田,櫻桃姐妹

159813 智取威虎山 京劇

146152 暗戀桃花源 娃娃

154948 暗戀的代價 草蜢

115079 暗暗地傷心 任賢齊

148500 暫時一個人 許慧欣

106279 暫時再會啦 洪榮宏

138953 暴雨正來臨 呂珊

150222 更上一層樓 殷秀梅

146246 書劍恩仇錄 汪明荃

133015 書生與白狐 陳瑞,剛輝

141731 曾經太年輕 藍又時

132633 曾經快樂過 陳明

129863 曾經愛過你 鄭源

152530 曾經擁有過 張清芳

125137 曾經是回憶 楊剛

154541 曾經的約定 BY2

173499 曾經的美麗 瓊雪卓瑪

138785 最亮的星光 劉若英

149231 最佳男主角 伊能靜

173688 最佳男配角 棒棒堂 F

115988 最傷心的人 蘇天華

171236 最傷心的人 曾春年

171271 最傻的傻瓜 欒添翔

143427 最冷的夏天 潘美辰

126156 最冷的季節 周俊偉

117407 最初的地方 伍佰

182044
最初的最美

[國] 胡楊林

172847 最初的童話 何永俊

103212 最初的美麗 刁寒

133307 最初的起點 陳綺貞

147229 最壞的寶貝 王靜瑩

106007 最好的幸福 何炅

140981 最好的方法 林秋燕

126978 最好的時光 張信哲

132992 最好的朋友 陳琳

138786 最好的未來 劉若英

116183 最好的祝福 蘇永康

158041 最好的禮物 群星

141104 最幸福的事 梁文音

128957 最幸福的人 曾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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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59
最後一個

ENDING 梁詠琪

144489 最後一個人 孫淑媚

132679 最後一場雨 陳明真

131587 最後一封信 蔡琴

127699 最後一封信 張學友

111960 最後一支舞 梁朝偉

128564 最後一滴淚 張真

125068 最後一滴淚 易欣

101626 最後一盞燈 陳昇

116589 最後一首歌 劉藝涵

109603 最後一首歌 童安格

117788 最後一首歌 吳宗憲

110634 最後一首歌 李玖哲

103694 最後一首歌 迪克牛仔

130412 最後悔愛誰 安又琪

175489 最後情人節 謝華

117408 最後是溫柔 伍佰

101488 最後為你哭 陳健

100478 最後的傷悲 阿黑

106805 最後的傾訴 韓磊

180396
最後的光景

[國] 東城衛

104038 最後的哭泣 佚名

170512 最後的夏天 冷漠

116302 最後的微笑 TANK

173615 最後的情書 黃芳

138050 最後的戀人 金素梅

126256 最後的戰役 周傑倫

115617 最後的承諾 孫青

100733 最後的抱怨 崔健

147576 最後的探戈 向蕙玲

100985 最後的旋律 蒼茫

145590 最後的時刻 田震

133042 最後的楓葉 許強

120262 最後的楓葉 陳瑞

116184 最後的消息 蘇永康

118513 最後的溫柔 王傑

110215 最後的禮物 李加靚

176950 最後的約定 阿悄

144490 最後的舞伴 孫淑媚

162748 最後的裁判 佚名

155970 最後的討伐 鳳凰傳奇

112698 最後的談判 羅時豐

110797 最後的選擇 李茂山

175616 最後這一課 CIRCUS

119825 最後還是會 熊天平

162753 最心疼是你 佚名

109137 最愛上海灘 劉德華

173106 最愛不是我 張心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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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935 最愛的女人 龍奔

170283 最愛的女人 金城

180221
最愛的女孩

[國] 大哲

173953 最愛的寶貝 JERRY,MERRY

200395
最愛的情歌

[閩] 李婭莎

116043 最愛的朋友 蘇有朋

116942 最愛笑的人 譚詠麟

142942 最愛這一天 那英

116363 最愛還是你 唐禹哲

153067 最懂得愛你 曾寶儀

151108 最浪漫的事 卓依婷

176620 最浪漫的事 阿木

153982 最浪漫的事 趙詠華

103242 最深的傷口 大哲

155972 最炫民族風 鳳凰傳奇

141513 最爛的理由 梁靜茹

126065 最痛的感情 雲開

125446 最真心的話 楊臣剛

153983 最真的期待 趙詠華

400313
最美中國紅

[國] 韓旭

178055 最美的一刻 K ONE

181109
最美的名字

[國] 佚名

139327 最美的呼吸 李小璐

181941
最美的地方

[國] 樂桐

181184
最美的天空

[國] 西單女孩(任月麗)

127141 最美的太陽 張傑

171273 最美的情郎 櫻子

175487 最美的戀曲 譚圳

119007 最美的新娘 王梓蘅

151528 最美的淚水 周慧敏

172664 最美的祝福 佚名

400779
最美的花季

[國] 曉依

143160 最美的表情 彭羚

182317
最美的誓言

[國] 龍梅子

117309 最美麗的臉 WATERMAN

157008 最要的是你 可米小子

117789 最親愛的人 吳宗憲

117928 最親愛的人 吳煒

110314 最近比較煩 李宗盛

158471 最近還好嗎 S.H.E

150147 最遠的旅行 楊鈺瑩

110877 最長的一日 李逸

126257 最長的電影 周傑倫

146747 最難忘的人 王芷蕾

165433 最驕傲的事 4 IN LOVE

141514 會呼吸的痛 梁靜茹

138270 會在你身旁 LISA

171063 會有那一天 任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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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887 會痛的石頭 蕭敬騰

132722 會飛的溫柔 陳松齡

128476 月下的相思 佚名

129217 月亮不下山 莊學忠

135933 月亮偷著哭 何靜

100420 月亮升起來 阿玻

172841 月亮升起來 阿魯阿卓

172911 月亮對我說 阿筎那

145959 月亮惹的禍 吳泓君

139900 月亮惹的禍 李翊君

127929 月亮惹的禍 張宇

162764 月亮月光光 佚名

115198 月亮牽著心 容中爾甲

100841 月亮的影子 佚名

125385 月亮的心願 楊洪基

140942 月亮的晚上 林玉英

181187
月亮的眼淚

[國] 西單女孩(任月麗)

200625
月亮的眼睛

[國] 甜美真

149642 月亮花兒開 易秒英

146576 月亮請安排 王玲

146248 月光像姐兒 汪明荃

151112 月光小夜曲 任真

133380 月光小夜曲 卓依婷

121244 月光小夜曲 李明洋

110448 月光小夜曲 陳芬蘭

131590 月光小夜曲 蔡琴

136890 月光我的愛 佚名

175533 月光族的淚 冷漠

133849 月光的思念 董文華

162769 月光的海邊 佚名

148689 月光的祈禱 許茹蕓

149232 月兒亮彎彎 伊能靜

149403 月兒像檸檬 呂珊

142234 月兒像檸檬 姚蘇蓉

138955 月兒像檸檬 鄧麗君

134164 月兒像檸檬 龍飄飄

152061 月兒像檸檬 張德蘭

149984 月兒像檸檬 楊小萍

133381 月兒像檸檬 陳芬蘭

150185 月兒又彎彎 楊青倩,曹格

129219 月圓倍思親 莊學忠

173660 月圓情人夢 上明,林玉英

148973 月娘的心肝 謝金燕

136106 月殘花燭淚 杭天棋

176982 月牙小夜曲 趙本山

181253
月美人更美

[國] 郎郎(馬誌鋒)

115519 有一些記憶 孫漁

155291 有一份傷心 動力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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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407 有一個地方 劉嘉玲,張信哲

153919 有一個姑娘 趙薇

200722
有一個擁抱

[國] 蔡孟臻

131457 有一天我會 蔡淳佳

400716
有一種傷口

[國] 張傾城

143816 有一種幸福 任靜,付笛聲

164900 有一雙眼睛 彜人製造

126876 有一點動心 容祖兒,張信哲

144927 有了你的愛 斯琴格日樂

108373 有事你就說 金波

137977 有人關心你 金智娟

157650 有你來加油 痞克四

159581 有你在身旁 光良

125745 有你在身邊 袁成傑,戚薇

139659 有你就夠了 李玟

100298 有你才完整 阿杜

110363 有你才完美 李建衡,王冠

162785 有你明白我 佚名

147663 有你是榮幸 小雪

125219 有你有明天 楊培安,符瓊音

139197 有你的地方 李娜

148690 有你的天堂 許茹蕓

149626 有你的幸福 於莎莎,魏晨

140815 有你的快樂 林曉培

146774 有你的快樂 王若琳

130413 有你陪著我 安又琪

133259 有個小姑娘 陳紅

106491 有夢好甜蜜 胡彥斌,李彩樺

117545 有夢有朋友 伍思凱

155507 有夢沒有風 東方快車

162787 有寡人離了 佚名

149469 有我就有你 尤雅

134168 有我就有你 鄧麗君

151347 有星星的夜 卓文萱

124756 有沒有搞錯 宇桐非

140647 有淚盡情流 林憶蓮

107997 有空來坐坐 姜育恒

174020 有誰來愛我 泳兒

115083 有誰懂得愛 任賢齊

103697 有誰抱緊我 迪克牛仔

162794 有誰知道他 佚名

170890 有那麼難嗎 張婧

162796 有錢上界好 佚名

170835 有錢就愛你 陳玉健

170484
有錢就愛你

(REMIX) DJ

129809 有關於承諾 鄭智化

400861
有點捨不得

[國] 楊冪

121026 朋友三兩個 辛子奇



KOD-2400 国语歌曲 點歌目錄
編號 歌名 歌星 編號 歌名 歌星

國語歌曲 第 479 頁

162799 朋友你好嗎 趙本水

182137
朋友你好嗎

[國] 趙本水

151893 朋友的問候 張也

129390 朋友的心啊 趙真

137406 朋友的朋友 江美琪

176958 朋友的電話 佚名

104460 朋友首日封 光良

180179
朗格裡格朗

[國] 佚名

162806 望你來關懷 佚名

106281 望你聽我勸 洪榮宏

141020 望君早回航 林翠萍

170902 望月問天星 林良歡

151122 望月想愛人 卓依婷

106282 望月想愛人 洪榮宏

111128 期待你的愛 林俊傑

135748 期待再團圓 何以奇

106283 期待再相逢 洪榮宏

173870 期待這一刻 宋雪萊,姜婷婷

162823 期盼我的愛 佚名

154124 朦朧夜雨裡 AT17

135589 朦朧的燈光 高勝美

155627 朦朧的眼睛 頂尖拍檔

109147 木魚與金魚 劉德華

115446 未來在手中 孫楠

148238 未來的未來 蕭亞軒

113628 未來的未來 滿文軍

107660 未來的街頭 黃舒駿

138788 未來的關係 劉若英

103531 未嫁的姑娘 東安尼瑪

119957 未完成的愛 蕭閎仁

119972 未完成的歌 薛之謙

165097 未完的旋律 ZAYIN

142944 未完的童年 那英

158732 未成年主張 佚名

200154
未拆的禮物

[國] 品冠

176628 未滿十八歲 胡彥斌

131460 未知的以後 蔡淳佳

144690 未知的精彩 孫燕姿

175779 未識綺羅香 蔡琴

162831 末代畢業生 佚名

118803 末日愛不變 佚名

143311 本小姐不愛 潘嘉麗

144092 朱古力萬歲 容祖兒

131405 杏花溪之戀 蔡幸娟

104229 杏花溪之戀 費玉清

173784 東 3 環的夜 張博

160561
東京 HOLD ME

TIGHT 佚名

100448 東北一家人 阿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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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379 東北亞童話 王冰洋

144818 東南西北兵 宋祖英

151127 東南西北風 卓依婷

107218 東南西北風 黃安

101017 東南西北風 蔡國慶,殷秀梅

117275 東去的列車 騰格爾

160564 東山一把青 佚名

170657 東方中國龍 李貴府

153569 東方地平線 訾娟

125641 東海小王子 佚名

138137 東西南北兵 孔瑩

144820 東西南北兵 宋祖英

134945 松林的低語 鳳飛飛

158051 松的!衣池瀨 群星

153327 林中的小路 朱樺

400947
枯萎的玫瑰

[國] 王愛華

129345 柏拉圖廣場 趙凱

140650 某一個終點 林憶蓮

110208 柔情小夜曲 佚名

138956 柔道龍虎榜 呂珊

110841 校園像我家 李輝

135439 校園多美好 關牧村

162870 校園的早晨 佚名

119991 校服的裙擺 薛之謙

180447
格桑花兒開

[國] 樂桐

100398 桃花朵朵開 阿牛

112781 桃花滿天紅 佚名

109557 桃花為誰紅 劉海波

109814 桑塔露齊亞 廖昌永

116439 梁山小英雄 屠洪綱

109619 梅花臘月開 劉超華

130993 梨山小姑娘 春妹

155358 梨山癡情花 動力火車

152063 梨山癡情花 小萍萍

147635 梨山癡情花 張德蘭

110356 梨花又開放 李延亮

170545 梨花漫天開 周艷泓

143359 梭羅河之戀 潘秀瓊

165455 棒子老虎雞 520女子演唱組

138959 棧羅河之戀 呂珊

120351 森巴愛恰恰 許誌安

104231 楚留香新傳 費玉清

108499 榮耀的一天 柯有倫,黃義達

118815 榮辱記心間 王宏偉

132938 槐樹花兒香 陳玲玉

138555 槐花幾時開 劉玉婉

153920 樹葉的崇拜 趙薇

102058 機車與芭樂 陳小春,蔡安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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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37 檳榔村之戀 卓依婷

400128
檸檬草戒指

[國] 周逸涵

103615 櫻花的秘密 竇智孔

101548 欠了你的愛 陳冠希

175359
欠你一個一輩

子 沈誌仲

108000 欠你一滴淚 姜育恒

147640 欠你的太多 小賤

117791 欠你的溫柔 吳宗憲

142733 欠我的時光 莫文蔚

151138 欺騙我的心 卓依婷

125965 歌唱二郎山 閻維文

155471 歌唱井岡山 大家唱合唱團

162943 歌唱毛主席 佚名

400316
歌從心中來

[國] 韓琳

153043 歌從雪山來 佚名

134176 歌聲暖我心 鄧麗君

146551 歌聲滿行囊 王海玲

158053 歌聲與微笑 王雪晶

156819 歌聲與微笑 蔡琴

156818 歌聲與微笑 蔣小涵

162928 歐洲特快車 毛寧

151139 歡喜過新年 詹雅雯

162926 歡喜飲一杯 佚名

158054 歡樂中國年 卓依婷

144365 歡樂中國年 孫悅

124899 歡樂播音員 庾澄慶

162919 歡樂滿人間 佚名

175553 歡樂滿天下 卓依婷

162920 歡樂的新疆 佚名

155179
歡樂的玩吧

(REMIX) DJ

129070 歡樂送給你 澤郎多傑

120017 歡聚在北京 佚名

124900 歡迎光臨 DISCO 庾澄慶

157689 歡迎新年到 巧千金

100106 歡騰的草原 阿勇澤讓

160093 正東全歌手 佚名

109358 正當你年輕 劉文正

116590 此情永不留 童安格

104233 此情永不留 費玉清

158821 武裝的薔薇 神木與瞳

113629 歲月的眼淚 滿文軍

142591 歷史的天空 毛阿敏

102393 歸來吧愛人 陳星

107705 歹歹仔時機 黃西田

106285 歹路不可行 洪榮宏

129403 死也在一起 趙雨航

159708 死了都要愛 信樂團

119615 死了都要愛 阿信,小瀋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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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799 死心的理由 F.I.R

150679 殘缺的溫柔 葉璦菱

136879 殘酷的溫柔 黃小琥

132508 殺掉舊名單 陳慧琳

146393 母親我愛您 王夢麟

166074 母鴨帶小鴨 佚名

131033 每一個女人 曹穎

147666 每一句說話 小雪

159804
每一天 EVERY

DAY 心跳男孩

104462 每一次喊你 光良

130855 每一次幸福 白雪

139660 每一次想你 李玟

124757 每一次想起 宇桐非

140441 每一種男生 林心如

117214 每一面都美 陶喆

107531 每天的每夜 黃義達

148240 每次想到你 蕭亞軒

105984 每次想到你 何潤東

120352 每當你流淚 許誌安

134859 每當風起時 馮博娟

172116 比你好的人 阿超

132680 比寂寞善良 陳明真

111743 比昨天更愛 林東松

130704 比比的海洋 比比

115892 比痛更美麗 沙寶亮

152652 比誰都勇敢 張睿恩

156718 毛主席萬歲 經典老歌

170597 毛主席語錄 張冬玲

400553
水墨的音色

[消][國] 代悅

106286 水底鴛鴦夢 洪榮宏

200344
水果魔法棒

[國] 愛朵女孩

153297 水蜜桃聲明 朱安禹

144964 水蜜桃聲明 水蜜桃

105829 永不說再見 高楓

104512 永久的記憶 剛輝

138586 永恆的彩霞 劉瑋

135022 永恆的思念 格桑梅朵

151899 永恆的承諾 張也

181259
永恆的承諾

[國] 郭新龍

150152 永恆的誘惑 楊鈺瑩

157147 永恆的起點 零點樂隊

148694 永恆的轉眼 許茹蕓

126139 永恆的默契 周亮

106153 永遠不分開 歡子

106133 永遠不分開 歡子,T.R.Y

162989 永遠不回頭 王傑

126987 永遠不改變 張信哲

162991 永遠不能忘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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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439 永遠在一起 許哲佩

155455 永遠在身邊 大嘴巴

182051 永遠坐同船 良一,佳虹

155736 永遠垮不掉 群星

176082 永遠愛不完 郭富城

162994 永遠挨著你 佚名

155359 永遠擁抱你 動力火車

107100 永遠攏共款 黃品源

106219 永遠是你的 洪榮宏,張玲綺

136107 永遠是朋友 杭天棋

151144 永遠是朋友 卓依婷

150224 永遠是朋友 殷秀梅

142592 永遠是朋友 毛阿敏

107101 永遠有多遠 黃品源

157714 永遠的一天 清醒樂隊

173071 永遠的兄弟 刀郎

152532 永遠的微笑 張清芳

139396 永遠的微笑 李心潔

134184 永遠的微笑 費玉清

104236 永遠的微笑 陳松齡

145405 永遠的微笑 堂娜

152250 永遠的快樂 張惠妹

153526 永遠的思念 王瑞霞

146626 永遠的思念 祖海

143012 永遠的情人 歐陽菲菲

131461 永遠的愚人 蔡淳佳

143708 永遠的愛人 邱蕓子

173640 永遠的愛人 劉沖

149390 永遠的懷念 姚莉

127933 永遠的戀人 張宇

120588 永遠的戀人 許紹洋,林寶

180619
永遠的承諾

[國] 許雅涵

115489 永遠的朋友 張惠妹,孫楠

115375 永遠的朋友 辦桌二人組

116528 永遠的朋友 田梓呈,龐龍

115373 永遠的朋友 孫楠,張惠妹

107353 永遠的朋友 黃格選,安雯

101467 永遠的朋友 陳偉聯

105412 永遠的永遠 關喆

102308 永遠的海港 陳振雲

172887 永遠的港口 顧凱

125655 永遠的牽掛 佚名

152252 永遠的畫面 張惠妹

132130 永遠的相約 陳思思

151145 永遠的祝福 卓依婷

132511 永遠的福氣 陳慧琳

127715 永遠的笑臉 張學友

128836 永遠的自由 張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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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684 永遠的鮮花 張行

138587 永遠記得你 劉瑋

151146 永遠跟你走 卓依婷

144824 永遠跟你走 宋祖英

191154
永遠都不夠

[國] 鄭秀文

159732 永遠都會在 徐若瑄,兄弟聯

163000 求你再愛我 佚名

100910 求愛敢死隊 曹磊

158064 求愛特攻隊 粉紅教父小甜甜

102161 求愛瞎拼摸 陳小春

126015 求愛進行曲 陽一

165164 求愛響尾蛇 中國娃娃

144392 江南霧中雨 孫曉雲

200692
江山春好處

[國] 莊妮

143362 江水向東流 潘秀瓊

200968 江水向東流 黃仲崑

109817 江河萬古流 廖昌永

174107 江湖啊江湖 小瀋陽

124866 決定要愛你 庾澄慶

151901 沂蒙山小調 張也

135784 沉睡的戀人 何嘉莉

163011 沉重的腳步 佚名

155360 沉重的記憶 動力火車

163012 沉默為祝福 佚名

145250 沉默的母親 蘇芮

139905 沉默的祝福 李翊君

103578 沉默的等候 段千尋

149014 沉默的緣分 謝雨欣,張信哲

191155
沉默的縱容

[國] 鄭秀文

112293 沉默的表示 羅大佑,袁鳳瑛

148695 沒人能管你 許茹蕓

100300 沒什麼好怕 阿杜

163018 沒什麼意思 佚名

159584 沒你的日子 光良

132994 沒收你的愛 陳琳

108433 沒時間去老 孔太

126422 沒有一首歌 周傳雄

120118 沒有不可能 許孟哲

128000 沒有人心疼 張峰

140658 沒有人抽煙 林憶蓮

145183 沒有人理我 蘇慧倫

110315 沒有人知道 李宗盛

126780 沒有你傷心 周華健

172657 沒有你的天 馮銘潮

140151 沒有你的我 林佳儀

172765 沒有大不了 曹震豪

105746 沒有帆的船 高峰

119524 沒有很會唱 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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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698 沒有情人節 孫燕姿

170886 沒有說再見 孫耀威

178027 沒有那一天 PING PUNG

124447 沒有那麼帥 俞灝明

174038 沒有錢不行 羅鋼

143087 沒法忘記他 彭家麗

134186 沒良心的人 鄧麗君

137408 沒那麼愛她 江美琪

136881 沒那麼簡單 黃小琥

156909 沒錢也瀟灑 小曾

156719 沒錢也瀟灑 高歌

128988 沒錢沒感情 曾輝彬

163020 沒頭的生活 佚名

103182 沙棗花兒香 刀郎

143363 河上的月色 潘秀瓊

129141 河山萬裏情 莊學忠

137342 河畔青草青 江玲

163038 河邊對口曲 佚名

129415 沸騰的誘惑 趙龍嘯

400573
泉州小姑娘

[國] 傅瀅瀅

163043 泉水叮咚響 經典老歌

119958 法克這個人 蕭閎仁

104833 法輪嘉那嘛 根呷

106389 波呂克塞娜 海鳴威

163046 波蘭圓舞曲 佚名

141021 泣在風雨中 林翠萍

400915
洛桑的故鄉

[國] 洛桑尖措

165165 活出個自我 中國娃娃

111363 活到一百歲 林宇中

105830 活得像個人 高楓

174117 活得更像我 飛輪海

163060 流不完的淚 佚名

165178 流失的傳說 中國紅

127454 流星下的願 張學友,許慧欣

101628 流星小夜曲 陳昇

119974 流星的眼淚 李俊熙

109849 流星的眼淚 薛之謙

163067 流浪到北臺 佚名

109779 流浪的孩子 呂飛

149235 流浪的小孩 伊能靜

151151 流浪的心情 卓依婷

173785 流浪的船長 張博

155800 流浪者之歌 F.I.R

165334 流浪者之路 1976

158618 流淚不流淚 SUMMER GRACE

141718 流淚不流淚 羅美玲

146374 流淚的女人 王冠

146380 流血的承諾 王冰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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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72 流逝的容顏 佚名

163073 流逝的歲月 佚名

401234
流逝的青春

[國] 黎明花

163076 浪不完的淚 佚名

115649 浪子何處歸 宋雪萊

109176 浪子心聲 劉德華

140443 浪漫不再有 林心如

115095 浪漫手牽手 任賢齊

120603 浪漫的愛情 許紹洋

132636 浪漫的星星 陳明

110489 浪漫紅塵中 李春波

151153 浪花一朵朵 光良

104465 浪花一朵朵 卓依婷

100400 浪花一朵朵 阿牛

140087 浪花一朵朵 李霄雲

107037 浪花一朵朵 黃品源,任賢齊

191157
浪花一朵朵

[國] 鄭秀文

143488 浮生千山路 潘越雲

400804
海上的月亮

[國] 李宇春

133858 海南的故事 董文華

139975 海底兩萬米 李芳

135441 海藍色的夢 關牧村

163103 海裡來的沙 佚名

142593 海角未歸人 毛阿敏

156402 海邊一日遊 佚名

153483 海鷗在飛翔 甄秀珍

134460 海鷗飛呀飛 方季惟

131190 消失的城堡 蔡依林

165517 消逝的愛情 5566

170061 消防兵之歌 劉建軍

108248 淚不停在流 佚名

126426 淚也不敢流 周傳雄

133747 淚流一千遍 戴辛尉

117100 淚流一千遍 邰正宵

400118
淚灑愛情海

[國] 劉牧

142236 淚灑愛河橋 龍飄飄

142792 淡呀淡的光 馬玉芬

103579 淡黃色卷髮 段千尋

182275
淩晨兩點半

[國] 佚名

170752 深圳歡迎您 群星

145845 深夜地下鐵 陶鈺玉

155182 深夜的節奏 佚名

140835 深情比酒濃 佚名

158480 深情永不變 S.H.E

130994 深情永綢繆 春妹

109178 深情的一句 劉德華

121126 深情的弟弟 亞東

102525 深情的眼睛 陳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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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514 深情看世界 南方二重唱

125871 深愛你的豬 閆寒

127182 深深愛著你 張克帆

119975 深深愛過你 薛之謙

129229 深深的戀情 莊學忠

163116 深深的海洋 蘇小明,張暴默

152534 深邃與甜蜜 張清芳

147143 添丁又發財 王雪晶,莊群施

172813 清明上河圖 李玉剛

181058
清明上河圖

[國] 湯燦

144831 清清駱馬湖 宋祖英

158481 清爽由自已 S.H.E

137958 渡口的女人 金子嫣

163143 港邊相思曲 佚名

163145 港都好男兒 佚名

145808 湖心草深長 陶晶瑩

132776 湖邊含羞草 陳淑樺

163006 湯島白梅記 佚名

173919 湳雨的心情 邱蕓子

130460 準備接受愛 愛戴

103376 準我再一次 杜德偉

160992 準我離開吧 佚名

160993 準許我愛你 佚名

155978 溜溜的情歌 鳳凰傳奇

149476 溫情滿人間 尤雅

134195 溫情滿人間 鄧麗君

138185 溫暖是紅色 柯以敏

106291 溫暖的山雪 洪榮宏

136769 溫暖的秋天 黃可兒

108006 溫暖的秋天 姜育恒

145704 溫暖與輝煌 譚晶

108493 溫柔壞男人 柯受良

137828 溫柔小女人 甲子蕙

171121 溫柔犯的罪 呂曉

400338
溫柔的一刀

[國] 龍嘯

171154 溫柔的傷害 孫彭飛

163132 溫柔的傾訴 佚名

141037 溫柔的慈悲 林良樂

130571 溫柔的慈悲 阿桑

111577 溫柔的拒絕 林誌炫

126611 溫柔的晚安 周渝民

172833 溫柔與霸道 杭嬌

138556 溫馨的祝福 劉玉婉

118076 滄桑的情人 巫啟賢

170615 滄桑的浪漫 張睿,李晟

140497 滾熱的咖啡 林慧萍

155183
滿嗨的士高

(REMIX) DJ

102246
滿天的雨水都

是我的淚 陳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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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951 漏雨的小屋 那英

110396 漫長的告別 李恕權

159738 漫長的約會 兄弟聯

139286 潘帕斯之舞 李宇春

137034 潛入深海裡 黃湘怡

131946 澳門小荷花 佚名

139912 激情的代價 李翊君

190065
濕了我的心

[國] 佚名

121177 濤哥我愛你 雪村

101336 瀋陽啊瀋陽 遲誌強

135027 瀘沽湖情歌 蘭卡布尺,格絨格西

134956 瀟灑的季節 鳳飛飛

163170 瀟灑的背後 佚名

153840 瀟灑走一回 趙學而

151164 瀟灑走一回 卓依婷

146254 瀟灑走一回 汪明荃

163055 灑後的心聲 佚名

137126 火星愛月亮 黃雅莉

149032 火星有點燙 謝雨欣

153161 火火的中國 曾敏

108272 火火的北京 解曉東

159711 火燒的寂寞 信樂團

110688 火箭兵的夢 李競,吳兢

130543 火紅的暢想 阿斯根

126266 火車叼位去 周傑倫

166059 火車行鐵枝 佚名

173808 灰姑娘的屋 佚名

137959 灰色的訴說 金子嫣

163183 灰色的逃脫 林憶蓮

158576 灰色西雅圖 SO WHAT

166090 為了一粒米 兒歌

144370 為了這一天 孫悅

400960
為了這一天

[國] 王錚亮

136255 為了遇見你 佚名

102247 為人民服務 陳少華

165134 為今天喝彩 林萍,中國力量

160617 為何來相瞞 佚名

139663 為何纏著我 李玟

165434 為你唱的歌 4 IN LOVE

124440 為你唱的歌 俞灝明

103305 為你唱首歌 戴玉強

175100 為你唱首歌 痛仰樂隊

181045
為你唱首歌(原

伴)[國] 汪蘇瀧

147740 為你寫的歌 希婕

103994 為你寫的歌 方大同

149033 為你我願意 謝雨欣

136068 為你流的淚 侯湘婷

101496 為你濕的淚 陳傑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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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529 為你生堆火 王傑

115100 為你而祝福 任賢齊

172876 為你醉一回 佚名

176736 為夢想歌唱 侯旭

151417 為愛付代價 周子寒

132518 為愛放心上 陳慧琳

117735 為愛流過淚 吳奇隆

136461 為愛牽起手 韓紅,李春波

139346 為愛犯了罪 李度

109187 為愛瘦一次 劉德華

118355 為愛苦一生 王中平

115451 為愛說抱歉 孫楠

180446
為愛醉一回

[國] 榮聯合

170737 為戀愛充電 田芯兒

118799 為我歸來吧 王子鳴

136463 為生命喝彩 韓紅,羽泉

147220 為祖國乾杯 王霞

181335
為祖國喝彩

[國] 陳茗加

146651 為祖國祝福 劉和剛

108712 為祖國祝福 王瑩

200281
為自己加油

[國] 佚名

115101 為自己驕傲 任賢齊

160632 為自己鼓掌 群星

180173
為華誕而歌

[國] 劉奇梅

160631 為著十萬元 佚名

160623 為軍營喝彩 佚名

139914 為錢賭性命 李翊君

109359 為青春歡唱 劉文正

151170 烏來追想曲 卓依婷

156857 烏蘇裡船歌 莊學忠

129236 烏蘇裡船歌 郭頌

176737 烏蘇裡船歌 侯旭

180244
烏蘇裡船歌

[國] 子祺

175702 無事,有心 劉浩龍

146628 無人拆會散 王瑞霞

143709 無你的城市 李明洋

103701 無力去愛誰 迪克牛仔

115799 無助的癡情 時金鈺

164921 無可能的夢 櫻桃姐妹

130627 無名指的等待 冰淇

136412 無奈的思緒 韓寶儀

139728 無奈的淚滴 李玲玉

106903 無奈的笑容 黃克林

180599
無奈的紅塵

[國] 佚名

100402 無尾熊抱抱 阿牛

124488 無怨的青春 葉佳修

116201 無悔的曾經 蘇永康

119540 無悔的諾言 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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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008 無情放乎開 吳淑敏

103826 無情的傷害 爾薩

106647 無情的坦白 荒山亮

152740 無情的情人 張芯

155364 無情的情書 動力火車

162610 無情的愛人 翁立友

129871 無情的溫柔 鄭源

115515 無情的溫柔 孫浩雨

106218 無情的玫瑰 劉依純,洪榮宏

190103
無情的背叛

[國] 龐龍

129237 無情的謊言 莊學忠

162615 無意無思啦 佚名

115811 無敵跳跳糖 佚名

154848 無敵鐵金剛 刺客合唱團

135766 無敵鐵金鋼 何嘉文

141523 無條件為你 梁靜茹

120004 無法忘記你 西域刀郎

107235 無淚的遺憾 黃家強,SOLER

125480 無盡的港口 殷正洋

141022 無緣偕白頭 林翠萍

162623 無聊的人生 吳念真

119506 無聊的快樂 小刀樂團

106167 無聊的男性 洪一峰

136413 無聊的遊戲 韓寶儀

171196 無聲的吉他 張學友

117424 無聲的所在 伍佰

135604 無言的吶喊 高勝美

107110 無言的山丘 黃品源

136414 無言的溫柔 韓寶儀

120265 無言的等待 許強

401251
無言的結局

[國] 羅時豐,林淑蓉

132778 無言的表示 陳淑樺

155747 無言的訴說 額爾古納樂隊

162629 無語問蒼天 高勝美

134200 無語問蒼天 鄧麗君

176673 無邊的孤單 包胡爾查,李玲玉

170280 無邊的寂寞 葛本軍

147929 無邊際的夢 徐懷鈺

145474 無顏色的夢 湯寶如

170057 煙火的光芒 馬天宇

155843 煙火的季節 F4

116203 煙火闌珊處 蘇永康

110532 煙雨唱揚州 李殊

104343 煩人的秋風 費翔

109598 熊貓下的毒 劉航

126614 熟悉的溫柔 周渝民

101951 熱島小夜曲 陳奕迅

105832 熱情的太陽 高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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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365 熱情的沙漠 動力火車

153253 熱情的沙漠 呂珊

143014 熱情的沙漠 朱咪咪

138964 熱情的沙漠 歐陽菲菲

147849 熱情的沙漠 徐小鳳

127397 熱情的沙漠 張國榮

124906 熱情的沙漠 庾澄慶

154674 熱線你和我 芭比

109360 熱線你和我 劉文正

145544 熱蕩的宇宙 佚名

163213 燃燒的激情 佚名

116204 燈火闌珊處 蘇永康

119651 燒燒 A 心臟 小蟲

180687
燕兒翩翩飛

[國] 佚名

145598 燦爛的天空 田震

106294 燦爛的戀歌 洪榮宏

111838 燦爛的明天 林義忠

163186 燦爛的未來 佚名

150475 燭光 葉倩文

144836 燭光映紅天 宋祖英

200399 爆笑一條龍
李思捷,王祖藍,阮兆

祥

160664 爭取好名聲 佚名

125975 父親對我說 閻維文

170070 父親的希望 冷漠

126272 爸我回來了 周傑倫

163364 爸爸不要說 伊能靜

163367 爸爸回來了 佚名

158735 爸爸愛媽媽 山腳下男孩

137869 爸爸的寶貝 佚名

119556 爸爸的村莊 周亮,小曾

163371 爸爸的祝福 劉歡

175242 爸爸的草鞋 蔣慶龍,胡渭康,林利

124492 爸爸的草鞋 葉佳修

128274
爸爸的草鞋(現

場版) 張明敏

173379 爺爺唱的歌 沈芯羽

126273 爺爺泡的茶 周傑倫

200694 片片楓葉情 張智霖

163374 牛奶三明治 佚名

128642 牛郎想織女 張華

124835 牛郎織女情 尹相傑

133587 牧村的黃昏 德德瑪

151177 牧羊女之戀 卓依婷

156744 牧馬人之歌 經典老歌

102401 特別想念你 陳星

171122 牽了誰的手 呂曉

115108 牽住我的手 任賢齊

134959 牽成阮的愛 鳳飛飛

132522 牽手一分鐘 陳慧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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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80 牽牛花的愛 佚名

163387 牽著你的手 阿筎那,烏日格

173898 牽袂條的手 王識賢

136547 狂想的旅程 韓雪

158577 狂舞吧!勇氣 SO WHAT

166054 狐貍與和尚 佚名

109201 狠心的一課 劉德華

158682 猜猜我是誰 三角 COOL

180472
獨醉笑春風

[國] 佚名

163405 獵人進行曲 佚名

103440 獻上我的心 杜德偉

143725 玉宇淨無塵 錢惠麗

119892 王妃 蕭敬騰

129655 王子復仇記 鄭元暢

119893 王子的新衣 蕭敬騰

125737 王子與公主 袁惟仁

148003 王子變青蛙 徐若瑄

149991 王老虎搶親 朱藺

163426 玩具的音樂 佚名

157154 玩夠了沒有 零點樂隊

101489 玫瑰也傷心 陳健

128839 玫瑰的名字 張雨生

116596 玫瑰的謊言 童安格

133047 玫瑰花又開 陳瑞

155193
玫瑰花慢搖

(REMIX) DJ

142515 珍惜再會時 梅艷芳

107040 珍惜我的愛 黃品源,梁詠琪

129239 珍珠結情緣 莊學忠

108770 珍重我的愛 劉家昌,劉艾靈

129240 珍重道別離 莊學忠

115204 珠穆朗瑪峰 容中爾甲

400591
班長告訴我

[國] 劉和剛

135833 現在怎麼辦 何欣穗

148331 現在的我們 蕭薔

111676 現實夢想家 林誌穎

102574 理智與感情 陳柏宇,楊丞琳

401215
琴鍵上的淚

[國] 黃勇深

118774 琴麻島的海 王嘯坤

106537 瑪麗蓮夢露 胡彥斌

163421 瑪麗諾之歌 佚名

144840 甜甜大家園 宋祖英

163449 甜甜小公主 佚名

132134 甜甜的山歌 陳思思

145361 甜甜的鄉情 唐佩珠

130996 甜美的秘密 春妹

145430 甜蜜白皮書 天心

166024 甜蜜的家庭 佚名

134205 甜蜜的小雨 鄧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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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004 甜蜜的折磨 徐若瑄

157708 甜蜜的願望 強辯樂團

136507 生命不言敗 韓紅

105751 生命中的愛 高峰

135251 生命圓舞曲 佚名

135607 生命如花籃 高勝美

110805 生命如花藍 李茂山

170175 生命的太陽 雲菲菲

158788 生命的尊嚴 水木年華

158789 生命的意義 水木年華

150839 生命的旅者 銀環

139916 生命的溫泉 李翊君

151396 生命的珍藏 周冰倩

117107 生命的長河 邰正宵

158089 生命的驕傲 群星

117311 生命要繼續 WITNESS

163454 生存的自由 佚名

128629 生日不快樂 張艾文

163457 生日串燒歌 佚名

175428 生日最快樂 佚名

138445 生日的祝福 劉小娜

131414 生死永不分 蔡幸娟

145122 生活要快樂 蘇愛倫

146103 生生世世愛 吳雨霏

401042
生鏽遊樂場

[消][國] 蔡健雅

101353 用一生愛你 長春蟲子

107674 用心來交陪 方瑞娥,黃西田

182288 用心去打拼 餘天龍

173181 用心相疼痛 朱海君

146634 用心等待你 王瑞霞

146256 用愛將心偷 汪明荃

158979 田納西恰恰 TIZZY BAC

107686 田莊小姑娘 黃西田,櫻桃姐妹

144841 田野的春天 宋祖英

148988 甲傷心同居 謝金燕

106539 男人 KTV 胡彥斌

401100
男人也是人

[國] 趙小兵

190053
男人也脆弱

[國] 徐誌強

182050
男人也脆弱

[國] 舒方

102709 男人就是累 陳玉健

115301 男人就要狠 司文,鐵熱沁夫

400263
男人很脆弱

[國] 舒方

145639 男人沒煩惱 佚名

117932 男人狠一點 吳煒

115676 男人的天份 山野

173520 男人的寂寞 佚名

141763 男人的新衣 藍心湄

116534 男人的柔情 田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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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33 男人的海邊 辛龍

128727 男人的煩惱 張衛健

138794 男人的皮衣 劉若英

121362 男人的眼淚 余天

174105 男人的眼淚 龍嘯

108746 男人的眼淚 劉嘉亮

200937 男人的肩胛 陳隨意

121263 男人的苦悶 余天

119542 男人的諾言 小山

103706 男人真命苦 迪克牛仔

102175 男人與公狗 陳小春

154211 男人要乾脆 阿妹妹

142957 男人這本書 那英

135701 男人這東西 張柏芝,高雪嵐

103707 男兒當自強 迪克牛仔

129872 男孩的心事 鄭源

106295 男性的純情 洪榮宏

140409 男生女生配 許誌安

165360 男生女生配 2MORO

125801 男生該獨立 言承旭

104005 留一些空間 方誌耀

115113 留下你的美 任賢齊

115583 留下來好嗎 孫耀威

158691 留下恨悠悠 十二美女

136415 留不住斜陽 韓寶儀

115460 留什麼給你 孫楠

163490 留住你的心 佚名

165520 留住這感覺 5566

135695 留個電話吧 高菲

153378 留在我身邊 佚名

182289 留戀北海岸 餘天龍

107687 留戀的暗暝 黃西田,櫻桃姐妹

149265 留我一個人 伊雪

117553 留給你的窗 伍思凱

116599 留聲機戀曲 童安格

103251 畢業幹什麼 大支,EAC

111583 畢業紀念冊 林誌炫

175165 畢業紀念日 韓偉

148245 畫一道彩虹 蕭亞軒

171300 畫中的媽媽 王亞平

171294 畫仙入蝶魂 熊七梅

154679 異想的甜蜜 芭比

165397 當一個好兵 3D動漫

144899 當你想起我 尚雯婕

129021 當你是朋友 朱孝天

129384 當你說要走 趙炳文

140501 當假期結束 林慧萍

126519 當兵圖個啥 周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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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490 當兵有多苦 佚名

108378 當兵的兄弟 金波

156766 當兵的哥們 高歌

125934 當兵的天地 閻維文

145707 當兵的歷史 譚晶

200409
當兵的滋味

[國] 杜磊

125937 當兵走天涯 閻維文

170749 當初的花開 羅藹軒

136332 當初見到你 華娃

117933 當初那麼傻 吳煒

130605 當哈利遇到 阿雅

149102 當大雨過後 辛曉琪

110375 當年的承諾 李建衡

120663 當愛不存在 謝宇書

138795 當愛在靠近 劉若英

139667 當愛成碎片 李玟

110413 當我想起你 李文亮

127740 當我想起你 張學友

141285 當我愛上你 梁詠琪

141813 當我發現你 路綺歐

400652
當我遇見你

[國] 喬洋

143434 當我離開你 潘美辰

129146 當掌聲過後 莊學忠,高勝雲

135608 當掌聲過後 高勝美

108009 當擁抱結束 姜育恒

161989 當時明月在 佚名

106013 當時的理想 何炅

109392 當過兵的人 劉斌

148584 當陽光變冷 許美靜

126157 疲倦到極點 周俊偉

159739 疼你一輩子 兄弟聯

127945 疼你到最後 張宇

149144 疼你歸萬年 佚名

175407 瘋狂哆來咪 佚名

130606 瘋狂大請客 阿雅

181846
瘋狂愛愛愛

[國] 慕容曉曉,辦桌二人組

163493 瘋狂的哨子 佚名

155248 瘋狂的士高 DJ

157710 瘋狂的週末 佚名

400629
療傷燒肉粽

[國] 周傑倫

119527 癡妹與王兩 小宇

152083 癡心換傷悲 張心童

163497 癡心的小妹 佚名

147578 癡情有憨膽 向蕙玲

136417 癡情無卡紙 韓寶儀

145100 癡情的等待 江蕙

191176
癡癡為你等

[國] 鄭秀文

101239 發光的簡訊 蔡旻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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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296
發燒的感覺

[國] 張小覺

107489 發生什麼事 黃立行

165168 發財新年歌 中國娃娃

147145 發財有興旺 王雪晶,莊群施

181434
白兔兒乖乖

[國] BY2

165027 白天的思念 羽泉

142354 白天的星星 孟庭葦

106117 白色戀習曲 後弦

163513 白色的太陽 佚名

125393 白雲的故鄉 楊洪基

139762 白雲的故鄉 李瓊

108792 白雲長在天 劉家昌

104249 白雲長在天 費玉清

163516 白鵝學唱歌 佚名

144375 百合花情思 孫悅

138965 百花亭之戀 張德蘭

163519 百花亭贈劍 吳國華,曹秀琴

142844 百變的選擇 倪睿思

173372 皇帝的新裝 沈芯羽

139290 皇後與夢想 李宇春

127116 盆地的回音 佚名

107859 盛世大中國 黑龍

142741 盛夏的果實 莫文蔚

135897 盛開的夢想 何耀珊

137970 盛開的希望 金巧巧

144843 盛開的牡丹 宋祖英

151545 盡在不言中 周慧敏

145602 盡在不言中 田震

171239 直到流幹淚 朱青

118077 相信不相信 巫啟賢

142962 相信那一天 那英

100304 相同的回應 阿杜

137412 相對的失去 江美琪

173761 相忘於江湖 陳楚生

181135
相思在秋天

[國] 佚名

140849 相思夜夜深 林淑娟

129243 相思未了情 莊學忠

104251 相思比夢長 費玉清

129244 相思的滋味 莊學忠

139918 相思的烈酒 李翊君

146555 相思的種子 王渝

149553 相思的種子 於臺煙

175525 相思的纏繞 杭嬌

128377 相思苦難挨 張智霖

131417 相愛不容易 蔡幸娟

180178
相愛到永遠

[國] 劉思偉,春天

113683 相愛的理由 劉愷威

109339 相愛的理由 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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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379 相愛的運氣 萬芳

108868 相約到永久 劉德華,關芝琳

175466 相約在雨季 星弟

158099 相約新北京 群星

144845 相約月圓時 宋祖英

150050 相聚不容易 楊燕

147479 相聚在龍年 韋唯

134209 相聚更甜蜜 鄧麗君

153485 相見不恨晚 甄秀珍

138105 相見不恨晚 白光

130719 相見不恨晚 靜婷

134210 相見在明天 鄧麗君

130886 相見無幾時 佚名

163536 相貓的女人 佚名

163543 相逄有樂町 佚名

163546 相逢在雨中 黎明

163547 相逢夕陽下 佚名

149310 相逢是首歌 俞靜

102334 相逢酒場內 佚名

151996 相遇的魔咒 張嘉倪

151195 看不見溫柔 卓依婷

176680 看了你一眼 烏蘭托婭

105544 看到你流淚 高人傑

104469 看到你的臉 光良

103134 看我的眼睛 佚名

151546 看著我的眼 周慧敏

163563 看見了新娘 戲曲

159806 看誰能不敗 心跳男孩

163566 看誰能戰鬥 3D動漫

136070 真夏的公車 侯湘婷

127247 真夏的櫻花 張善為

142599 真實的女人 毛阿敏

116416 真實的自我 屠洪綱

109621 真心惹的禍 劉超華

175471 真心換傷心 程響

127746 真心的朋友 張學友

163574 真心苦苦的 佚名

120366 真心都給你 許誌安

151399 真情不會老 周冰倩

157751 真情暖人間 群星

139797 真情最難留 李碧華

134963 真情比酒濃 鳳飛飛

127748 真情的交會 張學友

139672 真想見到你 李玟

101633 真愛 A 感覺 陳昇

139831 真愛一世情 李羿慧

144377 真愛不會變 孫悅

101001 真愛來敲門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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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891 真愛太昂貴 董燕妮

135503 真愛每一天 顧莉雅

170619 真愛的味道 張靚穎

140988 真愛的旅行 林綾

103185 真愛的胸懷 刀郎

126846 真愛看不到 尊龍

118535 真愛看不到 王傑

139548 真愛與擁有 李牧遙

125237 真我最自由 楊培安

109230 真我的風采 劉德華

163582 真是好樣的 3D動漫

163581 真是樂死人 民歌

170586 真的不可以 孟楊

190022
真的不同了

[國] 龐龍

400585
真的不應該

[國] 冷漠

170259 真的傷不起 趙真

118939 真的太愛你 王建傑

151199 真的好想你 卓依婷

151400 真的好想你 周冰倩

116525 真的好想你 田家達

107860 真的好愛你 黑龍

400867
真的很在乎

[國] 楊坤

174026 真的很愛你 陸平

139673 真的想見你 李玟

115462 真的愛上你 孫楠

171355 真的愛上你 許佳慧

200321
真的愛不起[明

業嘉輝][國] 張雷

141386 真的愛我嗎 梁雁翎

104074 真的我沒事 符致逸

141780 真的是你嗎 佚名

176758 真的無所謂 熊七梅

102405 真的要走了 陳星

118079 真的謝謝你 巫啟賢

170625 眼淚不值錢 慕容曉曉

134211 眼淚中的愛 鄧麗君

109729 眼淚有多重 呂方

115117 眼淚沒有用 任賢齊

103074 眼淚為你流 陳鵬

155698 眼淚的味道 ENERGY

182033
眼淚的錯覺

[國] 群星

135112 眼淚的體會 郭映

181063
眼睛會撒謊

[國] 潘贏,楊子一

143173 眼睛濕濕的 彭羚

117111 眼神騙不過 邰正宵

138010 睡不著的海 金海心

115118 睡到 12 點 任賢齊

148531 睡吧我的愛 許景淳

135855 睡在你懷中 何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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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4 瞬間救地球 佚名

139674 矛盾的心理 李玟

159248 知道不知道 安雯

153486 知道不知道 張瑤

153037 知道不知道 張鳳鳳

152634 知道不知道 王宏偉

135723 知道不知道 甄秀珍

134212 知道不知道 童聲合唱團

130435 知道不知道 鄧麗君

118818 知道不知道 龔玥

138904 知道不知道 劉韻

138797 知道不知道 劉若英

157400 知道你會走 蜜雪薇琪

149554 短暫的等待 於臺煙

125448 短暫的美好 楊臣剛

102864 石頭剪刀布 陳藝鵬

118198 石頭在歌唱 汪峰,譚維維

147525 石頭的外衣 魏佳慶

128125 破碎的溫柔 張振宇

126616 破碎的眼淚 周渝民

108553 破碎的花瓶 闞傑

148323 破鏡難重圓 蕭蔓萱

150842 碎心的等待 佚名

105834 碰卡拉恰恰 高楓

139675 碰碰看愛情 李玟

156756 社會主義好 經典老歌

105765 祖先的陰影 高旗

106581 祖國啊母親 胡松華

149643 祖國年年好 易秒英

140054 祖國春常在 李穀一

156854 祖國讚美詩 姚曄

135079 祖國讚美詩 郭公芳

163621 祗記今朝笑 佚名

125980 祝媽媽長壽 閻維文

149311 祝福你一生 俞靜

400200
祝福你中國

[國] 段紅

108216 祝福你祖國 蔣大為

146356 祝福你草原 烏蘭雪蓉

138485 祝福有情人 劉小鈺

102183 神呀救救我 陳小春

182232
神奇化妝師

[粵] 陳奕迅

115207 神奇的九寨 容中爾甲

163640 神奇的旋風 紅孩兒

155981 神奇的松原 鳳凰傳奇

145711 神奇的陽美 譚晶

172877 神武笑春風 佚名

106299 神秘的戀情 洪榮宏

163642 神秘的森林 佚名



KOD-2400 国语歌曲 點歌目錄
編號 歌名 歌星 編號 歌名 歌星

國語歌曲 第 500 頁

143367 神秘的魔力 潘秀瓊

125363 福到千萬家 楊洋,金彪

138395 福娃一起來 蝴蝶組合,劉倞

119680 禱告良辰歌 徐偉賢

117223 禱告良辰歌 陶喆

159340 私奔到月球 陳綺貞,五月天

155004 秋天不回來 DISCO

154843 秋天不回來 CT GIRLS

118972 秋天不回來 王強

163663 秋天多美好 佚名

182003
秋天的思念[DJ

版][國] 琪琪格

200904
秋天的月光

[國] 陳幸子

152884 秋天的玫瑰 張薔

133050 秋天的玫瑰 陳瑞

154188 秋天的童話 愛樂團

181789
秋天的童話

[國] 張傑

133870 秋天的訴說 董文華

156764 秋天的諾言 經典老歌

181091
秋水戀伊人

[國] 甜美真

131425 秋涼如我心 蔡幸娟

163670 秋潮向晚天 王芷蕾

131877 秋窗風雨夕 陳力

135768 科學小飛俠 何嘉文

155982 科爾沁哥哥 佚名

180570
科爾沁姑娘

[國] 蒙克

116268 科爾沁新娘 佚名

135458 秒秒都美麗 關穎

124836 種豆不得瓜 尹相傑

149998 穆桂英掛帥 楊春霞

133419 穆桂英掛帥 陳輝玲

148589 空氣中的迷 許美靜

141063 空白的日子 林靈

149555 空白錄音帶 於臺煙

116052 空蕩一個人 蘇有朋

139551 穿上彩虹衣 佚名

155699 穿越一光年 ENERGY

112874 穿越風沙線 老狼,孫萌

159457 突然好想你 五月天

126635 突然想愛你 丁當,周華健

148713 突然想愛你 許茹蕓

182274
突然想流淚

[國] 韓紅

148250 突然想起你 蕭亞軒

136884 突然的自我 黃小琥

117437 突然的自我 伍佰

155198
突然的自我

(REMIX) DJ

163686 突破封鎖線 佚名

163688 窗外濛濛雨 佚名

148252 窗外的天氣 蕭亞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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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555 窗外的天氣 伍思凱

115897 站在你背後 沙寶亮

151215 站在高崗上 卓依婷

150755 站在高崗上 姚莉

149395 站在高崗上 莊學忠,陳美娥

129144 站在高崗上 葉麗儀

152280 站在高崗上 張惠妹

119125 竟然為你哭 王羽澤

180192
童年的時光

[國] 吳介賢

173800 童話大夢王 佚名

156266 童話生死戀 花兒樂隊

135614 笑擁江山夢 高勝美

148995 笑笑看一切 謝金燕

180394
笑著說分手

[國] 佚名

107039 笑著讓你走 黃品源,大支

116636 笨鳥飛呀飛 談欣

102538 第一份感情 陳曉東

137038 第一個冬季 黃湘怡

148501 第一個找你 許慧欣

118701 第一個清晨 王力宏

103582 第一千滴淚 段千尋

159589 第一次喊你 無印良品

129695 第一次喝醉 鄭宇文

151217 第一次失戀 卓依婷

155731 第一次擁抱 EO2

139399 第一次約會 李心潔

100989 第一次離別 蒼茫

131612 第一次青春 蔡琴

131830 第一類接觸 陳予新

124915 第三個願望 庾澄慶

110952 第三個願望 李韋

110953 第三十二計 李韋

143573 第三次細雨 千百惠

144243 第九十九夜 阮丹青

155368 第二次分手 動力火車

137415 第二眼美女 江美琪

151218 第二道彩虹 卓依婷

133234 第二道彩虹 陳秋霞

142360 第二道彩虹 孟庭葦

108014 第五次戀愛 姜育恒

110603 第五街誘惑
李玖

哲,EDWARD,GABE

136885 第十三個月 黃小琥

173755 第幾幕的愛 MIC男團

131462 等一個晴天 蔡淳佳

140504 等不到深夜 林慧萍

400884
等不到的愛

[國] 樊凡

151219 等你一萬年 卓依婷

150160 等你一萬年 楊鈺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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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72 等你一輩子 任軍太

150874 等你一輩子 顏楚楚

180422
等你來草原

[國] 格格

143104 等你到白頭 彭羚,巫啟賢

126286 等你有約會 周傑倫

190046
等你的季節

[國] 劉詩詩

181255
等到你回來

[國] 郎郎(馬誌鋒)

100517 等到你願意 不辣

158931 等到天已老 雙 HIC組合

108162 等到花沒開 江濤

116053 等到那一天 蘇有朋

146365 等待你回航 無鳴

105808 等待你的心 高林生

173119 等待有情天 黃思婷

180181
等待的季節

[國] 劉詩詩

131842 等待的方向 陳亮吟

200275
等待與期待

[國] 嵐馨樂團

129101 等待那一天 臧天朔,斯琴格日樂

110387 等愛的女人 江蕙

155983 等愛的玫瑰 鳳凰傳奇

174030 等愛的男人 大哲

158609 等我一分鐘 SOUL WORKS

128898 等我有一天 張震嶽

171304 等我賺了錢 佚名

156890 等的就是你 阿峰

151753 等著你回來 周蕙

103995 等著你回來 方大同

131613

等著你回來&好

預兆&愛神的箭

&南屏晚鐘 蔡琴

129510 答應不愛你 鄭中基

138188 答應我好嗎 柯以敏

132784 算不算可惜 陳淑樺

124916 管不住自己 庾澄慶

155369 管你嫁給誰 動力火車

110495 簡單的一天 李智楠,保劍鋒

143693 簡單的幸福 佚名

173790 簡單的快樂 佚名

174194 簡單的感覺 範英楠

148256 簡單的戀愛 蕭亞軒

100979 簡單的浪漫 蒼茫,許歌

114903 米老鼠之歌 佚名

103484 米黃色襯衫 田華,杜磊

130933 粉紅色樂團 MAKIYO

120646 約定的地方 謝天笑

107688 紅了不著時 黃西田,櫻桃姐妹

147146 紅包特別多 王雪晶,莊群施

142858 紅包的誘惑 牛欣欣

125982 紅十字方隊 閻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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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27 紅塵一場夢 沈芳如

121168 紅塵寂寞人 伊正

133052 紅塵永相伴 陳瑞

137003 紅梅花兒開 佚名

400539
紅歌中國行

[國] 丁曉紅

128567 紅紅好姑娘 張真

145518 紅紅的日子 湯燦

139005 紅船向未來 呂薇

141722 紅色向日葵 羅美玲

148714 紅色愛情海 許茹蕓

140181 紅色木乃伊 林冠吟

144277 紅色水晶球 SAYA

131290 紅色高跟鞋 蔡健雅

148910 紅花襟上插 林淑蓉

140890 紅花襟上插 謝采雲

129412 紅莓花兒開 趙鵬

158677 紅蘋果樂園 SYND PAD

156228 紅蘋果樂園 紅蘋果樂團

136110 紅蘋果的臉 杭天棋

141765 紅蜻蜓的夢 藍心湄

166053 紅豆生南國 佚名

109394 紅軍的草鞋 劉斌

138486 紅黃藍白紫 劉小鈺

115174 納木湖情歌 容中爾甲

153989 紐約的秋天 趙詠華

156190 純情的恰恰 和平組合

100406 純文藝戀愛 阿牛

171232 紙上的新娘 曹芙嘉,周強

158494 紫色的吉他 S.H.E

153496 紫色的玫瑰 真妮

102257 紫色耶誕節 陳峙民

400164
紫鵲界戀歌

[國] 悠悠

130476 終於失去你 艾可

140378 終於要離開 林寶

138421 終於見到你 劉夢涵

119528 終於說出口 小宇

119489 結他低泣時 夏韶聲

109245 結婚進行曲 劉德華

180883 結晶_白組 NMB48

140505 結髮一輩子 林慧萍

108564 絕口不再提 亂彈阿翔

109247 絕對在乎您 劉德華

154475 絕情的恰恰 BOK和平組合

148590 絢麗的霓虹 許美靜

119275 給不起的愛 王錚亮

107120
給了你最真的

我的心 黃品源

171087 給你我的愛 兄弟聯

129334 給出我自己 趙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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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190 給四季預算 蘇慧倫

126292 給安娜的信 周傑倫

141533 給從前的愛 梁靜茹

140366 給心情放假 林家小妹

147295 給心放個假 王麗達

172893 給我 一支煙 任璵

152917 給我一個吻 張露

151933 給我一個吻 張俐敏

151756 給我一個吻 周蕙

150757 給我一個吻 葉麗儀

131615 給我一個吻 蔡琴

115126 給我一杯酒 任賢齊

100833 給我一片天 成龍

130694 給我一點愛 本多 RURU

103750 給我一點愛 鄧廣福

116308 給我你的愛 TANK

147758 給我你的手 弦子

131937 給我個痛快 陳娟兒

158495 給我多一點 S.H.E

158910 給我幾秒鐘 閃亮三姐妹

146754 給我換顆心 王芷蕾

180636
給我雙翅膀

[國] 譚藝萱

127265 給我點面子 張嘯

180960
給朋友的話

[國] 張棟樑

165223 給自己的歌 縱貫線

137280 給自己的歌 江一燕

156778 綠島小夜曲 費玉清

135617 綠島小夜曲 鄧麗君

104257 綠島小夜曲 高勝美

153545 綠島小夜曲 紫薇

138799 綠島小夜曲 劉若英

131617 綠島小夜曲 蔡琴

134426 綠水伴青山 方伊琪

102228 綠色的呼喚 陳小濤

132926 綠色的旋律 陳潔麗

154722 綠色的水滴 豹小子

158121 綠色的祖國 群星

142190 綠色的草原 龍梅

144246 綠軍裝的夢 小曾,阮楊慧

102409 網上玫瑰花 陳星

104258 網住一季秋 費玉清

181743
網絡一線牽

[國] 安東陽

171109 網絡有真情 千童

141298 緊急的眼淚 梁詠琪

149239 緊緊擁抱我 伊能靜

164958 緊緊跟隨你 約書亞樂團

141299 緣份手牽手 梁詠琪

145477 緣份的天空 湯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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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465 緣份的天空 孫楠

103098 緣來一家人 陳龍

171387 緣分在哪裏 郭歡

175470 緣分惹的禍 安東陽

145478 緣分的天空 湯寶如

181256
緣分的奇跡

[國] 郎郎(馬誌鋒)

140506 編織的愛心 林慧萍

107121
縱然有一天我

們分離 黃品源

124837 縴夫四季調 尹相傑

160048 總在我身旁 星光幫

160049 總在我身邊 星光幫

173907 總是一場夢 張蓉蓉

162120 總是愛忍耐 佚名

149483 總是笑一笑 尤雅

162121 總有路通行 佚名

136445 繁榮的中華 韓延文

110492 繁鬧大都市 李春波

116309 繃帶俱樂部 TANK

118083 繼續愛下去 巫啟賢

109259 纏綿夢中見 劉德華

117284 纏綿的思念 騰格爾

148914 缺少一根繩 謝采雲

133375 罪人的眼睛 陳艾玲

170518 羊角花又開 劉惜君

159337 美女十八招 丸子

173388 美女救英雄 張雯婷

140215 美好的原點 林嘉欣

201015
美好的夜晚

[國] 鹿角樂團

106582 美好的家鄉 胡松華

120713 美好的愛情 謝軍

140163 美好的旅行 林依晨

135446 美妙的西藏 關牧村

133472 美少女團體 丁文琪

136421 美酒加咖啡 謝雷

151226 美酒加咖啡 卓依婷

142247 美酒加咖啡 龍飄飄

134222 美酒加咖啡 鄧麗君

121137 美酒蕩情波 亞東

181733 美麗又討厭 佚名

136738 美麗嘉年華 黃亞

127009 美麗地平線 張信哲

115127 美麗壞女人 任賢齊

181342 美麗心世界 韓紅

140350 美麗新世界 林子娟

105836 美麗新世界 高楓

158498 美麗新世界 S.H.E

118592 美麗新世界 王力宏,羽泉

117445 美麗新世界 伍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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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86 美麗新世界 黃大煒

153531 美麗新天地 祖海

160036 美麗新樂園 新樂園全體

101636 美麗新樂園 陳昇

125199 美麗的一天 楊坤

173637 美麗的力量 林誌玲

135024 美麗的嘎曲 格桑梅朵

159668 美麗的回憶 XL特大號樂團

156781 美麗的地方 蔣雪兒

136115 美麗的地方 杭嬌

146686 美麗的夢神 王秀芬

125400 美麗的大海 楊洪基

120240 美麗的女人 許巍

132957 美麗的女生 陳珊妮

125985 美麗的姑娘 李雙江

110936 美麗的姑娘 閻維文

105497 美麗的姑娘 關貴敏

175511 美麗的姑娘 阿布

128068 美麗的姑娘 張德富

200191
美麗的姑娘

[國] 容中爾甲

139543 美麗的家園 李澤堅

170825 美麗的嶽西 阿裏郎

148141 美麗的廣西 肖燕

108219 美麗的彜良 蔣大為

144852 美麗的心情 宋祖英

141388 美麗的心情 梁雁翎

170633 美麗的拉毛 拉毛王旭

148258 美麗的插曲 蕭亞軒

132536 美麗的新娘 陳慧琳

176723 美麗的日子 丁曉紅

146261 美麗的時光 汪明荃

142966 美麗的朋友 那英

156204 美麗的機緣 火鳥三人組

149336 美麗的歌謠 嚴當當

181200
美麗的海岸

[國] 許誌豪

115384 美麗的神話 孫楠,韓紅

106589 美麗的神話 胡歌,白冰

100795 美麗的神話 成龍,金喜善

148017 美麗的約定 徐雯倩

141806 美麗的衝動 路嘉欣

135447 美麗的西藏 關牧村

156464 美麗的誤會 夾子道

155596 美麗的謊言 趙傳

101637 美麗的邂逅 陳昇

171093 美麗的錯覺 蘭鴿

134376 美麗的錯誤 傅天穎

139686 美麗笨女人 李玟

180322
美麗與勇敢

[國] 張靚穎,阿弟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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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786 美麗與哀愁 陳淑樺

180745
羨慕嫉妒恨

[國] 高林生

156096 義勇軍進行 革命歌曲

400866
翅膀下的風

[粵] 楊千嬅

157555 習慣了寂寞 牛奶@咖啡

125774 習慣兩個人 言承旭

159122 翺翔的小鳥 TWINS

102897 老二要出頭 陳雨霈

180274
老公我走了

[國] 小雪

119572 老兵你要走 小曾

133055 老地方的雨 陳瑞

142627 老地方等你 米亮

100407 老夫子情歌 阿牛

109327 老婆和老媽 劉思偉

150066 老家的溫馨 楊美蓮

159166 老實告訴你 同級生

158127 老師我想你 王瑩

142789 老房東查鋪 景儀

137270 老房東查鋪 馬玉濤

115510 老鄉見老鄉 孫浩

173373 老鷹抓小雞 沈芯羽

119715 老鼠愛大米 陳瑞,徐強

111181 老鼠愛大米 香香

125449 老鼠愛大米 楊臣剛

118743 老鼠愛大米 王啟文

108807 老鼠愛大米 劉尊,郭彤

125434 老鼠愛玉米 楊臣剛,藏古西,阿正

158579 而我們繼續 SO WHAT

116606 耶利亞女郎 童安格

130673 聖潔的哈達 布尺蘭卡

127213 聖潔的心繩 張勇

121105 聖潔的觀音 亞東

117641 聖誕分手節 吳克群

159468 聖誕夜驚魂 五月天

116531 聖誕思戀禮 田梓呈

118538 聚少離別多 王傑

139799 聚散倆依依 李碧華

148718 聚散兩依依 許茹蕓

110812 聰明的女人 李茂山

132787 聰明糊塗心 陳淑樺

121035 聽不到自己 辛龍

107664 聽不懂的話 黃舒駿

103711 聽到我心碎 迪克牛仔

126294 聽媽媽的話 周傑倫

152599 聽愛情走過 張玉華

175651 聽歌講故事 王建傑

116389 聽聽我的心 徐熙媛

103976 聽見了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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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07 聽見牛在哭 阿杜

155410 聽身體唱歌 黎明

103316 聽那些歌曲 戴軍

154274 肚子一圈肉 BAD

159522 肝功能衰竭 旺福

119276 肩上的翅膀 王錚亮

148505 肯定就是你 許慧欣

181586
背叛的眼淚

[國] 佚名

111151 背對背擁抱 林俊傑

116265 背後的愛人 誓言

145632 背負你的愛 童欣

145911 胡不歸慰妻 吳君麗,新馬師曾

156269 胡說胡有理 花兒樂隊

144750 能不能幸福 宋佳

135652 能夠愛多久 佚名

190080
脆弱的男人

[國] 雨天

100744 腳踏兩隻船 王冰洋

130920 臉兒甜如糖 崔萍

130649 臉兒甜如蜜 寶佩如

147147 臘月過小年 王雪晶,莊群施

160602 臨別時再見 劉家昌,曾慶瑜

173942 自在江湖笑 周厚光

139022 自己的生活 呂雯

117851 自己的節奏 吳建豪

180222
自己的英雄

[國] 大哲

100782 自己的電影 成龍,周蕙

170516 自廢的承諾 劉剛

156010 自從你出現 GOGO,MEME

170986 自從你走後 初瑞

153936 自從有了你 趙薇

153937 自從離別後 趙薇

125738 自從離開你 袁惟仁

173849 自有人評說 童麗

170700 自由換傷口 焦慶軍

174256 自由的節奏 王嘉誣,熊伽林

158641 至少還有你 巫啟賢

140091 至少還有你 李霄雲

128224 至少還有你 張敬軒

127415 至少還有你 張國榮

120878 至少還有你 謝霆鋒

120375 至少還有你 許誌安

117119 至少還有你 邰正宵

180616
至少還有你(動

畫消伴)[國] 許誌安

170534 至少還有夢 君子

155943 至少還有我 飛輪海

129629 至少還有我 鄭伊健

181727
致命的甜蜜

[消][國] 孫子涵

181257
致敬劉德華

[國] 郎郎(馬誌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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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378 致敬趙本山 趙本水

401250 臺北的天空 王芷蕾

400134
臺商的心聲

[閩] 唐飛

108277 與世界聯網 解曉東

117449 與你到永久 伍佰

136233 與幸福有關 胡楊林

138015 與愛情有關 金海心

125888 舉杯吧朋友 閻維文

124676 舉杯邀明月 葉民誌

134224 舊夢何處尋 鄧麗君

170880 舊情又綿綿 吳淑敏

129251 舊情的回憶 莊學忠

101639 舊愛七條通 陳昇

137234 舔自己的傷 吉娃斯杜嵐

154688 航向 204 芭比

102544 般若波羅蜜 陳曉東

149514 良夜不能留 劉秋儀

115326 良夜不能留 憶如

156184 良宵花弄月 佚名

149700 芥末巧克力 楊丞琳

153312 花仙子之歌 朱曉琳

160096 花兒與少年 譚晶

137049 花兒與少年 黃燦

151910 花兒與少年 張也

130885 花兒頭上插 蓓蕾

138446 花好月圓圓 劉小娜

149741 花好月圓夜 任賢齊

126632 花心菠蘿蜜 佚名

139689 花花的宇宙 李玟

106211 花蕊也悲傷 洪文斌,黃小菁

137923 花貓變身豹 賈曉晨

158503 花都開好了 S.H.E

128902 花開了沒有 張震嶽

106817 花開在眼前 韓磊

107434 花開的地方 黃磊

149337 花開的季節 嚴當當

152961 花開的聲音 張靚穎

153332 花間的露珠 朱樺

152899 花雨滿香江 張邁

137750 芳草青又青 江蕾

156789 苗嶺連北京 宋祖英

145523 苗嶺連北京 湯燦

131292 若你碰到他 蔡健雅

151913 苦樂一起說 張也

133873 苦樂一起說 董文華

119290 苦澀的浪漫 王鍵

146388 苦澀的等待 王壹姍

117286 苦苦的思戀 騰格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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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718 英國的夏天 信樂團

121278 茫茫到深更 余天

401252
茫茫到深更

[閩] 羅時豐

102229 茶籽兒花開 陳小濤

133592 草原上的風 德德瑪

135013 草原在哪裡 德德瑪

131004 草原在哪裡 格格

100226 草原夜光曲 佚名

133594 草原夜色美 德德瑪

151238 草原小姐妹 卓依婷

400934
草原情哥哥

[國] 烏蘭圖雅

176892 草原我的夢 李靜

133597 草原無名河 德德瑪

400165
草原的思念

[國] 拉毛王旭

180310
草原的漢子

[國] 佚名

180571
草原請你來

[國] 蒙克

170199 草原請妳來 蒙克

151239 草原迎賓曲 卓依婷

146350 草原迎賓曲 烏蘭托婭

400255
草泥馬之歌

[國] 佚名

155807 荊棘裡的花 F.I.R

146172 荷花別樣紅 文欣

173630 莊稼院的歌 衡越

145214 莫愁啊莫愁 蘇紅

135725 莫愁啊莫愁 龔玥

109396 華北大平原 劉斌

104385 華夏春滿園 佚名

150233 華夏的故事 殷秀梅

133314 華麗的冒險 陳綺貞

400526
華麗的獨秀

[消][國] SUPER JUNIOR

131625 華麗的笑臉 蔡琴

151243 萬事勝勝意 卓依婷

160444 萬歲毛主席 周艷泓

130382 落單的翅膀 ALAN

134970 落幕的時候 鳳飛飛

129816 落淚的戲子 鄭智化

180541
落葉的優傷

[國] 羅誌強

158693 落葉相思情 十二美女

143713 落雨的暗暝 江蕙

139052 葉子飄下來 拉拉寶寶

133399 葡萄成熟時 陳蘭麗

175243 蒙塵的巨龍 蔣慶龍,胡渭康,林利

146718 蒼天作弄人 王美蓉

102867 蔡鳴鳳辭店 佚名

141782 薄命姊妹花 藍萍

131628 薔薇處處開 蔡琴

137151 藍色啤酒海 黃韻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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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444 藍色土耳其 周傳雄

156403 藍色地平線 J.A.M

158751 藍色天花板 拾叄樂團

401084
藍色巧克力

[消][國] 謝娜

141039 藍色的午夜 林良樂

120784 藍色的憂鬱 謝雷

139212 藍色的故鄉 李娜

117292 藍色的故鄉 騰格爾

136522 藍色的雪山 韓紅

102262 藍藍的念珠 陳建年,紀家盈

156820 藏語文之歌 經典老歌

148831 藝妓回憶錄 謝安琪

171466 蘇偉在哪裏 羅百吉

138558 蘭花與蝴蝶 劉玉婉

138055 處女座情人 金素梅

127950 蛋佬的棉襖 張宇

125353 蛤蟆愛天鵝 楊帆

166073 蜜蜂做工 佚名

166064 蝌蚪變青蛙 佚名

115474 蝴蝶吻花山 孫楠

180495
蝴蝶愛上花

[國] 佚名

147791 蝴蝶的歌唱 徐子涵

128128 蝴蝶的眼淚 張振宇

104834 蝴蝶的翅膀 譚維維

190033 蝶影紅梨記 尹光

156825 血染的風采 常歡,王虹

151917 血染的風采 張也

100765 血染的風采 龔玥

133876 血染的風采 董文華

101032 行一個軍禮 蔡國慶

106305 行船人的愛 洪榮宏

133658 街角的祝福 戴佩妮

117453 街角的薔薇 伍佰

108614 街邊的煙頭 六折真人

103196 衝動的懲罰 刀郎

131212 衣服占心術 蔡依林

138265 衣櫥演唱會 LINDA

133315 表面的和平 陳綺貞

144860 衷心祝福你 宋祖英

131429 袂萎的花蕊 蔡幸娟

103516 被愛傷害以後 東來東往

129517 被愛是幸福 鄭中基

145195 被愛是鑽石 蘇慧倫

139691 被愛的女人 李玟

136121 被愛的機會 河莉秀

126168 被沒收的愛 雲開

115902 被遺忘的人 沙寶亮

125210 裏約熱內盧 楊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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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211 裡約熱內路 楊坤

153220 複習小情歌 曾軼可

143506 西子灣之戀 潘越雲

152962 西湖印象雨 張靚穎

159657 西班牙女郎 舞曲

100561 西部傳歌人 巴郎百川

117293 西部恍惚惚 騰格爾

157370 要你說愛我 米兒絲

173757 要命的煩惱 MIC男團

139545 要愛就要快 李煜

117455 要改變自己 伍佰

142283 要爭取快樂 MARIA CORDERO

155377 要麼就分開 動力火車

156115 見面三分情 王識賢

154790 親愛的再見 CANCEARNINE

181855
親愛的再見

[國] 戴佩妮

103454 親愛的別哭 杜德偉

136315 親愛的別走 胡雯

176853 親愛的姑娘 陳詠

138321 親愛的媽媽 劉一禎

109274 親愛的媽媽 劉德華

110672 親愛的寶貝 李登威

110695 親愛的寶貝 李維

145255 親愛的小孩 蘇芮

138514 親愛的小孩 劉惜君

125220 親愛的小孩 楊培安

137132 親愛的愛人 黃靖紘

141110 親愛的是我 梁文音

173452 親愛的朋友 孫江楓

182163
親愛的朋友

[國] 郎郎(馬誌鋒)

164936 親愛的王子 櫻桃幫

135448 親愛的祖國 關牧村

400919
親愛的老婆

[國] 海浪

120010 親愛的走吧 西域刀郎

100475 親親的兩岸 阿鵬,阿魯阿卓

139417 親親美人魚 李思琳

135049 親親美人魚 甘萍

139077 親親茉莉花 李丹陽

133877 親親茉莉花 董文華

102412 觀世音菩薩 陳星

400635
觀世音菩薩

[國] 周艷泓

119864 解回憶的毒 肖飛

156116 解放區的天 陳熙然

137152 訂做一個他 黃韻玲

152332 討人厭的字 張懸

117226 討厭紅樓夢 陶喆

102300 記住你的香 陳誌明

147482 記住這一天 韋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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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620 記得我愛你 周渝民

104482 記得我愛你 光良

158510 記得要忘記 S.H.E

145197 記得記住我 蘇慧倫

126578 記得那首歌 童安格,周治平

115612 記憶中忘記 孫銘宇

138016 記憶的傷悲 金海心

115502 記憶的淚滴 孫江楓

113407 記憶的花園 黎明

401093
許一個願望

[國] 賈靜雯

182141
許多年以後

[國] 佚名

141066 許我向你看 林青霞

164881 試著忘記你 原始林合唱團

153314 話說老瀋陽 朱曉紅

137226 該如何快樂 JENNY YANG

141314 該怎麼愛你 梁詠琪

115172 該死的溫柔 雷婷

115592 認識你真好 孫耀威

400173
認識你真好

[國] 李傳永

180032 認識的哥哥 CLOVER樂團

117830 誓言和謊言 吳峙軒

152637 誓言的幻境 張瑤

128741 誘惑我的心 張衛健

135199 誠實地想你 郭采潔

118310 誠實的眼睛 溫可錚

101711 誠意的擁抱 陳奕

134233 說一聲再見 鄧麗君

109342 說一聲感謝 佚名

126448 說什麼才好 周傳雄

132545 說你不愛我 陳慧琳

119529 說分手之後 小宇

125989 說句心裡話 閻維文

147792 說吧你說吧 徐子涵

101306 說好不分手 蔡葵

138017 說好不後悔 金海心

134973 說聲對不起 鳳飛飛

136427 說聲對不起 韓寶儀

181293
說聲對不起

[國] 阿毛

105237 說聲我愛你 郭富城

118711 說話太坦白 王力宏

135916 說謊的女人 何超儀

149112 說謊的女人 辛曉琪

137770 說謊的眼淚 津亭

154693 說謊的眼睛 任賢齊

126305 說謊的眼睛 周傑倫

115145 說謊的眼睛 芭比

108091 誰不會流淚 江俐奇

153278 誰也不欠誰 朱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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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69 誰也不知道 楊鈺瑩

141393 誰也沒有贏 梁雁翎

147483 誰也離不了 韋唯

129257 誰人會瞭解 莊學忠

147437 誰令你心癡 衛詩,應昌佑

115477 誰來安慰我 孫楠

115146 誰來擁抱我 任賢齊

170726 誰來救救我 王鶴錚

109363 誰在眨眼睛 劉文正

170574 誰帶我回家 孫偉

124727 誰把你代替 姚小龍

148535 誰把誰忘記 許景淳

148918 誰是心上人 謝采雲

143372 誰是有情郎 潘秀瓊

148919 誰是知音人 謝采雲

117900 誰是誰的誰 吳歡

172970 誰比誰傷心 張寒

145608 誰為我停留 田震

100856 誰為我療傷 晨熙

180727
誰為誰流淚

[國] 雲菲菲

139695 誰的香水味 李玟

116515 誰給誰幸福 田一龍

110494 誰能告訴我 李春波

139549 誰與我同行 李牧遙

148920 誰要你理睬 謝采雲

174039 誰說愛沒錯 羅鋼

155853 誰讓你流淚 F4

117852 誰讓你流淚 吳建豪

124762 誰辜負了誰 宇桐非

147278 請不必再等 王馨平

140030 請你不要哭 李蕙敏

125450 請你不要走 楊臣剛

175423 請你別再說 舒心翼語

135628 請你別忘記 高勝美

180283
請你告訴我

[國] 佚名

154573 請你忘了我 冰火組合

113038 請你抱緊我 隆隆

150687 請你放開我 葉璦菱

125084 請你說愛我 易欣

400220
請你講中文

[國] 王繹龍

137759 請你讓我走 江音

102633 請你麥袂記 佚名

181632
請停止冷漠

[國] 冷漠

135858 請別再愛我 何潔

133002 請別再說愛我 陳琳

107863 請別離開我 黑龍

172956 請到草原來 佚名

119802 請在我身邊 熊天平,楊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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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26
請比我愛她

[國] 柯震東

113581 請為我加油 民雄

175141 請祖國檢閱 孫維良

115479 請讓我愛你 孫楠

165210 請走人行道 指南針樂隊

148513 謊言太甜蜜 許慧欣

154694 謎樣的笑容 芭比

145761 講乎伊知影 邰楓

144179 謝謝你愛我 容祖兒

151252 謝謝你的愛 卓依婷

100574 謝謝你的愛 楊天經

139402 謝謝你的愛 李心潔

149007 謝謝再聯絡 張衛健

128743 謝謝再聯絡 謝金燕

102204 謝謝再連絡 陳小春

135898 謝謝有你們 何耀珊

162438 護法遵紀歌 佚名

180654
變幻的年代

[國] 那英

132689 變心的翅膀 陳明真

126026 變色的眼睛 陽帆

107538 變質的感情 黃義達

157629 讓你不討厭 PGST

171295 讓夢想去飛 熊七梅

119424 讓夢東南行 魏洪

127789 讓奇妙飛翔 張學友

158152 讓心勇敢飛 群星

182088
讓心跳停了(消

伴)[國] 藍又時

129362 讓愛住我家 趙明,麥瑋婷

132651 讓愛情優先 陳明

175705 讓愛飛起來 蕭亞軒

108757 讓我們堅強 劉嘉亮

127222 讓我們相愛 張啟輝,梁紫丹

182159
讓我去死心

[國] 佚名

165379 讓我忘了你 2個女生

131844 讓我忘記我 陳亮吟

133316 讓我想一想 陳綺貞

132885 讓我愛下去 陳潔儀

400258
讓我抱著你

[國] 肖亮

104095 讓我擁有你 譚晶,範競馬

116232 讓我暖一些 蘇永康

159475 讓我照顧你 五月天

152759 讓我照顧你 張蕓京

108103 讓我照顧你 江凱文

117937 讓我相信愛 吳煒

150708 讓我看著你 葉蓓

140892 讓我自己走 林淑蓉

128325 讓時間開口 張智成

165133 讓生命延續 中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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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615 讓生命等候 童安格

103458 讓自己快樂 杜德偉

108223 讚美你山茶 蔣大為

173918 豆花推倒攤 洪榮宏,秀蘭瑪雅

190016
豆芽菜的愛

[國] 雷龍

126837 豪情在心中 周鵬

163410 豬豬戀愛記 佚名

190081
貓咪愛上魚

[國] 雷龍,百合

155808 貓頭鷹的夢 F.I.R

200390
貝加爾湖畔

[國] 李健

119850 財神到我家 佚名

158158 貧窮貴公子 群星

153532 貴州有多貴 祖海

161152 賣煙的姑娘 佚名

182109 賣笑的傻瓜 許哲珮

119439 賣菜的阿公 夏國星,孫佩林

165174 賭臭我的愛 中國娃娃

145627 賴在你懷裡 童彤

125991 赤誠的愛戀 閻維文

141664 赤道與北極 佚名

142975 走上這條路 那英

124601 走不完的愛 葉寇

141317 走出地平線 梁詠琪

164906 走出大涼山 彜人製造

158746 走出大涼山 山鷹組合

138502 走到一起來 劉彤,妮南

108845 走到一起來 陳紅,林依倫

142786 走在春風裡 佚名

145813 走路去紐約 陶晶瑩

141768 走路的女孩 藍心湄

128614 走近你身邊 張羽

158160 走進新時代 卓依婷

151259 走進新時代 李光義,李谷一,張也

151920 走進新時代 張也

144863 走進黔東南 宋祖英

151260 走過咖啡屋 卓依婷

143574 走過咖啡屋 千百惠

104271 走過我自己 費玉清

133060 走過的時候 陳瑞

111396 走鋼索的人 蘇永康

110565 走鋼索的人 李泉

130937 走開你哪位 MAKIYO

151797 走馬看黃花 周迅

173831 起風的季節 潘辰

126307 超人不會飛 周傑倫

100467 超人鐵金剛 阿超

106492 超時空愛情 胡彥斌,蘇永康

107128 超級星期天 黃品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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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455 超級自戀男 喬洋

131295 越來越不懂 蔡健雅

101559 越來越愛你 陳冠希

140828 越來越會愛 林曉培

171250 越冷越想你 李戈

113411 越夜越寂寞 黎明

180601
越夜越有機

[粵] 衛蘭

176754 越想越心痛 潘子華

144530 越愛心越重 孫淑媚

401221
越愛越明白

[國] 黃小琥

138811 越愛越美麗 劉若英

100581 越愛越美麗 柏文

138021 越愛越迷惑 金海心

117642 越愛越難過 吳克群

105405 越走越亮堂 郭頌

147299 越走路越寬 王麗達

145481 越難越愛你 湯寶如

153533 趕上好時候 祖海

131907 跑在最前頭 陳好

400754
跟你一輩子

[國] 徐千雅,孫楠

165187 跟影子賽跑 中堅份子

158825 跟我一起怪 神木與瞳

152307 跟我一起瘋 張惠妹

181843
跟我到新疆

[國] 徐千雅

120011 跟我沒關係 西域刀郎

131639 跟我說愛我 蔡琴

108020 跟我說愛我 姜育恒

157163 跟我跳起來 零點樂隊

141051 跟著太陽走 林萍

154309 跟著影子走 BABY

145259 跟著感覺走 蘇芮

154627 跟著我的 TEMPO 棒棒堂 F

143630 跟著我飛翔 瞿穎

113582 跟著月亮走 民雄

170126 跨越新世界 群星

147512 跪在大門後 韋綺姍

102006 路…一直都在 陳奕迅

115150 路過的幸福 任賢齊

111368 路過的新娘 林宇中

107130 路邊一枝草 黃品源

148536 路長情更長 許景淳

158240 跳舞的城堡 青春美少女

149622 踩在夕陽裡 於櫻櫻

129262 踩在夕陽裡 莊學忠

141769 踩著你的臉 藍心湄

117853 身體會唱歌 吳建豪

102634 車衣女萬歲 陳浩峰

160964 軍民大生產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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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49 軍民魚水情 錫劇

133927 輕啟我心靈 鄧妙華

174069 輕易傷害我 沈世愛

110822 輕輕呼喚你 李茂山

130940 輕鬆愛一下 MAKIYO

139218 轆轤女人井 李娜

131000 轉動我的腰 春妹

141801 轉身的時候 賴雅妍

146566 轉身的瞬間 佚名

176714 轉載你的愛 曹雷

157709 轉轉轉運歌 強辯樂團

148350 迎風的女孩 蕭麗珠

154989 迷人的危險 DANCE FLOW

100573 迷人的杭蓋 布仁巴雅爾

171231 迷失的女人 暴林

141544 迷失的愛情 梁靜茹

173494 迷失的純真 金城

134403 迷霧中共舞 傅薇

180452
追夢的孩子

[國] 佚名

180194
追夢的寶貝

[國] 吳介賢

170370 追夢赤子心 GALA

145202 追得過一切 蘇慧倫

170074 追我愛的人 孫寶奇

131216 追殺邱比特 蔡依林

151272 追風的女兒 卓依婷

135634 追風的女兒 高勝美

108379 退伍兵之歌 金波

107713 退色的相片 黃西田

104275 送你一把泥土 費玉清

147624 送你五千萬 小斯韻

165188 送你到門口 中堅份子

120184 送你的獨白 許嵩

129399 送我一分鐘 趙自強

143559 送給你的歌 區小麗

181783
逆風的薔薇

[國] 弦子

125996 這一片熱土 閻維文

158166 這城市有愛 群星

144198 這就是愛嗎 容祖兒

102556 這就是生活 陳曉東

155222
這是我的路

(REMIX) DJ

136198 這樣可以嗎 佚名

111331 這樣愛過你 林子祥

136524 這樣的女人 韓紅

142978 這樣的愛人 那英

400063 這樣的愛你 龐曉宇

126056 這樣的我們 雲天組合

111966 這次是真的 梁朝偉

132700 這次離開你 陳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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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3 這裡是新疆 佚名

109398 這話聽著親 劉斌

152965 這該死的愛 張靚穎

125239 這該死的愛 楊培安

171415 逝去的回憶 隆隆

104485 連夢也沒有 光良

133780 連接在一起 段樂

141771 週末夜天使 藍心湄

133743 遊子回來了 佚名

147046 遊戲的終點 王菲

160090 運動總動員 伊妹兒

107691 運將啊運將 黃西田,櫻桃姐妹

178084 過年的日子 凱玥凱璐

158808 過得比你好 深白色 2人組

128133 過時的戀曲 張振宇

129881 過期的情書 鄭源

129076 過雪山草地 祝友

125995 過雪山草地 閻維文

107131 達令我愛你 黃品源

135247 達斡爾姑娘 郭麗茹

135635 遙遠寄相思 高勝美

130612 遙遠的回聲 阿魯阿卓

102416 遙遠的承諾 陳星

139079 遙遠的拜年 李丹陽

159307 遙遠的童話 VMP

146645 遙遠的記治 王瑞霞

133606 遠去的母親 德德瑪

131642 遠揚的夢舟 蔡琴

142605 遠方伴著你 毛阿敏

131001 遠方的情郎 春妹

145448 遠方的祝福 庭竹

141828 遠方飄著霞 佚名

140969 遠洋的心聲 林玉英

132654 遠空的呼喚 陳明

135737 遠遠在一起 龔詩嘉

129637 選擇你的愛 鄭伊健

139934 選擇性失憶 李翊君

200748 遺失的心跳 蕭亞軒

200745
遺失的心跳

[國] 蕭亞軒

153019 遺失的美好 張韶涵

100347 遺失的美好 阿沁

128518 遺忘了無柰 張爽,孫益程

138815 遺忘的城市 劉若英

149119 遺忘的結晶 辛曉琪

145038 遺憾的情夢 沈芳如

133607 遼闊的草原 德德瑪

130947 邀請全世界 常思思

145129 還剩下什麼 蘇慧倫,羽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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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290 還想愛下去 佚名

156957 還是一個人 錦繡二重唱

133007 還是你最好 陳琳

158667 還是喜歡你 SWEETY

104570 還是好朋友 古巨基,梁靜茹

133692 還是家鄉好 戴嬈

140893 還是忘了吧 林淑蓉

139092 還是愛著你 李佳

151404 還是最想你 周冰倩

133322 還是會寂寞 陳綺貞

135901 還是會想他 何耀珊

135462 還是要孤單 佚名

171320 還是要幸福 田馥甄

142979 還是要見面 那英

151836 還是讓你走 周麗淇

105705 還能怎麼辦 佚名

181015
還要一起沖

[國] 棒棒堂 F

182234
還要不要走

[國] 陳奕迅

134404 還要等多久 傅薇

127194 還記得我嗎 張克帆

109295 還記得我嗎 劉德華

155381 還隱隱作痛 動力火車

112241 那一定是我 羅中旭

171242 那一次邂逅 李俊旭

118093 那一段日子 巫啟賢

149201 那一段日子 伊琳

131435 那個不多情 蔡幸娟

107133 那個夏天 黃品源

140851 那個就是我 林淑娟

142751 那可不一定 莫文蔚

119760 那女孩是誰 徐譽滕

200681
那家的姑娘

[國] 胡斌

100450 那年你十八 阿翁

112757 那年去看山 羅時豐

118583 那年的一月 王力

137426 那年的情書 江美琪

142547 那是我的風 梅華

138023 那時的天空 金海心

129523 那裡出了錯 鄭中基

151279 那魯灣情歌 卓依婷

130562 那麼那麼愛 阿朵

132557 邱比特笑了 陳慧琳

148921 郎如春日風 謝采雲

130834 郎是春日風 白虹

142293 部落格冬天 MONMON

153020 都只因為你 張韶涵

129126 都在等著你 臧天朔

176028 都市樂翻天 袁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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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857 都怪我不對 波拉

153535 都是一個愛 祖海

148600 都是夜歸人 許美靜

128554 都是我不好 張皓

140970 都是我的錯 林玉英

118956 都是我的錯 王建傑

108758 都是我的錯 劉嘉亮

139080 都是為了你 李丹陽

118094 都是路彎彎 巫啟賢

143593 鄂倫春小唱 佚名

128686 鄉間的小路 張行

151281 鄉間的小路 卓依婷

124487 鄉間的小路 葉佳修

138196 鄰居的耳朵 柯以敏

181283
酒吧傷心人

[國] 酒吧傷心人

148325 酒女的心聲 蕭蔓萱

129379
酒後別駕車(動

畫) 趙本水

137487 酒後的心聲 江蕙

129267 酒後的心聲 陳盈潔

124924 酒矸倘賣無 庾澄慶

155382 酒醉的探戈 動力火車

200484 酒醉的探戈 楊小萍

136431 酒醉的探戈 韓寶儀

134255 酒醉的探戈 鄧麗君

142259 酒醒夢已殘 龍飄飄

103466 酸酸又甜甜 杜德偉

140110 醉人的口紅 李香蘭

133928 醉人的美酒 鄧妙華

127214 醉人的花香 張勇

104278 醉在你懷中 費玉清

100424 醉在女兒國 阿玻

118558 醉讀女人心 王傑

142188 醒來我的愛 龍寬

100963 重上井岡山 程誌

125333 重來好不好 楊宗緯

111853 重來的力量 佚名

171255 重新認識我 楊丞琳

102695 重歸蘇蓮托 陳熙然

125471 重歸蘇連托 劉斌

125403 重歸蘇連托 楊洪基

158174 重陽九月九 群星

160043 野人也有愛 新褲子樂隊

137114 金山豆日青 黃鎧晴

149946 金曲當年紅 楊千樺

147968 金木水火土 徐立

153372 金梭和銀梭 朱逢博

142783 金梭和銀梭 馬亞麗

144384 金梭與銀梭 孫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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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868 金色的鳳凰 宋祖英

147488 金話筒世界 韋唯

172925 金魚的眼淚 紀佳松

148923 針線本相連 謝采雲

147204 鈴兒響叮噹 王雪晶

166119 銀色小木舟 佚名

144949 銀色的月亮 桑娜央金

136432 錢來去匆匆 韓寶儀

109298 錯的都是我 劉德華

141033 錯誤的停留 林翠萍

400742
錯誤的相戀

[國] 張雷

147788 錯誤的相遇 徐婕兒

152308 錯誤的示範 張惠妹

104798 錯誤的選擇 方怡萍

147085 錯過的情人 佚名

145057 錯過的情人 石梅

172896 錯過的風景 冷漠

181297
錯過的風景

[國] 阿福

176857 錯錯錯的人 佚名

137427 鏡子聯想曲 江美琪

109299 鐵了心愛你 劉德華

108280 鐵臂阿童木 解曉東

154600 長得不一樣 北原山貓

151287 長興村之戀 卓依婷

132958 長頭髮的狗 陳珊妮

158917 閃亮一顆星 閃亮三姐妹

132563 閃亮每一天 陳慧琳

142374 閃亮的日子 孟庭葦

119459 閃亮的月亮 夏國星

120246 閃亮的瞬間 許巍

158918 閃亮的節奏 閃亮三姐妹

148272 閃閃惹人愛 蕭亞軒

133723 閉上眼睛愛 戴愛玲

151288 開心又一年 卓依婷

156120 開心幸福年 革命歌曲

153943 開水或愛情 趙薇

121083 開開開出租 雪村

126455 關不上的窗 周傳雄

148547 關了燈就走 許秋怡

101645 關心永遠在 陳昇

103202 關於二道橋 刀郎

110738 關於你的歌 李聖傑

152333 關於我愛你 張懸

149987 關達娜美拉 楊小萍

107693 阮就是你的 黃西田,櫻桃姐妹

144871 阿公的酒碗 宋祖英

181021
阿古拉情歌

[國] 榮聯合

128990 阿妹涯愛你 曾輝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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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924 阿妹要返來 櫻桃姐妹

115216 阿媽的笑臉 容中爾甲

119576 阿弟去當兵 小曾

120397 阿拉丁神燈 許誌安

173368 阿星老師說 沈芯羽

106315 阿母的恩情 洪榮宏

106316 阿爸原諒我 洪榮宏

126000 阿瓦日古麗 閻維文

151292 阿裏山姑娘 卓依婷

152584 阿裏山新歌 張燕

157571 阿魯巴痢疾 糯米團

100480 阿黑的悲哀 阿黑

143315 限時的遺忘 潘嘉麗

129526 除非你要我 鄭中基

116622 陪你到天亮 童安格

129040 陪你到天明 朱文

107222 陪你到天涯 黃安

173136 陪你到最後 羅誌祥

181872
陪你到最後

[國] 易桀齊

138429 陪你坐一會 劉婷,殷浩

143320 陪你等天亮 許慧欣,潘瑋儀

157376 陪你說再見 美眉組合

174136 陪你走一程 冷漠

116623 陪你走一程 童安格

175399 陪你走天涯 佚名

137772 陪在你左右 津亭

155856 陪在你身邊 F4

400284
陪在你身邊

[國] 化學猴子

115905 陪天使飛行 沙寶亮

116063 陪我一起走 蘇有朋

108056 陪我作作伴 季中平

400945
陪我到以後

[國] 王心淩,羅誌祥

181061
陪我到最後

[國] 潘嘉麗

118561 陪我到盡頭 王傑

170482 陪我去宇宙 CLOWN

401128
陪我去宇宙

[國] 鄭國鋒

180956
陪我好不好

[國] 張智成,陳佳薪

131463 陪我看日出 蔡淳佳

173451 陪祖國過年 聶建華

107223 陪著我流浪 黃安

180234
陪著我離開

[國] 子安聖皓

115267 陳述不悔篇 三木科

124436 陷入愛裡面 俞灝明,簡美妍

142628 陽光下飛行 米亮

117807 陽光和小雨 吳宗憲

149045 陽光的祝願 謝雨欣

120715 隔壁的女孩 謝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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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887 隱形的清流 CONNIE

153021 隱形的翅膀 張韶涵

400167
隱形的翅膀

[國] 易帆

134982 雁兒在林梢 鳳飛飛

115229 雄鷹在飛翔 容中爾甲

400931
雅魯藏布江

[國] 烏蘭圖雅

142781 雕花的馬鞍 馬丹

133612 雕花的馬鞍 德德瑪

117488 雖然我願意 伍家輝

161206 雙座腳踏車 佚名

128907 雙手插口袋 張震嶽

137428 雙手的溫柔 江美琪

125498 雙手的溫柔 永邦

131002 雙雙飛比翼 春妹

138075 雙魚座女孩 金花

107136 雙魚的責任 黃品源

125079 離不開寂寞 孫行者

115604 離不開寂寞 易欣

165048 離別會傷心 羽泉

139731 離別的情語 李玲玉

400688
離別的秋天

[國] 孫露

151293 離別的車站 卓依婷

153944 離別的車站 趙薇

143444 離家已好遠 潘美辰

159618 離家的孩子 中四舞曲

109775 離家的孩子 呂飛,陳星

151294 離家的孩子 卓依婷

106904 離鄉的心情 黃克林

127816 離開你七天 張學友

157092 離開你真好 縱貫線

149504 離開海的魚 嶽夏

137962 離開的時候 金子嫣

170703 離開的理由 牛奶咖啡

126081 離開的眼淚 佚名

108021 難付也難收 姜育恒

148727 難得好天氣 許茹蕓

153260 難得有情人 朱咪咪

102249 難得有朋友 陳少華

149313 難忘太姥山 俞靜

144948 難忘心上人 佚名

150636 難忘的一吻 葉玉卿

120247 難忘的一天 許巍

131438 難忘的愛人 陳思安

134262 難忘的愛人 鄧麗君

134264 難忘的眼睛 鄧麗君

126319 雨下一整晚 周傑倫

134265 雨下的花朵 鄧麗君

137282 雨中圓舞曲 江一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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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74 雨中的故事 佚名

157343 雨中的歉意 木吉他

148859 雨夜電唱機 謝若琳

181439 雨天沒有你 C ALLSTAR

133325 雨天的尾巴 陳綺貞

153945 雨季的故事 趙薇

152745 雨季開始了 張芯瑜

105758 雨後的天空 高峰

147205 雪人不見了 王雪晶

116065 雪來的時候 蘇有朋

144950 雪域格桑花 桑娜央金

141788 雪域江河情 蘭卡布尺

104805 雪域藍色夢 尕讓鄧真

144901 雪夜狂想曲 尚雯婕

126125 雪山的祝福 卓瑪加

131072 雪後的早晨 程琳

133411 雪染的風采 佚名

138566 雲上的日子 李健

109881 雲上的日子 黎瑞恩

118776 雲上的日子 王嘯坤

134275 雲河 鄧麗君

134276 雲深情也深 鄧麗君

171166 零下三十度 寧(康然)

150031 零下幾度 C 楊林

139455 零點的鐘聲 佚名

117696 電話答錄機 吳大維

119788 電話裡的歌 曉楓

155229
需要你安慰

(REMIX) DJ

155752 需要你的愛 F.I.R

200685 霍小玉訴情 胡美儀

152921 露珠和薔薇 張露

200420
靈魂的共鳴

[國] 林俊傑

152311 靈魂的重量 張惠妹

143102 青春一首歌 彭立

143723 青春不失真 錢幽蘭

108281 青春備忘錄 解曉東

129823 青春啟示錄 鄭智化

141723 青春的香味 羅美玲

157430 青春真偉大 麻辣鮮師

160091 青春紀念冊 伊妹兒

157014 青春紀念冊 可米小子

141334 青檸一片天 梁詠琪

133009 青菜雞蛋面 陳琳

159789 青蘋果樂園 小虎隊

180949
青蛙與少年

[國] 容中爾甲

151306 青青河邊草 卓依婷

135644 青青河邊草 高勝美

115324 青青的草原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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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62 青鳥的翅膀 常寬

176073 靜止的記憶 佚名

102324 靜等一份緣 陳文浩

176994 靜靜的夜晚 王錚亮

148929 靜靜的河邊 謝采雲

133327 靜靜的生活 陳綺貞

148279 靜靜的看你 蕭亞軒

120891 非一般夢想 謝霆鋒

159807 非常男女生 心跳男孩

110568 靠在我身邊 李泉

140167 靠近一點點 林依晨

157197 音樂 FUN 起來 M3

117644 音樂讓我說 吳克群

132657 韶風告訴我 陳明

107717 頭家甲辛勞 黃西田

146358 額爾古納河 烏雲其米格

134278 願你來看我 鄧麗君

136438 願嫁漢家郎 韓寶儀

151307 願嫁漢家郎 卓依婷

131648 願嫁漢家郎 蔡琴

155947 願意不愛你 飛輪海

200158
風中的依靠[愛

琴海][國] 嘉布洛絨

133781 風中的女孩 段樂

151309 風中的承諾 卓依婷

139943 風中的承諾 李翊君

104285 風中的早晨 費玉清

175512 風中的水瓶 阿福

112775 風中的沉默 羅時豐

400885
風中的英雄

[國] 樊凡

150102 風中的蝴蝶 楊采妮

118720 風中的遺憾 王力宏

190012
風中的遺憾

[國] 雨天

181950
風乾的憂傷

[消][國] 佚名

181968
風兒陣陣吹

[國] 佚名

135173 風啊你吹吧 郭蓉

142262 風從哪裡來 鄧麗君

134279 風從哪裡來 龍飄飄

200271 風從哪裡來 尤雅

110321 風櫃來的人 李宗盛

150583 風留給春天 葉歡

102618 風起時想你 陳楚生

172673 風雨人生路 王鵬

200995 風霜伴我行 黃耀明

200359 風霜伴我行 方伊琪

116468 飄揚的美麗 佚名

175465 飄散的溫馨 星弟

150845 飄零的落花 閻荷婷

103249 飛來一隻鳳 大張偉,黃小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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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323 飛入你的窗 洪榮宏

118975 飛到你身邊 王強

180729
飛去的蝴蝶

[國] 雲菲菲

138453 飛歌向天外 劉小幻

119717 飛翔的翅膀 國巍

170372 飛行員之歌 GALA

174180 飛鳥與射手 冷漠

154603 飲酒歡樂歌 北原山貓

130942 養我一輩子 MAKIYO

200566
餘留的溫柔

[國] 洪煜祺

132400 餵有人在嗎 陳慧琳

149138 香巴拉女孩 雪兒達娃

158811 香草的天空 深白色 2人組

159650 馬來亞喳喳 恰恰舞曲

181965
馬後炮先生

[國] 淩加峻

146111 馬戲團之戀 吳雨霏

176751 馬戲團公約 棉花糖

107496 馬戲團猴子 黃立行

400517
馬祖小夜曲

[國] MC HOTDOG

181614
馬車夫之戀(消

伴)[國] 信樂團

135452 馬鈴聲聲響 關牧村

103632 駱駝的眼睛 傅仕倫

200579
騰飛中國龍

[國] 熊七梅

171085 騰飛的南嶺 佚名

159259 驕傲的海盜 童話演唱團

124927 驕傲的理由 庾澄慶

162191 驚聽你的名 佚名

151314 高天上流雲 卓依婷

143300 高天上流雲 彭麗媛

151926 高天上流雲 張也

147777 高山有好水 徐千雅

155993 高山槐花開 鳳凰傳奇

128092 高飛的孤獨 張誌家

121142 高高二郎山 亞東

109401 高高太子山 劉斌

158525 鬥牛士之歌 S.H.E

116315 鬥牛要不要 TANK

136335 魂斷銅雀臺 佚名

180297
魔力減肥咒

[國] 張小覺

109313 魔鬼在戀愛 劉德華

120893 魔鬼的主意 謝霆鋒

125522 魔鬼的交易 永邦

125523 魔鬼的眼淚 永邦

119107 魚不在水裡 王紹博

152922 魚兒哪裡來 張露

148515 魚兒水中遊 許慧欣

147207 魚兒那裡來 張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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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107 魚兒那裡來 王雪晶

158812 魚在水裡哭 深白色 2人組

138441 鮮花陪伴你 劉媛媛

111606 鱷魚的眼淚 林誌炫

153336 鳳凰與蝴蝶 朱樺

171334 鳳凰花又開 佚名

107497 鴕鳥式沉默 黃立行

101653 麗江的春天 陳昇

140154 麵包的滋味 林依晨,鄭元暢

148765 麻將進行曲 謝娜

130402 麻煩下一位 ALAN

120613 麻煩告訴她 許紹洋

119865 麻辣小龍蝦 肖飛

140515 黃昏的所在 林慧虹

142264 黃昏的故鄉 蔡振南

100565 黃昏的炊煙 巴郎百川

135454 黃昏的等待 關牧村

128571 黃河大合唱 張真

136113 黃河搖月光 杭天棋

126006 黃河水長流 閻維文

158205 黃葉舞秋風 費玉清

125808 黑咖啡日記 言承旭

116242 黑夜不再來 蘇永康

126165 黑夜和白天 周傑倫,吳建豪

137963 黑夜的燭光 金子嫣

147938 黑色星期天 徐懷鈺

111825 黑色的眼眸 林禹勝

137431 黑色的翅膀 江美琪

200654
黑色的花心

[國] 佚名

166052 黑面祖師公 佚名

145116 默默地祝福 蘇小明

140854 默默盼歸期 林淑娟

140897 默默祝福你 林淑蓉

133389 默默祝福你 陳芬蘭

129827 點燃一根煙 鄭智化

140975 點燃一根煙 林玉英

148285 點給我的歌 蕭亞軒

147521 點解手牽手 陳秋霞

133236 點解手牽手 韋綺珊

119866 黯然肖魂掌 肖飛

156125 鼓浪嶼之波 程琳

158213 齊唱新年好 群星

129884 齊聲恭賀你 鄭源

151320 龍燈舞起來 卓依婷

131852 龍燈舞起來 陳俊華

六字部

139530 123456 李湘

170400 100 個快樂 吉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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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46 100 分的吻 蕭亞軒

139409 101 個祝福 群星

115999 102%愛情 蘇有朋

140171 107 號牢房 林冠吟

173462 11 月 11 號 佚名

146724 123 木頭人 黑澀會美眉

125159 123 站起來 楊坤

143548 14 歲的地鐵 蘋果姐姐

155441 1 點 30AM 大囍門

138721 20 30 40
劉若英,張艾嘉,李心

潔

117761 2000 愛我 吳宗憲

181606
2011 最新

DISCO[國] 佚名

170602 2012 來了 張嘯

101591 20 歲的眼淚 陳昇

101437 24 小時瘋狂 陳乃榮

155921 2 月 30 號見 飛輪海

160103 430 穿梭機 李克群

120417
4 月 17 日

ANGEL PUB 許誌安

115535 5.10.15.COM 孫耀威

127250 5000 分鐘 潘瑋柏,張善為

133018 500 年情緣 陳瑞

165535 5 分之 1 的我 5分之 1

126113 6 點 57AM 仲維軍,TONE

170566 80 後我最牛 佚名

100040 99 分的幸福 元若藍,安東尼

149316 99 次我愛他 元若藍

165444
BABY 不要離開

我 520女子演唱組

139029
BUBBLE 5 我愛

泡泡 小魚兒

135334
CU CU RRU CU

CU PALOMA 關淑怡

155016
DJ 串燒[現

場]54 DJ

178079 DJ 串燒 39 DJ

170820 DJ 為錢所困 佚名

144596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孫燕姿

158953
GOODBYE 是明天

的 HELLO TENSION

152930 G 大調的悲傷 張靚穎

152616
Happy Day 愛

的極限 張瑋綸

175618
HAPPY NEW

YEAR 這個贊 PLAYBOYZ

137007
HOLD ME NOW 握

緊我 黃淇

175663
I CAN FLY 我可

以 陳冠希

173314
I DON T WANNA

BE LONELY 連詩雅

173711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劉德華

156344

I DON'T WANT

TO SAY

GOODBYE 海洋樂團

156196

I DON'T WANT

TO SAY

GOODBYE 黑豹樂隊

160173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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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276
I MISS YOU

DAY BY DAY TAE

111613
I WANT YOU I

NEED YOU 林誌穎

131884
I WILL 聽你的

話 陳嘉唯

119808 I WISH 熊天平

119746
LI LEI HE HAN

MEI MEI 徐譽滕

159629
MEXICAN GIRL

2000 恰恰舞曲

175664
MR.SANDMAN 造

夢先生 陳冠希

157168

NEVER TOO

YOUNG TO

ROCK'N' ROLL 雷樂隊

180146
OAOA 現在就是

永遠[國] 五月天

160251
ONE DAY WHEN

WE ARE YOUNG 佚名

174225
Perfect Match

我的絕配 袁成傑,戚薇

180500

RAINDROPS

KEEP FALLIN'

ON MY

HEAD[英] 王若琳

180751
Rasa Sayang 2

0[國] 黃明誌

119792 SEXY 女人 湘海

153877
SHA LA LA 救生

圈 趙薇

117166
SULA 與 LAMPA

的寓言 陶喆

141158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梁詠琪

111526
THE NIGHT WE

SAY GOODBYE 林誌炫

181997

The Revenge

of the Farm

Animals[國] 王若琳

181994

THE REVENGE

OF THE FARM

ANIMALS[英] 王若琳

181087

THE THINGS WE

DO FOR

LOVE[英] 王若琳

143903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容祖兒

159631
THIS IS HOW

WE DO IT 恰恰舞曲

139251 TMD 我愛你 李宇春

144594
TONIGH I FEEL

CLOSE TO YOU 孫燕姿,倉木麻衣

140536
WAS IT ONLY

JUST A DREAM 林憶蓮

137302
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 江映蓉

160316
WHAT KIND OF

FOOL AM I 佚名

143744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 齊豫

143745

WHOEVER FINDS

THIS I LOVE

YOU 齊豫

160323 X+Y 就是愛 佚名

121089 YELLOW YELLOW LEE

200974 一二三上海灘 黃耀明

146729 一二三木頭人 王羚柔

146523 一人一份想念 王晶

146857 一人分飾兩角 王菲

175452 一人走到最後 佚名

107205 一個人一個夢 黃安

165123 一個人兩顆心 中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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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97 一個人去旅行 陳昇

102598 一個人唱情歌 陳楚生

155547 一個人在途上 佚名

125154 一個人好好過 佚名

146582 一個人的世界 王琳

181719
一個人的世界

[國] 孔朝

175530 一個人的亮點 藍芷兒

102599 一個人的冬天 陳楚生

126584 一個人的冬季 周渝民

119859 一個人的北京 肖飛

100049 一個人的夏天 安濤

110496 一個人的寂寞 李智楠

144235 一個人的屋頂 佚名

143907 一個人的情歌 容祖兒

107270 一個人的戰役 黃征

125030 一個人的房間 易欣

172776 一個人的折磨 任璵

153803 一個人的旅行 趙之璧

176606 一個人的日子 楊議

110213 一個人的明天 李加靚

116106 一個人的星光 蘇永康

118167 一個人的時候 文章

118744 一個人的沙場 王喆

124439 一個人的浪漫 俞灝明

127492 一個人的犧牲 張學友

144995 一個人的生活 沈芳如

115952 一個人的生活 佚名

148145 一個人的精彩 蕭亞軒,何韻詩

172785 一個人的腳步 艾歌

133621 一個人的行李 戴佩妮

145346 一個人的遺憾 同恩

140464 一個人看電影 林慧萍

144403 一個西一個東 孫淑媚

138325 一克拉的眼淚 劉亦菲

152564 一公升的眼淚 張燕

181983
一切都沒發生

[國] 王箏

160372
一千句 I M

SORRY 佚名

109851 一千年一萬年 李俊男

144305 一千年的等候 孫嘉敏

149205 一千遍我愛你 伊能靜

107046 一去不回的人 黃品源

160384 一夜一夜的夢 佚名

143111 一天 365 年 彭羚

111949 一天一點愛戀 梁朝偉

160388 一天天一點點 佚名

110419 一天天一點點 阿杜

135517 一封難回的信 高勝美

154860 一對遊泳的魚 彩月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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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423 一支難忘的歌 關牧村

153316 一日情夢十年 朱樺

148612 一有愛就走吧 許茹蕓

150591 一杯水的愛情 葉玉卿

138289 一杯茶的時間 利綺

102623 一條日光大道 陳永龍

128257 一樣的中國心 張明敏

151645 一滴淚的距離 周筆暢

112622 一生一世的愛 羅時豐

102715 一生不可自決 陳百強

116553 一生中的第一 童安格

160413 一生只愛一次 方季惟

134666 一生情一生還 範怡文

171322 一生情百萃緣 眉佳

148164 一生愛你一個 蕭亞軒

190017
一生愛的是你

[國] 佚名

117346 一生最愛的人 伍佰

200647
一生最愛的人

[國] 祁隆

176739 一生的好朋友 侯旭

118267 一生的愛給你 溫兆倫

150570 一生美麗一次 葉歡

160416 一生都送給愛 佚名

108580 一生都送給愛 倫永亮

151956 一直像這樣子 張可芝

148165 一直有個秘密 蕭亞軒

156928 一直走一直走 錦繡二重唱

143305 一秒鐘的永遠 潘嘉麗

142884 一萬一千公裏 那英

170558 一萬個舍不得 塔宏偉

181286
一萬枚核彈頭

[國] 錢紅

102649 一萬次為什麼 陳浩民,陳瑀涵

171431 一萬次的溫柔 龍嘯

171247 一路都是陽光 李戈

128697 一輩子一場夢 張衛健

103556 一輩子不後悔 段千尋

138731 一輩子的孤單 劉若英

400983
一輩子的賭註

[國] 祁隆

154324 一輩子陪我走 BEYOND

139255 一開始就知道 李宇春

128763 一隻很壞的狼 佚名

152602 一隻赤情的魚 佚名

117501 一顆心交給誰 伍思凱

170781 一顆心的距離 趙丹

141688 一顆恨嫁的心 羅敏莊

132042 一首愛你的歌 陳崴

143914 一首獨唱的歌 容祖兒

118616 一首簡單的歌 王力宏

104421 一點光一點亮 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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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8
七十億分之一

[國] 黃鴻升

134985 七夕愛情故事 段千尋

103557 七夕愛情故事 佚名

160442 七逃人的氣魄 佚名

145827 三個人的拔河 陶莉萍

137136 三個人的晚餐 黃韻玲

111529 三個人的痛苦 林誌炫

117762 三個月零六天 吳宗憲

151859 三十三個月亮 張也

155137
三十八號列車

(REMIX) DJ

139745 三峽我的家鄉 李瓊

144763 三月三九月九 呂薇

138991 三月三九月九 宋祖英

150902 三月裡的小雨 劉文正

118011 三月裡的小雨 卓依婷

109343 三月裡的小雨 巫啟賢

107357 三月裡的小雨 黃格選

130365 三生石三生路 ALAN

148030 三秒鐘的決定 心微

120911 上一次下一次 謝霆鋒

170470 上世紀的童話 佚名

108901 上帝創造女人 劉德華

139842 上帝沒有幫助 李翊君

126179 上海一九四三 周傑倫

103894 上海愛情故事 凡人,齊秦

126341 上海黑夜黎明 周傳雄

160482 上輩子欠你的 佚名

400654
下一站去哪裡

[國] 單色淩

181837
下一站是幸福

[國] 徐千雅

175577 下一站的幸福 伍義

100526 下輩子再愛你 冰王子阿斌

170617 下輩子愛個夠 張躍

130642 下雨天的週末 包美聖

135838 不一樣的地方 何潔

147948 不一樣的天使 徐熙媛

108555 不一樣的朋友 亂彈阿翔

115661 不下雪的城市 山野

138933 不了情+張偉文 呂珊

158379 不作你的朋友 S.H.E

134864 不做你的情人 馮曦妤

126897 不做你的愛人 張信哲

141739 不偽裝的溫柔 藍心湄

158381 不僅僅失去你 S.H.E

181346
不再為你改變

[國] 高藝菲

160486 不再為你等候 佚名

141348 不再為你等待 梁雁翎

170027 不再為愛而退 袁哲

145628 不再癡心等你 童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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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189 不再等待天堂 曾淑勤

126345 不再讓你哭泣 周傳雄

101598 不再讓你孤單 陳昇

401163
不再讓你孤單

[消][國] 陳奕迅

148851 不再迷信愛情 謝津

152137 不可知的未來 張惠妹

140083 不可能錯過你 李霄雲

118617 不可能錯過你 王力宏

114949 不單愛你這些 任賢齊

139843 不回頭的逃兵 李翊君

160493 不如早點分離 佚名

200422
不存在的情人

[國] 林俊傑

175454 不存在的永遠 喬洋

118618 不完整的旋律 王力宏

173491 不小心愛上你 何傑

170885 不屬於我的淚 孫耀威

142886 不後悔愛上你 那英

165296 不後悔的決定 183CLUB

138507 不必再懷念我 劉惜君

142303 不快樂的愛人 孟庭葦

100967 不怨天不怨地 程科

175427 不想為愛再哭 王鐵峰

126037 不想看見你哭 雨天

190009
不想看見你哭

[國] 雨天

113592 不想見到月光 滿文軍

147558 不想讓你受傷 佚名

400840
不想讓你失望

[消][國] 林峰

151716 不想讓你知道 周蕙

190070
不愛也無所謂

[國] 陸鋒

148617 不愛我放了我 許茹蕓

117764 不愛我的畫面 吳宗憲

400735
不懂也不想懂

[國] 張暄祺

190072
不懂浪漫的人

[國] 雨天

170924 不按牌理出牌 魔幻力量

400271
不是不想不願

[國] 譚鵬飛

140168 不是你的貓咪 林依霖

128774 不是我不小心 張鎬哲

181993
不是我不愛你

[國] 王羽澤

100726 不是我不明白 崔健

400858
不是我不明白

[國] 梁靜茹,盧廣仲

160513 不是我們的錯 佚名

144623 不是真的愛我 孫燕姿

105381 不是說好的嗎 郭頂

160484 不會再有的錯 李翊君

173497 不會再讓你哭 祁隆

103102 不會哭的女孩 佚名

111100 不流淚的機場 林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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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1 不潮不用花錢 林俊傑

155279 不甘心不放手 動力火車

139845 不甘心不放手 李翊君

131894 不用說出口的 陳好

107047 不知誰娶到你 黃品源

150642 不能停止愛你 葉璦菱

107940 不能停止的愛 姜育恒

144624 不能和你一起 孫燕姿

153880 不能和你分手 趙薇

172937 不能承受的愛 尚雯婕,付辛博

139594 不能給你溫柔 李玟

126182 不能說的秘密 周傑倫

141713 不能說走就走 羅美玲

165139 不要你的禮物 中國娃娃

158645 不要再來煩我 佚名

114951 不要再用冷漠 任賢齊

160527 不要再說愛我 動力火車

118394 不要再說愛我 王傑

160528 不要告訴別人 佚名

171012 不要告訴媽媽 王繹龍

124716 不要忘了歸期 姚乙

141008 不要為愛哭泣 林翠萍

145629 不要癡心等你 童欣

139846 不要說走就走 李翊君

145225 不要說走就走 蘇芮

145370 不要講很愛我 唐素琪

104992 不要讓你知道 郭富城

108721 不要讓我難過 劉嘉亮

159652 不要走不要走 舞曲

143380 不要走不要走 潘美辰

100596 不要輕易說愛 白松

160534 不要輕言別離 佚名

200122 不要驚動愛情 周慧敏,鄭秀文

137089 不許惹我生氣 黃聖依

125810 不該和你分手 遠方

400296
不該把你放棄

[國] 陳喆喆

109504 不該流的淚滴 劉沖

103084 不該相遇的人 陳黎明

108057 不該讓你心碎 居山植

158868 不該讓我哭泣 閃亮三姐妹

115297 不該這樣對我 佚名

128344 不說謊的男人 張智霖

118014 不負人不負我 巫啟賢

155317 不過 動力火車

117354 不過是愛上你 伍佰

146864 不需要抱著你 王菲

112626 不願放你的手 羅時豐

160505 不願發生的事 林慧萍



KOD-2400 国语歌曲 點歌目錄
編號 歌名 歌星 編號 歌名 歌星

國語歌曲 第 536 頁

111847 不願被愛出賣 林薔

125034 不顧一切愛你 易欣

100352 不顧一切的愛 阿清

110707 不顧一切的愛 李聖傑

107468 世界只有我們 黃立行

100871 世界唯一的你 曹格

133895 世界是一個家 佚名

104301 世界沒有距離 費翔

130596 世界非常奇妙 阿雅

133454 世紀末新生活 丁小芹

181009
丘比特的蝦米

[國] 佚名

107917 丟了幸福的豬 姜玉陽

171308 中國字中國畫 王月華

157815 中國足球戰歌 群星

164961
中華力量 I

Believe 羽泉,李永波

138300 中華民族萬歲 劉一禎

153265 丹頂鶴的故事 朱哲琴

106228 乎我擱惜一擺 洪榮宏

119064 乒乓球飛起來 王濤,陳紅

180512
九十九個日夜

[國] 佚名

129067 九寨夢的搖籃 澤郎多傑

143749 九月的高跟鞋 齊豫

108353 九零後當兵來 金波

117171 也許會有眼淚 陶喆

117655 二十多歲的人 吳品醇

101601 二十歲的眼淚 陳昇

171372 二沙島的夜晚 佚名

133023 五百年的情緣 陳瑞

180278
五百次的回眸

[國] 佚名

150775 亞熱帶巧克力 袁泉

143792
京城的 JAZZ 黃

昏 任天鳴

116479 人一旦變了心 湯潮

132364 人們不會忘記 陳慧琳

146055 人大代表之歌 吳碧霞

160697 人民警察之歌 佚名

400845
人海中遇見你

[消][國] 林育群

160701 人生的第一步 佚名

127514 人生需要什麼 張學友

146867 什麼也不知道 王菲

181292
今夜不醉不歸

[國] 阿毛

180471
今夜不醉不歸

[國] 涓子

140317 今夜我將離開 林子娟

104994 今夜我有點壞 郭富城

145554 今夜我獨自走 田震

107944 今夜星光燦爛 姜育恒

151379 今夜禮花滿天 周冰倩

105286 今夜陪伴過去 郭峰

100711 今天你愛了嗎 初百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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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382 今天還是明天 郭頂

151773 今年如此精彩 周迅

147130 今年比去年好 王雪晶,莊群施

144327 今年流行浪漫 孫悅

170227 今晚月色真好 豪圖

137238 今晚沒有月亮 吉木喜兒

135094 仍是這樣愛你 郭小霖

181811
他一定不愛你

[國] 張祖成,王熙強

137362 他一定很愛你 江美琪

100262 他一定很愛你 阿杜

100752 他們說我不好 常寬

148175 他和她的故事 蕭亞軒

139994 他在屋頂唱歌 李蕙敏

148739 他在那裡站崗 許飛

116117 他愛了我好久 蘇永康

145829 他的我我的你 陶莉萍

124862 仙人掌與蜥蜴 庾澄慶

133572 代欽塔拉草原 德德瑪

128809 以為你都知道 張雨生

181572
仰望天空的愛

[國] 丁祥威

106231 伊人在水一方 洪榮宏

160760 伏爾加船夫曲 佚名

148861 伴你一生一世 謝莉婷

115398 伸出告別的手 孫楠

144630 但還是要相信 孫燕姿

142891 但願好夢成真 那英

149525 何必問對與錯 於臺煙

135095 何故何苦何必 郭小霖

143079 何故何苦何必 彭家麗

124718 何時才能相會 姚乙

160790 何時才能看破 佚名

182315
你一定很愛他

[國] 黑龍,王璐苛

135840 你一定要幸福 何潔

153051 你一直存在著 曾寶儀

130683 你一點都沒變 本多 RURU

149668 你不屬於我了 楊丞琳

141743 你不必太在意 藍心湄

117838 你不愛我愛誰 吳建豪

108722 你不懂愛自己 劉嘉亮

165373 你不懂我不同 2個女生

174246 你不懂我的心 佚名

181556
你不是好情人

[國] TWINS

137987 你不會不瞭解 金海心

118626 你不知道的事 王力宏

125726 你不知道的我 袁惟仁

200963 你不要我了嗎 鬱可唯

103927 你什麼都可以 方力申

135253 你令我快樂過 張崇基,張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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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682 你令我快樂過 呂方

118627 你以為我是誰 王力宏

107168 你何不留下來 黃大煒

180317
你值得我等待

(更新)[國] 張衛健

175543 你偷了我的愛 張雷

140144 你傷了我的心 林佳儀

170609 你到底要什麼 佚名

118628 你可以告訴我 王力宏

181152
你在煩惱什麼

[國] 蘇打綠

170829 你寂寞才找我 陳娟兒

149719 你就是吃定我 楊乃文

176761 你帶走我的心 曉雨

120927 你微笑時好美 謝霆鋒

158399 你快樂我隨意 S.H.E

176697 你想要的幸福 佚名

171207 你愛上他了嗎 張真菲

171467 你把我心吃掉 羅百吉

109440 你是一面旗幟 劉歡

118408 你是你我是我 王傑

103655 你是你我是我 迪克牛仔

136366 你是否還記得 韓寶儀

116004 你是我的 NO.1 蘇有朋

176883 你是我的唯一 陳飛彤

118020 你是我的唯一 巫啟賢

200871
你是我的唯一

[國] 鄭源,陶鈺玉

108938 你是我的女人 劉德華

131369 你是我的寶貝 蔡幸娟

180367
你是我的寶貝

[國] 曹格

121192 你是我的性命 余天

106235 你是我的春風 洪榮宏

108940 你是我的溫柔 劉德華

106236 你是我的生命 洪榮宏

140555 你是我的男人 林憶蓮

136448 你是我的男人 韓晶

117360 你是我的花朵 伍佰

135841 你是我的風景 何潔

170696 你曾是我唯一 海鑌

136368 你曾經愛過我 韓寶儀

138218 你永遠不會懂 鄺美雲

136369 你瀟灑我漂亮 韓寶儀

100580 你狠心離開我 柏君

126731 你現在還好嗎 周華健

108112 你的名我的命 黃妃,江國賓

176672 你的夢我的路 佚名

107678 你的心猜袂著 黃西田,櫻桃姐妹

181029
你的心給了誰

[國] 歌一生,楓舞

182214
你的愛忘不了

[國] 佚名

125040 你的愛給了誰 易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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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4 你看藍藍的天 楊鈺瑩

170570 你真的愛我嗎 孫偉

138258 你睡著的樣子 LINDA

107411 你知道我愛你 黃磊

143026 你答應我的事 彭佳慧

100804 你給我一片天 成龍

111102 你要的不是我 林俊傑

190005
你要走別回頭

[國] 耿寧

119593 你說我容易嗎 小柯

171218 你說有個女孩 張震嶽

180290
你說謊的樣子

[國] 張小覺

139605 你讓我有感覺 李玟

137366 你那邊是晴天 江美琪

114961 你願意我願意 任賢齊

200721 來一場大冒險 蔡孟臻

135119 來不及說再見 郭書瑤

153881 來得及的明天 趙薇

135842 來自不同星球 何潔

134017 假如我是真的 鄧麗君

171313 假如這是遊戲 理想

119660 假若明天來臨 小類

131127 假面的告白 蔡依林

131128 做一天的你 蔡依林

118021 偶爾愛我的人 巫啟賢

130502 傳說中的天堂 艾歌

181338
傷不起的愛情

[國] 雨天,韓晶

118413 傷心 1999 王傑

125351 傷心雨傷心淚 楊帆

180749
傷透了你的心

[國] 麥霸阿杜

176025 傻瓜愛上天使 王健

170976 傻瓜愛上天使 鐘舒漫,洪卓立

129159 傻瓜與野丫頭 莊學忠

127867 傻瓜與野丫頭 張宇

181762
傾慕者的幻想

[國] 尚雯婕

172644 像夢一樣自由 汪峰

107947 像我這樣的人 姜育恒

104305 像沒說過再見 費翔

146224 像白雲像清風 汪明荃

181883
像這樣的愛情

[國] 朱凱旗

120195 像風一樣自由 許巍

174212 兄弟你累了嗎 李偉賓

180991
光著我的腳ㄚ

子[國] 戴佩妮

129569 全世界的眼淚 鄭伊健

116292 全世界都停電 TANK

173482 兩個人的世界 羅永娟

125169 兩個人的世界 楊坤

148185 兩個人的寂寞 蕭亞軒

126919 兩個人的森林 張信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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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59 兩顆星的距離 陳司翰

116644 八角樓的燈光 譚明

128543 八路軍拉大栓 張琳

180152
八零後相親記

[國] 伍義

200999
六十億分之一

[國] 黃鴻升

172131 其實我們很熟 余文樂

116128 其實我很擔心 蘇永康

170670
再一次 One

More Time 林峯

107413 再別再別康橋 黃磊

150353 再見了大別山 燕妮

117954 再見了大別山 吳雁澤

108187 再見了大別山 蔣大為

200169
再見了心上人

[國] 天意

116281 再見加州海灘 TAE

200125 再見我的愛人 周慧敏

145144 再見我的愛人 蘇慧倫

134024 再見我的愛人 鄧麗君

116399 再見我的愛人 屠洪綱

104165 再見我的愛人 費玉清

131371 再見蔚藍海岸 蔡幸娟

181661
再陪我看一次

[國] 南拳媽媽

103156 冰山上的雪蓮 刀郎

114980 出去就別回來 任賢齊

127263 刀子嘴豆腐心 張嘯

174067 分手依然愛你 冷漠

118858 分手時不哭泣 佚名

170591 分手有害健康 佚名

173046 分手的這些天 張啟靚

128494 分手的那一夜 張洪量

145560 分手真的難受 田震

103832 初戀般的味道 付笛聲,任靜

130448 初次與你相遇 愛戴

141433 別再為他流淚 梁靜茹

108314 別再背著我哭 金城武

180302
別再驚動愛情

[國] 張棟樑

146694 別唱傷心的歌 王箏

152159 別在傷口灑鹽 張惠妹

181703
別帶走我的愛

[國] 大軍

172707 別怪我 別恨我 佚名

180019 別碰我的女人 BOYFRIEND

200001 別讓小島沉沒 C ALLSTAR

145561 別讓我再模糊 田震

153957 別這樣離開我 趙詠華

107831 別離開我好嗎 黑龍

173670 到不了的幸福 BII

136374 到底愛我不愛 韓寶儀

129400 刺激 2005 趙英俊

165354 刺激 2006 2M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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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20 刺激 2007 劉洋

178208 前世今生的愛 黑龍

180216

剎那 A

SANDGLASS OF

FATE 佚名

110544 劃火柴的女孩 李泉

180156
勁爆 DJ 歌曲串

燒 佚名

146227 勇敢的中國人 汪明荃

101342 動了情傷了心 長春蟲子

136475 北京的金山上 韓紅

130969 北京的金山上 才旦卓瑪

106510 北京的金山上 胡彥斌

176730 北大荒人的歌 侯旭

103157 北方的天空下 刀郎

154106 十分鐘的戀愛 ASOS

190067
十萬個對不起

[國] 田躍君

104382 半城山半城水 馮曉泉

117365 半夜 11 點鐘 伍佰

116836 半夢半醒之間 譚詠麟

172884 南無阿彌陀佛 顧凱

126204 印地安老斑鳩 周傑倫

180534 即使過了一天 佚名

129453 卸不下的行李 鄭中基

110714 原諒我沒有說 李聖傑

107473 又不是真的愛 黃立行

135189 又圓了的月亮 郭采潔

106787 又是一聲驚雷 韓磊

115517 只想一個人過 孫漁

114995 只愛你一個人 任賢齊

107173 只有一個自己 黃大煒

139546 只要你一分鐘 佚名

131820 只要你想起我 陳予新

170775 只要真心愛過 許強,瑞雪

118426 只要說你愛我 王傑

182100
只談心不貪心

[國] 蘇醒

104056 只需要一首歌 樊凡,李慧珍

154906
叫你一聲 MY

LOVE 草蜢

171148 叫你如何懂我 佚名

119030 可不可以忘記 王櫟鑫

141746 可不可以愛你 藍心湄

131258 可以愛你真好 蔡健雅

137991 可惜你不快樂 金海心

149067 可愛的玫瑰花 辛曉琪

106247 吃果子拜樹頭 洪榮宏

171351 合不來分不開 佚名

139383 同一個星空下 李心潔

159046 同樣的兩個夢 TWINS

118334 向天要一點愛 王中平

141189 向左走向右走 梁詠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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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30 向左走向右走 光良

141441 向左轉向右轉 梁靜茹

170849 向日葵的微笑 魏晨

102455 吻下去愛上你 陳曉東

106595 告訴他我愛她 胡歌

134046 告訴你告訴我 鄧麗君

180647
告訴你我愛你

[國] 路童,珍美兒

173635 告訴我你愛誰 林俊

147464 命運不是轆轤 韋唯

139175 命運不是轆轤 李娜

131136 和世界做鄰居 蔡依林

130450 和寂寞說分手 愛戴

136339 咱們的小村莊 衡越

175117 咱家的年夜飯 閻維文

102329 哥只是個傳說 陳旭

110384 哥唱的是寂寞 李誌洲

172921 哪涼快哪兒呆 佚名

170685 哭不出的眼淚 佚名

109612 哭了嗎真的嗎 劉超華

144332 哭泣的百合花 孫悅

107955 哭過笑過愛過 姜育恒

190025 唐伯虎點秋香 呂珊,胡美儀

175524 唱不完的情歌 杭嬌

171298 唱起來跳起來 王亞平

181035
啊中國的土地

[國] 殷秀梅

180238
啟程的好日子

[國] 子祺

118810 喀什噶爾女郎 王宏偉

152985 喜歡你沒道理 張韶涵

145818 喜歡你的名字 佚名

141714 喜歡就是喜歡 羅美玲

182161
喜洋洋美洋洋

[國] 郎郎(馬誌鋒)

151995 單人房雙人床 張啟靚

142687 單人房雙人床 莫文蔚

173137 嗨早安用早餐 蕭煌奇

200385
四日愛情軌跡

[國] 末希

118036 回到自己身邊 巫啟賢

137914 因為你愛上他 蔣雪兒

120829 因為愛所以愛 謝霆鋒

108075 因為我是男人 景崗山

128306 在 KTV 過夜 張智成

121106 在世界最高處 亞東

149070 在你背影守候 辛曉琪

175500 在回憶中死去 徐良,小暖

111547 在愛你的路上 林誌炫

145675 在那東山頂上 譚晶

139232 地圖上的旅行 李媛希

180291
壞天使好魔鬼

[國] 張小覺

150969 外婆的澎湖灣 卓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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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263 外婆的澎湖灣 張明敏

178056 多一天愛一點 R,B

116282 多一點少一點 TAE

125784 多出來的自由 言承旭

181881
多想把你留住

[國] 曾春年,六哲

148196 多愛自己一下 蕭亞軒

108302 夜光下的戰友 佚名

172126 夢想從心開始 楊培安

148019 夢想照進現實 佚名

118437 夢與遊戲之間 王傑

107418 夢醒在幾點鐘 黃磊

116569 夢開始的地方 童安格

103136 大不了就分手 代理仁

100075
大俠艾吃漢堡

包 艾成

166043 大和尚小師父 佚名

106162 大家來聽故事 洪一峰

400277
大紅袍誌中情

(原版)[國] 遲雲

128869 大聲點聽見嗎 張震嶽

108688 大臉貓愛吃魚 劉剛

119814 大雨帶我逃亡 熊天平

148198 天使暫時離開 蕭亞軒

171263 天使走過身邊 林依晨

181697
天堂裡的阿媽

[國] 佚名

139865 天天愛日日愁 李翊君

107934 天天等天天問 姜育恒,葉歡

148641 天涯海角珍重 許茹蕓

106251 天無絕人之路 洪榮宏

146920 天生不是情造 王菲

118339 天知道我愛你 王中平

106792 天藍藍海藍藍 韓磊

181594
失去你才知道

[國] 任軍太

180354
失去你的溫柔

[國] 星宇

107837 失去你的黃昏 黑龍

154912 失戀陣線聯盟 草蜢

149680 失眠的睡美人 楊丞琳

106794 奧林匹克的夢 韓磊

142582 女人不是月亮 毛阿敏

171078 女兒一生有你 伯陽

178042 奶奶 我走了 騰格爾

165375 她一定很愛你 2個女生

116141 她愛了我好久 蘇永康

400242

她扔了根火柴

[國][2012LIVE

] 王菀之

150014 她比我更好嗎 楊林

145742 好一個都江堰 譚維維

139187 好人一生平安 李娜

175363 好好的愛自己 孫藝程

120326 好情人壞情人 許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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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835 好想再聽一遍 陶莉萍

151730 好想好好愛你 周蕙

125923 好男兒當兵走 閻維文

191092
如果一個女人

[國] 鄭秀文

127889 如果你不小心 張宇

176727 如果你不愛我 杜歌

401083
如果你不愛我

[國] 諾諾

152191 如果你也聽說 張惠妹

109348 如果你在心中 劉文正

154260 如果你在這裡 BAD

130600 如果你愛上我 阿雅

142696 如果你是李白 莫文蔚

161661 如果你是男生 佚名

110305 如果你要離去 李宗盛

104439 如果你還愛我 光良

161663 如果再愛一次 佚名

103239 如果可以不愛 大哲

124441 如果可以愛你 俞灝明

400636
如果和你相愛

[國] 周艷泓,馬旭成

141452 如果回到最初 梁靜茹

175343 如果愛不在了 李健

145153 如果愛是這樣 蘇慧倫

400147
如果我們分開

[國] 小山

133456 如果我是男生 丁小芹

153406 如果曾經擁有 甄妮

150827 如果沒有如果 佚名

157469 如果沒有明天 K ONE

135513 如果沒有明天 高以愛

401225
如果沒有明天

[原伴][國] 黃曉明,孫儷

146184 如果沒遇見你 汪佩蓉

108136 如果真有來生 江明學

143756 如果真的不要 齊豫

141455 如果能在一起 梁靜茹

108676 如果還有明天 莊學忠

159694 如果還有明天 信樂團

106795 如果風不再吹 韓磊

180648
妹妹我的寶貝

[國] 路童

139752 妹妹的小酒窩 李瓊

161685 妹妹的山丹花 佚名

141048 姐妹們手拉手 林萍

170275 姐姐我想妳了 胡蘇

101346 姑娘你聽我說 長春蟲子

175398 姑娘在我心上 佚名

181705
姑娘我愛上你

[國] 天孿兄弟

180916 姑娘美朵拉姆 來國慶

121111 姑娘達瓦卓瑪 亞東

153072 娜奴娃的探弋 曾小萍

147634 娜奴娃的探戈 小萍萍



KOD-2400 国语歌曲 點歌目錄
編號 歌名 歌星 編號 歌名 歌星

國語歌曲 第 545 頁

161712 婚禮進行曲 1 佚名

161713 婚禮進行曲 2 佚名

400796
媽，我回來了

[國] 李可亮

145066 媽媽交待的話 素蘭

161668 媽媽你也保重 佚名

109582 媽媽你別傷心 劉罡

133834 媽媽你可知道 董文華

108734 媽媽您辛苦了 劉嘉亮

159254 媽媽我不怕黑 童聲合唱團

105506 媽媽我很好 鞏新亮

111110 媽媽的娜魯娃 林俊傑

121110 媽媽的羊皮襖 亞東

161678 媽媽看看我吧 佚名

125924 媽媽祝您長壽 閻維文

164897 孤獨才是完美 彜人製造

161723 孤獨的手風琴 佚名

156491 孤獨的手風琴 民歌

141672 孤獨的牧羊人 佚名

138986 孩子氣的堅持 呂莘

138260 孩子氣的理由 LINDA

178051 孫子愛情兵法 K ONE

139616 學不會更愛你 李玟

400168
守候你的情緣

[國] 曹蕾

400878
守著你到永久

[國] 樊凡

120150 安徒生不後悔 許嵩

115023 寂寞也能快樂 任賢齊

173969 寂寞寂寞就好 田馥甄

120256 寂寞的射手座 許強

119015 寂寞的情人節 王森

155160
寂寞的情人節

(REMIX) DJ

142700 寂寞的戀人啊 莫文蔚

131385 寂寞難以忍耐 蔡幸娟

135793 寄給你我的心 何如惠

106254 實在有影美 洪榮宏

139754 寧夏川白牡丹 李瓊

147442 寧願你不知道 衛詩

170442 寫在心裏的歌 米娜

133395 寫給 CK 的歌 佚名

149825 寫給城市的詩 楊千樺

107525 寫給自己的歌 黃義達

165341 對不起我愛你 1983

159798 對不起我愛你 心跳男孩

159797 對不起我愛你 黎明

148301 對不起我愛你 蕭瀟

141458 對不起我愛你 梁靜茹

131451 對不起我愛你 蔡淳佳

137953 對你不再有愛 金子嫣

175475
對你我已死了

心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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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954 對與錯的選擇 金子嫣

131351 小世界的女王 蔡孟臻

118045 小人物的心聲 巫啟賢

101461 小人物的心聲 陳偉聯

161771 小保姆小木匠 佚名

131940 小叮噹的心願 陳婷婷

182048
小太陽的願望

[國] 自由發揮

118314 小妹妹送情郎 無名氏

134074 小媳婦回娘家 鄧麗君

173687 小媳婦回娘家 中國娃娃

161792 小扁擔三尺三 宋祖英

161793 小揚江的少女 佚名

161799 小星星亮晶晶 佚名

139500 小朋友過新年 李池湘

143339 小村姑賣西瓜 潘秀瓊

161817 小白兔愛跳舞 佚名

131941 小精靈過新年 陳婷婷

110626 小胖子的一天 李玖哲

161844 小雨中的回憶 佚名

161856 少年仔甭捉狂 佚名

178063 少年吔 安啦 伍佰

106255 少年就是本錢 洪榮宏

171450 就像白癡一樣 盧廣仲

153479 就在今夜揮別 甄秀珍

181237
就戀這把熱土

[國] 趙本水

104788 就是你可是你 古皓

161868 就是溜溜的她 佚名

107339 就算沒有明天 黃曉明,孫儷

107840 就讓一切走遠 黑龍

149073 就讓我這樣吧 辛曉琪

137838 就這樣愛上你 佚名

104060 就這樣放開手 佚名

137383 就這麼一輩子 江美琪

104192 屋簷下的思念 費玉清

113671 屋頂上的秋天 滿江

108201 山裡人唱山歌 蔣大為

130987 山裡的小野菊 春妹

142633 山谷裡的燈火 美國民謠

140422 山迢迢路遙遙 林心如

161891 山頂上的村莊 佚名

129010 已經是很疲憊 朱孝天

165426 已經過去愛情 4 IN LOVE

154586 布農族喝酒歌 北原山貓

161912 布達宮的太陽 佚名

157234 布鞋與高跟鞋 ME2

400844 希望 2012[國] 林耿賢

159859 帝女花之寫表 戲曲

159860 帝女花之樹盟 戲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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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861 帝女花之迎鳳 戲曲

190034 帝女花之香夭 張偉文,胡美儀

181753
平安夜好平安

[國] 宿雨涵

153293 平安夜狂想曲 朱安禹

144962 平安夜狂想曲 水蜜桃

400707
年三十的電話

[國] 山野

145794 年紀大了一點 陶晶瑩

154857 年輕不要留白 城市少女

161926 年輕人的心聲 卓依婷

159397 年輕就要對味 五月天

141464 幸福洋果子店 梁靜茹

125109 幸福的三隻羊 楊樂

161930 幸福與你同在 佚名

144657 幸福離我好遠 孫燕姿

159792 幸運草的祝福 CLOVER樂團

154806 幸運草的祝福 幸運草樂團

138913 廣州愛情故事 厲娜

161969 張五可坐繡樓 佚名

115991 張先生討學錢 佚名

180293
張小覺很自覺

[國] 張小覺

140457 彩虹下的約定 林誌美

152551 往事只能回味 卓依婷

151037 往事只能回味 呂珊

138945 往事只能回味 張瀾瀾

173817 往事只能回味 蒼茫

171374 往事只能回味 鄧麗君

153409 往事只能回味 甄妮

152054 往事只能回味 張德蘭

149455 往事只能回味 尤雅

136391 往事只能回味 韓寶儀

131534 往事只能回味 蔡琴

107969 往事只能回味 姜育恒

141101 很久很久以後 梁文音

139741 很想我們一起 李琳

150793 很旅行的愛情 袁詠琳

134670 很難該說什麼 範怡文

127992 後悔愛上了你 張寒

173903 後悔的人是你 秀蘭瑪雅

170001 後悔錯過了你 阿峰

128939 後生我輩自在 曾一鳴

159399 後青春期的詩 五月天

170838 得不到的幸福 佚名

149456 得不到的愛情 姚莉

149389 得不到的愛情 尤雅

150610 得不到的愛情 葉玉卿

118457 得不到的溫柔 王傑

154262 得到你的方法 BAD

160736 從不拒絕歸來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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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20 從不流淚的我 林文龍

151039 從來都不知道 卓依婷

104609 從前情人好嗎 古巨基

160748 從此沒有從此 佚名

160750 從汀洲向長沙 佚名

400708
從相愛到分開

[國] 山野

140082 從開始到現在 李霄雲

117236 從開始到現在 陶晶

126940 從開始到現在 張信哲

162012 微光中的歌吟 鄭怡

129190 微妙的含羞草 莊學忠

131442 心中有一首歌 蔡淑娟

115688 心中淌出的河 斯琴巴特

115646 心中的北大荒 宋雪萊

102382 心中的山茶花 陳星

162022 心事放乎伊飛 佚名

181070
心因有你而跳

[國] 熊七梅

120702 心在跳情在燒 謝軍

162029 心太冷夢太真 佚名

139624 心已沒有空位 李玟

146605 心愛的愛別人 王瑞霞

100213 心愛的歐托賣 阿弟仔

138200 心愛的玲瓏轉 柯以柔

150016 心疼地不是你 楊林

174238 心痛 2011 小山

151044 心相印手牽手 卓依婷

150133 心相印手牽手 楊鈺瑩

162054 心相連形相依 佚名

119818 心碎的冰咖啡 熊天平

143209 心碎的電影票 彭莉

143210 心茫茫醉茫茫 彭莉

148958 心酸和你無關 謝金燕

106798
心靈睡過的地

方 韓磊

162064 必要讓你聽見 佚名

128083 忘不了愛不起 張德豪

175374 忘不了的無奈 王藝

118465 忘了你忘了我 王傑

129093 忘了你的傷心 紫龍

143565 忘了傷心的人 千百惠

116025 忘了我忘了你 蘇有朋

140483 忘了我是女人 林慧萍

200377 忘記 2011[國] 曾春年

136392 忘記你不容易 莊學忠

129194 忘記你不容易 韓寶儀

116437 忘記你的眼睛 屠洪綱

158445 忘記把你忘記 S.H.E

158889 快來快來約我 閃亮三姐妹

154479 快半拍慢半拍 BOXX星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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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906 快回頭望一望 劉鳳屏

127895 快樂是不好的 張宇

153807 快樂是自找的 趙之璧

162087 快樂的單身漢 上影樂團合唱隊

162093 快樂的碳礦夫 佚名

145287 快樂的阿拉蕾 邵雨涵

147993 快過期的草莓 徐若瑄

155388 怎麼捨得你走 動感男孩

100455 怎麼會遇見你 阿華

152379 怎麼會那麼笨 張柏芝

105518 怎麼說你才好 顧峰

143619 怎麼說得清楚 瞿穎

142922 思念的每一天 那英

175658 思念限時掛號 詹雅雯

145957 怨蒼天變了心 吳泓君

134452 怨蒼天變了心 方季惟

149222 怪盜亞森羅蘋 伊能靜

158263 怪脾氣的姑娘 靚舞精靈

125382 恩提巴克之歌 楊洪基

175772 恰似你的溫柔 蔡琴

151049 恰似你的溫柔 卓依婷

141368 恰似你的溫柔 梁雁翎

139874 恰似你的溫柔 李翊君

134102 恰似你的溫柔 鄧麗君

191112
恰似你的溫柔

[國] 鄭秀文

162150 悲傷的勃魯斯 佚名

149223 悲傷的茱麗葉 伊能靜

401185
悲傷的雙曲線

[消][國] 雷婷

143705 情也愁愛也恨 邱蕓子

105826 情人的山坡上 高峰

105741 情人的山坡上 高楓

120756 情人的黃襯衫 謝雷

111726 情人節愚人節 林智文,周立銘

182164
情人節的夜晚

[國] 佚名

126395 情人變成朋友 周傳雄

141734 情歌卡拉 OK 藍心湄,脫拉庫

153899 情深深雨濛濛 蘇有朋

116028 情深深雨濛濛 趙薇

136396 情綿綿雨綿綿 韓寶儀

103540 情願為你受傷 東方駿

140427 情願為你受罪 林心如

150613 想不想要不要 葉玉卿

102266 想你一切都好 陳建年

152515 想你想到心慌 張清芳

139081 想你會想我嗎 李之勤

128146 想做你男朋友 張政

125534 想像中的愛人 遊國維

126013 想和你在一起 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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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90
想哭就哭出來

[國] 莊之影

162201 想念你思念你 佚名

165274 想念你的心情 豬頭皮

145010 想愛就去愛吧 沈芳如

117724 想找一個地方 吳奇隆

172950 想的不能入睡 蔡獻華,陳惠英

103405 想著你的感覺 杜德偉

118056 想著你的感覺 巫啟賢

146697 想著你睡不著 王箏

200018
想要回到過去

[國] 何潔

145012 想見你想念你 沈芳如

142925 愈愛卻愈孤單 那英

158575 愚人節的流星 SO WHAT

149320 愛ㄨ無限大 元若藍

151055 愛一個人好難 卓依婷

116159 愛一個人好難 蘇永康

140428 愛一個人快樂 林心如

135886 愛一個人沒錯 何耀珊

109704 愛一回傷一回 呂方

170881 愛一回痛一回 吳淑敏

102481 愛一天多一天 陳曉東

163223 愛一天算一天 佚名

106262 愛一斤值外多 洪榮宏

127197 愛一次痛一世 佚名

127826 愛一次給不完 王菲,張學友

147262 愛一生也不夠 王馨平

132454 愛上一個人 高楓

131165 愛上了一條街 蔡依林

103241 愛上你傷了我 大哲

143405 愛上你又如何 潘美辰

140808 愛上你太沉重 林曉培

145013 愛上你失去你 沈芳如

175591 愛上你很快樂 佚名

107359 愛上你沒有錯 黃格選

144351 愛上你沒道理 孫悅

128825 愛上你的一切 張雨生

147359 愛上你給的痛 萬芳

119646 愛上你錯了嗎 小虎

129854 愛上別人的人 鄭源

104077 愛上別人的人 符號

400117
愛上別人的人

[國] 劉棟升

142793 愛上別人的他 馬睿菈

115530 愛上同一個她 孫耀威,蘇兒真

131032 愛上怎樣的人 曹穎

152997 愛上愛的味道 張韶涵

126067 愛上有家的她 雲開

117524 愛上每一個你 伍思凱

147305 愛上貝克漢姆 王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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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703 愛上負心的人 陳玉健

128580 愛上遠方的你 張祥洪

147282 愛不了忘不了 麥子傑,王馨平

107935 愛不到的滋味 姜育恒,黑龍

146342 愛不在就放手 烏蘭托婭

103282 愛不會離開你 戴洛賽克斯

102485 愛不該有配角 陳曉東

128759 愛不起愛太貴 張超

117316 愛不需要承諾 五洋

110631 愛不需要理由 李玖哲

149321 愛乘以無限大 元若藍

137938 愛了你傷了我 金佩姍

140113 愛了就不後悔 李麗珍

163239 愛人呀跟人走 佚名

107699 愛人啊不是你 黃西田

116163 愛你不要言語 蘇永康

148209 愛你不要距離 蕭亞軒

117237 愛你像愛自己 陶晶

174028 愛你到一百歲 大哲

149413 愛你只到明天 姚黛瑋

143788
愛你啦 HIGH

PARTY 2 RITA

139629 愛你在每一天 李玟

175372 愛你在每一秒 王藝

108738 愛你實在太累 劉嘉亮

149561 愛你愛你愛你 於娜

150670 愛你愛到心醉 葉璦菱

135379 愛你愛得太久 關淑怡

180230
愛你我錯了嗎

[國] 姚成駿

163249 愛你敢無嘸著 佚名

133796 愛你是否有罪 佚名

139631 愛你是大麻煩 李玟

145893 愛你是我不對 吳倩蓮

105655 愛你是我的錯 爾薩

103822 愛你是我的錯 高向鵬

131824 愛你會更快樂 陳予新

100288 愛你比我重要 阿杜

127226 愛你永不後悔 張啟輝

146299 愛你的兩個我 溫嵐

171068 愛你真的很累 任軍太

135849 愛你與你無關 何潔

143531 愛你變成害你 張偉文

128032 愛你變成害你 張崇基,張崇德

127075 愛你變成害你 潘迪華

200980 愛你變成害你 黃耀明

150743 愛你變成害你 葉麗儀

118059 愛你變成害你 巫啟賢

180256
愛你讓我發瘋

[國] 孫勇

117388 愛你越來越多 伍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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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29
愛來了我來了

[國] 佚名

163241 愛傷害了你我 林憶蓮

111649 愛像一陣旋風 林誌穎

157954 愛其實並不遠 群星

139633 愛再也不回來 李玟

140429 愛再靠近一點 林心如

110596 愛到下個世紀 佚名

180513
愛到不離不棄

[國] 田梓呈

175179 愛到傷害自己 天孿兄弟

200674 愛到天荒地老 羅時豐

118060 愛到天荒地老 巫啟賢

140198 愛到沒有未來 林吉玲

190011
愛只是個傳說

[國] 雨天

118661 愛因為在心中 王力宏

111063 愛在 2000 林依倫

181825 愛在 2012[國] 徐一鳴

151888 愛在人間天堂 張也

129694 愛在千裏之外 鄭宇文

400965
愛在微笑之前

[原伴][國] 琪琪格

100242 愛在現實面前 阿木

181854
愛在被愛之前

[國] 戴佩妮

153063 愛在輕度颱風 曾寶儀

150202 愛多少早知道 殷悅

103510 愛多深痛多久 東來東往

116491 愛大了受傷了 湯潮

100590 愛好痛心不苦 畢國勇

163265 愛它自己會走 佚名

116285 愛就要讓你懂 TAE

139636 愛就要趁現在 李玟

136777 愛已經滿滿的 黃嘉千

159267 愛得死心塌地 糖糖樂團

140430 愛得深想得多 林心如

200653
愛得那麼天真

[國] 佚名

125535 愛得順其自然 遊國維

135887 愛微笑的眼睛 何耀珊

159671 愛情三十六計 信樂團

131167 愛情三十六計 蔡依林

158452 愛情不再冒險 S.H.E

157005 愛情不用翻譯 可米小子

400639
愛情不被祝福

[國] 周詩雅

163274 愛情先天免疫 南臺灣小姑娘

150379 愛情十二元素 葉一茜

105300 愛情十字路口 郭峰

153198 愛情外的路人 曾淑勤

148574 愛情多半遺憾 許美靜

131551 愛情就是這樣 蔡琴

128954 愛情是傷感的 曾春年

182254
愛情是否依然

[國] 陳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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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254 愛情殘酷物語 花兒樂隊

149366 愛情沒有對錯 姚思思

180474
愛情沒有對錯

[國] 溫嵐

128849 愛情沒有答案 丁當,張震嶽

104789
愛情沒有那麼

美 古皓

137277 愛情海裡的魚 江一燕

151736 愛情無關是非 周蕙

163289 愛情的摩托車 佚名

117196 愛情終於闖禍 陶喆

175495 愛情結束的傷 藍羽

120121 愛情裡的眼淚 許嵩,安琪

100905 愛情走的時候 曹磊

141717 愛情走過以後 羅美玲

105742 愛情路太坎坷 高峰

125352 愛情這個魔鬼 楊帆

139638 愛情這麼精彩 李玟

148214 愛情通關密語 蕭亞軒

400760
愛我不必長久

[國] 徐方

120112 愛我不要分手 許君豪

107932 愛我你怕了嗎 姜育恒,李翊君

105733 愛我就回來吧 高山林

181714
愛我就放過我

[國] 子楓

119303 愛我就跟我走 王鶴錚

181512 愛我的每個人 SELINA

142715 愛我的請舉手 莫文蔚

128639 愛我還是愛他 張華

141230 愛撫摸你思想 梁詠琪

118063 愛是一種傷害 巫啟賢

147919 愛是一道光芒 徐懷鈺

128782 愛是什麼東西 張鎬哲

163305 愛是你愛是我 李碧華

148215 愛是個壞東西 蕭亞軒

163306 愛是刻骨銘心 佚名

116908 愛是唯一要求 譚詠麟

159575 愛是寂寞的風 無印良品

146088 愛是最大權利 吳雨霏

131329 愛是最大權利 蔡卓妍

159520 愛有什麼不好 旺福

173959 愛有你才存在 阿樂

115808 愛比煙花寂寞 沈世愛

118182 愛永遠少一秒 文章

175518 愛無悔傷無悔 晨熙

138111 愛的一種說法 KHLOE CHU

147572 愛的傷這呢重 尤姿涵

141756 愛的光合作用 藍心湄

139325 愛的無可救藥 李小璐

181250
愛的爸爸媽媽

[國] 郎郎(馬誌鋒)

125974 愛的珠穆郎瑪 閻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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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498 愛的真傷得深 孫江楓

119821 愛的真正重量 熊天平

116630 愛的路上有你 覃飛宇

154538 愛的雙重魔力 BY2

141695 愛短短的就好 羅映庭

159753 愛給的那麼多 咻比嘟嘩

170761 愛經不起等待 榮聯合

103573 愛總那麼傷人 段千尋

157528 愛聽班長的歌 女兵三人組

157397 愛能不能不變 蜜雪薇琪

170891 愛自己最快樂 張婧

106802 愛與愁交給誰 韓磊

132461 愛與痛的邊緣 陳慧琳

400133
愛著別人的尪

[閩] 唐飛

172640 愛蒙住我的眼 李炳辰

171280 愛被眼淚代替 佚名

180620
愛要怎麼分割

[國] 許飛

119848 愛要怎麼彌補 笑天

103744 愛要怎麼放開 佚名

163347 愛要讓他知道 佚名

163349 愛要走的時候 佚名

130396 愛請問怎麼走 ALAN

163351 愛讓我更寂寞 宋達民

101349 愛走了心碎了 長春蟲子

190085
愛走了心碎了

[國] 雷龍

401026
愛過一次就夠

[國] 胡傑夕

129204 愛過不留痕跡 莊學忠

152228 愛過你恨過你 張惠妹

119392 愛過就不後悔 萬陽

170103 愛過就不後悔 沈誌仲

103823 愛過後的酸楚 爾薩

104083 愛過才知道痛 範宏偉

163356 愛過痛過恨過 佚名

131784 愛難忘情難忘 蔡瑾全

181122
愛需要打折嗎

[國] 佚名

124752 感動天感動地 宇桐非

107681 感情像大風臺 黃西田,櫻桃姐妹

158969
感情線 SHE'S

THE ONE TENSION

131170 感覺你的存在 蔡依林

401198
感謝你嫁給我

[國] 馬智宇

156645 慈母情戰士心 經典老歌

164878 慵懶的星期天 原始林合唱團

170641 憂傷的天蠍座 曉月

162066 憶秦娥婁山關 佚名

150380 懷念不如相見 葉一茜

106164 懷念的夜都市 洪一峰

182287 懷念的大樹腳 餘天龍

106147 戀上你的滋味 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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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3 戀愛中的傻子 佚名

113673 戀愛中的城市 滿江

135575 戀曲 1990 高勝美

153323 戀著你的影子 朱樺

125444 成人愛情遊戲 楊臣剛

127912 我一個人流淚 張宇

152230 我一個人跳舞 張惠妹

110597 我一直在等你 李牧遙,吳彥祖

108367 我一直在等你 金波

133799 我一直在等你 董冬

120696 我一直在路上 謝華

118742 我一直在路上 王啟文

131559 我一見你就笑 蔡琴

150764 我一見你就笑 蓓蕾

150617 我一見你就笑 葉玉卿

134131 我一見你就笑 鄧麗君

173376 我不上你的當 沈芯羽

107287 我不帶走昨天 黃征

173123 我不很愛你了 林昕陽

147921 我不想一個人 徐懷鈺

100906 我不想再愛你 曹磊

135221 我不想忘記你 郭靜

130898 我不想忘記你 CLAIRE

162243 我不想說再見 白雪

132986 我不想說再見 陳琳

180347
我不想說分手

[國] 易帆

119853 我不是劉德華 佚名

154655 我不是壞女孩 芭比

135514 我不是壞女孩 高以愛

120653 我不是壞男人 佚名

154520 我不是宋承憲 BUDDY

102611 我不是我自己 陳楚生

173486 我不是燕小六 佚名

143659 我不是真的醉 裘海正

401108
我不是趙本山

[國] 趙本水

200910
我不會喜歡你

[國] 陳柏霖

136870 我不知我愛你 黃小琥

125791 我不能不愛你 言承旭

162246 我不能沒信心 佚名

144050 我也不想這樣 容祖兒

146959 我也不想這樣 王菲

127664 我也和你一樣 張學友

101877 我什麼都沒有 陳奕迅

106148 我依然愛著你 歡子

148670 我倆一同飛去 許茹蕓

132766 我們去追雲彩 陳淑樺

126245 我們又見面啦 周傑倫

103824 我們同舟共濟 爾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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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57 我們多麼幸福 佚名

172934 我們大聲呼喊 青青涼

157978 我們就是力量 群星

157979 我們心在一起 群星

126962 我們愛這個錯 張信哲

182082
我們愛過就好

[國] 薛之謙,龍梅子

125647 我們手牽著手 羽飛

181415
我們會更好的

[國] A-LIN

180265 我們的中國心 宋藝飛

108247 我們的交響曲 蔣榮宗

133800 我們的大中華 董冬

109742 我們的小幸福 李小璐

104333 我們的幸福呢 費翔

156650 我們的此相聚 經典老歌

118352 我們的那一年 王中平

159187 我們走過的路 天空樂隊

174227 我做錯了什麼 杜歌

173618 我做錯了什麼 隆隆

127217 我傷過好幾回 張勝渺

104453 我到底怎麼了 光良

120002 我到底算什麼 西域刀郎

128118 我到底輸給誰 張振宇

129802 我原來的樣子 鄭智化

162275 我原是個女兵 佚名

119612 我只是個傳說 小瀋陽

162276 我只有這麼多 佚名

119833 我只能相信你 阮丹青,熊天平

148760 我只要你愛我 謝娜

116036 我只要你愛我 蘇有朋

125123 我只要你現在 楊克強

152233 我可以抱你嗎 張惠妹

173034 我可愛的孩子 姚紹華

138528 我可愛的家鄉 劉春梅

174264 我和我的祖國 楊紫萍

147216 我和我的祖國 王霞

144734 我和我的祖國 孫靜

142826 我和我的祖國 麥穗

148222 我喜歡你快樂 蕭亞軒

113675 我喜歡你的笑 滿江

144356 我喜歡這夜晚 孫悅

170509 我在乎的是你 六哲

200495
我在春天等你

[國] 楊鈺瑩

151424 我在深圳等你 周子零

159811 我在這裡假意 京劇

162286 我在這裡等你 周華健,黃韻玲

126722 我在這裡等你 羅嘉良

104208 我在靜靜等你 費玉清

142226 我多情你薄情 龍飄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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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90 我對你好不好 李碧華

141378 我對真心無悔 梁雁翎

115056 我就在你身邊 任賢齊

170261 我就在妳左右 齊劍

155454 我就是喜歡你 大嘴巴

128517 我就是醬的了 張澤

120687 我已不在尋求 謝東

127668 我希望你相信 張學友

129206 我希望我希望 莊學忠

147997 我很 BLUE 徐若瑄

147474 我心中的故事 韋唯

146343 我心中的草原 烏蘭托婭

400996
我心愛的姑娘

[國] 索南紮西

110371 我怎能忘記你 李建衡

148675 我怎能離開你 許茹蕓

134140 我怎能離開你 鄧麗君

101881 我怎麼可以哭 陳奕迅

118109 我怎麼沒看見 巫奇

165430 我怕你再搖晃 4 IN LOVE

120214 我思念的城市 許巍

153326 我想不起來啦 朱樺

180210
我想我不夠好

[國] 單色淩

143413 我想要有個家 潘美辰

100491 我想說我愛你 阿龍正罡

132719 我愛上了英雄 陳松齡

104454 我愛你在哪裡 光良

132046 我愛你愛好多 陳德容

171429 我愛你犯了罪 阿杜

135577 我愛你這樣深 高勝美

108824 我愛你那麼深 劉尊

170145 我愛妳請別走 常健鴻

130944 我愛我的祖國 常思思

156666 我愛我的祖國 戴玉強

128098 我愛我的老婆 張誌林

118071 我感覺不到你 巫啟賢

137141 我懷著你的愛 黃韻玲

162304 我所喜愛的歌 佚名

107979 我找到我自己 姜育恒

200620
我把愛告訴海

[國] 甜美真

139274 我是你的 XX 李宇春

142936 我是你的情人 那英

180740
我是個小女人

[國] 馬睿菈

124856 我是否還愛你 應昌佑

145244 我是多麼想你 蘇芮

136064 我是如此愛你 侯湘婷

162317 我是愛你的人 佚名

152029 我是最愛你的 佚名

162316 我是浮萍一片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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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966 我是真的愛你 張信哲

141491 我是真的愛你 梁靜茹

118290 我是真的愛你 溫兆倫

110312 我是真的愛你 李宗盛

103574 我是真的愛你 段千尋

182028
我是真的愛你

[國] 羅文裕

118318 我是貝克漢姆 無級生

115233 我是重慶崽兒 潤土

175121 我曾深愛的你 朱丹

148804 我最喜愛的歌 謝安琪

108765 我最愛的女人 陳星

117538 我最愛的朋友 伍思凱

172296 我最愛糖兄妹 糖兄妹

107926 我會好好愛你 姜玉陽

175378 我會永遠愛你 楊海彪

171086 我會永遠記得 佚名

118829 我有一個夢想 譚晶,王宏偉

151074 我有一個秘密 卓依婷

148677 我有一廉幽夢 許茹蕓

162322 我有個好家庭 費玉清

162324 我比誰都愛你 佚名

144678 我決定奔向前 孫燕姿

165159 我沒有那麼笨 中國娃娃

162326 我沒醉是你茫 佚名

139194 我熱戀的故鄉 李娜

117272 我熱戀的故鄉 騰格爾

145921 我熱戀的祖國 吳娜

118591 我用生命愛你 王力宏,柯以敏

141845 我的 80 年代 雷光夏

119963 我的 SHOW 薛之謙

145903 我的人我的夢 吳俊宏

131563 我的兄弟姐妹 蔡琴

143267 我的士兵兄弟 彭麗媛

107482 我的夢中情人 黃立行

109617 我的夢你不懂 劉超華

108059 我的大學時代 居山植

118251 我的女人最好 汪正正

200939
我的家我的國

[國] 佚名

143415 我的心在墜落 潘美辰

145800 我的心在發燙 陶晶瑩

116580 我的心讓你牽 童安格

125417 我的心還再痛 楊烈

127915 我的快樂悲傷 張宇

127916 我的快樂與你 張宇

115499 我的愛像大海 孫江楓

135139 我的愛回不來 郭燕

150451 我的愛對你說 葉倩文

149687 我的愛打點滴 楊丞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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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328
我的朋友 BETTY

SU 順子

133581 我的根在草原 德德瑪

139326 我的淘氣天使 李小璐

109511 我的淚為了誰 劉沖

109512 我的深南大道 劉沖

147999 我的煩惱是你 徐若瑄

143798 我的癡你的狂 任潔玲

137246 我的紅原草地 吉香

148679 我的藍色夏天 許茹蕓

108707 我的衣食父母 劉和剛

146142 我的賴皮女友 娃娃,AIKON

180242
我的農民兄弟

[國] 子祺

157007 我的野蠻女友 可米小子

165281 我看到很多人 這位太太

151460 我真的受傷了 周慧敏,古巨基

127451 我真的受傷了 張學友,王苑之

111460 我真的受傷了 林峰

146811 我真的受傷了 王菀之

127674 我真的受傷了 張學友

200446
我真的受傷了

(11 演)(國語) 林欣彤

150047 我真的好愛你 楊燕

400154
我真的好難過

[國] 張嘉洵

117539 我真的很不錯 伍思凱

110372 我真的很想醉 李建衡

118495 我真的愛上你 王傑

181098
我真的愛過你

[國] 禹湘

157995 我真的謝謝你 群星

118223 我真的需要你 汪峰

156417 我知道你愛我 JS

126404 我知道你等我 周傳雄

171386 我知道我很傻 郭歡

125063 我知道我愛你 易欣

101538 我知道我愛你 陳冠希

101352 我祝福你中國 長春蟲子

125946 我等你到天明 閻維文

131566
我等著你回來+

好預兆 蔡琴

176937 我累了我痛了 潘子華

109112 我給你的快樂 劉德華

124689 我總是聽你說 葉良俊

148497 我美麗的愛情 許慧欣

119069 我聽過你的歌 王焱,何影

155289 我能給你什麼 動力火車

141246 我要一種感覺 梁詠琪

153544 我要你忘了我 紫薇

104212 我要你忘了我 費玉清

107093 我要來去作兵 黃品源

138329 我要我的滋味 劉亦菲

149501 我要找個理由 嶽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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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209 我要為你做飯 阿妹妹

103513 我要為你戒煙 東來東往

143350 我要為你歌唱 潘秀瓊

104213 我要為你歌唱 費玉清

108560 我要的不是你 亂彈阿翔

132484 我要的只是愛 陳慧琳

102499 我要的只是愛 陳曉東

200669
我要給你個家

[國] 糯米

174165 我要自由飛翔 金波

104214 我要飛上青天 費玉清

181648
我親愛的兄弟

[消][國] 劉斌

129803 我親愛的寶貝 鄭智化

162253 我親愛的母親 佚名

117849 我討厭我自己 吳建豪

105980 我記得我愛過 何潤東

133924
我試著再愛你

一次 鄧妙華

172669 我越來越愛你 王鵬

116924 我這一生的伴 譚詠麟

129804 我這樣的男人 鄭智化

170478 我還唱那首歌 CLOWN

135329 我還是屬於你 關悅

133643 我還是很愛你 戴佩妮

132989 我還是挑我的 陳琳

137067 我還能做什麼 小柯,黃琦珊

115647 我還要等多久 宋雪萊

108060 我那逝去的愛 居山植

165213 我開始搖滾了 正午陽光

152241 我陷在愛裡面 張惠妹

149729 我離開我自己 楊乃文

178028 我需要你的錢 L.A 4賤客

181748
我願做一棵樹

[國] 宋熙銘

137340 我願是個女兵 江玲

148890 我願是只小燕 謝采雲

175411 戒了煙戒了你 黑龍

108465 或許你是對的 康康

148575 或許可能應該 許美靜

156527 戰友們來唱歌 經典老歌

135296 戰爭不是答案 關心妍

103300 戰鷹 今天首航 戴玉強

151665 戴眼鏡的女孩 周筆暢

157419 所有你想要的 麥田守望者

180703
手心裡的溫柔

[國] 降央卓瑪

106526 打動每一個心 胡彥斌

157018
打開翅膀 FLY

AWAY 快樂 2世代

400799
找一個下雨天

[國] 李嘉石

146000 找一個人來愛 吳淑敏

151082 找一個字代替 卓依婷

117095 找一個字代替 邰正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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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530 找一個新世界 董事長樂團

401020
找個人來愛我

[消][國] 肖翊歌

401104
找個好的男人

[國] 趙本水

145176 找到幸福那年 蘇慧倫

162420 找到自己的愛 佚名

157706 找尋你 呼喚你 強辯樂團

144482 找無人同腳步 孫淑媚

115606 把你捧在掌心 孫輝

127918 把你留在心裡 張宇

133037 把你藏在心裡 陳瑞

176868 把你藏在懷裡 謝軍

107289 把信郵進大海 黃征

162424 把心埋在心窩 佚名

135582 把愛埋在心窩 高勝美

165004 把愛放在心中 羽泉

116581 把愛放在心裡 童安格

181089
把愛留在西藏

[國] 瓊雪卓瑪

104954 把我的手握緊 郭子

145586 把握每個瞬間 田震

162431 把春天迎進來 章子怡

131571 把月光射下來 蔡琴

113330 把自己交給你 黎明

129409 把錢還給我吧 佚名

173952 抒情歌平快車 JERRY,MERRY

180566
抓不住愛的手

[國] 佚名

110724 抓愛情的兇手 李聖傑

142589 投入地愛一次 毛阿敏

120617 披著狼皮的羊 謝亮子

129860 披著羊皮的狼 鄭源

103177 披著羊皮的狼 刀郎

162445 抱著你的感覺 佚名

102317 拉郎配之搶笛 陳效先,潘曉虹

107181 拒絕疏離逃脫 黃大煒

143419 拒絕融化的冰 潘美辰

162453 拖拉機手之歌 佚名

162460 拜見阿爸阿媽 佚名

153869 拾海星的小孩 趙芬妮

200962
拿得起放得下

[國] 高進

127921 捨不得你的愛 張宇

143422 捨不得你離去 潘美辰

150621 捨不得又如何 葉玉卿

126973 捨不得對不起 張信哲

140633 捨不得說再見 林憶蓮

118503 捨不得讓你走 王傑

126411 掏了心傷了心 周傳雄

108122 掏空天空天空 江得勝

180690
掙錢不捨得花

[國] 佚名

111893 接吻魚的傷悲 佚名



KOD-2400 国语歌曲 點歌目錄
編號 歌名 歌星 編號 歌名 歌星

國語歌曲 第 562 頁

140160 接近無限的藍 林依晨

156086 接過雷鋒的槍 革命歌曲

135388 提醒我的傷心 關淑怡

170671 換個方式愛你 林峯

138470 握不到你的手 劉小慧

102307 揮不去的影子 陳振雲

133014 揮不去的情愁 陳瑞,冷漠

176826 揮手不說再見 冷漠

400881
搜尋你的名字

[國] 樊凡

181943
搜索你的名字

[國] 樊凡

127922 摘下所有美麗 張宇

126834 摘顆星星給我 周鵬

140434 摸不透我的心 林心如

137032 撒哈拉的月亮 黃湘怡

148747 擁有你的日子 許飛

102504 擋不住我的心 陳曉東

138718 擦乾你的淚水 劉芳

109514 擦乾你的淚水 深南大道

180348
擦乾你的淚水

[國] 易帆

107657 改變 1995 黃舒駿

124890 改變所有的錯 庾澄慶

111837 放下我的情感 林義忠

128597 放不下的是你 張立基

136191 放不開你的手 火雅

142940 放愛一條生路 那英

148499 放愛情一個假 許慧欣

140638 放縱全部的愛 林憶蓮

116361 放過你自己吧 唐禹哲

136454 放開你的理由 韓晶

146306 放開你的頭腦 溫嵐

103111 放開手讓你走 丁咚

127924 故事中的故事 張宇

133686 故事就是故事 戴嬈

117541 故事的第一行 伍思凱

103588 故事裡的天堂 段樂

151091 故事裡的故事 卓依婷

146575 故鄉的小火車 王玲

135791 故鄉的小磨盤 佚名

137134 故鄉的鳳凰花 黃靜雅

156813 敢問路在何方 蔣大為

162542 散步在清晨裡 佚名

132490 數到三就不哭 陳慧琳

100885 數到五答應我 曹格

162560 斯卡博勒市場 佚名

138998 新世紀新希望 呂薇

156674 新世紀的英雄 劉斌

119578 新兵連的一天 老兵,黃誌堅,小曾

162570 新年到新年好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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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74 新感情舊回憶 蔡琴

136403 新所在舊世界 韓寶儀

106276 新潮流的男兒 洪榮宏

176856 新無言的結局 大張偉

111468 新生日快樂歌 林峰

126413 新的夜舊的愛 周傳雄

125957 新軍容新軍貌 閻維文

103180 新阿瓦爾古麗 刀郎

162587 新鞋子舊鞋子 佚名

105927 新鴛鴦蝴蝶夢 何家勁

401245
新鴛鴦蝴蝶夢

[國] 黃安

126014 斷了線的風箏 陽一

138312 斷橋小青的歌 劉一禎

139895 斷跟的高跟鞋 李翊君

190038 旁女花之上表 粵劇

162644 早也盼晚也盼 佚名

144925 早已經習慣了 斯琴格日樂

101902 早開的長途班 陳奕迅

156949 明天也要作伴 錦繡二重唱

400265
明天天亮以後

[國] 艾夢萌

132768 明天還愛我嗎 陳淑樺

173535 星光下的傾訴 佚名

162665 星光依然燦爛 佚名

159782 星光依舊燦爛 小虎隊

118683 星期六的深夜 王力宏

105983 星海流浪的人 何潤東

141559 春不來花不開 佚名

134156 春在歲歲年年 鄧麗君

142230 春天在車廂裡 龍飄飄

135913 春天我不回家 何超儀

162692 春姑娘的歌聲 佚名

162703 春雨濛濛的下 佚名

162704 春風帶來煩惱 佚名

157707 昨天今天明天 強辯樂團

117605 昨天今天明天 侯湘婷,吳克群

107658 昨天今天永遠 黃舒駿

142499 昨天你去哪啊 梅艷芳

145353 昨天我十五歲 同恩

162715 昨天的告別式 佚名

162717 是你使我傷心 佚名

118509 是你是你是你 王傑

162721 是否把我忘記 佚名

162720 是否會想起我 佚名

107659 是否真心如我 黃舒駿

128834 是否真的愛我 張雨生

107097 是否還愛著我 黃品源

139721 是否都能忘記 李玲玉

162724 是我寵壞了你 杜德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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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853 是我寵壞了你 伍俊華

105152 是雨還是眼淚 郭富城

134160 晨光下的戀情 鄧麗君

151392 暖我一生的你 周冰倩

141258 暗戀也很快樂 梁詠琪

400773
暗戀過結局呢

[國] 新街口組合

115250 曾經愛過的人 饒天亮

162740 曾經有個女孩 黃心懋

162744 最前線全中文 佚名

127928 最勇敢的季節 張宇

157551 最寒冷的季節 牛奶@咖啡

130411 最幸福的孩子 安又琪

138070 最後一個夏天 金花

133041 最後一個情人 陳瑞

129389 最後一個情人 趙真

154271 最後一個擁抱 BAD

103577 最後一個擁抱 段千尋

170640 最後一封情書 佚名

108467 最後一封簡訊 康康

153917 最後一次分手 趙薇

176716 最後一次寂寞 丁當

145179 最後一次感動 蘇慧倫

140439 最後一次為你 林心如

141508 最後一次爭執 梁靜茹

107992 最後一次等待 姜育恒

125126 最後一滴眼淚 楊克強

155355 最後一種快樂 動力火車

142233 最後一聲愛你 韓寶儀

136405 最後一聲愛你 龍飄飄

144086 最後的茱麗葉 容祖兒

110636 最後的那一天 李玖哲

181480
最心疼的玩笑

[國] KINGSTAR

141510 最快樂那一年 梁靜茹

200311 最想念的季節 張皓然

151975 最想念的季節 張含韻

126979 最想念的季節 張信哲

126418 最愛你的時候 周傳雄

171406 最愛的人是你 陳興瑜

150710 最浪漫的婚禮 佚名

116364 最溫柔的懸念 唐禹哲

155835 最特別的存在 F4

126604 最特別的存在 周渝民

180637
最珍貴的角落

[國] 佚名

174169 最紅最美的旗 李丹陽

181268
最美好的回憶

[國] 鄔禎琳

125128 最美麗的溫柔 楊克強

139657 最美麗的珍珠 李玟

173065 最親愛的媽媽 阿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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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38 最遠最近的你 周亮

159431 最重要的小事 五月天

162759 最難忘的情人 佚名

124897 最驕傲的理由 庾澄慶

125354 會有那麼一天 楊慶煌

113772 會有那麼一天 馬兆駿

116303 會長大的幸福 TANK

156823 月亮走 我也走 蘇紅

156683 月亮走我也走 張也

151111 月亮走我也走 卓依婷

145213 月亮走我也走 蘇紅

135717 月亮走我也走 龔玥

133847 月亮走我也走 董文華

133848 月光下的思念 董文華

149348 月光下的情思 央金蘭澤

158236 月光下的祈禱 青春美少女

172783 月光下的童話 佚名

162775 月夜的小路 蔡鳳凰

134942 月朦朧鳥朦朧 鳳飛飛

138893 有一個傻姑娘 劉韻

150103 有人教我放棄 楊采紘

135081 有你已經足夠 佚名

176755
有你陪著很幸

福 李猛

162784 有價值的男性 佚名

115675 有夢就不認輸 山野

172086 有娘叫最幸福 佚名

131459 有心人有情人 蔡淳佳

172752 有您太多美麗 周慧敏

170751 有愛就有一切 群星

158044 有愛就有可能 群星

139068 有我在你身旁 李丹陽

130689 有時候沒時候 本多 RURU

174046 有朋自遠方來 劉罡

134943 有真情有活力 鳳飛飛

143162 有著你多麼美 彭羚

133789 有誌者事竟成 段麗陽

125069 朋友們對我說 易欣

117944 朋友出去走走 吳百倫

129810 朋友天堂好嗎 鄭智化

139198 望城市從故鄉 李娜

103181 朝聖者的腳步 刀郎

151667 未來就是現在 周筆暢

107367 未來需要等待 黃格選

162827 未完成狂想曲 佚名

129220 未完成的戀曲 莊學忠

162830 未曾留下地址 佚名

154953 本來就是這樣 草蜢

170622 李雷和韓梅梅 徐譽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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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886 杜鵑鳥的黃昏 凡人

160562 東京愛情故事 佚名

153294 東摸摸西摸摸 朱安禹

153524 東方夢 赤子情 祖海

147219 東方有一個夢 王霞

147476 東窗月西窗月 韋唯

162860 林投葉色青青 佚名

110637 柏拉圖式想念 李玖哲

115995 柏拉圖的永恆 蘇有朋,李芳

100246 某個女人的美 阿木

180919 柴達木的情人 來國慶

151133 校園中的喜悅 卓依婷

110958 格格生日快樂 李風持

176784 桃花園的思念 陳珧

125964 桃花紅杏花白 閻維文

159955 梁祝之回十八 越劇

147964 梅州我的家鄉 徐秋菊

129222 梨花開遍天涯 莊學忠

152084 楊八姐闖幽州 佚名

162847 楊延輝坐宮院 佚名

401012
橘紅色的火焰

[國] 群星

131184 檸檬草的味道 蔡依林

137240 歡樂的火把節 吉木喜兒

133583 歡樂的那達慕 德德瑪

151142 歡聚一堂+歡聚 卓依婷

172832 止不住的思念 佚名

181693
此昵稱不存在

[國] 佚名

162953 步步高新春到 佚名

139787 歲歲月月年年 李碧華

131595 歸來吧蘇連多 蔡琴

142284 殺死我的溫柔 KEEVA MAK

138109 殺死我的溫柔 MARK

162956 母親你在何方 余天

121249 母親你在何方 王雪晶

162957 母親您真偉大 佚名

162958 母親教我的歌 佚名

117279 母親湖的淚水 騰格爾

157146 每一夜每一天 零點樂隊

135225 每一天都不同 郭靜

162965 每分鐘需要你 佚名

141517 每天第一件事 梁靜茹

126609 每次醒來+冰雨 周渝民

155837
每次醒來＋冰

雨 F4

136230 每當你抱著我 胡楊林

200101
比快樂擱卡真

[國] 吳淑敏

180213
比想像還要美

[國] 國巍

124901 比永遠還要久 庾澄慶

128141 毛主席派人來 耿蓮鳳,張振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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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975 毛主席的光輝 楊紀美

102707 水是冰的眼淚 陳玉健

164901 水缸裡的月亮 彜人製造

181247
永不放棄的夢

[國] 郎郎(馬誌鋒)

149095 永遠+夢醒時分 辛曉琪

157148 永遠不說再見 ENERGY

155694 永遠不說再見 零點樂隊

120645 永遠是個秘密 謝天笑

162996 永遠永遠不變 佚名

200319

永遠的好兄弟

[明業嘉

輝][國] 張雷

118692 永遠的第一天 王力宏

155540 永遠的達斡爾 達斡爾人組合

115202 永遠的雪蓮花 容中爾甲

118519 永遠相信愛情 王傑

120230 永遠自由的心 許巍

100221 永遠那麼遠 阿弟仔

125101 永遠都是我的 月光星子

172888 永遠都有希望 顧凱

101627 汀州路的春天 陳昇

125138 求求你告訴我 楊剛

144825 江南美美江南 宋祖英

135062 江山如此多嬌 董文華

171258 江山如此多嬌 杭嬌

163005 江畔獨步尋花 佚名

130856 沂蒙山好風光 白雪

125072 沒事陪你走走 易欣

154595 沒什麼了不起 北原山貓

156993 沒什麼大不了 KRUSTY

143519 沒什麼大不了 潘辰

148979 沒什麼我願意 謝金燕

102570 沒有人的地方 陳柏圻

144696 沒有人的方向 孫燕姿

163023 沒有人的時候 佚名

115090 沒有人瞭解我 任賢齊

158552 沒有你怎麼辦 SHINE

132512 沒有你的一切 陳慧琳

109170 沒有你的城市 劉德華

101708 沒有你的房間 陳奕

141864 沒有你的承諾 佚名

126423 沒有你的日子 周傳雄

170247 沒有妳的孤單 張躍

113006 沒有快樂的路 陸毅

118521 沒有愛哪有恨 王傑

117930 沒有故事的人 吳煒

115607 沒有車沒有房 孫輝

172824 沒有車沒有房 黃金剩女

180574
沒說出的再見

[國] 蔡日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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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312 沙沙雨淋濕濕 翁倩玉

119795 沙漠裡的駱駝 湘海

140947 沙灘上的回憶 夏國星,林玉英

119447 沙灘上的回憶 林玉英

163035 河南人怎麼了 佚名

163036 河堤上的傻瓜 丘丘合唱團

136847 泡水的後車廂 黃小楨

157172 泰山與灰姑娘 雷樂隊

144827 洪水水浪打浪 宋祖英

156723 洪湖水浪打浪 莊學忠

150154 洪湖水浪打浪 楊鈺瑩

144828 洪湖水浪打浪 宋祖英

101453 活一天拼一天 陳偉

142948 活的就是現在 那英

142950 活著就是現在 那英

108002 活該你被拋棄 姜育恒

105831 流浪兒想回家 高楓

130492 流浪的的燕子 艾敬

134673 流浪者的獨白 範怡文

124491 流浪者的獨白 葉佳修

156724 浪淘沙 北戴河 經典老歌

180183
浪漫的七月七

[國] 佚名

163081 浪花故鄉的夢 佚名

157331 海一樣的傷口 摩天人

149547 淚滴 LADY 於臺煙

108484 淡淡的久久的 青果兒,康然

181288
淩晨三點三分

[國] 鐵熱沁夫,曹菲兒

163110 深夜裡為了你 佚名

133262
深夜走過長安

街 陳紅

106808 深山裡的漢子 韓磊

144830 深情地戀著你 宋祖英

140663 深情本難解釋 林憶蓮

160068 深情的太陽穀 雪狼組合

182058 深愛 2012[國] 葉時偉

126265 深藍色的情書 周傑倫

102225 清平樂六盤山 陳小濤

163124 清溪水慢慢流 佚名

163137 港町十三番地 佚名

121074 湖南 MARY 雪村

153922 滿場飛圓舞曲 趙薇

141520 滿滿的都是愛 梁靜茹

124598 潘朵拉的盒子 葉宇澄

174060 潮聲唱響亞運 合唱

142796 澳門一九九九 馬群琪

106292 濃濃的一杯酒 洪榮宏

109389 灑下一片深情 劉斌

115449 灑下一片深情 孫楠

142992 火把節的火把 歐陽麗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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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47 火車頂的心情 蔔學亮

180479
火辣辣的情歌

[國] 烏蘭圖雅

173022 灰太狼的悲傷 馬雨賢

163182 灰姑娘的舞鞋 佚名

113367 為了你所以愛 黎明

126071 為了你放棄你 雲飛

102882 為了愛 陳辰

135602 為了愛夢一生 高勝美

118527 為了愛夢一生 王傑

171062 為了我為了你 任軍太

102700 為什麼傷害我 陳玉健

110879 為什麼可煩惱 李逸

139727 為什麼喜歡你 李玲玉

138415 為什麼想念你 劉嘉玲

146996 為什麼愛上他 王菲

129234 為什麼要流淚 莊學忠

180548
為什麼要這樣

[國] 胡傑夕

142240 為什麼離開我 龍飄飄

104241 為何愛著別人 費玉清

104817 為何還在愛你 廣智

178057 為你再活一天 K ONE

142953 為你朝思暮想 那英

116546 為你相思一生 童傑

106773 為內蒙古喝彩 韓磊,任真,查汗

158076 為全世界歌唱 群星

141719 為冬天寫的詩 羅美玲

155469 為女民兵題照 於文華

103825 為愛放棄自由 爾薩

132682 為愛笑著流淚 陳明真

102526 為我多留一夜 陳曉東

171091 為我撐傘的人 蘭鴿

170842 烏蘭巴托之夜 馬丹

170729 烏蘭巴托的夜 琪琪格

164920 無人知的城市 櫻桃姐妹

149098 無名指的幸福 辛曉琪

143710 無情人癡情心 邱蕓子

142794 無情的壞男人 馬睿菈

141781 無情的電話機 藍萍

135787 無情者有情人 何嘉莉

107672 無條件的愛情 張秀卿,黃西田

162621 無法一天不想 佚名

141827 無法停止想你 陸萍

110861 無法隨風的愛 李進

147376 然後你怎麼說 萬芳

170479 然後沒有然後 CLOWN

120587 煩惱的星期天 佚名

116524 熟悉的陌生人 田家達

100766 熱帶魚的郵件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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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187 熱烘烘的太陽 王雪晶

154676 燃燒中的引線 芭比

157553 燃燒吧!小宇宙 牛奶@咖啡

163215 燕子捎來喜訊 佚名

156737 燭光裡的媽媽 卓依婷

152024 燭光裡的媽媽 毛阿敏

131193 爆米花的味道 蔡依林

144241 爭取來的愛情 阮丹青

125976 父親河母親江 閻維文

140088 爸爸給的堅強 李霄雲

119393 牛背上的孩子 佚名

124934 牢記兩個務必 楊洪基

158244 牧場上我的家 青燕子演唱組

163383 牽引著你的心 佚名

176768 犀利哥的傳說 佚名

182284
狠狠心說分手

[國] 顧莉雅

157743 獨立女性宣言 環球群星

163404 獨身仔的心聲 佚名

144838 獻出你的愛心 宋祖英

108214 獻給妻子的歌 蔣大為

151810 獻給母親的歌 周靈燕

142849 玉樹我的故鄉 尼瑪拉毛

115990 玫瑰花的眼淚 蘇天華

120175 玫瑰花的葬禮 許嵩

171070 玫瑰花與傻瓜 任軍太

150628 珍惜你的女人 葉玉卿

108324 珍惜我的真心 金城武

108377 班長的紅玫瑰 金波

141653 現在就說愛我 盧春如

130398 現在我很幸福 ALAN

163429 現在流行什麼 佚名

163441 瑤山的百靈鳥 佚名

130946 瑪依拉變奏曲 常思思

163420 瑪麗的小綿羊 佚名

150783 瓦西裡的故事 袁泉

147378 甘心再生一世 萬芳

141874 甜蜜是奢侈的 黎亞

139288 甜蜜的我愛你 李宇春

118232 生命中的一天 汪峰

148140 生命中的天使 肖燕

135226 生命因你動聽 郭靜

140678 生命屬於我們 林憶蓮

146513 用巧計哄元帥 王慧

129391 用情最深的人 趙真

129037 用愛把你灌醉 朱文

127185 用盡一生的愛 張克帆

113637 用真愛去表白 滿文軍

158690 用誠心來相待 十二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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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474 田野裡靜悄悄 大家唱合唱團

129122 申請幾片溫柔 臧天朔

103138 男不帥女不愛 佟大為

100911
男人不是沒眼

淚 曹磊

200401
男人憑什麼說

[東樂][國] 李歐

127735 男人本該妒忌 張學友

173043 男人為什麼累 龐曉宇

134676 男人說女人說 範怡文

154596 男子漢大丈夫 北原山貓

126432 留下來給我愛 周傳雄

134207 留不住你的心 鄧麗君

106296 留不住你的心 洪榮宏

147954 留不住你的愛 徐熙媛

102870 留不住的溫柔 陳詠

115114 留不住讓他走 任賢齊

127943 留你留得好苦 張宇

137411 留在誰的心裡 江美琪

144373 異鄉人的週末 孫悅

110595 當一回花木蘭 李煒

117795 當你回來找我 吳宗憲

175430 當兵的那一天 小曾

129331 當初應該愛你 趙傳

149418 當愛在的時候 姚黛瑋

140517 當愛已成往事 李宗盛,林憶蓮

127404 當愛已成往事 張國榮

401181
當愛已成負擔

[國] 雨宗林

110294 當愛擦身而過 李宗盛,鄭惠玉

118358 當愛還來得及 王中平

100827
當我們同在一

起 成龍

161984 當我們還年輕 佚名

126280 當我墜入愛河 周傑倫

118696 當我睜開眼睛 王力宏

161987 當我行過麥堆 佚名

161990 當歌唱的時候 佚名

165400 當那一天來臨 3D動漫

102226 當那一天來臨 陳小濤

101570 痛到感覺不到 佚名

149293 痛在離別時候 佚名

174109 痛是一種快樂 程科

160601 瘋狂青蛙串燒 佚名

163499 癡情無了情時 佚名

136253 發泡的一瞬間 胡瑋琪

116473 發育過的男人 泰迪羅賓

156234 發財+恭喜恭喜 花仙子

110959 白玫瑰的葬禮 李風持

142355 白紗窗的女孩 孟庭葦

140848 白花飄雪花飄 林淑娟

136345 白蓋頭黑眼睛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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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463 白蝴蝶的春天 甄子維

129242 白雲下的牧歌 莊學忠

158790 直到看見大海 水木年華

148816 直角等於三角 謝安琪

100192 相信她關心她 佚名

134962 相思爬上心頭 鳳飛飛

140520 相愛時候到了 林憶蓮,風火海

142356 相愛的可能性 孟庭葦

121273 相見不如懷念 余天,李亞萍

142963 相見不如懷念 那英

142242 相見不如懷念 龍飄飄

163540 相見難別亦難 佚名

163552 盼星星 盼月亮 佚名

153555 看不見你的愛 莊妮

163559 看不見的溫柔 裘海正

120176 看不見的風景 許嵩

140821 看不見聽不見 林曉培

145655 看我七十二變 談莉娜

131200 看我七十二變 蔡依林

127145 看月亮爬上來 張傑

130707 看見雨下了嗎 比比

127745 看開些吧女孩 張學友

173115 真心尚介美麗 甲子慧

139669 真心話大冒險 李玟

147315 真情不必多說 翁倩玉

163576 真情乎人出賣 佚名

158692 真情何時收回 十二美女

158104 真愛與你同在 群星

173876 真材實料的我 林俊傑

145408 真的不想結束 堂娜

144313 真的愛愛過你 孫嫣然

116051 真的愛過就好 蘇有朋

129874 真的我想知道 鄭源

129875 真的用心良苦 鄭源

128586 真的真的愛你 張祥洪

129364 真的真的真的 趙明

142358 真的還是假的 孟庭葦

127750 真空十九小時 張學友

116217 真話傷人很痛 蘇永康

163593 眼晴裡的湖水 佚名

102535 瞭解你的所有 陳曉東

118981 知己何必紅粉 王誌文

151203 碧蘭村的姑娘 卓依婷

118163 確定讓你幸福 佚名

158108 祖國不會忘記 群星

132137
祖國你在我心

上 陳思思

133869 祖國正是花季 董文華

150229 祖國正是花季 殷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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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125
祖國正是花季

[國] 周燕君

117740 祝你一路順風 吳奇隆

163624 祝你新年快樂 佚名

156761 祝你生日快樂 經典老歌

106620 祝我一路順風 胡瓜

146312 祝我生日快樂 溫嵐

174024 祝福你親愛的 筷子兄弟

115322 神啊求求你啦 酷兔兔,司文

170551 神奇的布達拉 圖亞格

181218
神奇的潿洲島

[國] 譚晶

171345 神馬都是浮雲 蕭全

107185 秋天 1944 黃大煒

163677 科羅拉多之夜 佚名

147189 稍息立正站好 王雪晶

172696 種下思念的痛 佚名

107709 種葫仔生菜瓜 黃西田

163680 稻草人的心情 佚名

163682 稻草裡的火雞 佚名

152279 空中的夢想家 張惠妹

102227 空軍後勤之歌 陳小濤

149037 穿裙子的季節 謝雨欣

135172 童年的小搖車 郭蓉

141850 第 36 個故事 雷光夏

175341 第一千滴眼淚 藍雨

129509 第一眼的愛情 鄭中基

103710 第一號傷心人 迪克牛仔

102187 第一號女朋友 陳小春

158949 第一道彩虹光 T.R.Y

181955
第七個情人節

[國] 沈石磊

155700 第二次愛上你 ENERGY

149107 第幾次愛上你 辛曉琪

128126 第幾次離開我 張振宇

144144 等不及愛上你 容祖兒

108628 等你 2009 冷漠

200415
等你一句抱歉

[國] 林依婷

149039 等你不怕夜長 謝雨欣

157158 等你把夢做完 零點樂隊

133477 等你融化的冰 丁曉松

145901 等到心關了門 吳倩蓮

127006 等待與你相見 張信哲

165343 等愛走了以後 1983

116604 等我一起入夢 童安格

117556 等著你愛著你 伍思凱

120660 等著你的電話 謝宇文

135670 管我快不快樂 高慧君

148255 節奏與布魯士 蕭亞軒

142601 籬笆牆的影子 孫國慶

119387 籬笆牆的影子 毛阿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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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88 米蘭的小鐵匠 周傑倫

151221 粉紅色的回憶 卓依婷

136420 粉紅色的回憶 韓寶儀

148426 粉紅色的腰帶 林美莉

132532 糖衣與巧克力 陳慧琳

121133 紀念班禪大師 亞東

143827 紅太陽照邊疆 任靜

150162 紅彤彤的春天 楊鈺瑩

147294 紅紅的中國結 王麗達

400932
紅紅的薩日朗

[國] 烏蘭圖雅

156203 紅紅的蝴蝶結 火鳥三人組

137351 紅顏為你開放 江珊

200596
紮巴依的春天

[國] 佚名

106463 終於被我發現 胡兵

400653
結局後才明白

[國] 喬洋

155849 絕不能失去你 F4

151223 絕口不提愛你 卓依婷

129513 絕口不提愛你 鄭中基

110469 絕望的撒哈拉 李明翰

115123 絕望的生魚片 任賢齊

148763 給不了的幸福 謝娜

145811 給了我什麼呀 陶晶瑩

102850 給你一份溫柔 陳耀川

158906 給你一個機會 閃亮三姐妹

155370
給你愛 BUT YOU

LIE 動力火車

116054 給你我的所有 蘇有朋

400855
給大家的情歌

[國] 梁詠琪

104750
給幸福一個機

會 古巨基

102191 給我一個機會 陳小春

171412 給我最愛的你 佚名

120712 給擦肩的緣份 謝軍

125331 給未來的自己 楊宗緯

141534 給未來的自己 梁靜茹

140081 給爸爸媽媽的 李雪

140696 給等最久的人 林憶蓮

144150 給自己的情書 容祖兒

141296 給自己的情歌 梁詠琪

115210 綠色的那曲卡 容中爾甲

200882
維也納的憂傷

[國] 佚名

143313 維多利亞的愛 潘嘉麗

104819 網線連通你我 廣智

158911 羅密歐的世界 閃亮三姐妹

175373 美人魚的眼淚 王藝

113685 美麗不是錯誤 滿江

140977 美麗單身女人 佚名

139685 美麗的主題曲 李玟

172639 美麗的新加坡 伍俊華

145634 美麗的新天地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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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509 美麗的花蝴蝶 張洪量

126521 美麗的阿依河 周強

133589 美麗的額濟納 德德瑪

180143
美麗的黔西南

[國] 於洋

118820 美麗的龍泉山 王宏偉

119043 習慣一個人 王浩

101240 翻不完的夏天 蔡旻佑

156783 老倆口學毛選 經典老歌

125451 老公 PK 老婆 邵雨涵,楊臣剛

180587
老公你真討厭

[國] 佚名

400669
老婆變成老狼

[國] 天郎

115509 老朋友你好嗎 孫浩

117285 老爺子老太太 騰格爾

139025 聖山達爾吉林 呂靜

111149 聽不懂沒關係 林俊傑

152286 聽得見的夢想 張惠妹

147445 聽得見的青春 衛詩

180715
聽情歌忘了她

[國] 陳玉建

153991 聽我唱這首歌 趙詠華

200870
聽我說親愛的

[國] 鄭東

138726 聽是誰在唱歌 劉若英,黃韻玲

142248 聽說你就要走 龍飄飄

161308 聽說你離開他 周子寒

143728 聽說罷心惆悵 錢惠麗

148591 聽那星光歌唱 許美靜

182094

背影裡的沉默

(動畫消

伴)[國] 佚名

159901 胡不歸之慰妻 戲曲

159472 能不能不要說 五月天

135621 能不能留住你 高勝美

141851 臉頰貼緊月球 雷光夏

131831 自然和你有關 陳予新

180582
自由行走的花

(消伴)[國] 薩頂頂

111041 自豪的建設者 林依倫

400586
舊情人舊情歌

[國] 冷漠,李策

116227 舊愛還是最美 蘇永康

147194 舒伯特搖籃曲 王雪晶

180193
花一樣的香味

[國] 吳介賢

120021 花樹下的約定 許仁傑

153205 茉莉花的日子 曾淑勤

180448
草原上唱情歌

[國] 樂桐

160069 草原上的駿馬 雪狼組合

130546 草原我的阿媽 阿斯根

133599 草原綠色的歌 德德瑪

103713
莎郎嘿 SA LANG

HAE 迪克牛仔

151241 莫辜負好時光 卓依婷

142251 萍水相逢的人 龍飄飄

401065
葉對根的情義

[國] 袁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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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98 蒲公英的約定 周傑倫

401187
蔚藍色的晴朗

[國] 韓偉

141109 薄荷與指甲剪 梁文音

103194 薩拉姆毛主席 刀郎

157516 藍的傘紅的傘 南方二重唱

144859 藍藍的一片海 宋祖英

142971 藏不住的快樂 那英

156423 蘇菲亞的盛宴 JS

156424 蘇菲亞的願望 JS

401155
蘭花花（原

伴)[國] 阿寶

166025 蝸牛與黃鸝鳥 卓依婷

117145 螢火蟲在飛舞 佚名

153938
表情 動作 語

言 趙薇

119702 被你傷害的人 徐威

110833 被傷過的男人 李貴府

180303
被幸福追著跑

[國] 張棟樑

138625 被忽略的女人 劉純如

125739 被忽略的女人 袁惟仁

111856 被愛傷過的人 林鋒

102258 被愛是一種癮 陳峙民

135073 被愛融化的雪 貢維特

138970 被遺忘的時光 呂珊

131632 被遺忘的時光 蔡琴

200565
被遺忘的角落

[國] 洪煜祺

136849 裏斯本的倦意 黃小楨

166095 西北雨直直落 佚名

146706 西安愛情故事 王箏

139007 西柏坡的思念 呂薇

102694 西江月井崗山 陳熙然

137041 西班牙狂想曲 黃湘怡

136459 西班牙野玫瑰 韓真真

150184 西門慶的眼淚 楊青

126619 要不是愛上你 周渝民

400758
要比今天快樂

[國] 徐峰柏

117878 要記得說再見 佚名

200496
親別苦了自己

[國] 樊少華

115321 親愛的不要走 司文

145033 親愛的夜已深 沈芳如

100196 親愛的對不起 阿龍正罡,阿唯

190015
親愛的對不起

[國] 雷龍

143539 親愛的巴比多 潘迪華

120785 親愛的巴比多 謝雷

119543 親愛的我愛你 小山

101445 親愛的我愛你 陳依然

173841 親愛的我願意 劉庭羽,劉大毅

116385 親親你抱抱你 佚名

157318 親親我的寶貝 夢露樂團

126660 親親我的寶貝 周華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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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43 親親的中國人 陳思思

139076 親親的茉莉花 李丹陽

181132
親親的西北風

[國] 蒙克

145846 親親豬豬寶貝 佚名

158145 訂做一個天堂 群星

112286 記得介年寒天 佚名

151250 記得你記得我 卓依婷

134231 記得你記得我 鄧麗君

150581 記得我們有約 葉歡

135626 記得我們有約 高勝美

135128 記得我的樣子 郭淑賢

181228
記憶中的被愛

[國] 趙丹

116610 記憶由愛開始 童安格

138438 許下一個心願 劉媛媛

103517 試圖生日快樂 東來東往

181694
試探你的溫柔

[國] 單色淩,玉兔

126621 試著愛我一天 周渝民

148511
詩 水蛇 山神

廟 許慧欣

149520 該快樂就快樂 佚名

175187 該我的還給我 佚名

173000 該放手就放手 太子

182108
該死的高跟鞋

[國] 許哲珮

111927 誘惑我一輩子 梁家輝

134234 說一說笑一笑 鄧麗君

126447 說不出有多愛 周傳雄

111596 說不出的告別 林誌炫

135179 說不出的快樂 郭蘭英

151760 說不出的快活 伊能靜

150761 說不出的快活 周蕙

149244 說不出的快活 沈殿霞

144975 說不出的快活 葉麗儀

138808 說不出的滋味 劉若英

151813 說不盡的鄉情 周靈燕

171180 說好了不見面 小賤

170598 說好的一輩子 張冬玲

126304 說好的幸福呢 周傑倫

135627 說起了我的夢 高勝美

165035 誰不曾誰不想 羽泉

106310 誰人要乎阮載 洪榮宏

146167 誰偷了我的菜 佚名

136343 誰是我的新郎 衡越

170743 誰是我的織女 立濤

174087 誰曾為我流淚 徐靖博

152554 誰的夢向天闕 張瀾瀾

115478 誰的心忘了收 孫楠

151251 誰的眼淚在飛 卓依婷

142367 誰的眼淚在飛 孟庭葦

118549 誰能丟掉傷心 王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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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47 誰要我站起來 任賢齊

139215 誰說也不信它 李娜

101454 誰說愛要結果 陳偉

104964 誰說我不在乎 郭富城,陳艾湄

119072 誰說我不想哭 王焱

117123 誰讓你想到哭 邰正宵

157564 談談情說說愛 男才女貌

125749 談談情說說愛 袁成傑,戚薇

134238 請你別再找我 鄧麗君

156443 請你幫我升級 夾子太硬啦

133459 請對我好一點 丁小芹

170762 謝謝你不珍惜 蕭全

118088 謝謝你冬的雪 巫啟賢

138475 謝謝你愛過我 劉小慧

155917 謝謝你的溫柔 飛輪海

124700 謝謝你的美好 嚴爵

143186 謝謝你舊情人 彭羚

127220 謝謝你選擇我 張勝渺

126449 謝謝你陪著我 周傳雄

127114 讀毛主席的書 張偉進

129879 變了散了算了 鄭源

134678 變遷的你的我 範怡文

158149 讓世界充滿愛 汪峰

105312 讓世界充滿愛 郭峰

139697 讓世界更美麗 李玟

146756 讓他們都知道 王芷蕾

118713 讓你感動流淚 王力宏

149620 讓回憶隨風飄 於櫻櫻

150363 讓微笑多一點 燕妮

134240 讓心兒圈起你 鄧麗君

116614 讓思念伴著我 童安格

181236
讓愛不再搖擺

[國] 趙星翔

140713 讓愛人去流浪 林憶蓮

139698 讓愛固定下來 李玟

109285 讓愛火再燃燒 劉德華

157722 讓愛無所不在 群星

165257 讓愛自由自在 蟑螂合唱團

103456 讓愛那麼愉快 杜德偉

141395 讓我一個人走 梁雁翎

172065 讓我們跳起來 常健鴻

143442 讓我再愛一次 潘美辰

133532 讓我哭讓我醉 佚名

108018 讓我好好愛你 姜育恒

111155 讓我心動的人 林俊傑

136429 讓我悄悄離去 韓寶儀

172734 讓我愛一小時 林峰

118550 讓我永遠愛你 王傑

149934 讓我重新愛你 楊千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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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54 讓我默默離開 龍飄飄

158154 讓綠色聽得見 群星

127954 讓頭擡的更高 張宇

129830 貝多芬的悲傷 鄭毅

158156 財神到 OP 到 OP組合

103150 賜我一根紅線 佚名

130383 赤壁大江東去 ALAN

124841 赤條條來人間 尹相傑

180762
赤裸裸的離開

[國] 龍梅子,老貓

144381 走一走看一看 孫悅

100199 走出毒品世界 阿威

181886
走在街上的心

[國] 佚名

143629 走進你的故事 瞿穎

150365 走進東方的夢 燕妮

149137 走進珠穆朗瑪 雪兒達娃

127791 走過 1999 張學友

100247 走過一九九五 阿木

135736 起初只是朋友 龔詩嘉

175667 起立敬禮坐下 大小姐

153994 趁著心還能飛 趙詠華

146707 越單純越幸福 王箏

170999 越愛情越自虐 新街口組合

126450 越懂你越疼你 周傳雄

152306 越懂我越愛我 張惠妹

157557 越長大越孤單 牛奶@咖啡

181889
越開心越寂寞

[國] 李克勤

145633 趕海的小姑娘 童欣

131296 跟你借的幸福 蔡健雅

182267
跟從前說再見

[國] 青春美少女

158989
跟著我 FLY FLY

AWAY TOKYO D

154304 跟著我說嘻哈 BABY MONKIZ

118828 路邊的兔絲草 王宏偉

106311 路邊的小野花 洪榮宏

151264 踏著夕陽歸去 卓依婷

151798 身未動心已遠 周迅

133319 躺在你的衣櫃 陳綺貞

125902 軍旗下的我們 閻維文

119579 軍旗下的祝福 老兵,黃誌堅,小曾

124830 軍隊和老百姓
尹相傑,江濤,孫浩,韓

特

150170 輕輕地告訴你 楊鈺瑩

151265 輕輕的告訴你 卓依婷

150171 輕輕的告訴你 楊鈺瑩

149246 轟轟烈烈去愛 伊能靜

151267 農家的小女孩 卓依婷

155435 農村包圍城市 單行隊樂隊

142256 迎接愛的時光 龍飄飄

134246 迎著風跟著雲 鄧麗君

170039 迎風飄揚的旗 總政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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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47 迷惑我少女心 伊能靜

118254 送你一份吉利 汪正正

133880 送你一份吉利 董文華

153229 送你一束馨香 朱含芳

145383 送你一片陽光 唐韋琪

153490 送給媽媽的歌 甄秀珍

180702
送給最美的你

[國] 阿飛

175630 透早的飛行機 王建傑,魚仔

105790 透過你的雙眼 高明駿

143547 逐暝一通電話 潘麗麗

100760 這一年過去了 常寬

165041 這一生只為你 羽泉

105932 這一生還有約 何家勁

159917 這些兵急人難 戲曲

100250 這些日子以來 阿杜,張清芳

170421 這個日子真好 於乃久

144196 這分鐘更愛你 容祖兒

181337
這是我們的家

[國]
陸徽,張磊,陳波,周海

濤

111601 這是最後一夜 林誌炫

104957 這樣對我最好 郭子

118091 這次不是流言 巫啟賢

144533 這甘是阮的愛 孫淑媚

108278 這裡通向世界 解曉東

107304 這首歌真好聽 黃征

108852 這麼寵我好嗎 劉德華,吳婉芳

140369 連恨你都不會 林宸希

147647 進一步退兩步 小辣椒

156538 運動員進行曲 佚名

126160 過了期的回憶 周俊偉

170128 過去現在未來 佚名

151276 過新年最高興 卓依婷

153206 過節的霓虹燈 曾淑勤

130473 達斡爾祝酒歌 佚名

126860 達芬奇的密碼 佚名

110940 達阪城的姑娘 李雙江

175092 遙遠的你和你 洪啟

145107 還不夠快樂嗎 佚名

129339 還單身一個人 趙傳

130941 還是要說再見 MAKIYO

145431 還是那麼愛你 天驕蝴蝶

118304 還能愛你多久 溫兆倫

148599 邊界 1999 許美靜

114921 那一年這一天 任賢齊,舒淇

119759 那一年那一天 徐譽滕

113654 那一年那一天 滿文軍

180074
那不是雪中紅

[國] JPM

152966 那不會是愛吧 張靚穎

131643 那些事那些人 蔡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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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674 那些別人要的 小雪

136888 那些我愛的人 黃小琥

170650 那個人不是我 佚名

152600 那又怎麼樣呢 張玉華

107541 那女孩對我說 黃義達

110350 那女孩愛過我 李崗霖

131930 那就好好過吧 陳妃平

400059 那時候哥還小 周桐同

154472 那時候的我們 BOBO

170195 那誰沒有下次 蘇永康

173175 都什麼時候了 張惠妹

154797 都市戀愛故事 CD VOICE

107714 都市的莊腳人 黃西田

400217
都市秋天國語

[國] 王愛華

155226
都深巴郎巴達

(REMIX) DJ

125753 都達爾瑪利亞 袁晨野

117132 鄂爾多斯酒歌 鐵木爾

108092 酒中的紅玫瑰 江俐奇

140852 醉在你的懷中 林淑娟

139454 醉醉嘛卡歸去 佚名

143192 重回那天那地 彭羚

109565 重溫一次童年 佚名

145624 野玫瑰不流淚 田麗

154277 金斯頓的夢想 BAD

145723 金瓶似的小山 譚晶

158522 金鐘罩鐵布衫 S.H.E

150067 銀白色的沙灘 楊美蓮

135678 鋼琴上的芭蕾 高榕

171435 錯愛 2010 龍奔

171177 錯是你痛是我 小多

182031
錯過你我不要

[國] 羅時豐

126886 錯過你錯過愛 張信哲,於臺煙

128069 鐵蹄下的歌女 宋雪萊

115650 鐵蹄下的歌女 張德富

180656
長大總要出嫁

[國] 邱中欣

138560 長湖水清又涼 劉玉婉

139083 長痛還是短痛 李之勤

400136
長相愛貴相知

[國] 大慶小芳

130646 長空下的獨白 包美聖

140831 閉上一隻眼睛 林曉培

138819 開始的那句話 劉若英

135110 開往你的路上 郭易

115810 開心農場之歌 沈世愛

142754 開水與白麵包 莫文蔚

135459 關不住的秘密 關穎

146556 關於你的愛情 王渝文

141547 關於幸福的事 梁靜茹

400977
關於我們的愛

[國] 盧崛娃娃



KOD-2400 国语歌曲 點歌目錄
編號 歌名 歌星 編號 歌名 歌星

國語歌曲 第 582 頁

107876 阿媽的背兜 佚名

100334 阿媽的酥油燈 阿桑古卡

165202 阿宅失眠日記 宅男塾

147581 阿爸的膨紗衫 向蕙玲

143298 阿裏山的姑娘 彭麗媛

135490 阿裏山的姑娘 顧媚

147599 阿裏山的姑娘 奚秀蘭

119897 阿飛的小蝴蝶 蕭敬騰

117804 陌生人誰愛我 吳宗憲

151405 陌生的華爾滋 周冰倩

139937 陪伴沒有距離 李翊君

128991 陪我走人生路 曾輝彬

119400 陰天的向日葵 韋禮安

126457 陶了心傷了心 周傳雄

139526 陽光下的女兒 李涵

138026 陽光下的星星 金海心

145612 陽光下的田震 田震

127965 陽光下的男孩 張宇

117588 陽光治痛膠囊 佚名

146532 隔條街的距離 王晶

139938 隨時可能流淚 李翊君

401112
隱形的第三者

[國] 蹇紅

134259 隴上一朵玫瑰 鄧麗君

156122 雄偉的天安門 革命歌曲

115218 雅魯藏布情歌 容中爾甲

165177 雅麗的男朋友 中國娃娃

106220 離別的尾班車 洪榮宏,張玲綺

163654 離別的搖籃曲 佚名

180684 離別真的如我 佚名

173769 離家的那一天 喬軍

200286
離愛情有點近

[國] 張心傑

149121 離春天多麼遠 辛曉琪

103247 離開你不後悔 大哲

102712 離開你我哭了 陳玉健

111728 離開你的世界 林智文

106318 離開你的世界 洪榮宏

146395 離開你走近你 王夢麟

159496 離開地球表面 五月天

139320 離開地球表面 李小璐,童童

110848 離開家的日子 李進,甘萍

136076 離開愛的日子 侯湘婷

150879 離開這個星球 顏莞倩

134260 難忘初戀情人 鄧麗君

139732 難忘的一段情 李玲玉

150175 難道你不明白 楊鈺瑩

120267 難道這就是愛 許強

134266 雨不停心不定 鄧麗君

134268
雨中的點點滴

滴 鄧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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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946 雨想哭就哭吧 趙薇

175344 雨是天空的淚 李健

106319 雨那會落不停 洪榮宏

134274 雪地上的回憶 鄧麗君

149300 雪後溫尼伯格 俞晴

148548 雲是老了的風 許秋怡

180692
雲朵上的羌寨

[國] 阿斯滿

140453 雲深深雨濛濛 林心如

137083 雲知道你是誰 黃美詩

200333
電話裡的秘密

[國] 徐良

128278 青年人中國心 張明敏

116068 青春期的故事 蘇有朋

149252 青春本來就苦 伊能靜

147127 青春陽光歡笑 王雪娥

103273 青苔裡的月亮 大風

102876 非常 2007 陳超

158921 靠近你靠近我 閃亮三姐妹

108424 音樂讓我說話 孔令奇

129529 願意為愛而活 鄭中基

400578
風一樣的女子

[國] 冷漠

103065 風中的相思樹 佚名

126464 風乾我的悲傷 周傳雄

151310 風含情水含笑 卓依婷

150176 風含情水含笑 楊鈺瑩

144873 風景這邊獨好 宋祖英

116274 風最冷的時候 邵兵

142263 風淒淒意綿綿 龍飄飄

135645 風淒淒意綿綿 高勝美

140895 風淒淒雨綿綿 林淑蓉

110361 風箏飛上了天 李建科

165269 風車轉花朵飛 蟑螂合唱團

139306 風雨中癡情人 李安琪

136535 風雨中的美麗 韓紅

112776 風雨的人生路 羅時豐

157518 飛不到你的天 南方二重唱

180598
飛不過那片海

[國] 蘭天

156958 飛向你飛向我 錦繡二重唱

130897 飛向別人的床 CK

150177 飛向苗鄉侗寨 楊鈺瑩

138824 飛行中的思念 劉若英

132694 飛越悲傷的牆 陳明真

129055 香巴拉的祝福 澤仁多吉

100425 香巴拉看月亮 阿玻

142797 香港一九九七 馬群琪

149314 香港別來無恙 俞靜

128147 香煙愛上火柴 張政

131225 馬德裏不思議 蔡依林

131226 馬甲上的繩索 蔡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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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950
馬背上的少年

[國] 容中爾甲

133613 馬背上的騎手 德德瑪

153302 馬面唔知幾長 佚名

172006 騰飛吧 獵塔 侯南宇

154866 魔法音樂學院 臭臉娃娃

181093
魔鬼中的天使

[國] 田馥甄

130495 魚兒離不開水 艾敬

133065 魚和水的故事 陳瑞

139024 麥當娜的女兒 呂雯

165262 麻煩你讓一讓 蟑螂合唱團

133476
麻辣女孩 KIM

POSSIBLE 丁文琪

139765 黃果樹大瀑布 李瓊

144877 黃果樹大瀑布 宋祖英

139226 黃河走向海洋 李娜

115350 黑土地的吶喊 孫國慶

156474 黑麻麻 OHMAMA 景行廳男孩

172130 默背妳的心碎 余文樂

140974 默默的祝福你 林玉英

129271 默默的祝福你 莊學忠

170721 點亮智慧人生 王鶴錚

131654 點亮霓虹燈 蔡琴

125129 點燃生命之火 楊克強

七字部

155753 1234567 F.I.R

133274 1234567 周華健

126723 1234567 陳綺貞

170401 1234567 吉傑

130439 1234567 愛戴

145376 16 樓的演唱會 唐雅明

117494 2001 的留言 伍思凱

176862 2012 不會來 李自強

175517 2012 的愛情 晨熙

181435 2013 的約定 C ALLSTAR

156924 20 年後的幸福 錦繡二重唱

133275 80 完美的生活 陳綺貞

150071 9999 滴眼淚 佚名

118383 BE COOL 王傑

148149
CAPPUCCINO+我

喜歡你快樂 蕭亞軒

126643
COFFEE TEA OR

ME 我愛你 周華健,蘇慧倫

120589 COME ON 許紹洋

170523 DJ 東南西北風 卓依婷

154201 DJ 請別放情歌 阿妹妹

154526

EVERY TIME I

LOOK IN YOUR

EYES BY2

160158

GOT TO GET

YOU INTO MY

LIFE 佚名

103355

I JUST WANT

TO BE YOUR

EVERYTH 杜德偉

157667
I ONLY WANT

TO BE WITH 七朵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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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326
LA LA LA 愛情

密碼 卓文萱

152320
LIVE 酒館 300

秒 張懸

126725
LOVE HOTEL 秋

的別館 周華健

153286
MOMO 帶我去飛

翔 朱安禹

146726
MR 焦糖 MISS 瑪

奇朵 王羚柔

154527 PP 別黏在椅上 BY2

160270

SAID I LOVE

YOU..BUT I

LIED 佚名

141412

SHANGHAI

MEMORIES OF

1945 梁靜茹

149057

THE GIRL WITH

APRIL IN HER

EYE 辛曉琪

182186

THE VOICE

WITHIN 遺失的

聲音

[2011LIVE] 鄧紫棋

143851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FOR YOU 容祖兒,張信哲

133019
一世情緣一世

愁 陳瑞

147449
一二三四五六

七 韋唯

131474 一個人卡拉 OK 蔡琴

118317
一個人去迪士

尼 無級生

172872
一個人唱的情

歌 謝知言

150773
一個人喝著拿

鐵 袁泉

132844
一個人的圓舞

曲 陳潔儀

145313
一個人的情人

節 順子

136540
一個人的抒情

歌 韓雪

149763
一個人的美術

館 楊千樺

170736
一個人的聖誕

夜 田芯兒

156704
一個女兵的故

事 楊柳

150032
一個女兵的故

事 經典老歌

130672
一個媽媽的兒

女 布尺蘭卡

141783
一個媽媽的女

兒 蘭卡布尺

129367
一個情字活一

生 趙本山

166116
一個拇指動一

動 佚名

114944
一個男人的眼

淚 任賢齊

153263
一個真實的故

事 朱哲琴

135035
一個真實的故

事 甘萍

125877
一個美麗的傳

說 柳石明

111908
一個美麗的傳

說 閻維文

119429
一個美麗的傳

說 魏金棟

160362
一個美麗的地

方 佚名

150838
一個老頭穿靴

頭 銀環

160364
一個陌生的女

孩 佚名

143376
一切全是我的

錯 潘美辰

173424
一千零一個願

望 江若琳

165417 一千零一個願 4 IN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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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118386
一場遊戲一場

夢 王傑

160387 一天 48 小時 佚名

160390
一寸相思一寸

淚 青山

129147
一山還有一山

高 莊學忠

110254
一山還有一山

高 靜婷

121040
一峰更比一峰

高 錫劇

150897
一年更比一年

好 卓依婷

171213
一年更比一年

好 張真菲,曹磊

108549
一年更比一年

好 開克爾曼尼

401211
一年最美這一

天[國] 鮑樂樂

138980
一彎冷月照宮

牆 呂瑞英

109857
一往情深的戀

人 李健

101003
一支人馬強又

壯 蔡其平

138607
一日不見如三

秋 劉秋儀

160399
一朵鮮花鮮又

鮮 佚名

146693
一杯咖啡到天

亮 王箏

111615
一杯咖啡的時

間 林誌穎

138730
一次幸福的機

會 劉若英

145549
一片潔白的思

念 田震

135491
一生一世只愛

你 顧莉雅

130499
一生中最愛的

人 艾歌

165476
一生只愛一個

人 吳峙軒

117820
一生只愛一個

人 5566

100747
一生只愛一個

你 常健鴻

118168
一生只有這一

回 文章

109637
一生只為一人

醉 劉錫明

143377
一生托給一個

人 潘美辰

191029
一直到春天過

去[國] 鄭秀文

134874
一直在找一個

人 馮瑋君

100511
一直想要告訴

你 不辣

152428
一石投水激波

濤 佚名

159826
一石激起千層

浪 戲曲

143791
一程山水一程

歌 任天鳴

103590
一種快樂一種

苦 狄易達,賈曉晨

171342
一臉滄桑去望

北 蘇夏

181052
一萬次錯了以

後[國] 涓子

160420
一見萬歲來賠

情 佚名

126657
一起吃苦的幸

福 周華健

157806
一起唱過這首

歌 群星

158377
一起開始的旅

程 S.H.E

160423
一路唱來一路

歌 佚名

127309
一輩子失去了

你 張國榮

140540 一輩子背一個 林憶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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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590
一輩子都要相

信 李玟

159827
一輪紅日照胸

間 戲曲

160424
一輪紅日照胸

間 佚名

128859
一開始就沒退

路 張震嶽

191032
三個人一個約

會[國] 鄭秀文

141808
三分之一的愛

情 路綺歐

140907
三年八班的同

學 林玉英

160467
三春楊柳黃鶯

唱 佚名

119704
三生二世一輩

子 徐子崴

116000
三百六十五個

夢 蘇有朋

158536
上個夏天的火

花 SHINE

119266
上帝派我來愛

你 王錚亮,張靚穎

133278
下個星期去英

國 陳綺貞

139770
下著小雨的湖

畔 李碧華

133021
下輩子不做女

人 陳瑞

125032
下輩子不做男

人 易欣

200497
下輩子依然愛

你[國] 欣哲

175592
下輩子要嫁給

你 李澤雅

140075
不下雨的星期

一 李雅微

138677
不做他的洋娃

娃 劉耔彤

116001
不再有我的生

命 蘇有朋

140791
不再為你掉眼

淚 林曉培

103066
不再為誰流眼

淚 陳飛彤

131361
不到天荒情不

老 蔡幸娟

180623
不到最後不放

手[國] 誓言

113812
不可能讓你離

開 佚名

124715
不在乎多傷一

次 姚乙

146567
不在其中不流

淚 王燕青

145388
不如忘記不如

歸 堂娜

145855
不如笑笑算了

吧 伍詠薇

140546
不必在乎我是

誰 林憶蓮

156004
不想和你在一

起 GOGO,MEME

173446
不想回家的女

人 大哲

137157
不想守門口的

狗 黃馨

154856
不想睡的紅舞

鞋 城市少女

170706
不愛你還能愛

誰 王崗崗

141708
不愛我就離開

我 羅瑜

139166
不愛胭脂愛乾

坤 李娜

160514
不是春天沒有

來 佚名

400863
不是秘密的秘

密[國] 楊冪

136558
不曾結束的故

事 佚名

159679
不會消失的夜

晚 信樂團

140549 不會結束的故 林憶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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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178064
不知不覺愛上

你 周傑倫

156187
不知不覺暗戀

你 和平組合

149653
不能停下的節

奏 月亮

191044
不能承受的感

動[國] 鄭秀文

173891
不能擁抱的天

空 李崗霖

127509
不能言語的纏

綿 張學友

155280
不能阻止我喝

醉 動力火車

148517
不要做你的知

己 許景淳

128106
不要再來傷害

我 張振宇

155138
不要再來傷害

我(REMIX) DJ

160526
不要再害怕寂

寞 佚名

116633
不要再說你愛

我 談欣

149524
不要再說你愛

我 於臺煙

115231
不要再說對不

起 榮楊

143379
不要問我為什

麼 潘美辰

104073
不要對我再說

愛 符致逸

129841
不要就這樣離

開 鄭源

100259
不要怪我太多

情 阿杜

104991
不要放開你的

手 郭富城

125350
不要看到你哭

泣 楊帆

141741
不要被愛情傷

了 藍心湄

104604
不要說你不知

道 古巨基

137317
不要輕易說 BYE

BYE 江淑娜

136101
不要那樣看著

我 杭天棋

132744
不要隨便說 BYE

BYE 陳淑樺

143116
不許眼兒再下

雨 彭羚

160536
不該愛的人是

你 鍾鎮濤,章蓉舫

115614
不該放手讓你

走 孫青

200163
不該欺騙我的

愛 大芭

118013
不該讓你等太

久 巫啟賢

100019
不該這樣愛上

你 安伯政

133990
不論今宵或明

天 鄧麗君

103817
不讓你看見眼

淚 爾薩

106227
不通借酒來解

愁 洪榮宏

144287
不通為阮病相

思 司馬鳳

127860
不過少個人來

愛 張宇

103497
不開心與沒煩

惱 東來東往

170581
不願做你的寶

貝 孫艷

170819
不願再為你流

淚 阿華

126033
不願放手的擁

抱 雅鋒

190073
不願放開你的

手[國] 雨天

400673
不願相信男人

嘴[國] 孟楊

157093 不顧一切要成 藍狐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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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150571
且留新月共今

宵 葉歡

147152
世上只有媽媽

好 王雪晶

138085
世上只有媽媽

好 佚名

137868
世上只有媽媽

好 謝小魚,金銘

160549
世界像一座彩

屋 佚名

125879
世界很大我很

小 閻維文

115176
世界最高的地

方 容中爾甲

160548
世界會變得更

美 佚名

175114
世界需要熱心

腸 劉歡

103625
世間最傷痛的

心 翟羽佳

139061
中國正是好時

候 李丹陽

400714
中國神童丁俊

暉[國] 廖名揚

160596
中山北路行七

擺 佚名

155258 中文慢搖專輯 2 DJ

155259 中文慢搖專輯 4 DJ

155260 中文慢搖專輯 5 DJ

175548
中脈道和一家

親 章小軍

125881
中華有我四季

春 閻維文

117054
串串相思串串

心 邰正宵

134411
久別重逢梁山

伯 方亞芬

146510
久離邊庭戰馬

狂 王慧

137100
乘著歌聲的翅

膀 黃英

160642
乘風乘月乘憂

去 佚名

133279 九份的咖啡店 陳綺貞

149317
九十九次我愛

他 元若藍

141823
九拾九朵紅玫

瑰 陸萍

109435
九曲黃河一壺

酒 劉歡

152019
九盡春回杏花

開 佚名

100485
也許不該認識

你 阿龍正罡

128535
也許你真的沒

錯 張牧閱

127511
二分之一的幸

福 張學友

126349
二分之一的愛

情 周傳雄

119508
二分之一的愛

情 小剛

157823
二十年後再相

會 群星

103155
五一夜市的兄

弟 刀郎

182090
五星紅旗飄起

來[國] 蘇勒亞其其格

401209
五百年桑田滄

海[國] 鬱鈞劍

150836
人也留來地也

留 銀環

130427
人人都說咱倆

好 安雯

104157
人生何處不相

逢 費玉清

150410
人生其實很簡

單 葉倩文

160699
人生啊是一個

海 佚名

105509
人生就像一場

夢 顧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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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50
人生就像一盤

棋 李琛

125892
人說山西好風

光 閻維文

151863
人說山西好風

光 張也

143247
人說山西好風

光 彭麗媛

147129
人逢喜事精神

爽 王雪晶,莊群施

102359
人逢知己千杯

少 陳星

130839
人間自有真情

在 白雪

111970
什麼我才最在

乎 佚名

160711
什麼結子高又

高 佚名

140189
什麼都可以忘

記 林凡

160713
仇恨人心要發

芽 佚名

106611
今夜不要再等

你 胡瓜

200589
今夜又擱雨綿

綿[國] 王少峰

111532
今夜是否想起

我 林誌炫

106229
今夜為何這呢

冷 洪榮宏

120735
今夜身邊沒有

你 謝雷

165804
今天你要嫁給

我 陶喆,蔡依林

153812
今天十六喜成

雙 趙媛媛

145904
今天報紙開天

窗 吳名慧

140411
今天天氣好晴

朗 林心如,趙薇

158762
今天我們要走

了 水木年華

182215 今天我又想你 阿筎那

了[國]

156361
今天是你的生

日 韋唯

147455
今天是你的生

日 黑鴨子

153504
今天是你的生

日 祖海

150210
今天是你的生

日 殷秀梅

133815
今天是你的生

日 董文華

101479
今天終於知道

錯 陳偉霆

160727
今年不似去年

春 佚名

126079
今年春節不回

家 佚名

160729
今年更好更歡

喜 佚名

160730
今年流行說再

見 佚名

160732
今日天氣好晴

朗 佚名

159824
今日看來更愛

人 天仙配選段

134574
今日處處好風

光 佚名

138044
今生不了情不

了 金素梅

170577
今生不要離開

我 孫寶奇

125409
今生今世在一

起 楊海彪

182290
今生註定愛上

你[國] 張凡

105287
今生難得有情

人 郭峰

115662
他不要你我愛

你 山野

116805
他們對我說起

你 譚詠麟

165419
他到底那一點

好 4 IN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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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937
他和她之間的

事[國] 子安聖皓

143560
他的名字叫回

憶 千百惠

160755
他的眼睛像月

亮 佚名

180600
他約我去迪士

尼[粵] 衛蘭

120292
他送你回來以

後 許誌安

145228
休息工作再工

作 蘇芮

400841
似是而非（消

伴)[國] 林峰

160782
但見春歸人不

歸 佚名

105288
但願不只是情

人 郭峰

176588
但願少愛你一

點 安旭

160783
何家公雞何家

猜 佚名

141010
何必在乎你是

誰 林翠萍

143325
何必旁人來說

媒 潘秀瓊

136363
何必為錢來嘔

氣 韓寶儀

141822
何必用錢談感

情 佚名

159944
何日骨肉能聚

首 董柯娣

160045
你們是我的星

光 星光二班

181620
你做小三還好

嗎[國] 光頭阿興

174160
你到底愛不愛

我 趙本水

171400
你到底愛不愛

我 陳興瑜

134003
你可知道我愛

誰 鄧麗君

103610 你和我和他之 竇智孔,戴愛玲

間

110851
你在他鄉還好

嗎 李進

149358
你在偷偷愛著

誰 姚婷

200072
你就這樣放了

手[國] 劉維剛

200102
你帶走了我的

心[國] 吳生全

133819
你從戰場上歸

來 董文華

119954
你愛怎樣就怎

樣 蕭閎仁

170531
你找到工作了

嗎 君子

174043
你把愛情給了

誰 王強

400339
你把溫柔給了

誰[國] 龍曉飛

176034
你撕碎了我的

心 A-ONE

100513
你是上天的眷

顧 不辣

181871
你是不值得愛

的[國] 易桀齊

111522
你是愛情的原

因 林誌炫,陳明

103085
你是我一杯橙

汁 陳黎明

124863
你是我唯一所

愛 庾澄慶

170857
你是我心肝寶

貝 龍飛

116005
你是我的一滴

淚 蘇有朋

116480
你是我的好朋

友 湯潮

175120
你是我的巧克

力 朱丹

149209
你是我的幸福

嗎 伊能靜

128490
你是我的青春

夢 張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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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481
你是武松我是

虎 湯潮

131920
你是泥土我是

水 陳妃平

200621
你是蝴蝶我是

花[國] 甜美真

181295
你是誰家的姑

娘[國] 阿福

143461
你會愛我很久

嗎 潘越雲

145141
你有離開的自

由 蘇慧倫

165298
你永遠是最美

的 183CLUB

181700
你為什麼不上

線[國] 囚鳥

171064
你為什麼拋棄

我 任軍太

175575
你的幸福我知

道 伍義

200630
你的眼淚會說

謊[國] 田一龍

127534
你給我的愛最

多 張學友

132377 你若是真愛我 陳慧琳

143388
你說你不敢愛

我 潘美辰

181735
你說你還愛著

我[國] 孫藝程

129444
你讓我又哭又

笑 鄭中基

125475
你讓我孤孤單

單 殷正洋

145366
你這個負心的

人 唐心

178043
你還是離開了

我 雲開

142310
你那好冷的小

手 孟庭葦

176663
你離開是我的

錯 郭勇

151814
你願意嫁給我

嗎 周鵬

101603
來去廈門電頭

毛 陳昇

174118
來生再愛你一

回 剛輝

200656
來生還要做兄

弟[國] 笑天,冷漠

137177
來自心海的消

息 黃鶯鶯

118201
信仰在空中飄

揚 汪峰

158410
倫敦大橋垮下

來 S.H.E

135425
假如你要認識

我 關牧村

106238
偏偏來這思念

你 洪榮宏

172978
做個男人容易

嗎 李猛

119748
做我老婆好不

好 徐譽滕

149149
健康快樂動起

來 香香

174211
偶爾還會想我

嗎 黃鍶騏

118634
傷口是愛的筆

記 王力宏

400105
傷心的不只是

你[國] 丁煒

172962
傷心的人不寂

寞 張寒

115303
傷心的淚止不

住 司文

119594
像愛你一樣愛

她 小柯

153955
像我這樣的女

人 趙詠華

142897
像我這樣的情

人 那英

116820
像我這樣的朋

友 譚詠麟

141356
像霧像雨又像

風 梁雁翎

129698 像霧像雨又像 鄭家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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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180968
兄弟你喝高了

吧 張萌萌

144771
兄弟姐妹要團

聚 宋祖英

170102
兔子不吃窩邊

草 沈誌仲

180257
全世界宣佈愛

你[國] 孫子涵

148471
兩個人的下雪

天 許慧欣

165300
兩個人的西洋

棋 183CLUB

119395
兩腳書櫥的逃

亡 韋禮安

107208
八卦八卦我牽

掛 黃安

173370
公雞母雞向前

走 沈芯羽

160034
共產兒童團之

歌 新月合唱團

136761
其實你全都知

道 黃可兒

102364
其實只要你等

我 陳星

119926
其實我也不知

道 蕭煌奇

117897
其實我們很可

憐 吳歡

180682
其實我們都沒

錯[國] 鄭源

147111
其實我很在乎

你 王袁

131816
其實我很在乎

你 車靜子

180344
其實我很在乎

你[國] 易帆

170804
其實我的心沒

走 郭歡

174195
其實我還愛著

你 範英楠

125043
再沒有你的溫

柔 易欣

175166
再見不必說抱

歉 皓天,呂玟

125649
再見了我的寶

貝 龐曉宇,耀洋

158766
再見了最愛的

人 水木年華

172834
冰封自己來愛

你 歐陽明琪

143027
分手不是不可

以 彭佳慧

131075
分手了還是朋

友 程響

173536
分開不一定分

手 山野

141432
別人的天長地

久 梁靜茹

149280
別再說你愛著

我 依稀

152158
別去打擾他的

心 張惠妹

158769
別哭我最愛的

人 水木年華

171404
別恨你愛過的

人 陳興瑜

174191
別說沒有好男

人 大哲

175604
別說穿了是為

誰 CONNIE

107952
別讓我一個人

醉 姜育恒

125048
別讓我為你心

碎 易欣

139610
別讓我真愛上

你 李玟

190101
到底讓我等多

久[國] 龍曉飛

124869 到死都要 18 歲 庾澄慶

200894
加格達奇的夜

車[國] 陳升

182266
動什麼別動感

情[國] 雲菲菲

130968
北京有個金太

陽 才旦卓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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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053
北京東路的日

子 南外學生

175776
十八姑娘一朵

花 蔡琴

180921
千分之一的機

會(原伴)[國] 冷漠

118027
千千萬萬個愛

你 巫啟賢

106784
千古英雄浪淘

沙 韓磊

173602
千句萬句我愛

你 大哲

142683
午夜前的十分

鐘 莫文蔚

174091
半個天使的翅

膀 曹義

143249
半個月亮爬上

來 彭麗媛

144270
原來你一直都

在 SAYA

103380
原來我 LOVE

YOU SO MUCH 杜德偉

108975
去年煙花特別

多 劉德華

134039
又是一個下雨

天 鄧麗君

170784
只怪當初心太

軟 趙真

171233
只想一生把你

陪 曹雷

106140
只想做你的男

人 歡子

128866
只想天天見到

你 張震嶽

133468
只想跟你在一

起 丁文琪

127874
只想遇到一個

人 張宇

109690
只想遇到一個

人 呂方

107415
只有你讓我想

要 黃磊

170547 只欠一句我愛 唐禹哲

你

129369
只求無愧過百

年 趙本山

142443
只羨鴛鴦不羨

仙 梅艷芳

171284
只要和你在一

起 澤爾丹

161238
只要媽媽露笑

臉 佚名

115405
只要有你一起

唱 孫楠

149445
只要為你活一

天 尤雅

136379
只要為你活一

天 韓寶儀

107953
只要為你活一

天 姜育恒

146898
只願為你守著

約 王菲

170222
可不可以放棄

妳 程響

129302
可以相信的朋

友 趙傳

181635
可惜我是水瓶

座[消][國] 刀郎

106160
可憐戀花再會

吧 洪一峰

106788
向天再借五百

年 韓磊

400155
吵吵鬧鬧一輩

子[國] 張嘉洵,周子琪

119509
告訴我你不愛

我 小剛

181220
告訴我你的心

情[國] 譚藝萱

109346
告訴羅娜我愛

她 劉文正

175131
呼倫貝爾大草

原 降央卓瑪

133575
呼倫貝爾大草

原 德德瑪

100569
呼倫貝爾大草

原 布仁巴雅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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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89
命中註定你和

我 張文綺

172982
和你一樣的夢

想 海生

171208
和我一起搖滾

吧 張真菲

110303
和自己賽跑的

人 李宗盛

173006
和風說話的孩

子 至上勵合

161330
咱們工人有力

量 佚名

149153
哎喲哎喲對不

起 香香

174112
哭並不是我的

錯 何永俊

125908
唰啦啦下起小

雨 閻維文

170809
唱支山歌給黨

聽 金波

182016
唱著情歌流著

淚[國] 祁隆

182011
唱起小三想起

你[國] 田躍君

181118
唱首情歌給草

原[國] 胡斌

190044
商女花之雪中

燕 胡美儀

180439
問天問地我問

你[國] 榮楊

150263
喜歡一個人好

累 泳兒

150186
喜歡走在太陽

下 楊青倩

170595
喝著烈酒唱情

歌 張冬玲

130685
單身女子俱樂

部 本多 RURU

180229
回來吧我的愛

人[國] 姚成駿

180435
因為單身的緣

故[國] 佚名

125782 在 KTV 說愛你 言承旭

106614
在乎你這個朋

友 胡瓜

136479
在北京的金山

上 韓紅

174266
在希望的田野

上 楊紫萍

171128
在希望的田野

上 吳春燕

151877
在希望的田野

上 張也

153962
在沙漠的第七

天 趙詠華

104645 在這離別時候 古巨基

166033
在那遙遠的地

方 西域刀郎

131507
在那遙遠的地

方 蔡琴

125913
在那遙遠的地

方 閻維文

118646
在那遙遠的地

方 王力宏

117955
在那遙遠的地

方 吳雁澤

103163
在那遙遠的地

方 刀郎

103139
在那遙遠的地

方 佟鐵鑫,柯以敏

200693
在那遙遠的地

方[國] 莫文蔚

109574
在銀色的月光

下 劉秉義

105735
地球是我們的

家 高峰

147774
坐上火車去拉

薩 徐千雅

175128
多情總為無情

傷 降央卓瑪

173477
多想你陪在身

旁 易欣

175435
多想有你在身

邊 張冬玲

142576
夢中抓住你的

心 毛阿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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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71
夢的翅膀受了

傷[國] 蔣雪兒

105508
大年三十包餃

子 佚名

136443
大紅棗兒甜又

香 韓延文

161557
大紅棗兒送親

人 佚名

132665
大紅燈籠高高

掛 陳明真

200326

大聲喊出我愛

你(更新原

MV)[國] 徐健淇

130826
大路越走越寬

闊 白致瑤

181044
大連是個好地

方[國] 汪洋

106615
大雨大雨一直

下 胡瓜

180915
天上人間柴達

木 來國慶

106791
天上沒有北大

荒 韓磊

131357
天下的男孩都

是一樣的 蔡安蕎

139100
天使不要開玩

笑 李冰冰

100877
天使忌妒的生

活 曹格

181960
天堂裡沒有冷

漠[國] 海峰

134060
天外天上天無

涯 鄧麗君

100384
天天天天說愛

你 阿牛

138304
天女散花的地

方 劉一禎

107961
天真活潑又美

麗 姜育恒

149214
天變地變情不

變 伊能靜

173506
天變地邊心不

變 張雷

200368
天邊海角找無

你[閩] 施文彬

109019
太多太多的抱

歉 劉德華

137103
太陽出來喜洋

洋 黃英

173859
太陽在這裡歌

唱 訾娟

145429
女人傻一點才

好(動畫) 天天

181945
女人就怕嫁錯

郎[國] 樊少華

132409 女人就是戀愛 陳慧琳

119119
女人帶走我的

心 王羽澤

137945
女人的心都一

樣 金元萱

133517
女孩兒與四重

奏 丁薇

107651
她以為她很美

麗 黃舒駿

102125
她的媽媽不愛

我 陳小春

115014
她要我她不愛

我 任賢齊

108732
好久不見的朋

友 劉嘉亮

133751
好想找個人來

愛 戴雪兒

104504
好想放開你的

手 剛輝

182160
好朋友只是朋

友 郁可唯

173776
好歌唱出幸福

來 謝佳佳

110369
好男人傷的更

深 李建衡

170585
如何學會忘記

你 孟楊

120255
如何才能不想

你 許強

101343
如何能把你忘

記 長春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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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04
如果不是愛上

你 梁詠琪

143649
如果不能到永

遠 裘海正

176886
如果不能好好

愛 葛維碧

103506
如果你不再愛

我 東來東往

181713
如果你愛上了

我[國] 子楓

161660
如果你是我的

愛 佚名

121336
如果你真的愛

他 余潤澤

132666
如果你真的愛

我 陳明真

170982
如果你真的愛

我 劉佳

128820
如果你要離開

我 張雨生

181368
如果愛你是個

錯[國] 黑虎

107523
如果愛就現在

吧 黃義達

175551
如果我是梁山

伯 周曉鷗

116295
如果我變成回

憶 TANK

128998
如果明天還會

醉 朱國豪

170556
如果有一種淚

水 培源

149331
如果有天花開

了 嚴淑明

110594
如果沒有你的

愛 李炳辰

108107
如果真的有來

生 江南

105077
如果聽到這首

歌 郭富城

152942
如果這就是愛

情 張靚穎

127599 如果這都不算 張學友

愛

117373
如果這都不算

愛 伍佰

101835
如果這都不算

愛 陳奕迅

152193
如果還可以愛

你 張惠妹

115602
如果還會想起

我 孫行者

100454
如果那夜你回

頭 阿華

170213
妳是我最愛的

人 葉時偉

181355
妹妹妹妹我愛

你[國] 鮑國

161683
妹妹找哥淚花

流 李穀一

166072
妹妹背著洋娃

娃 佚名

145790
姊姊妹妹站起

來 陶晶瑩

119259
姐妹二人梭對

梭 王軍,劉燕

161691
姐姐妹妹拜年

歌 佚名

159641
姐姐妹妹站起

來 恰恰舞曲

145791
姐姐妹妹站起

來 陶晶瑩

103598
姑娘動了我的

心 獨腳神鷹

138900
姑娘十八一朵

花 劉韻

144789
姑娘生來愛唱

歌 宋祖英

119699
姑娘讓我愛上

你 徐威

129065
姑娘走過的地

方 澤翁

128541
姑娘跟我回家

吧 張玉濤

161706
娘的眼淚似水

淌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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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93
娶個老婆過大

年 李靜

119021
媽媽兒遠在天

涯 王櫓窗

174168
媽媽就是我的

家 李丹陽

161672
媽媽我也真勇

健 楊鳴

143077
媽媽我要親親

你 佚名

156490
媽媽教我一支

歌 楊湧

142823
媽媽教我一支

歌 麥穗

135431
媽媽教我一支

歌 關牧村

156076
媽媽請你不通

痛 余天

126235
嫁人要嫁灰太

狼 雅鋒

170682
嫁人要嫁灰太

狼 江宇

108305
嫁給他你幸福

嗎 金城

171307
嫁給他就忘了

我 王昊

115247
嫁給我你會幸

福 饒天亮

130472
嫩水情思柳蒿

芽 敖麗娟

135244
嫩江百靈的故

鄉 郭麗茹

161717
孔雀嚮往的地

方 佚名

171107
孤獨的夜晚有

你 劉曉春

176738
學習雷鋒好榜

樣 侯旭

129401 學雷鋒 2006 趙英俊

161732
守住這一片陽

光 佚名

149335
守在這裡的是

你 嚴當當

100498
守在風起的地

方 BABY

136124
守在風起的地

方 洪佩誼

147943
守著寂寞守著

你 徐海琴

143473
守著陽光守著

你 潘越雲

107419
守著陽光守著

你 黃磊

158285
安塔利亞的瞬

間 REBORN

120151 安琪 許嵩

149282
安靜聽完這一

首 依稀

146559
官人好比天上

月 王濱梅

147958
客家山歌傳五

洲 徐秋菊

190027
宮主刁蠻駙馬

嬌 尹光,李淑勤

176954
害怕被愛的女

人 國巍

161744
家家富貴接財

神 佚名

143337
家花那有野花

香 潘秀瓊

147961
家鄉山水幾多

情 徐秋菊

144792
家鄉有條猛洞

河 宋祖英

146932
容易受傷的女

人 王菲

138226
容易受傷的女

人 鄺美雲

135556
容易受傷的女

人 高勝美

400116
容易受傷的男

人[國] 劉思偉

150106
容顏只為相思

老 楊鈞鈞

140478
寂寞已離我遠

去 林慧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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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495
寂寞愛情部落

格 王心如

181278
寂寞星球的玫

瑰[國] 鄧紫棋

174137
寂寞是你給的

苦 冷漠,雲菲菲

118341
寂寞的腳步好

忙 王中平

101841
寂寞讓你更快

樂 陳奕迅

126385
寄給你一朵玫

瑰 周傳雄

117826
寧願笑著流眼

淚 吳峙軒

109613
寫一首歌送給

你 劉超華

133956 寫不完的溫柔 鄧紫棋

134380
寶貝你要去奈

位 傅秋英

171405
寶貝寶貝我愛

你 陳興瑜

174032
寶貝我來給你

愛 海生

149186
寶貝我要離開

了 佚名

118969
寶貝都是我的

錯 王強

400614
寶馬車裡的女

人[國] 古品

149023
將愛情進行到

底 謝雨欣

400113
對不起忘不了

你[國] 淩誌輝

139387
對不起我不愛

你 李心潔

125349
對不起我的最

愛 佚名

102655
對不起請原諒

我 陳浩民

111196
對你唱不完的

歌 牛丹

149981
對你懷念特別

多 楊小萍

129357
對你的感覺沒

變 趙擎

148428
對你說著我愛

你 許佳慧

101348
對你還是放不

下 長春蟲子

103819
對天發誓我愛

你 爾薩

110409
對天雙雙立誓

盟 李文,劉華

104188
對著月亮訴情

意 費玉清

138756
對面男生的房

間 劉若英

176854
小三在偷偷的

哭 陳玉建

106399
小妹妹的紅腰

帶 火風,林宇

153407
小小一個小女

人 甄妮

161783
小小世界妙妙

妙 佚名

151932
小小羊兒要回

家 張俐敏

166029
小小羊兒要回

家 王雪晶

156619
小曲好唱口難

開 張也

151881
小曲好唱口難

開 景儀

137269
小曲好唱口難

開 經典老歌

161812
小牛小羊逃跑

了 佚名

109352
小雨打在我身

上 劉文正

106574
小鴨子和罌粟

花 胡松華

137849
小龍房間裡的

魚 紀如璟

118344
少了一邊的月

亮 王中平

153060 少了你該怎麼 曾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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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156052
少年先鋒隊隊

歌 革命歌曲

156561
少年壯誌不言

愁 劉歡

119391
就算不能在一

起 萬陽

138466
就算世事風氣

轉 劉小慧

116390
就算我是周星

馳 佚名

126052
就算留住你的

人 雨浩楓

117921
就這樣結束了

嗎 吳煒

161872
尼羅河畔的歌

聲 佚名

136350
山上松柏青又

青 韓再芬

147135
山南山北樂陶

陶 王雪晶,莊群施

134080
山南山北走一

回 鄧麗君

100204
山歌一曲唱綱

要 阿寶

175142
山歌唱出好兆

頭 孫維良

173588
山歌好比春江

水 水晶樂坊

144915
山歌好比春江

水 斯琴格日樂

132119
山裡妹子真漂

亮 陳思思

152894
巡邏走在霓虹

街 張邁

156077
工人階級硬骨

頭 革命歌曲

156078
工農兵聯合起

來 革命歌曲

161909
布拉姆斯搖籃

曲 佚名

101616
布考斯基協奏

曲 陳昇

130849
帶一枚月亮回

家 白雪

400753
帶上音樂去旅

行[國] 徐千雅

110857
帶著夢想去南

方 李進

200330
帶著爸媽去旅

行[國] 徐子崴,王莉

133480
平凡的人最幸

福 丁曉松

161920
平平仄仄仄平

平 佚名

147136
年年吉祥保平

安 王雪晶,莊群施

161929
幸福不是毛毛

雨 佚名

156627
幸福不會從天

降 張也

143703
幸福人生靠甲

治 邱蕓子

140934
幸福就在你眼

前 夏國星,林玉英

119446
幸福就在你眼

前 林玉英

180766
幸福就是你和

我[國] 龐曉宇

116149
幸福離我們很

近 蘇永康

150577
幾多深情幾多

愁 葉歡

151035
康定情歌+情人

橋 卓依婷

161968
引誘敵人來打

槍 佚名

151036
彌渡山歌+上山

崗 卓依婷

200840
往未來飛的客

機[國] 郭靜

129309
很多人像我一

樣 趙傳

173492
很想說聲對不

起 何傑

162010 得意的笑迎新 麗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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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9724
得民心者得天

下 徐沛東

109465
得民心者得天

下 劉歡

141469
從不問你多愛

我 梁靜茹

107970
從不後悔愛上

你 姜育恒

148657
從不結束的故

事 許茹蕓

153969
從來不肯對你

說 趙詠華

160746
從來沒有忘記

你 佚名

140138
從前有個小姑

娘 佚名

151502
從情人變成朋

友 周慧敏

100489
從此我該怎麼

過 阿龍正罡

120440
從沒這麼愛戀

過 許誌安

165449
從現在開始愛

你 520女子演唱組

153411
微風細雨點點

情 甄妮

162014
德利果的小夜

曲 佚名

162016
心上人像達瑪

花 佚名

107971
心不再起不再

落 姜育恒

136305
心中不能沒有

你 胡雪盟

180441
心中只想喜歡

你[國] 榮楊

134090
心中喜歡就說

愛 鄧麗君

153246
心債+忘盡心中

情 朱咪咪

137252
心兒伴著軍旗

飛 經典老歌

139064
心兒和你一起

飛 李丹陽

135433
心兒飛向金珠

瑪 關牧村

162038
心想唱歌就唱

歌 佚名

162041
心愛可比天頂

星 佚名

128497
心愛妹妹的眼

睛 張洪量

132837
心會跟愛一起

走 郭峰,陳潔儀

173118
心肝永遠是你

的 黃思婷

139488
心裡有愛就要

說 李殊

151886
心裡有話對你

說 張也

200373
心隨著愛去流

浪[國] 曉依,曹雷

131064
忘不了你呀媽

媽 程琳

109509
忘不了你的溫

柔 劉沖

200268
忘不了初戀情

人 尤雅

400991
忘了你忘了自

己[國] 糯米

115248
忘了我忘不了

你 饒天亮

190075
忘了我忘不了

你[國] 雨天

175567
忘了自己忘了

你 基地小虎

157946
忘情正好在今

天 群星

146944
忘掉你像忘掉

我 王菲

127622
忘記你我做不

到 張學友

130670
忘記你要一輩

子 巴桑

139873 忘記傷害我的 李翊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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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155341
忠孝東路走九

遍 動力火車

157332
忠實的心想念

你 明俊女孩

159864
忠於人民忠於

黨 戲曲

131942
快樂人過快樂

年 陳婷婷

180294
快樂對不快樂

說[國] 張小覺

158946
快樂新年 HAPPY

NEW YEAR T.R.Y

152570
快樂的人請鼓

掌 張燕

111647
快樂要自己追

逐 林誌穎

137386
快樂離我遠不

遠 江美琪

132668
念念不忘的情

人 陳明真

128360
忽然覺得好想

你 張智霖

119777
怎樣才能留住

你 星宇

401182
怎能放開你的

手[國] 雨宗林

117946
怎麼可能會寂

寞 吳聽徹

115671
怎麼忍心放開

手 山野

151340
怎麼知道你愛

我 卓文萱

170912
怎麼說我不愛

你 蕭敬騰

126233
怎麼讓你愛上

我 周傑倫

125507
怎麼還是沒人

愛 永邦

119096
怕你回到他身

旁 BEN

156349
怕你為自己流

淚 黑豹樂隊

116027
思念就像一首

歌 蘇有朋

138172
思念是一種懲

罰 柯以敏

156942
思念總在分手

後 張明敏

128560
思念總在分手

後 張真

128267
思念總在分手

後 錦繡二重唱

162117
怨歎那有什麼

用 佚名

172891
怪我愛得太狂

野 FREE PARTY

150741
恨不相逢未嫁

時 李香蘭

140106
恨不相逢未嫁

時 葉麗儀

134101
恨不相逢未嫁

時 鄧麗君

146121
恨不鍾情在當

年 吳鶯音

104197
恨不鍾情在當

年 費玉清

160000
恭喜大家新年

好 新八大巨星

162139
恭喜大家過新

年 佚名

157951
恭喜恭喜賀新

年 呂珊,蘇珊,薛家燕

138926
恭喜恭喜賀新

年 群星

147137
恭喜發財發大

財 王雪晶,莊群施

106259
恰想也是你一

人 洪榮宏

127240
情不自禁愛上

你 張善為

120754 情人+午夜香吻 謝雷

162160
情人之間的情

人 佚名

171292
情人眼裏出西

施 潘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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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706
情人節快不快

樂[國] 山野

137338
情到濃時反為

薄 江玲

173929
情歌沒有告訴

你 梁靜茹

173504
情歌越唱越心

酸 張雷

162182
情深不敢再提

起 佚名

141014
情深濃各分西

東 林翠萍

148886
情詩寫在彩雲

上 謝采雲

131924
想一個人多麼

苦 陳妃平

170596
想你就唱你的

歌 張冬玲

138612
想你想你我想

你 劉秋儀

120758
想你想你我想

你 謝雷

134454
想你想到夢裡

頭 方季惟

104914
想你想到眼淚

流 貢維特

135010
想你想到草綠

了 格格

117080
想你想得好孤

寂 邰正宵

175375
想你想的很辛

苦 欣哲

159622 想你的 365 天 快四舞曲

130431
想你總是在雨

季 安雯

147261
想你親口說愛

我 王馨平

152945
想你零點零一

分 張靚穎

107654
想到你就心酸

酸 黃舒駿

127638
想和你去吹吹

風 張學友

162204
想念恩人毛主

席 佚名

140135
想愛一個好天

氣 林伊凡

131040
想把我唱給你

聽 老狼,王箏,曹芳

118977
想說愛你不容

易 王誌文,戴嬈

200083
想飛的自由落

體[國] 卓文萱

163220
愛 永遠不會消

失 佚名

127900
愛一個人好可

怕 張宇

119785
愛一個人有多

難 曉楓

135825
愛一個人要多

久 何方

120677
愛一萬次夠不

夠 謝有才

124760
愛上不該愛的

人 宇桐非

400560
愛上了是誰的

錯[國] 何建

158783
愛上你我很快

樂 水木年華

176594
愛上你我錯了

嗎 曉君

125232
愛上你是一個

錯 楊培安

190010
愛上你是一個

錯[國] 雨天

135665
愛上你是我的

罪 高慧君

129094
愛上天使她是

你 紫龍

139878
愛上孤獨的男

人 李翊君

181829
愛上寂寞愛上

煙[國] 徐健淇

181999
愛上草原愛上

你[DJ 版][國] 琪琪格

180306 愛上負心的女 張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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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國]

102704
愛上離婚的女

人 陳玉健

145158
愛上飛鳥的女

孩 蘇慧倫

141372
愛不像你這麼

說 梁雁翎

154931
愛不怕讓你知

道 草蜢

148662
愛不愛你都一

樣 許茹蕓

125452
愛不是要你感

激 佚名

152218
愛不是這樣才

濃 張惠妹

129015
愛不會一直等

你 朱孝天

127161
愛了就別說分

手 張傾城

134118
愛人是個多情

人 鄧麗君

127242 愛他的 10 件事 張善為

146515
愛似滄海深無

底 王文娟,徐玉蘭

117525
愛你一世到來

生 伍思凱

105105
愛你一生夠不

夠 郭富城

141473
愛你不是兩三

天 梁靜茹

142223
愛你不變情意

長 龍飄飄

104367
愛你到底為什

麼 馮小飛

149498
愛你勝過愛自

己 嶽夏

138176
愛你勝過我自

己 柯以敏

143654
愛你十分淚七

分 裘海正

140149
愛你卻要說再

見 林佳儀

149462
愛你在心口難

開 尤雅

154721
愛你在心口難

開 豹小子

152882
愛你在心口難

開 張薔

134930
愛你在心口難

開 鳳飛飛

128008
愛你在心口難

開 張峰奇

100205
愛你在心口難

開 阿寶

103115
愛你就要保護

你 丁思劍

100914
愛你就該放了

你 曹義

143808
愛你就該放了

你 任維

163248
愛你就讓你幸

福 佚名

181680
愛你從沒放棄

過[國] 周祥

100045
愛你忘了我自

己 安東陽

127162
愛你恨你又想

你 張傾城

120257
愛你愛到心裡

面 許強

401173
愛你愛到心裡

面[國] 陳瑞

138613
愛你愛在心坎

裡 劉秋儀

136400
愛你愛在心坎

裡 韓寶儀

103623
愛你愛在心裡

面 翟惠民

116626
愛你愛在每一

天 葉玉卿,童非

103408
愛你愛得不尋

常 杜德偉

190102
愛你愛的好疲

憊[國] 龍曉飛

400257 愛你愛的很小 老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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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國]

116490
愛你我就不後

悔 湯潮

151422
愛你是我犯了

錯 周子琪

139632
愛你是我的自

由 李玟

129272
愛你是這樣的

苦 佚名

400656
愛你無悔三千

年[國] 嘉布洛絨,薩爾措

147570
愛你無是開玩

笑 向蕙玲

171311
愛你的心到永

久 王馨

181785
愛你的心永不

變[國] 張偉東

108296
愛你的心犯了

錯 佚名

115045
愛你的最後一

天 任賢齊

138767
愛你的每個故

事 劉若英

181756
愛你的罪自己

背[國] 寒月

129363
愛你真的不容

易 趙明

118660
愛你等於愛自

己 王力宏

149992
愛你讓我更聰

明 佚名

163256
愛你還有記住

你 佚名

147917
愛像一場重感

冒 徐懷鈺

152627
愛像兩個人跳

舞 張瑤

131392
愛到傷離仍是

愛 蔡幸娟

103835
愛到春潮滾滾

來 付笛聲,任靜

119002
愛到死去的一

天 王梓旭

118312
愛到深處不孤

單 佚名

108108
愛到盡頭是分

手 江南

104082
愛卻不能在一

起 範宏偉

141794
愛可以燦爛很

久 賴雅妍

141886
愛在四季都有

雨 黎姿

146139
愛在捉摸不定

時 周俊偉,威葳

132659
愛在星光燦爛

時 陳明真,黃日華

400110
愛在浪漫中舞

蹈[國] 何潔

100046
愛在秋天的童

話 安東陽

126816
愛在飄雪的午

夜 周葆元

137289
愛在飄雪的日

子 江希文

104330
愛就像短暫的

夢 費翔

163267
愛已付出別收

回 佚名

103097
愛得剩我一個

人 陳龍

104201
愛得越久越寂

寞 費玉清

170111
愛得越深越狼

狽 龍奔

107180
愛從昨夜就停

了 黃大煒

111829
愛怎能就此離

開 林立洋

108623
愛怎能沒有寬

恕 冷漠

115048
愛怎麼會是這

樣 任賢齊

163271
愛情一斤值多

少 佚名

146698 愛情一直在經 王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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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163286
愛情來到我心

間 佚名

163275
愛情其實會說

謊 蔡幸娟

181884
愛情別讓我太

累[國] 朱凱旗

175574
愛情因你才傷

悲 伍義

132458
愛情天使的一

面 陳慧琳

158707
愛情夾在麵包

裡 四分衛

134931
愛情如水向東

流 鳳飛飛

149402
愛情如水向東

流 姚蘇蓉

128093
愛情對我說了

謊(動畫) 張誌政

158658
愛情就像一張

紙 SWEETY

103572
愛情就像一齣

戲 段千尋

102138
愛情是一頭大

象 陳小春

125076
愛情會不會永

久 易欣

142712
愛情有什麼道

理 莫文蔚

129314
愛情為何那麼

難 趙傳

163283
愛情當作迄逃

物 佚名

172890
愛情美酒分給

誰 龍梅子,老貓

151937
愛情離我 1 公

尺 張元蒂

143308 愛我 100 分鐘 潘嘉麗

182162
愛我你就嫁給

我[國] 郎郎(馬誌鋒)

108384
愛我卻要離開

我 金澤

150072
愛我就別傷害

我 雨天,楊蔓

108739
愛我就別傷害

我 劉嘉亮

155164
愛我就別傷害

我(REMIX) DJ

181026
愛我就別離開

我[國] 櫻子

175180
愛我的人你別

哭 天孿兄弟

159178
愛我的人請舉

手 天使二重唱

176934
愛我請你抱緊

我 龍奔

150770
愛我請你說出

來 佚名

119121
愛我還要背叛

我 王羽澤

163304
愛挑剔的大姑

娘 佚名

190077
愛斷了一雙翅

膀[國] 雨天

124448
愛是一個人的

事 俞灝明

180361
愛是你給我的

毒[國] 晨熙

117199
愛是個什麼東

西 陶喆

149025
愛是怎樣煉成

的 謝雨欣

158659
愛是怎麼一回

事 SWEETY

115611
愛是這輩子的

墳 孫銘宇

163307
愛有誰能說得

清 佚名

118181
愛比不愛更寂

寞 文章

104509
愛比煙花更寂

寞 剛輝

152227
愛永遠不會消

失 張惠妹

151064 愛江山更愛美 卓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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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140120
愛江山更愛美

人 李麗芬

125491
愛流眼淚的女

孩 殷浩

138891
愛為什麼不能

碰 佚名

134123
愛的你呀何處

尋 鄧麗君

146558
愛的天空飄著

雨 佚名

171228
愛的越深越受

傷 易帆

143006
愛的路上我和

你 歐陽菲菲

151066
愛的路上我和

你 卓依婷

155343
愛給錯讓你想

走 動力火車

127909
愛與不愛都很

難 張宇

129316
愛要怎麼說出

口 趙傳

142932
愛要有你才完

美 那英

117782
愛讓一切都對

了 吳宗憲

107846
愛讓我們在一

起 黑龍

145694
愛讓我站在這

裡 譚晶

152738
愛過怎能說清

楚 張芯

140622
愛過我的每一

天 林憶蓮

125814
愛過痛過不後

悔 遠方

129857
愛需要全心全

意 鄭源

148381
愛麗絲的第一

次 薛凱琪

106216
感動天也感動

你 洪文斌

102495
感情不是一盞

燈 陳曉東

149415
感情的事很難

說 姚黛瑋

141346
慢慢地陪著你

走 梁雁翎,蔡濟文

165333
慶祝節日的戀

人 1976

180562
憂傷少女青春

花[國] 花世紀

125002
憂鬱女人的誘

惑 易丹

152517
戀人的保存期

限 張清芳

152755
戀人的時尚生

活 張蕓京

165250
戀愛中請勿打

擾 蟑螂合唱團

127660
戀愛的人都一

樣 張學友

400801
戀愛讓我害怕

啦[國] 李國誌

180419
成吉思汗的傳

說[國] 格格

178047
成吉思漢的傳

說 騰格爾

156255
我不介意你恨

我 花兒樂隊

147112
我不做人造美

女 王袁

127661
我不在乎等多

久 張學友

138125
我不想說我是

雞 K娃

135794
我不想飛的太

高 何如惠

145167
我不是一個人

住 蘇慧倫

155529
我不是你的司

機 董事長樂團

150020
我不是個壞小

孩 伊能靜

149225 我不是個壞小 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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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

119650
我不是個壞小

孩 小蟲

139448
我不是對你演

戲 李明依

131782
我不要別人的

愛 蔡瑾全

131395
我不要別人的

愛 蔡幸娟

152518
我不要藕斷絲

連 張清芳

149500
我不願做第三

者 嶽夏

101876
我也不會那麼

做 陳奕迅

126399
我也許是個笑

話 周傳雄

128826
我什麼都願意

給 張雨生

143409
我仍用心愛著

你 潘美辰

124753
我以為你會知

道 宇桐非

162269
我依然戀你如

昔 佚名

119038
我倆永隔一條

河 王洛賓

101351
我們不分開好

嗎 長春蟲子

147363
我們不要傷心

了 萬芳

160041
我們可以在一

起 新褲子樂隊

146520
我們家鄉沂蒙

山 王崑

156493
我們幸福的時

刻 民歌

144919
我們新疆好地

方 斯琴格日樂

138435
我們是兄弟姐

妹 劉媛媛

150216
我們是黃河泰

山 殷秀梅

143264
我們是黃河泰

山 彭麗媛

143796
我們有沒有愛

過 任潔玲

138770
我們沒有在一

起 劉若英

157981
我們的心在一

起 群星

400107
我們的沒好生

活[國] 樂團雙魚座

157982
我們看見了春

風 群星

129116
我們等待這一

天 臧天朔

117816
我們結婚好不

好 吳小豪

162265
我們美麗的祖

國 佚名

172028
我們自己是太

陽 卡卡龍兒童樂團

150745
我們見面又分

手 葉麗儀

165192
我們走在大路

上 中央樂團

117271
我們走在大路

上 騰格爾

106149
我們這是怎麼

了 歡子

157983
我們這裡還有

魚 群星

119769
我們還能愛多

久 徐靖博

128500
我們都是一個

樣 張洪量

137391
我們都是一朵

花 江美琪

119023
我們都是中國

人 王櫓窗

115432
我們都是傷心

人 孫楠

142292
我們都是傻丫

頭 MONMON

162267 我們都是好姐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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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

146700
我們都是好孩

子 王箏

138865
我們都是真誠

的 劉釔彤

152948
我們都辜負了

愛 張靚穎

125942
我像雪花天上

來 戴玉強

103298
我像雪花天上

來 閻維文

120260
我又不是你的

誰 許強

147923
我又不是沒愛

過 徐懷鈺

119123
我只想說我愛

你 王羽澤

145507
我只愛你兵哥

哥 湯燦

116173
我只是想要幸

福 蘇永康

152232
我只要一個答

案 張惠妹

143410
我可以為你擋

死 潘美辰

175144
我向軍嫂敬個

禮 孫維良

162279 我和 MM 的故事 佚名

158459
我和幸福有約

定 S.H.E

141483
我和自己的約

會 梁靜茹

154571
我哭你在不在

乎 冰火組合

162283
我啊那會這不

幸 佚名

121254
我問天能否愛

你 伊揚

100391
我在不遠處等

你 阿牛

171095
我在回憶裏等

你 冷漠

174202
我在找愛我的

人 糖糖樂團

181974
我在草原等你

來[國] 烏蘭托婭

105879
我多想把你抱

住 高進

103110
我多想抱著你

哭 丁咚

141486
我如何讓你改

變 梁靜茹

139757
我家就在山裡

住 李瓊

132127
我家就在長江

邊 陳思思

159870
我家有個小九

妹 戲曲

138997
我家門前清溪

流 呂薇

146387
我將今夜送給

你 佚名

171186
我對愛情死了

心 張冬玲

143797
我就是愛你怎

樣 任潔玲

129117
我就是這個模

樣 臧天朔

148673
我就是這麼快

樂 許茹蕓

148853
我就要失去感

覺 謝津

162296
我心兒不能平

靜 佚名

130964
我心愛的結古

多 才仁卓瑪

148674
我心甘情願這

樣 許茹蕓

162300
我怎能把你遺

忘 佚名

104210 我怎能離開你 費玉清

124754
我怎麼丟掉了

你 宇桐非

165002
我怎麼可以挽

留 羽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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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821
我思念你啊草

原 豪圖

128719
我想一生跟你

走 張衛健

126845
我想和你結婚

了 尊華

400880
我想大聲告訴

你[國] 樊凡

146186
我想對你做壞

事 汪佩蓉

165156
我想得到你的

心 中國娃娃

173693
我想我不會愛

你 田馥甄

120159
我想牽著你的

手 許嵩

156710
我愛你，塞北

的雪 殷秀梅

171167
我愛你你愛著

誰 安靜

150217
我愛你塞北的

雪 殷秀梅

143266
我愛你塞北的

雪 彭麗媛

144802
我愛你巴顏喀

拉 宋祖英

108157
我愛你真的愛

你 江濤

162333
我愛北京天安

門 經典老歌

162337
我愛媽媽的眼

睛 佚名

175571
我愛的人不愛

我 沙靖傑

200956
我愛的人不愛

我[國] 饒天亮

115434
我愛的她不愛

我 孫楠

101004
我愛祖國的藍

天 蔡其平

118288
我感覺你心不

在 溫兆倫

144053 我所知的兩三 容祖兒

事

162305
我所知道的愛

情 佚名

159576
我找你找了好

久 光良,品冠

400566
我把幸福弄丟

了[國] 何龍雨

162306
我把愛情收回

來 林淑蓉

133036
我拿什麼報答

你 陳瑞

170493
我是一只小小

鳥 丁當

115059
我是一支小小

鳥 任賢齊

138086
我是一棵小小

草 佚名

155968
我是一隻小小

鳥 丁當

133499
我是一隻小小

鳥 任賢齊,李宗盛

115935
我是一隻小小

鳥 趙傳

190093
我是一隻小小

鳥[國] 鳳凰傳奇

140879
我是一隻畫眉

鳥 潘秀瓊

119935
我是你的消防

局 蕭煌奇

156257
我是你的羅密

歐 花兒樂隊

104004
我是個無心的

人 方誌耀

173038
我是東郭你是

狼 安東

119701
我是老鼠你是

米 徐威

115313
我是草根我怕

誰 司文

102049
我是蜜蜂你是

蜜 陳子嘟

182135
我是蝴蝶你是

花[國] 趙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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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71
我曾愛過的女

孩 李易峰

143414
我曾用心愛著

你 潘美辰

180252
我曾經傷害過

她[國] 孟楊

119124
我最傷心的時

候 王羽澤

138585
我最可愛的家

園 劉瑋

111958
我會傷了你的

心 梁朝偉

138414
我會真的嫁給

你 劉嘉玲

174245 我期待的 qq 號 季小璐

173070
我欠草原一首

歌 冉燃,米偉強

125185
我比從前更寂

寞 楊坤

156416
我比想像中愛

你 JS

100096
我沒想過不愛

你 阿傑

126869
我沒有多餘的

錢 張俊

121044
我為小姐珍珠

鳳 錫劇

162249
我為小平來站

崗 佚名

200586
我為愛情著了

魔[國] 王娜

171152
我為朋友唱首

歌 孫彭飛

162250
我為祖國來當

兵 佚名

156659
我為祖國獻石

油 經典老歌

181967
我為草原唱情

歌[國] 溫博

162247
我為親人熬雞

湯 佚名

152949
我用所有報答

愛 張靚穎

181580
我用歌聲祝福

你[國] 於文華

142778
我用歌聲謝謝

你 佚名

180553
我用音樂說愛

你[國] 胡東清

139276 我的 88 個朋友 李宇春

157992
我的中國我愛

你 群星

139065
我的依戀在這

裡 李丹陽

100292
我的只有你能

傷 阿杜

115673
我的可憐比愛

多 山野

162343
我的吉它會說

話 佚名

162344
我的名字叫依

蓮 佚名

138775
我的失敗與偉

大 劉若英

108401
我的女主角是

你 KENT

162345
我的媽媽叫中

華 佚名

162349
我的家在 NA LU

WAN 佚名

141678
我的家鄉水靈

秀 羅寧娜

143268
我的家鄉沂蒙

山 彭麗媛

200353
我的家鄉重慶

美[國] 拉毛王旭

157994
我的小妹過新

年 群星

181244
我的幸福剛剛

好[國] 那英

128583
我的心一路向

北 張祥洪

115436
我的心不夠肯

定 孫楠

171238
我的心寂寞如

火 朱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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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665
我的心斟滿了

愛 張菲

128887
我的心是為你

跳 張震嶽

107982
我的心沒有回

程 姜育恒

144227
我的心裡你來

過 佚名

162355
我的心裡沒有

他 AT17

154153
我的心裡沒有

他 呂珊

150748
我的心裡沒有

他 張國榮

138949
我的心裡沒有

他 葉麗儀

200695
我的心裡沒有

她 莫旭秋

108431
我的心跟你回

家 孔太

139650
我的快樂不為

誰 李玟

127163
我的情人犯了

錯 張傾城

119103
我的愛你要不

要 王紹博,佚名

182019
我的愛傷害了

誰[國] 糯米

162364
我的愛在我身

邊 佚名

175352
我的愛情不見

了 龍梅子,藍雨

124670
我的愛情已走

了 葉時偉

400846
我的愛情迷了

路[國] 林雨

125944
我的愛永遠年

輕 閻維文

139651
我的愛陪你到

老 李玟

125245
我的感受你不

懂 楊大為

139890 我的感情搏這 李翊君

厚

176668
我的新娘在草

原 榮聯合

152237
我的未來不是

夢 張惠妹

128831
我的未來不是

夢 張雨生

106524
我的未來不是

夢 胡彥斌

162359
我的根啊在中

國 佚名

125383
我的歌聲伴隨

你 楊洪基

152907
我的沙發讓你

躺 張雪琳,施文彬

109415
我的淚是為了

誰 劉棟升

138368
我的深情誰人

賠 劉依純

138776
我的眼前的幸

福 劉若英

145174
我的眼淚在顫

抖 蘇慧倫

200260
我的眼淚為誰

飛[國] 小瀋陽

108080
我的眼裡只有

你 景岡山

151077
我的祝福記得

嗎 卓依婷

144359
我的祝福記得

嗎 孫悅

149197
我的秋天你來

過 伊琳

115884
我的秋天誰來

過 沙寶亮

152520
我的選擇不會

錯 張清芳

105135
我的開始在這

裡 郭富城

101888
我的開始在這

裡 陳奕迅

173747
我的離開也是

愛 許廷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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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78
我的青春我的

城[國] 羽泉

129050
我的青春誰做

主 佚名

146168
我的音樂我做

主 佚名

115579
我知道你在等

我 孫耀威

131175
我知道你很難

過 蔡依林

137975
我知道你收藏

我 金智娟

139758
我知道你為了

誰 李瓊

101537
我知道你的秘

密 陳冠希

146391
我知道我變了

樣 王夢麟

131889
我等的人會是

誰 陳嘉唯

129325
我終於失去了

你 趙傳

109111
我終於失去了

你 劉德華

143799
我終於放棄了

你 任潔玲

108033
我終於看到了

你 姜華

162375
我給藍天擦擦

臉 佚名

162376
我編鬥笠送紅

軍 佚名

155685
我聽見天使歌

唱 ENERGY

128993 我行我 SHOW 朱傑,張傑

162378
我衷心的感謝

你 佚名

101539
我要一直抱著

你 陳冠希

147176
我要做個好小

孩 王雪晶

131568
我要如何不想

他 蔡琴

136875
我要我們在一

起 黃小琥

100394
我要為你唱首

歌 阿牛

150578
我要給你一個

家 葉歡

133304
我親愛的偏執

狂 陳綺貞

156135
我還能說些什

麼 HIROCK樂團

150022
我那麼那麼想

你 楊林

153275
我隨彩蝶翩翩

飛 朱妍

134643
我需要一個擁

抱 粉紅教父小甜甜

162302
我願做個好小

孩 佚名

115357
我願意說我愛

你 林帆,孫富錦

170022
戒不掉你的溫

柔 曾春年

181716
戒不掉你的溫

柔[國] 子楓

119076
戒不掉的想停

念 王玨

135043
戰友你在想什

麼 甘萍

165394
戰士就該上戰

場 3D動漫

162391
戰士心中有個

家 佚名

125948
戰士歌唱東方

紅 閻維文

110931
戰士歌唱毛主

席 李雙江

110932
戰士第二個故

鄉 李雙江

112374
戰爭之誰殺了

愛 羅建章

148038
所有姐妹一起

來 佚名

149301 手心手背都是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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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

162397
手拿一枝紅玫

瑰 佚名

162398
手拿碟兒敲起

來 佚名

147778
手提羊毫喜洋

洋 佚名

176718
打個電話給媽

媽 丁曉紅

161622
打敗美帝野心

狼 戲曲

170277
打起手鼓唱起

歌 莫文蔚

135434
打起手鼓唱起

歌 關牧村

103176
打起手鼓唱起

歌 刀郎

105734
打開天窗說亮

話 高山林

146150
找一個像你的

人 娃娃

130497
找一個愛你的

人 艾晴晴

150182
把你含在我嘴

裡 楊青

140632
把你放在我心

中 林憶蓮

116925
把你藏在歌裡

面 譚詠麟

143322
把全世界放手

中 潘瑋儀

101640
把悲傷留給自

己 陳昇,莫文蔚

131570
把悲傷留給自

己 蔡琴

115068
把悲傷留給自

己 任賢齊

101621
把悲傷留給自

己 陳昇

162426
把悲傷還給悲

傷 吳靜嫻

146115
把悲傷還給悲

傷 林禹勝

129806
把情感收藏起

來 鄭智化

143418
把愛留在你身

邊 潘美辰

162430
把握人生的方

向 佚名

162436
折個飛機當媽

媽 佚名

143483
拍拍屁股去戀

愛 潘越雲

118074
拍拍身上的灰

塵 巫啟賢

100198
拒絕毒品的誘

惑 阿威

162470
拾稻穗的小姑

娘 佚名

158465
拿不定你的主

意 S.H.E

100819
挑戰每一個理

想 成龍

156671
挑擔茶葉上北

京 經典老歌

132632
捕捉愛情的女

人 陳明

126972
捨不得你要離

開 張信哲

120675
掀起你的蓋頭

來 克裡木

108267
掀起你的蓋頭

來 解曉東

182222
掀起你的蓋頭

來[LIVE][國] 阿魯阿卓

401049
採花姑娘採花

香[國] 蔣珊倍

133753
揀取花枝慢端

詳 佚名

162478
換一個愛我的

人 楊林

117646
握手天上的月

亮 吳兢

137397
揮霍愛人的耐

性 江美琪

137143 搖滾精靈三合 黃韻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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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0113
撒了太多的淚

滴[國] 呂雯

139894
擁抱不見得擁

有 李翊君

162441
擡頭望見北鬥

星 佚名

106803
擦掉吧傷心的

淚 韓磊

126412
支離破碎的思

念 周傳雄

170624
收不回的漂流

瓶 慕容曉曉

149131
放一百二十個

心 辛欣

119753
放了手就忘了

我 徐譽滕

401087
放棄也是一種

愛[國] 佚名

143660
放棄也會有快

樂 裘海正

162513
放棄你是我的

錯 佚名

174092
放棄我是你的

錯 曾春年

141825
放棄我是你的

錯 陸萍

136354
故鄉處處唱黃

梅 韓再芬

106906
教我如何不愛

他 黃凱芹,劉小慧

174134
教我如何忘記

你 郭燕

143424
教我怎麼不想

你 潘美辰

102157
教我怎麼不想

你 陳小春

115197
敬你一碗青稞

酒 容中爾甲

171329
敬你三碗青稞

酒 索南紮西

128784
敬你愛人這一

杯 張鎬哲

156060
敲鑼打鼓迎新

歲 革命歌曲

162551
整個世界的寂

寞 伍思凱

157513
整個世界都下

雨 南方二重唱

162545
數九寒天下大

雪 佚名

119273
數到三一起放

手 王錚亮

144938
斯琴高麗的傷

心 斯琴高麗

157686
新年來到多熱

鬧 巧千金

162569
新年到處一家

親 佚名

175562
新年好運樂陶

陶 卓依婷

147139
新年新禧新氣

象 王雪晶,莊群施

151098
新年新禧新氣

象 卓依婷

136752
新房之中冷清

清 黃依群

176851
新楊過與小龍

女 張地

154560
新的一年又來

到 八大巨星

162584
新編九一八小

調 佚名

162585
新荷李活大酒

店 佚名

103575
斷了愛情的念

頭 段千尋

142344
日以繼夜的想

你 孟庭葦

156063
日夜想念毛主

席 孫鳴傑

125958
日夜想念毛主

席 閻維文

147510
日月夜星也無

悔 韋綺姍

180185 日進千鄉萬理 卓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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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國]

115442
早知道早該忘

記 孫楠

162655
旺豬帶著好運

來 佚名

141501
明天我要嫁給

你 梁靜茹

139343
明天我要嫁給

你 李度

127688
明天我要嫁給

你 張學友

115073
明天我要嫁給

你 任賢齊

191145
明天我要嫁給

你[國] 鄭秀文

105982
明天是最後一

天 何潤東

107215
明天會吹什麼

風 黃安

145246
明天還是要繼

續 蘇芮

101624
明年你還愛我

嗎 陳昇

136404
明日千裏寄相

思 韓寶儀

145048
明日就像一把

刀 佚名

132769
明明白白我的

心 鄭少秋

129742
明明白白我的

心 陳淑樺

129712
明明白白我的

心 鄭少秋,趙雅芝

110325
明明白白我的

心 林帆,李家發

100798
明明白白我的

心 成龍,陳淑樺

107216
明明知道相思

苦 黃安

174249
明明說好了不

哭 劉臘

138615
明月千裏寄相

思 劉秋儀

110789
明月千裏寄相

思 李茂山

175767
明月千裏寄相

思 蔡琴

153032
明月千裏寄相

思 張鳳鳳

147829
明月千裏寄相

思 徐小鳳

119754
星星和我睡不

著 徐譽滕

155506
星期六的搖滾

PARTY 東方快車

156950
星期天不要見

面 錦繡二重唱

112129
星空下的華爾

滋 梁麗榮

132129
映山紅花滿山

坡 陳思思

162673
春二三月草青

青 佚名

133535
春來滿山鋪紅

錦 單仰萍,王誌萍

158698
春回大地賀新

年 四個女生

139986
春夏秋冬四季

天 李萍

106278
春天哪會這呢

寒 洪榮宏

162682
春天年年到人

間 佚名

137294
春天過了是冬

天 江念庭,羅時豐

150750
春風吻上我的

臉 葉麗儀

175759
春風吻上我的

臉 蔡琴

131400
春風吻上我的

臉 蔡幸娟

104221
春風吻上我的

臉 費玉清

129355
春風送暖萬物

新 佚名

131582 昨夜你對我一 蔡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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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

104222
昨夜小樓又東

風 費玉清

129388
昨夜我又夢見

你 趙真

103624
昨夜我又夢見

你 翟惠民

109478
昨天下了一夜

雨 劉歡

108158
昨天下了一夜

雨 江濤

106528 昨天是你生日 胡彥斌

156442
昨晚他們在幹

嘛 夾子太硬啦

146407
是不是愛情來

過 王婧

149545
是你在說抱歉

嗎 於臺煙

150458
是你忘了我的

美 葉倩文

150144
是否我不該等

你 楊鈺瑩

145020
是否有愛才完

整 沈芳如

137354
是否這就是愛

情 江美琪,NO NAME

181367
是情人也是朋

友[國] 黑 GIRL

152479
是愛人還是朋

友 張清芳,曹俊鴻

152526
是該結束的時

候 張清芳

140814
是誰跟你玩真

的 林景瀅

140781
是誰跟你玩真

的 林曉培

176631
是非功過任評

說 徐千惠

143625
時光倒流二十

年 瞿穎

151666
時光機與流浪

者 周筆暢

150580
時間帶不走空

間 葉歡

150145
晚霞中的紅蜻

蜓 楊鈺瑩

143554
晚風牽來一個

夢 佚名

200183
晨曦的金色曙

光[國] 安神

162730
晴時多雲偶陣

雨 R,B

170897
曬焦的一雙耳

朵 楊丞琳

181369
曾經相愛那麼

深[國] 龍梅子

400975
曾經那愛喝的

你[國] 白晶

162741
曾記當年讀經

文 佚名

165432
最好的就在眼

前 4 IN LOVE

100954
最幸福的兩口

子 佚名

156447
最後一個我吃

了 夾子樂團

190006
最後一次的溫

柔[國] 藍雨

175340
最後一次相依

偎 姜玉陽

107484
最後只好躺下

來 黃立行

129492
最後還是到最

後 鄭中基

162752
最後還是剩下

我 佚名

141511
最想環遊的世

界 梁靜茹

139899
最愛最恨都是

你 李翊君

129493
最愛的人不是

你 鄭中基

118369
最熟悉的陌生

人 王介安

400308 最親最愛的祖 陳笑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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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

133258
最近心情好不

好 陳紅

129495
最近我讓自己

忙 鄭中基

104225
月下待杜鵑下

來 費玉清

151109
月亮代表我的

心 卓依婷

149468
月亮代表我的

心 尤雅

148810
月亮代表我的

心 方伊琪

142874
月亮代表我的

心 李碧華

139785
月亮代表我的

心 謝安琪

134423
月亮代表我的

心 那英,齊秦

147268
月亮代表我的

心 王馨平

142504
月亮代表我的

心 梅艷芳

134163
月亮代表我的

心 鄧麗君

131588
月亮代表我的

心 蔡琴

125798
月亮代表我的

心 言承旭

115080
月亮代表我的

心 任賢齊

108350
月亮代表我的

心 金波,齊秦

104226
月亮代表我的

心 費玉清

101452
月亮代表我的

心 陳偉

117210
月亮代表誰的

心 陶喆

119673
月似銀鉤星似

棋 佚名

135718
月光下的鳳尾

竹 龔玥

135437
月光下的鳳尾

竹 關牧村

110663
月光甜甜照下

來 李琛

121120
月光落地的聲

音 亞東

156684
月兒彎彎照九

州 卓依婷

153311
月兒彎彎照九

州 朱曉琳

151113
月兒彎彎照九

州 林淑蓉

135719
月兒彎彎照九

洲 鄧麗君

134165
月兒彎彎照九

洲 龔玥

147598
月兒彎彎照九

洲 奚秀蘭

129218
月到中秋分外

明 莊學忠

162782
月落烏啼霜滿

天 佚名

133528
有一天我會回

來 曉曉

100244
有一種愛叫做

放手 阿木

120661
有些女人不能

碰 林誌炫,謝宇書

108374
有你就有紅玫

瑰 金波

116044
有你我就會快

樂 蘇有朋

141261
有你陪我的路

上 梁詠琪

137405
有個男生為我

哭 江美琪

129864
有情人終成眷

屬 鄭源

162788
有情無情天知

影 佚名

162790
有沒有一個夜

晚 佚名

102612 有沒有人告訴 陳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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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155175
有沒有人告訴

你 (REMIX) 邵雨涵

143762
有沒有這種說

法 齊豫

115317
有種東西叫愛

情 司文

172033
有緣無份之情

傷 李天平

106280
有話坦白講出

來 洪榮宏

162793
有誰知我此時

情 鄧麗君

128271
有誰能夠說我

錯 張明敏

162795
有財有福好運

到 佚名

125962
有那麼一個地

方 閻維文

156261
有顆炸彈送給

你 花兒樂隊

182223
朋友來了不想

走[LIVE][國] 阿魯阿卓

148900
望著天空的女

孩 謝采雲

126983
未來是你的愛

情 張信哲

171123
未曾謀面的朋

友 君子

162835
朵啦朵啦並蒂

蓮 佚名

162836
朵朵葵花向陽

開 佚名

151126
杜鵑花+揚州小

調 卓依婷

137407
東京鐵塔的幸

福 江美琪

133383
東山飄雨西山

晴 黃紅英

150005
東山飄雨西山

晴 楊曼莉

160567
東方風來滿眼

春 佚名

151128
東邊敲鑼西邊

響 卓依婷

116540
林黛玉沒有眼

淚 田躍君

137917
林黛玉沒有眼

淚(動畫) 蔣雪兒

159983
果然喜從天上

降 黃梅戲

155691
某年某月某一

天 ENERGY

118688
柴米油鹽醬醋

茶 王力宏

156089
桂花開放幸福

來 革命歌曲

108209
桃花依舊笑春

風 蔣大為

146059
梁山伯與祝英

臺 吳美英

109827
梁山伯與祝英

臺 文千歲,李寶瑩

151323
梁山伯與茱麗

葉 卓文萱,曹格

147965
梅花端的種梅

州 徐秋菊

152062
梅蘭梅蘭我愛

你 張德蘭

150624
梅蘭梅蘭我愛

你 葉玉卿

149471
梅蘭梅蘭我愛

你 尤雅

117909
梅蘭梅蘭我愛

你 吳滌清

108789
梅蘭梅蘭我愛

你 劉家昌

107999
梅蘭梅蘭我愛

你 姜育恒

151844
梅裡雪山的女

兒 宗庸卓瑪

162903
森林裡的音樂

會 佚名

120765
榕樹下+北國之

春 謝雷

126631 歌兒唱給俺家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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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

156868
歌唱二小放牛

郎 銀河童聲合唱團

156090
歌唱二小放牛

郎 革命歌曲

182002
歌聲不斷酒不

斷[國] 琪琪格

162948
歌聲飛出心窩

窩 佚名

158056
歡歡喜喜過大

年 群星

130674
歡迎你到草原

來 佚名

151143
正月初一過新

年 卓依婷

200119
此情只待成追

憶 周慧敏,張敬軒

148693
此時快樂的代

價 許茹蕓

400319
歲月迴盪一支

歌[國] 韓琳

161892
歲歲如意賀新

春 佚名

105304
歲歲月月情更

深 郭峰

175576
死要面子活受

罪 伍義

111408
殺忙正會出頭

天 佚名

400722
每一秒都在想

你[國] 張寒

139725
每個人都這麼

說 李娜

139202
每個人都這麼

說 李玲玉

141726
每個姑娘都單

純 佚名

126721
每個愛情都危

險 辛曉琪,周華健

154014
每天抱我一分

鐘 趙默

105764
每次都想擁抱

你 高旗

170065
每當唱起這首

歌 麥穗

126518
每當我回到故

鄉 周強

159984
民女名叫馮素

珍 黃梅戲

100717
民得平安天下

安 崔京浩

162985
水鄉三月風光

好 佚名

139345
永不流淚的眼

睛 李度

137295
永不流淚的眼

睛 江念庭

151348
永不消失的彩

虹 卓文萱

158062
永不熄滅的聖

火 群星

144236
永不結束的故

事 阮丹青,許茹蕓

151425
永遠伴隨你一

生 佚名

164889
永遠到底有多

遠 因果兄弟

131927
永遠到底有多

遠 陳妃平

162992
永遠和你在一

道 佚名

116471
永遠活在青春

期 泰迪羅賓

145702
永遠的香格裏

拉 譚晶

106533
永遠都不會忘

記 胡彥斌

162999
永鎮南疆保太

平 佚名

163001
求你別再對我

好 佚名

129223
求你動手晚一

點 莊學忠

138588
江北水城好風

光 劉瑋

200944 江南江北我的 雷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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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國]

158688
江水悠悠向東

流 十二美女

142235
江水悠悠淚長

流 劉秋儀

138617
江水悠悠淚長

流 龍飄飄

134185
江水悠悠淚長

流 鄧麗君

145703
江海相擁的家

鄉 譚晶

124723
汪洋中的一條

船 姚乙

125969
汾河流水嘩啦

啦 閻維文

119431
汾河流水嘩啦

啦 魏金棟

144826
汾河流水嘩啦

啦 宋祖英

119133
沒你我該怎麼

過 劉海波

109558
沒你我該怎麼

過 王藝

131026
沒有一天不想

你 曹穎

151533
沒有人傻得像

我 周慧敏

109168
沒有人可以像

你 劉德華

157149
沒有什麼不可

以 零點樂隊

129083
沒有什麼不可

能 章小軍

147623
沒有作業的王

國 小斯韻

117733
沒有你在我身

邊 吳奇隆

147739
沒有你的下雪

天 希婕

147787
沒有你的每一

天 徐婕兒

145372
沒有你還是愛

你 唐素琪

140659
沒有你還是愛

你 林憶蓮

145022
沒有公式的戀

愛 沈芳如

145472
沒有回憶的冬

季 湯寶如

125799
沒有地址的思

念 言承旭

116193
沒有季節的火

花 蘇永康

163030
沒有心情說再

見 佚名

130503
沒有感情的感

情 艾歌

115167
沒有我你好好

過 任軍太

105985
沒有我你怎麼

辦 何潤東

101928
沒有手機的日

子 陳奕迅

139906
沒有明天沒有

你 李翊君

136132
沒有月亮的時

候 洪愛莉

125114
沒有月亮的晚

上 楊光

107102
沒有月亮的黑

夜 黃品源

134949
沒有泥土那有

花 鳳飛飛

152253
沒有煙抽的日

子 張惠妹

128837
沒有煙抽的日

子 張雨生

118522
沒有煙抽的日

子 王傑

140660
沒有發生的愛

情 林憶蓮

400865
沒有目的地愛

了[國] 楊千嬅

146154
沒有終點的流

浪 娃娃

143428 沒有結局的遊 潘美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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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

109171
沒有翅膀的天

使 劉德華

115862
沒有誰管得住

我 佚名

125970
沒有黑夜的新

疆 閻維文

151669
沙漠也找到巴

黎 周筆暢

157494
河流午後我經

過 南拳媽媽

158478
沿海公路的出

口 S.H.E

155002
法老王現場舞

曲 DISCO

118992
洗碗也有相磕

時 徐秋菊,王映樓

159891
洞房悄悄靜幽

幽 戲曲

163058
津輕海峽.冬景

色 佚名

108271
活著本來就是

累 解曉東

119455
流浪的心想回

家 夏國星

115093
流著淚的你的

臉 任賢齊

117829
流著眼淚說再

見 吳峙軒

127142
流言有一千分

貝 張傑

144898
海在不遠處唱

歌 尚雯婕

136194
海島冰輪初轉

騰 紅霞

135461
海歐飛處彩雲

飛 佚名

129398
消滅跳蚤大作

戰 趙自強

163107
淡水河邊的煙

火 佚名

106809
清史明月照誰

家 韓磊

136097
清風細浪寄深

情 哈輝

139911
渴望明天好天

氣 李翊君

103642
渾身是膽雄赳

赳 董雲華

145512
湘江從我心流

過 湯燦

147374
溫哥華悲傷一

號 萬芳

152535
溫柔是一種膽

量 張清芳

136410
滴滴眼淚都是

愛 韓寶儀

172853
滾滾長江東逝

水 孟文豪

125388
滾滾長江東逝

水 楊洪基

153370
滿山紅葉似彩

霞 朱逢博

163159
滿懷悲憤恨難

平 佚名

156728
滿懷深情望北

京 經典老歌

163163
滿載友誼去遠

行 佚名

153862
漁家姑娘在海

邊 趙秀蘭

133860
漁家姑娘在海

邊 董文華

149503
漫長的十二公

裏 嶽夏

171214
潘多拉的月光

盒 張萌

180316
潘朵拉的月光

盒[國] 張萌

158068
澳門 我帶你回

家 群星

158069
澳門我帶你回

家 梁詠琪,蔡國慶

153435
濛濛細雨憶當

年 方晴

136411 濛濛細雨憶當 甄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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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34508
濛濛細雨憶當

年 韓寶儀

151670 瀏陽河 2008 周筆暢

139203
灑向雪域的摯

愛 李娜

176063
火熱動感 LA

LA LA FULL CAST

109184
為了什麼流眼

淚 劉德華

129121
為了愛也為了

你 臧天朔

118230
為了讓生活繼

續 汪峰

140050
為人作嫁幾時

休 李穀一

127728
為什麼愛是這

樣 張學友

117281
為什麼這樣憂

傷 騰格爾

170584
為何不復我短

信 孟楊

106293
為何今夜這呢

冷 洪榮宏

143430
為何愛情讓我

痛 潘美辰

165314
為你征服全世

界 183CLUB

145097
為你心碎為你

痛 蘇又鎔

140670
為你我受冷風

吹 林憶蓮

159932
為你打開一扇

窗 滬劇

180738
為你打開的雨

傘[國] 顧莉雅

109620
為你流淚也心

碎 劉超華

127183
為愛傷心為你

痛 張克帆

143489
為愛拖磨一世

人 潘越雲

109650
為愛掙紮多少

年 劉錫明

120264
為愛癡情的男

人 許強

158901
為我歡喜為我

憂 閃亮三姐妹

159986
為救李郎離家

園 黃梅戲

160636
烏來山下一朵

花 佚名

162592
無人 CALL IN

阮的心 佚名

159712
無可救藥愛上

你 信樂團

152898
無影燈下的故

事 張邁

162601
無怨天地無怨

人 羅文聰

134199
無情荒地有情

天 鄧麗君

154867
無數次告訴自

己 茶樂團

107109
無法彌補的傷

痕 黃品源

131826
無法解釋的事

件 陳予新

115104
無法達到的境

界 任賢齊

153925
無盡的莎士比

亞 趙薇

124892
無盡透明的思

念 庾澄慶

128761
無緣那就分手

吧 張超

170517
無與倫比的美

麗 劉忻

158851
無與倫比的美

麗 蘇打綠

137300
無論如何都愛

你 江明娟

134614
無限歡喜變成

灰 方雪雯

109482 熱天熱地熱太 劉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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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

143433
熱浪下為何冰

凍 潘美辰

158689
熱淚燙傷我的

臉 十二美女

158678
熱血忠魂天地

間 三兄弟組合

132641
燈火闌珊處有

你 陳明

163217
爆竹一聲大地

春 巧千金

156469
爬到屋頂去哭

夭 夾子電動大樂隊

163363
父子流浪三千

裏 佚名

133793
爸爸媽媽聽我

說 段麗陽

107857
爸爸我心中的

山 黑龍

163370
爸爸的愛有幾

多 佚名

163372
爸爸說我沒法

嫁 吳鶯音

153180
爹娘恩情大過

天 曾桂英

138525
爺爺奶奶和我

們 劉春梅,潘長江

142837
牛郎織女鵲橋

會 倪惠英

163377
牧民心向毛主

席 佚名

173927
牽囝的手摸心

肝 李靜芳

144837
牽著新世紀的

手 宋祖英

163399
狐貍先生幾點

鐘 佚名

163401
獨守空幃暗長

歎 戲曲

136753
獨對明月訴衷

情 黃依群

163416
玉河浸女祭玉

河 羅家寶

166089
王老先生有塊

地 佚名

119668
玫瑰傷透我的

心 陳星,小龍

151181
玫瑰玫瑰我愛

你 卓依婷

143535
玫瑰玫瑰我愛

你 潘迪華

134960
玫瑰玫瑰我愛

你 鳳飛飛

170716
玫瑰玫瑰我愛

你 王若琳

153035
玫瑰玫瑰我愛

你 張鳳鳳

149391
玫瑰玫瑰我愛

你 姚莉

126569
玫瑰花瓣的信

箋 周治平

126788
現在才說我愛

你 周華健

163423
瑪利我好中意

你 佚名

163444
甘灑熱血寫春

秋 佚名

148416
生命之不能承

受 薪羽

159448
生命有一種絕

對 五月天

153930
生命裡的這一

天 趙薇

158090
生活就像一首

歌 劉德華

129375
生活就是這麼

怪 趙本山

163459
生活是這樣美

好 佚名

116498
用你的名字取

暖 湯潮

116512
用心愛你你不

懂 田一龍

173764
用愛開創新天

地 雷佳

146635 用目屎甲你乾 王瑞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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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

120360
用背叛成全背

叛 許誌安

115757
甭擱提起舊傷

痕 施文彬

400582
男人不能說不

行[國] 冷漠

128726
男人也會掉眼

淚 張衛健

109208
男人哭吧不是

罪 劉德華

173460
男人最痛的眼

淚 佚名

200173
男人的心不會

碎[國] 天雲

108008
男人的心也會

痛 姜育恒

400138
男人的心也會

碎[國] 姚天成

200177
男人的累男人

醉[國] 孫彭飛

143626
男人聽聽女人

心 瞿穎

200320

男人苦點算什

麼[明業嘉

輝][國] 張雷

145065
男人請你先別

哭 佚名

129330
男孩看見野玫

瑰 趙傳

107113
留下來陪你生

活 黃品源

110573
留不住你的溫

柔 李澤堅

132523
留在原來的地

方 陳慧琳

190079
留給我一點溫

柔[國] 雨天

130640
當作沒有愛過

我 包娜娜

180726
當作沒有愛過

我[國] 雲菲菲

126628
當你每一次出

現 眉佳,周潔

175875
當你牽著我的

手 孟茜

176669
當你聽到這首

歌 欣哲

131285
當你離開的時

候 蔡健雅

136416
當做沒有愛過

我 韓寶儀

176585
當傻瓜愛上天

使 KENT

400587
當孤獨遇到寂

寞[國] 淩誌輝

102650
當愛不在我身

邊 陳浩民,馬梓涵

170693
當愛情走了以

後 沙靖傑

124751
當愛還沒說出

口 宇桐非

100917
當我不在你身

邊 曹軒賓

115986
當我們不在一

起 蘇兒真

146737
當我們同在一

起 王羚柔

158578
當我們開始旅

行 SO WHAT

161985
當我唱起東方

紅 佚名

171007
當我唱起這首

歌 林俊輝

170412
當我唱起這首

歌 小賤

118233
當我想你的時

候 汪峰

107193
當我想你的時

候 黃大軍,千百惠

400193
當我想你的時

候[國] 段紅

149103
當我身旁有你

在 辛曉琪

110950 當自由遇上寂 李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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寞

129287
當陽光空過窗

戶 趙中晨

100720
當陽常誌此心

丹 崔京浩

126053
當魚愛上了天

空 雨浩楓

145099
癡情乎你騙不

知 蘇又鎔

132684
癡情的人並不

多 陳明真

165169
發財發福中國

年 中國娃娃

142959
白天不懂夜的

黑 那英

131286
白天不懂夜的

黑 蔡健雅

121296
白床單上的陽

光 余宗憲

151189
白沙灘上的腳

印 卓依婷

152437
白洋澱邊鴨司

令 佚名

140503
白紗窗裡的女

孩 林慧萍

176828
白色玫瑰的葬

禮 李風持

117913
百分之 X 的友

誼 吳煒,張語倢

112888
百分之百的女

孩 老狼

139917
百分之百的必

須 李翊君

133691
百姓才是頭上

天 戴嬈

154561
百福臨門滿人

間 八大巨星

152440
百花盛開春滿

園 張淑敏

137313
百花盛開春滿

園 江水英,李誌田

163520
百貨公司大拍

賣 佚名

124741
的哥的姐動起

來 姚紹華

159656 皇冠一刻鐘 DJ 舞曲

176623
皮皮魯和魯西

西 曹軒賓,阿雅

159817
目前領了嚴親

令 京劇

118817
相依相伴的高

原 王宏偉

134861
相信你也在感

覺 佚名

143496
相思已是不曾

閑 潘越雲

142598
相思樹下長相

思 毛阿敏

175497
相愛容易相處

難 劉緣

131418
相愛容易相處

難 蔡幸娟

181749
相愛容易相處

難[國] 宋熙銘

152269
相愛後動物感

傷 張惠妹

163537
相知相許在心

頭 佚名

163539
相聚別離兩依

依 佚名

112853
相親相愛一輩

子 羅賓

118078
相親相愛最堅

強 巫啟賢

147509
相逢何必曾相

識 丁曉雯,蔣誌光

126173
相遇就在雨季

裡 雲飛

400109
盼不回最愛的

你[國] 何宗龍

150158
盼望天天看見

你 楊鈺瑩

175558
盼著過年好回

家 卓依婷

163557
眉清目秀美容

貌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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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703
看完煙火再回

去 許茹蕓

153011
看得最遠的地

方 張韶涵

146751
看我聽我感覺

我 王芷蕾

115116
看見一隻和平

鴿 任賢齊

111390
看見什麼吃什

麼 林宥嘉

163564
看見你們格外

親 佚名

147380
看見快樂對我

笑 萬芳

108627
看透愛情看透

你 冷漠

180363
看透愛情看透

你[國] 曉依

163568
真像一對親兄

弟 佚名

130690
真好我需要愛

情 本多 RURU

151197
真心真意謝謝

你 卓依婷

138484
真心真意謝謝

你 劉小鈺

151198
真心真意過一

生 卓依婷

138317
真情還在老地

方 劉一禎

128276
真想對你吐真

情 張明敏

173055
真愛只有我能

給 楊罡

173604
真的不是不愛

你 海生

153276
真的很難忘記

你 朱妍

153228
真的愛不必認

錯 朱含芳

115319
真的我在你身

旁 司文

105807 真的有話對你 高林生

說

131421
真的讓我愛你

嗎 蔡幸娟

163594
眼望青山難出

籠 佚名

160762
眾手澆開幸福

花 佚名

163596
睛時多雲偶陣

雨 佚名

156109
社員都是向陽

花 革命歌曲

163612
祖國 慈祥的母

親 佚名

128139
祖國一片新面

貌 佚名

163614
祖國像媽媽一

樣 佚名

163618
祖國我為你乾

杯 佚名

142298
祖國永遠祝福

您 夢鴿

150230
祖國為你唱支

歌 殷秀梅

163619
祖國祖國我愛

你 佚名

151205
祝你今年賺大

錢 卓依婷

153530
祝福你北京奧

運 祖海

159987
神仙歲月我不

愛 黃梅戲

158115
福星高照財神

到 群星

166109
秀才騎馬弄弄

來 佚名

129247
秋風吹來一片

情 莊學忠

144724
移山倒海為了

你 孫翠鳳

163678
稻柴堆裡落起

身 佚名

124469
穿上軍裝那一

天 葉萬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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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80
穿越時空的愛

情 易欣

143437
穿越時空的愛

戀 潘美辰

148249
穿越時空遇見

你 蕭亞軒

132530
穿越時空遇見

你 陳慧琳

139070
穿軍裝的川妹

子 李丹陽

136188
站在你的旗幟

下 佚名

126436
站在逆風的方

向 周傳雄

126617
童話還不夠美

好 周渝民

128103
第一次為你喝

醉 張誌林

147756
第三者的第三

者 弦子

111143 第幾個 100 天 林俊傑

151418
等不到我愛的

你 周子寒

127946
等不及要對你

說 張宇

180320
等你一起看桃

花[國] 張金鈺

117484
等你在下雪那

天 伍天宇

109240
等你忘了我是

誰 劉德華

165436
等你打電話給

我 4 IN LOVE

400982
等你等了那麼

久[國] 祁隆

135615
等你等到我心

痛 高勝美

118080
等你等到我心

痛 巫啟賢

172862
等到來生再相

遇 程響

104383
等到花開那一

天 馮曉泉

154851
等待花開的日

子 城市姐妹

130436
等我唱完這支

歌 安雯

118081
答應我好好的

過 巫啟賢

108472
管你媽媽嫁給

誰 康康

157434
管它什麼的安

排 NBC

109487
籬笆牆上的影

子 劉歡

115344 籬笆牆的影子 萬梓良

165227
粉碎敵人烏龜

殼 總政歌舞團

108494 粗線條 柯受良

135616
紅塵來去一場

夢 高勝美

118082
紅塵來去一場

夢 巫啟賢

156774
紅星照我去戰

鬥 刀郎

156773
紅星照我去戰

鬥 程誌,殷秀梅

103187
紅星照我去戰

鬥 蔣大為

400678
紅燈閃過是綠

燈[國] 孫亞軍

173767
紅紅火火大中

華 喬軍

155508
紅紅青春敲呀

敲 東方快車

149238
紅顏美人多薄

命 伊能靜

172775
紅顏自古多薄

命 雲菲菲

120607
紐約街角的琴

聲 許紹洋

137148 紫貝殼 2001 黃韻玲

149999
細讀了全會公

報 楊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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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749
結束我們抱著

哭 古巨基

145274
絕情就是你的

名 蘇路

128277
給孩子的一封

信 張明敏

109730
給情人的搖籃

曲 呂方

111687
給我一點真的

愛 林誌穎

105210
給我你最真的

心 郭富城

142246
給我溫情吧愛

人 龍飄飄

401188
給陌生人的情

書[原伴][國] 韓庚

139682
給電影人的情

書 李玟

131616
給電影人的情

書 蔡琴

156371
綠水青山都是

歌 黑豹樂隊

142546
綠葉對根的情

意 梅華

142602
綠葉對根的情

意 毛阿敏

139208
綠葉對根的情

意 李娜

109490
綠葉對根的情

意 劉歡

400533
網蟲網蟲起床

了[國] YSISTER

119126
緣分讓我愛上

你 王羽澤

111146 編號 89757 林俊傑

165224
縱貫線兄弟姐

妹 縱貫線

152540
總以為錯的是

你 張清芳

130919
總有一天等到

你 崔萍

135230
總算我們也愛

過 郭靜

159466
羅密歐與茱麗

葉 五月天

180214
美出一種氣質

來[國] 國巍

142390
美女急了也徵

婚 佚名

182142
美女美女我愛

你[國] 路童

149297
美女財福到你

家 俞晴

118239
美麗世界的孤

兒 汪峰

121136
美麗的達麗卓

瑪 亞東

130828
美麗的鄂爾多

斯 白致瑤

152579
美麗神奇的地

方 張燕

136517
翻身農奴把歌

唱 韓紅

130975
翻身農奴把歌

唱 才旦卓瑪

142831
老公真的不容

易 麥穗

149041
老公老公我愛

你 謝雨欣

143582
老公老公辛苦

了 囚鳥

129627
老天請給我一

秒 鄭伊健

152413 老夫子 2001 張柏芝

119600
老婆你是最好

的 司文,小樹

106407
老婆老婆我愛

你 火風

175396
老狼老狼幾點

啦 艾莉莎

102865
老鼠不再愛大

米 陳藝鵬

118084
老鼠已經愛上

你 巫啟賢

137150
聽一首傷心的

歌 黃韻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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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899
聽他一番辛酸

話 戲曲

105988
聽到留言請回

話 何潤東

180679
聽我說 親愛的

[國] 鄭東

130820
聽罷奶奶說紅

燈 白玉玲

158501
聽袁惟仁彈吉

他 S.H.E

161309
聽說必大受折

磨 佚名

139234
聽說愛情回來

過 李媛希

131208
聽說愛情回來

過 蔡依林

128223
聽說愛情回來

過 張敬軒

125324
聽說愛情回來

過 楊宗緯

173039
背叛愛情背叛

我 安東

101262
背著行囊去流

浪 蔡榮祖

153016
能不能勇敢說

愛 張韶涵

159903
臨行喝媽一碗

酒 戲曲

159905
自從退休回上

海 戲曲

111589
至少對你有份

愛 林誌炫

162639
舊恨未消新仇

添 佚名

144163
舊日回憶的山

丘 容祖兒

157691
舞龍舞獅慶新

年 巧千金

103189
艾裡甫與賽乃

姆 刀郎

140164
花一開就相愛

吧 林依晨

180653 花一開滿就相 那英

愛[國]

120718
花兒像人人像

花 謝雷,劉明珠

151232
花兒嬌媚蝶兒

采 卓依婷

118973
花兒愛上忘情

草 王強

119659
花紅開遍凱旋

門 佚名

138377
花言巧語五四

三 劉依純

134969
花謝花飛飛滿

天 鳳飛飛

190088
花開花謝花滿

天[國] 雷龍

138452
苗鄉侗寨請你

來 劉小幻

158560
若是你在我身

邊 SHINE

115136
若是你在我身

邊 任賢齊

142604
苦是淚甜也是

淚 毛阿敏

157569
英勇戰士搖搖

頭 糯米團

155261 英文慢搖專輯 1 DJ

155262 英文慢搖專輯 2 DJ

134615
英臺說出心頭

話 方雪雯

200087
英雄難過美人

關[國] 南風

164905
茅草屋的女主

人 彜人製造

165378
茱麗葉與祝英

臺 2個女生

160060
草原上的格桑

拉 雪山人組合

181057
草原深處有人

家[國] 涓子

152900
莊嚴我神州大

地 張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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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53
莎士比亞的天

份 林俊傑

140832
莫忘今宵山海

盟 佚名

159124
莫斯科沒有眼

淚 TWINS

135622
莫讓紅顏守空

塵 高勝美

156114
萬千寵愛在一

身 李克勤,周慧敏

165170
萬歲萬歲萬萬

歲 中國娃娃

156903
萬民萬家都好

漢 馬浚偉

156802
萬水千山總是

情 朱明瑛

146263
萬水千山總是

情 汪明荃

138513
萬水千山總是

情 劉惜君

156507
萬泉河水清又

清 厲娜

138916
萬泉河水清又

清 牛仔舞

160447
萬片希望在明

天 蔣誌光,章綺姍

135008
萬眾一心奔小

康 恭僖禧

160448
萬裏江山萬裏

情 佚名

158138
萬馬奔騰迎新

春 群星

144171
落入凡間的天

使 容祖兒

149242
落入凡間的精

靈 伊能靜

108717
蒼天下的太陽

路 劉和剛

133600
蒼天般的阿拉

善 德德瑪

152290
薇多莉亞的秘

密 張惠妹

113719 藍色的蒙古草 瑪希

原

133601
藍色的蒙古高

原 德德瑪

159907
蘇小妹三難新

郎 戲曲

106122
蘇州城外的微

笑 後弦

131020
蘇東坡夢會朝

雲 吳國華,曹秀琴

165172
蚊子愛情進行

曲 中國娃娃

165173
蜘蛛人陷入情

網 中國娃娃

102311
蝴蝶飛不過滄

海 陳振雲

151247
蝶兒蝶兒滿天

飛 卓依婷

137082
蝶兒蝶兒滿天

飛 黃美詩

135624
蝶兒蝶兒滿天

飛 高勝美

180353
衡陽是個好地

方[國] 易秒英

107862
被情傷過的女

人 黑龍

111088
被風吹過的夏

天 林俊傑,金莎

143714
褪色的愛無人

知 邱蕓子

190031
西施之夢會太

湖 尹光,胡美儀

139988
西湖山水還依

舊 李萍

136754
西湖山水還依

舊 黃依群

151918
西部春暖赤水

河 張也

145426
要你看到我的

美 塗紫凝

134230
要去遙遠的地

方 鄧麗君

139693
要如何讓你明

白 李玟



KOD-2400 国语歌曲 點歌目錄
編號 歌名 歌星 編號 歌名 歌星

國語歌曲 第 632 頁

127167
要娶就娶美羊

羊 張傾城

103327
要愛就愛豬八

戒 陳瑩

120883
要我怎麼忘了

他 謝霆鋒

108238
要走的還是要

走 蔣誌光

151846
要跳鍋莊這方

來 宗庸卓瑪

160683
親人送別金沙

灘 佚名

110733
親愛妹妹的眼

睛 李聖傑

157317
親愛的主唱大

人 夢露樂團

117457
親愛的你喝醉

了 伍佰

175521
親愛的你在何

方 晨熙

125765
親愛的你在哪

裡 袁子皓

125658
親愛的你在哪

裡 袁耀發

175486
親愛的你在哪

裡 沈石磊

182292
親愛的你在哪

裡[國] 馬天宇

200950
親愛的你想我

嗎[國] 韋明華

173526
親愛的我的愛

人 成學迅,曉舟

125891
親愛的爸爸媽

媽 閻維文

109854
親愛的爸爸媽

媽 李俊男

152544
親愛的請不要

說 張清芳

108540
親親我吧求求

你 柯羽

132542 觸不到的戀人 陳慧琳

154692
討我歡心不費

力 芭比

109277
記不住你的容

顏 劉德華

159910
記得草橋兩結

拜 戲曲

119716
記憶中的向日

葵 徐誌傑

172831
話還沒有說出

口 安濤

151759
該忘了你對不

對 周蕙

141391
該是休息的時

候 梁雁翎

102413
該是回家的時

候 陳星

133269
誌在寶島創新

業 佚名

105930
認認真真過日

子 何家勁

104791
說了愛就不能

走 古皓

103554
說分手就放開

手 段千尋,藍雨

118800
說好秋天就回

來 王子鳴

143293
誰不說俺家鄉

好 彭麗媛

100586
誰也沒有我傷

心 波拉

151678
誰動了我的琴

弦 周筆暢

171289
誰在愛裏下了

毒 湘海

127953
誰教我曾經說

過 張宇

159989
誰料皇榜中狀

元 黃梅戲

148333 誰是我的 101 蕭薔

149486
誰是春風得意

人 尤雅

105568
誰會像我這樣

等 高原

129258
誰能禁止我的

愛 莊學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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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428
誰能禁止我的

愛 韓寶儀

107127
誰能讓時間倒

轉 黃品源

200992
誰能阻擋我的

愛 黃耀明

153992
誰要我寵壞了

你 趙詠華

108252
誰說喝醉無所

謂 蔣舟

159913
誰說女子不如

男 戲曲

102203
誰說我在掉眼

淚 陳小春

103278
誰說男人不會

哭 戴毅

174242
誰說男人不流

淚 陳飛彤

116383
誰說網上無美

女 佚名

116499
誰讓我愛上了

你 湯潮

133803
誰讓我愛上你

了 董冬

125085
誰都不必說抱

歉 劉超華

109623
誰都不必說抱

歉 易欣

103585
誰都不必說抱

歉 段千尋

128064
誰都不能欺侮

它 張帝

172810
誰都可以愛的

起 明聖凱

117124
請你不要笑我

傻 邰正宵

130664
請你嘗塊哈蜜

瓜 巴哈爾古麗

135629
請你記得我的

好 高勝美

129259
請你記著我的

愛 莊學忠

143441 請你試著瞭解 潘美辰

我

108755
請別對我說再

見 劉嘉亮

143578
請到天涯海角

來 千荷

144971
請到天涯海角

來 沈小岑

400542
請到天涯海角

來[國] 丁曉紅

171260
請原諒我不懂

愛 杭嬌,張津滌

171301
請喝一碗石門

茶 王亞平

180104
請安靜的忘記

我[國] 孫子涵

116998
請憑誰來定錯

對 譚詠麟

125648
請把愛情還給

我 羽飛

136772
請留住你的腳

步 黃可兒

130860
請相信我的諾

言 白雪

148349
講天講地無路

用 蕭麗珠

118712
謝絕推銷你的

愛 王力宏

144861
謝謝你人民警

察 宋祖英

113689
謝謝你在人海

中 滿江

134239
謝謝你常記得

我 鄧麗君

181737

謝謝你給的溫

柔(消音

版)[國] 宇桐非

141315
謝謝你這些日

子 梁詠琪

116613
謝謝最深愛的

你 童安格

125238
謝謝讓我愛上

你 楊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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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968
譙樓打罷二更

鼓 佚名

154122
變態少女想人

記 ASOS

154962
讓你哭紅了眼

睛 草蜢

124920
讓你媽媽 NEW

一下 庾澄慶

156831
讓你知道我的

心 談芳兵

100310
讓全世界忘了

我 阿杜

142253
讓愛充滿全世

界 龍飄飄

141028
讓愛散發出光

芒 林翠萍

101272
讓愛的感覺回

來 蔡濟文,梁雁翎

116231
讓懂你的人愛

你 蘇永康

155378
讓我一次愛個

夠 動力火車

124921
讓我一次愛個

夠 庾澄慶

156275
讓我們蕩起雙

槳 花兒樂隊

133878
讓我們蕩起雙

槳 董文華

158239
讓我們蕩起雙

漿 青春美少女

116537
讓我傷心的玫

瑰 陳瑞,田豐

147484
讓我再看你一

眼 吳瓊

124764
讓我再看你一

眼 韋唯

125103
讓我再看你一

眼 月光星子

128132
讓我在看你一

眼 張振宇

127016
讓我忘記你的

臉 張信哲

141029 讓我想起愛的 林翠萍

歌

141030
讓我愛你到永

遠 林翠萍

129819
讓我擁抱你入

夢 鄭智化

150505
讓我歡喜讓我

憂 葉倩文

135631
讓我歡喜讓我

憂 高勝美

134860
讓我此刻不平

凡 馮博娟

158153
讓我為你唱首

歌
俞灝明,魏晨,朱梓驍,

張翰

116247
讓我變作你的

狗 佚名

119517
讓我陪在你身

旁 小嘉

128989
讓我默默地愛

你 曾輝彬

152304
讓每個人都心

碎 張惠妹

107189
讓每個人都心

碎 黃大煒

126523
讓生命之舟遠

航 周強

129880
讓過去成為過

去 鄭源

124840
豹頭環眼好兄

弟 尹相傑

201046
貓頭鷹呼叫愛

情[國] 黃雅莉

158155
財源滾滾天上

來 群星

158157
財神老爺下凡

了 群星

161151
賣油朗獨佔花

魁 佚名

170746
贊聲祖國你最

好 紅塵獨舞

113410
赤腳男人的山

谷 黎明

124493
赤足走在田埂

上 葉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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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635
走向偉大的復

興 別丹

143294
走向國防現代

化 彭麗媛

140715
走在大街的女

子 林憶蓮

138439
走在幸福的路

上 吳娜

178195
走在紅毯那一

天 彭佳慧

103075
走過路過別錯

過 陳鵬

125026
趁一切還來得

及 易桀齊

133782
越唱心裡越快

活 段繼敏,林琳

200691
越愛你越想解

脫[國] 莊之影

141685
趕噓歸來啊哩

哩 羅寧娜

115594
跟你要好一輩

子 孫耀威

159286
跟我一起哇哇

叫 茼蒿 LALA隊

111695
跟我到海邊轉

轉 林誌穎

142976
跟我唱歌聽音

樂 那英

158975
跟著月亮慢慢

走 TENSION

104352
路燈下的小姑

娘 費翔

401159
路燈下的小姑

娘[國] 陳依然

165175
路邊野花不要

采 中國娃娃

200492
路邊野花不要

采 楊燕

180169

身披彩衣的姑

娘(非原 MV&消

伴)[國] 刀郎

160963
軍民團結一家

親 佚名

136755
轅門外三聲炮

響 黃依群

156470
轉吧!七彩霓虹

燈 夾子電動大樂隊

136317
轟轟烈烈的小

詩 胡雯

158699
迎接財神吉星

照 四個女生

158165
迎春花+萬事如

意 群星

151269
迎春花開幸福

年 卓依婷

125326
迴旋木馬的終

端 楊宗緯

151273
送你一個大年

糕 卓依婷

106312
送你一叢玫瑰

花 洪榮宏

165407
送你一枚小彈

殼 3D動漫

137050
送我一朵玫瑰

花 黃燦

102711
逃不脫對你的

愛 陳玉健

118717
這一生一世愛

你 王力宏

140720
這一生因有了

你 林憶蓮

400640
這世界唯一的

你[消][國] 周迅

129521
這個位置留給

你 鄭中基

128750
這個冬天會很

冷 張衛健

119762
這個冬天特別

冷 徐連國

110567
這個殺手不太

冷 李泉

180545
這就是我們的

愛[國] 群星

117566
這條路你陪我

走 伍思凱

145203 這樣已經是最 蘇慧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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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175675
這樣愛你好可

怕 林凡

132790
這樣愛你對不

對 陳淑樺

150689
這樣愛你錯了

嗎 李嘉

102010
這樣的一個麻

煩 陳奕迅

153045
這種感覺就是

愛 曾之喬

148126
這裡離家有多

遠 秀蘭瑪雅

121050
這裡頭有啥文

章 錫劇

103520
連哭都是我的

錯 東來東往

152545
週末的夜我不

哭 張清芳

150525
遇上你是我的

緣 葉凡

149349
遇上你是我的

緣 央金蘭澤

130611
遇上你是我的

緣 阿魯阿卓

142650
遇見另一個自

己 李宗盛,莫文蔚

148725
遇見另外一個

人 許茹蕓

136347
遍插茱萸少一

人 佚名

115511
過年我不能回

家 孫浩

135936
遠在天涯心相

映 何靜

400306
遠方的香格裏

拉[國] 陳笑瑋

159919
遠走高飛難找

尋 戲曲

107132
遠離激情那一

天 黃品源

140723
還是不要說抱

歉 林憶蓮

150366
還是軍裝打扮

人 燕妮

126313
還是這樣沒勇

氣 周傑倫

190071
還要讓我等多

久[國] 陸鋒

135449
邊疆處處賽江

南 關牧村

132791
那一夜你喝了

酒 陳淑樺

104069
那不是你的罪

過 法璦

400847
那個傷害你的

人[消][國] 柯以敏

129340
那個傻瓜愛過

你 趙傳

151573
那個春天來看

你 周敏萱

400213
那個真實的故

事[國] 海生

134253
那天晚上遇見

你 鄧麗君

126453
那年我們十七

歲 周傳雄

105991
那年我們十七

歲 何潤東

400597
那年春天下著

雪[原伴][國] 劉心

117747
那怕天愈來愈

黑 吳奇隆

105570
那時我還不懂

愛 高原

127979
那麼愛你為什

麼 容祖兒,張家輝

107134
那麼愛你為什

麼 黃品源

149249
邱比特的惡作

劇 伊能靜

121051
郎有情來姐有

意 錫劇

135673
都是寂寞惹的

禍 高慧君

181947 都是寂寞犯的 樊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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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國]

200253
都是愛情太誘

惑[國] 小剛,藍玫

159758
都是我對不起

你 咻比嘟嘩

175526
都是酒精惹的

禍 何龍雨

110941
都達爾和瑪利

亞 李雙江

125998
都達爾和瑪麗

亞 閻維文

118849
鄉下住著咱爹

媽 王寶強

117020
鄧麗君經典組

曲 譚詠麟

154598
鄹族結婚祝福

歌 北原山貓

151976
酸酸甜甜就是

我 張含韻

147203
采蘑菇的小姑

娘 王雪晶

136529
重整河山待後

生 韓紅

200942
野百合也有春

天 零點樂隊

143509
野百合也有春

天 潘越雲

142373
野百合也有春

天 孟庭葦

138517
野百合也有春

天 劉惜君

125521
野百合也有春

天 永邦

182224
野百合也有春

天[LIVE][國] 阿魯阿卓

200943
野百合也有春

天[國] 零點樂隊

133807
金玉良緣將我

騙 董慧敏

176845
錯的是我不是

她 趙真

172855
錯過你錯過今

生 佚名

181048
錯過愛情錯過

你[國] 洪立

173468
錯錯錯一錯再

錯 路童

133693
鐵齒銅牙紀曉

嵐 戴嬈

152425
長江七號愛地

球 張柏芝

165285
閉上眼默念三

遍 183CLUB

155439
開往冬天的地

鐵 地鐵兄弟

151942
開往心底的列

車 張冬玲

173176
開往明天的旅

行 唐禹哲

175383
開往春天的地

鐵 羽泉

161960
開心迎接豐收

年 佚名

160928
關不掉的收音

機 黃韻玲

129688
關於我們的愛

情 鄭嘉穎

141696
關於溫柔的消

息 羅映庭

143222
阮的心肝傀落

雨 彭莉

141725
阿佤人民唱新

歌 羅英初

156700
阿哥阿妹唱九

寨 洛桑鄧珠,桑娜央金

133783
阿哥阿妹跳腳

來 佚名

107716
阿娘生美害死

人 黃西田

146353
阿爾斯楞的眼

睛 德德瑪

133611
阿爾斯楞的眼

睛 烏蘭托婭

175124
阿爾斯楞的眼

睛 降央卓瑪

154966 限時專送 ABC 草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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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463
除了你誰都不

愛 方季惟

135014
陪你一起看草

原 格格

175133
陪你一起看草

原 降央卓瑪

171053
陪你一起看草

原 烏蘭托婭

142191
陪你一起看草

原 龍梅

134981
陪傷心人說往

事 鳳飛飛

100973
陪著眼淚唱情

歌 程飛鳴

150173
陽光下的白 T

恤 楊鈺瑩

401071
陽光就在你前

方[國] 袁東方

130862
陽光正在過馬

路 白雪

131931
陽光燦爛的日

子 陳妃平

148602
陽光總在風雨

後 許美靜

146709
陽光變成淡藍

色 王箏

117317
隔世離空的紅

顏 五洋

102259
隨時都會愛上

你 陳峙民

159924
雄心壯誌沖雲

天 佚名

161208
雙手澆開幸福

花 佚名

161209
雙腳踏上幸福

路 佚名

161204
雙雙草鞋送紅

軍 佚名

106158
離不開天空的

雲 歡子

138477
離別太陽西沉

時 劉小慧

163655 離別的斧山車 佚名

站

173561
離去之前叫醒

我 譚維維

129772
離家無家處處

家 鄭少秋

180737
離開傷心的地

方[國] 韓小薰

180451
離開傷心的地

方[國] 歡子

150515
離開情人的日

子 葉倩文

151569
離開憂鬱的習

慣 周慧敏

111026
離開是為了回

來 林一峰

128512
難以捉摸你的

心 張洪量

136435
難忘初戀的情

人 方晴

134509
難忘初戀的情

人 韓寶儀

135642
難忘初戀的情

人 高勝美

120727
難忘初戀的情

人 謝雷,黃慧玲

151297
難忘的初戀情

人 卓依婷

149491
難忘的初戀情

人 尤雅

134261
難忘的初戀情

人 鄧麗君

131437
難忘的初戀情

人 蔡幸娟

173165
難忘的故鄉月

娘 邱蕓子

126001
難活不過人想

人 閻維文

190001
難道我愛的不

夠[國] 劉沖

147601
雨不灑花花不

紅 奚秀蘭

103203
雨中飄落的回

憶 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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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73
雪域高原一抹

綠[國] 溫博

117031
電波中年絕食

記 譚詠麟

400954
電音之王（原

伴)[國] 王繹龍

171004
需要戀愛的夏

天 楊冪

139820
青山綠水好風

光 李秋霞

134277
青山綠水我和

你 鄧麗君

141673
青藏高原是我

家 羅婉琳

159925
青青柳葉藍藍

天 戲曲

170750
非誠勿擾只為

愛 羅藹軒

158194
鞠躬行禮拜新

年 牛欣欣

115993
音樂是我的生

命 佚名

106553
音樂讓我說愛

你 胡彥斌

110683
頌歌獻給毛主

席 李福山

150637
預感你將會愛

我 葉玉卿

121084
預防非典聽我

說 雪村

161615
頭兒肩膀膝腳

趾 佚名

159926
頭戴珠冠壓鬢

齊 戲曲

107542
顯微鏡下的愛

情 黃義達

153280
風中飄落相思

雨 朱妍

131015
風吹過的下雨

天 曹方

148847
風拍松聲儂心

焦 謝小麗

153458 風流劍斷小小 甄妮

刀

108023 風淒淒.意綿綿 姜育恒

175387
風的寂寞雲知

道 雲菲菲

171179
風送梅花過小

巧 小嶠,繼偉

126465
風雨中與你相

守 周傳雄

158198
風風火火走一

回 群星

106322
風風雨雨這多

年 洪榮宏

146160
飄洋過海來看

你 娃娃

138202
飛向你的明信

片 柯以柔

115161
飛向自己的天

空 任賢齊

159284
飛向陽光飛向

你 脫拉庫

109368
飛翔飛翔我飛

翔 劉文正

158219
飛虎群星賀新

歲 群星

107668
馬不停蹄的憂

傷 黃舒駿

142790
馬兒啊你慢些

走 馬玉濤

158756
馬臉水手的夏

天 拾叄樂團

143595
騎士和芭比公

主 琪琪格

156513
騎馬挎槍走天

下 民歌

105571
高原高唱天外

天 高原

146586
高山高嶺逗風

涼 王琴

138595
魂牽夢饒西柏

坡 劉瑋

108326
鮮花禮物情人

節 金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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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416
鳳冠霞帔謝夫

人 茅威濤,陳輝玲

160997
鳳凰嶺上祝紅

軍 佚名

159929
鳳閣恩仇未了

情 倪思英,姚誌強

124728
鳳閣恩仇未了

情 小神鷹,蔣文端

152586
鳳陽是個好地

方 張燕

157693
鳳陽花鼓喜迎

春 巧千金

200629
黃河之北是故

鄉[國] 甜美真

126524
黃河原本並不

黃 周強

108229
黃河牽著我的

手 蔣大為

130532 黔東南的七月 阿幼朵

163191
點心之中有點

心 董雲華

135455
黨啊，親愛的

媽媽 關牧村

142861
鼓聲迎來萬年

紅 牛欣欣

147532
齊來迎接歡樂

年 魏依曼

八字部

134873 12345678 馮瑋君

138927 1996 窮得漂亮 呂珊

157760 1997 永恆的愛 群星

157215 2006 冠軍情歌 MC HOTDOG

181723
2012 是真的嗎

[國] 孟楊

170626
DJ 酒吧必放慢

搖 DJ

173675 MC40 大創作家 大嘴巴

151979 mike 待會你怎 張咪

麼回去

126558
MR.LEE 你要往

那裡去 周治平

132944 NICHOLAS 陳珊妮

155772

YOU MAKE ME

WANT TO FALL

IN LOVE F.I.R

181724
YY98517 歡迎你

[國] 孟楊

157797
一九九七永恆

的愛 群星

102880
一九九六窮得

漂亮 佚名

116105
一個人不如兩

個人 蘇永康

128519
一個人兩個人

唱歌 張爽,趙姝

153550
一個人唱歌的

時候 佚名

133371
一個人唱歌的

時候 陳艾玲

144402
一個人愛過一

個人 孫淑媚

181103
一個人的夜太

孤單[國] 糖糖樂團

127854
一個人的天荒

地老 張宇

139838
一個女孩名叫

婉君 李翊君

159740
一個師傅三個

徒弟 吸引力合唱團

142300
一個愛上浪漫

的人 孟庭葦

147450
一個無法等到

的人 韋唯

119557
一個退伍兵的

愛情 小曾,周亮

138894
一切很美之因

有你 劉韻

128480
一千個傷心的

理由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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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493
一千個傷心的

理由 張學友

139588
一千個摯愛的

理由 李玟

128807
一天到晚遊泳

的魚 張雨生

145862
一月思念眉間

若蹙 吳亞玲

160407
一次相逢就成

永遠 郭富城

400604
一生一世愛能

幾回[國] 劉牧

115390
一生只等一個

愛人 孫楠

181866
一生的愛攏是

為你 方順吉

181864
一生的愛攏是

為你 方順吉,魏嘉榆

115613 一生的罪 2010 孫青

160415
一生能有幾次

選擇 何篤霖

160417
一疙瘩冰糖化

成冰 佚名

117347
一百九十九朵

玫瑰 伍佰

135421
一直下雨的星

期天 關燕萍

153878
一直下雨的星

期天 趙薇

171090
一面落淚一面

歌唱 蘭鴿

143639
一顆心住著兩

個人 裘海正

151470
一顆心只能愛

一回 周慧敏

160457
三大紀律八項

註意 佚名

150903
三百六十五個

祝福 卓依婷

101020
三百六十五個

祝福 蔡國慶

152430
下輩子不再做

情種 佚名

128627
下輩子也要找

到你 張艾文

142192
下輩子做你的

女人 龍梅子

401139
下輩子再牽你

的手[國] 鏡喜

108105
下輩子嫁給你

好嗎 江南

104797
下輩子還要做

男人 孤山大燒

125094
下輩子還要遇

見你 月光星子

100257
下雨的時候會

想你 阿杜

142302
不下雨就出太

陽吧 孟庭葦

400992
不做你幸福的

玫瑰[國] 紅月

128577
不再為你我而

流淚 張祥洪

155672
不在乎有沒有

以後 ENERGY

200952
不想兩個人都

難受[國] 韓小薰

160497
不應給你卻給

了你 佚名

180640
不是你右邊的

新娘[國] 賽婭

191247
不然你要我怎

麼樣[國] 陳奕迅

109681
不能不讓你來

入夢 呂方

175096
不要停止我的

音樂 痛仰樂隊

401041
不要再叫我親

愛的[國] 蔡健東

117503
不要再提我的

名字 伍思凱

171230
不要再說你愛

過我 暴林

150865
不要再說你還

愛我 雲菲菲

118395 不要在背後呼 王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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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我

136288
不要墨爾本的

翡翠 佚名

142609
不要失去你的

夢想 沐爾

113664
不要從記憶中

離開 滿江

129293
不要擋在我的

面前 趙傳

116792
不要放棄愛你

的人 譚詠麟

155316
不要背著我流

眼淚 動力火車

160531
不要責備我吧

媽媽 佚名

117243
不要走進我的

生活 騰格爾

103486
不要連分手都

騙我 佚名

103325
不要連分手都

騙我 杜奕衡

118169
不讓你看見我

哭泣 文章

400295
不願放手

2012[國] 陳詠

117244
不願等待就走

你的 騰格爾

119642
世上女人都是

毒蛇 小舟

130949
世界上最傷心

的人 常艾非

175182
世界上有沒有

真愛 佚名

147452
世界只有一個

中國 烏蘭雪蓉

146355
世界只有一個

中國 韋唯

160555
世界很小是個

家庭 佚名

151940
中國中國向前

向前 張冬玲

157814
中國加油四川

雄起 群星

108149
中國我可愛的

家鄉 江濤,張邁

101259
久久才見到你

的好 蔡榮祖

170073
九百九十九封

情書 培聖

150911
九百九十九朵

玫瑰 卓依婷

117055
九百九十九朵

玫瑰 邰正宵

135818
也許我不是最

美麗 何方

106738
亞運有我精彩

之吉 韓庚,周筆暢

160693
人家的船兒槳

成雙 李雙江

109885
什麼愛叫地久

天長 李傑

153477
今夜留一點愛

給我 甄秀珍

105773
今夜讓我夢中

有你 高明駿

173851
今天誰是我的

愛人 伍俊華

138216
今晚我是你的

DJ 鄺美雲

109859
今生今世遙不

可及 李健

170852
今生你是我的

唯一 佚名

149363
今生的愛前世

的債 姚思思

133776
仍然記得個一

次 杜麗莎

129843
付出不一定能

收回 鄭源

146869
令我一生不會

忘記 王菲

116519
但願長夜漫漫

無盡 田家達

111924
何苦有這一段

日子 梁家輝

181113 何苦要等到下 李草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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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子[國]

146145
你不是一個好

情人 娃娃

125121
你不是不在乎

了嗎 楊克強

159357
你不是真正的

快樂 五月天

106612
你依然在我心

深處 胡瓜

157834
你們的夢我的

未來 群星

174084
你到底愛我不

愛我 談欣

128557
你可不可以愛

愛我 張真

150349
你可以愛我很

久嗎 遊艾迪

146873
你喜歡不如我

喜歡 王菲

126730
你喜歡的會有

幾個 周華健

180375
你在看孤獨的

風景[國] 本兮,單小源

125525
你失去了最愛

的人 洋旭

151473
你對我是認真

的嗎 周慧敏

143384
你就是我唯一

的愛 潘美辰

180454
你就這樣地離

開我[國] 毛毛

160803
你待同誌親如

一家 佚名

107050
你怎麼捨得我

難過 黃品源

174148
你怎麼狠心離

開我 暴林

170569
你怎麼舍得我

心碎 孫偉

170771
你想好怎麼對

她說 許佳慧

115358
你把愛到底給

了誰 孫小寶

175237 你把我灌醉 陳奕迅,張敬軒

175237 你把我灌醉 陳奕迅,張敬軒

118271
你把我的女人

帶走 溫兆倫

190050
你是土豆我是

地瓜[國] 徐誌強

115533
你是情人還是

敵人 孫耀威,黃靖宏

174041
你是我一生的

知己 唐萱,熊偉

143460
你是我一輩子

的愛 潘越雲

130501
你是我今生的

唯一 艾歌

125775
你是我唯一的

執著 言承旭

111848
你是我心中的

寶貝 林薔

106234
你是我心目中

的嫦娥 洪榮宏

153269
你是我愛的風

景線 朱妍

159265
你是我戒不掉

的煙 糖糖樂團

143750
你是我所有的

回憶 齊豫

125496
你是我最深愛

的人 永邦

133024
你是我生命的

傳奇 陳瑞

200094
你是我血液裡

的毒[國] 含瑞

111040
你是飄啊飄著

的雲 佚名

103613
你有美麗我有

愛你 竇智孔

181112
你的北京我的

西江[國] 羅心潔

120299
你的名字我的

姓氏 許誌安

174250
你的心究竟給

了誰 劉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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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3
你的心總是不

一樣 楊鈺瑩

153270
你的眼神騙不

了我 朱妍

125343
你的話傷了我

的心 楊小弈

150921
你看你看月亮

的臉 卓依婷

142307
你看你看月亮

的臉 孟庭葦

137073
你看你看月亮

的臉 黃美詩

128491
你知道我在等

你嗎 張洪量

114960
你知道我在等

你嗎 任賢齊

103656
你知道我在等

你嗎 迪克牛仔

171364
你知道我對你

的好 謝容兒

147895
你約我在夏天

見面 徐懷鈺

140556
你給我的愛不

是愛 林憶蓮

142309
你聽海是不是

在笑 孟庭葦

143301
你背著我好上

別人 彭麗麗

140909
你若快樂我就

快樂 林玉英

182095
你被寫在我的

歌裡 蘇打綠

109610
你說幸福不要

太多 劉超華

181285
你說愛我又不

愛我[國] 金生水

190069
你說過愛我一

萬年[國] 陳興瑜

151868
你說那一天你

要來 張也

106505
你這麼晚了還

沒睡 胡彥斌

154010 傘下又是一個 趙默

雨天

400214
傷我感情騙我

昨天[國] 海鑌

182127
傻傻的愛傻傻

等待[國] 賀一航

127253
像愛我一樣愛

自己 張嘉洵

400292
億萬分之一的

機率[國] 週湯豪

180135
全世界不懂無

所謂[國] 丁當

108727
全世界只有我

愛你 劉嘉亮

102238
全世界最傷心

的人 陳少華

118635
兩個人不等於

我們 王力宏

171287
八千裏邊防大

北疆 溫博

139748
八百裏洞庭我

的家 李瓊

174221
八零後的我們

在路 馬雨賢

127234
六個月後那年

夏天 張善為

175111
共和國永遠是

春天 陳思思

130967
共產黨來了苦

變甜 才旦卓瑪

135532
其實你不懂我

的心 高勝美

116563
其實你不懂我

的心 童安格

100501
其實你不懂我

的心 BEN

178036
其實你也明白

我好 騰格爾

104626
其實我們一樣

自私 古巨基

143393
其實我好想有

人陪 潘美辰

170822
其實我很懂你

的心 阿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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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68
其實我深深愛

著你
吳國敬,鄧建明,許誌

安

117712
其實我深深愛

著你 吳奇隆

107948
其實我真的很

在乎 姜育恒

400287
其實沒有那麼

寂寞[國] 佚名

107951
分一點夢給你

的家 姜育恒

181625
分手了別來打

擾我[國] 冷漠

175584
分手了誰也別

怨誰 曉雨

107830
分手以後做個

朋友 黑龍

175354
分手後不再是

朋友 羅誌強

105870
分手後就不要

回頭 高進

125811
分手後就別來

找我 遠方

149193
分手後我是你

的誰 伊琳

136114
別再對我說你

愛我 杭嬌

151653
別愛我像愛個

朋友 周筆暢

109403
別說你曾經愛

過我 劉昌現

138410
別讓我最後才

知道 劉嘉玲

170555
刺痛的心還會

愛誰 培源

118586
北京北京我愛

北京
王力宏,RAIN,譚晶,陳

慧琳

178040
北京晚上 9 點

30 雪村

149211
十九歲的最後

一天 伊能靜

144774
十八彎水路到

我家 宋祖英

104812 原來你是我最 廣智

愛的人

116135
原來思念也有

生命 蘇永康

140799
又不是非要你

的愛 林曉培

200144
只有一事不成

全你 周柏豪

140372 只有分離 2003 林寶

125752
可愛的一朵玫

瑰花 袁晨野

170699
吃葡萄不吐葡

萄皮 遊喧

135427
吐魯番的葡萄

熟了 關牧村

103159
吐魯番的葡萄

熟了 刀郎

200428

向全世界宣佈

愛你(消

伴)[國] 林誌斌

200376
告訴我怎麼忘

記你[國] 曾春年

127112
咱們的領袖毛

澤東 張偉進

170730
哎呀呀我們又

見面 琪琪格

137139
喜歡你現在的

樣子 黃韻玲

180552
喜歡你輕聲說

愛我[國] 胡東清

108303
喜羊羊愛上灰

太狼 金城

200315
單曲迴圈般的

日子[國] 張躍

107836 回心轉意 2009 黑龍

181150
回心轉意

2012[國] 藍羽

176026 回歸 KPAX 星球 王健

151412
回頭一次心痛

一次 周子寒

141364 因為明天要說 梁雁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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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

128495
多情的無情的

多情 張洪量

102625
大武山美麗的

媽媽 陳永龍

200947
大海的女友是

天空[國] 韋明華

145280
天上掉下個林

妹妹 陶慧敏,邵雁

150993
女人何苦為難

女人 卓依婷

149072
女人何苦為難

女人 辛曉琪

173874
女人到底想要

什麼 張傑,張宇

150994
女孩的心思你

別猜 卓依婷

126136
女孩的心思你

別猜 周亮

127592
她來聽我的演

唱會 張學友

149531
她的安靜全是

假裝 於臺煙

103331
她總在某一個

地方 杜德偉,劉沁

150127
好想找一個人

談談 楊鈺瑩

170036
好男兒就是要

當兵 劉和剛

137377
如果你不打算

愛我 江美琪

134067
如果你喜歡這

首歌 鄧麗君

147797
如果你愛上了

別人 佚名

126378
如果你愛的不

是我 周傳雄

121335
如果你愛的不

是我 余潤澤

200060
如果你是我的

傳說 劉德華

135554
如果你是我的

傳說 高勝美

117067
如果你沒有愛

上他 邰正宵

118443
如果你真的在

乎我 王傑

118652
如果你聽見我

的歌 王力宏

170508
如果你能對我

在乎 侯鑫寶

170076
如果妳只是怕

寂寞 張衛健

181946
如果愛情是一

場罪[國] 樊少華

151384
如果愛找錯了

地方 周冰倩

170713
如果我是一棵

小草 王旭

154205
如果我是你的

電腦 阿妹妹

170925
如果明天世界

末日 魔幻力量

117721
如果明天能再

相聚 吳奇隆

174162
如果當初沒有

開始 何永俊

111639
如果讓我再愛

一次 林誌穎

131150
如果那天你說

愛我 蔡依林

182021

姑娘你有沒有

想我

[LIVE][國] 索南紮西

401133
姑娘笑了我心

碎了[國] 野狼

158646
媽媽什麼叫做

戀愛 SVS

150129
媽媽留給我一

首歌 楊鈺瑩

133835
媽媽留給我一

首歌 董文華

156049
媽媽的心戰士

的情 革命歌曲

143262
媽媽的心溫暖

的家 彭麗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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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6
媽媽的愛有多

少斤 阿牛

126149
孤獨是容易傳

染的 周俊偉

142323
孤獨時候你想

誰呢 孟庭葦

170637
孤獨的人並不

寂寞 易欣

128469
孤獨的人是可

恥的 張楚

107075
它給我不同的

快樂 黃品源

171457
守住你前世的

諾言 李翊君

148883
家家有本難念

的經 中國娃娃

143336
家家有本難念

的經 潘秀瓊

150557
家家有本難念

的經 葉楓

108078
寂寞是因為思

念誰 景崗山

149822
寂寞的人不只

是我 楊千樺

132621
寂寞讓我如此

美麗 陳明

171411
寫首情歌送給

自己 陳娟兒

173926
將愛留在淡水

河邊 李靜芳,余國光

143140
尋覓在兜轉的

一生 彭羚

157029
對不起全是我

的錯 筷子姐妹

115024
對面的女孩看

過來 任賢齊

100387
對面的女孩看

過來 阿牛

139375
對面的男孩看

過來 李心潔,錦繡二重唱

161769
小傘兒帶著我

飛翔 佚名

138944 小喇嘛+給我一 呂珊

個吻

159537
小城故事+淚的

小雨 溫拿樂隊

117775
小姐這是我的

名片 吳宗憲

180292
小王子喜歡我

的歌[國] 張小覺

154086
小雨來的正是

時候 鄭怡

159212
小雨落在我的

胸口 太極

161865
就在這美好的

時辰 佚名

147258
就當不曾認識

你吧 王馨平

155505
就讓世界多一

顆心 東方快車

161877
履行黨章賦予

職責 群星

141677
山水相依真情

常在 羅寧娜

161890
山裡的孩子心

愛山 佚名

136390
平凡的日子卡

值錢 韓寶儀

171422
平江路 A 座的

生活 高林生

156740
年輕的朋友來

相會 牟玄甫,鄭緒嵐

176724
年輕的朋友來

相會 丁曉紅

127160
幸福得像花兒

一樣 張傾城

133255
幸福從這一秒

開始 陳紅

109040
幸福這麼近那

麼遠 劉德華

174055
廣州，美麗的

花城
唐彪,陳前,許嵐嵐,張

朝夕

161944
廣闊天地大有

作為 佚名

129189
往事就是我的

安慰 莊學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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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77
後來的你愛上

了誰 戴毅

116151
從不喜歡孤單

一個 蘇永康

160744
從寂寞的世界

走來 佚名

160752
從海上歸來的

莉露 佚名

129311
心愛的不要說

再見 趙傳

148042
忘掉你卻談何

容易 曉月

100197
忘掉那傷心的

地方 阿威

154364 忘記你 BEYOND

130619
忘記你是我的

權利 BABY

103678
忘記我還是忘

記他 迪克牛仔

159643
快樂 CHA CHA

2000(REMIX) DJ

149156 快樂女孩 香香

138425
快樂是我快樂

是你 劉婕

166065
快樂的孩子愛

唱歌 兒歌

173619
快樂的時候說

分手 夢凱

147175
快走到我的面

前來 王雪晶

129852
怎麼會狠心傷

害我 鄭源

107084
怎麼會讓我失

去你 黃品源

172805
怎麼說出心中

的痛 張洪波

101018
悄悄蒙上你的

眼睛 蔡國慶,陳紅

127206
情人的眼裡出

西施 佚名

153898
情人結之天使

之名 趙薇

400580
情人都是別人

的好[國] 冷漠

110574
想不到連你都

會走 李濤

102243
想你的夜晚沒

有你 陳少華

124883
想你醒在 0 點

03 庾澄慶

124884
想哭就到我懷

裡哭 庾澄慶

108821
想忘的人還是

愛你 劉尊

118280
想念不能多留

一天 溫兆倫

158447
想愛就大聲說

出來 S.H.E

180691
想我的時候聽

這歌[國] 阿悄

133838
想給邊防軍寫

封信 董文華

110927
想起周總理紡

線線 李雙江

145439
想輕輕拉住你

的手 婷婷

139338
愛一個人恨一

個人 李度

117385
愛上一個浪漫

的人 伍佰

156453
愛上下一個人

之前 夾子道

127901
愛上了你愛上

了癮 張宇

111517
愛上你不如愛

上海 林誌炫,動力火車

163224
愛上你不是我

的錯 佚名

133442
愛上你只是我

的錯 D.M.D.M

149725
愛上你只是我

的錯 楊乃文

116463
愛上你愛上了

情歌 彤傑,王麟

163226 愛上你我從不 葉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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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悔

200919
愛上你是一生

傳奇 陳浩德,方伊琪

128097
愛上你是一種

罪過 張誌林

110746
愛上你苦了我

自己 李自強

128881
愛上你這樣的

女人 張震嶽

128117
愛上你這樣的

女人 張振宇

100490
愛上你這樣的

女人 阿龍正罡

190083
愛上你這樣的

情人[國] 雷龍

117081
愛上我或是離

開我 邰正宵

151572
愛了恨了笑了

疼了 周敏萱

150668
愛他就不要傷

害他 葉璦菱

116529
愛你不在乎是

黑天 田梓呈

181679
愛你不是欺騙

你的[國] 周祥

129886
愛你卻不能靠

近你 鄭知明

170777
愛你只能給你

玫瑰 謝知言

108065
愛你幾回你不

流淚 景崗山

126815
愛你愛得沒有

理由 周葆元

400777
愛你是我一生

的錯[國] 晨熙

125075
愛你是我犯了

錯 易欣

118797
愛你比永遠多

一天 王子鳴

170592
愛你的只有一

個我 庾澄慶

115423
愛你的心無法

自拔 孫楠

139880
愛你的心留在

冬季 李翊君

163253
愛你的心肝啥

人知 林垂立,張秀卿

127903
愛你的話不願

再說 張宇

152221
愛你直到世界

末日 張惠妹

153225
愛你還是不該

愛你 朱含芳

102863
愛你需要什麼

理由 陳藝鵬

200256
愛到最後才知

道痛[國] 小寶

104449
愛可以點亮整

個世界 光良

165197
愛在十字路口

亂走 乩童秩序

104078
愛在另一座城

市裡 符號

104794
愛在華山美在

華山 國巍

135380
愛如潮水無盡

的愛 關淑怡

140979
愛就愛了錯就

錯了 佚名

117877
愛得越深傷得

越深 吳昊

142387
愛情不要來的

太快 孟茜

117859
愛情不過是場

遊戲 吳彤,區文詩

141475
愛情之所以為

愛情 梁靜茹

181725
愛情保鮮期有

多久[國] 孟楊

158453
愛情像不合適

的鞋 S.H.E

105109
愛情到底有多

危險 郭富城

163281 愛情密碼 2513 佚名

116033
愛情戰爭下的

俘虜 蘇有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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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534
愛情把我關在

門外 柯林

138681
愛情沒有誰對

誰錯 劉耔彤

142929 愛情的傷 2001 那英

116165
愛情若是不用

言語 蘇永康

117529
愛情面前變得

渺小 伍思凱

180811
愛我也請愛我

朋友[國] BABE FIRST

103511
愛我只是你開

的玩笑 東來東往

121337
愛我就不要離

開我 余潤澤

132326
愛是有故事的

旅行 陳慧琳,李泉

118064
愛有多深就會

多遠 巫啟賢

106387
愛沒有誰對不

起誰 海鳴威

117659
愛的世界輕鬆

一點 吳品醇

145503
愛的天空有你

有我 湯燦

145121
愛的越多傷心

更多 蘇愛倫

190084
愛的越真傷得

越深[國] 雷龍

181027
愛過了我就不

會哭[國] 欣哲

113301
愛還是不要說

的好 黎明

401143
愛錯了人傷透

了心[國] 鏡喜

200075
愛錯了還是分

手了[國] 劉超華

162230
慈祥想娘怕見

娘 佚名

162232
慢慢舉起斷指

的手 佚名

149085
戀情=烏龜≠永

不翻身 辛曉琪

118483
戀愛三部曲之

前奏 王傑

129318
我一直以為你

知道 趙傳

142588
我不想再次被

情傷 毛阿敏

175491
我不想再為你

哭泣 張啟靚

131776
我不想知道她

是誰 蔡詩蕓

104844
我不想走我不

想跑 佚名

400280
我不是一個好

男人[國] 鄧小龍

145913
我不是你要的

女生 吳姵文

181897
我不是你要的

女生[粵] 李蘊

102388
我不是愛情的

逃兵 陳星

200757
我不是隨便的

花朵[國] 姜昕

126243
我不知不覺愛

上你 周傑倫

116476
我不知道我想

知道 佚名

107900
我不要再為你

流淚 嘉駿

145243
我不該看你的

眼神 蘇芮

159869
我主爺起義在

芒場 戲曲

149086
我也會愛上別

人的 辛曉琪

138048
我以為愛你並

不難 金素梅

125348
我依然堅強的

存在 楊峻榮

139645
我依然是你的

情人 李玟

118286
我們之間兩個

世界 溫兆倫

162256 我們在春天的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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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

162732
我們是工農子

弟兵 革命歌曲

117270
我們是永遠的

蒼狼 騰格爾

145506
我們是黨的好

兒女 湯燦

133839
我們的心並不

遙遠 董文華

119132
我們的明天比

蜜甜 經典老歌

162262
我們的生活多

幸福 佚名

162263
我們的生活比

蜜甜 佚名

200624
我們的相逢是

首歌[國] 甜美真

156256
我們能不能不

分手 花兒樂隊

144051
我們都是如此

平凡 容祖兒

116171
我們都是貪愛

的人 蘇永康

112988
我們面對面的

坐著 陸孔生,王秀茹

118068
我只想愛你一

個人 巫啟賢

100088
我只想看看你

就走 佚名

135747
我同情你誰同

情我 何以奇

100390
我和我的四個

妹妹 阿牛

400828
我和我的天使

相戀[消][國] 杜德偉

131560
我和我自己的

影子 蔡琴

138234
我和春天有個

約會 鄺美雲

145469
我和秋天有個

約會 湯寶如

155967
我和草原有個

約定 鳳凰傳奇

175135
我和草原有個

約定 降央卓瑪

171049
我和草原有個

約定 烏蘭托婭

100571
我和草原有個

約定 布仁巴雅爾

180420
我和草原有個

約定[國] 格格

100291
我在你的愛情

之外 阿杜

132987
我在飛卻飛得

好累 陳琳

109404
我對你還不夠

好嗎 劉昌現

170209
我就是妳最愛

的人 黑龍

158727
我就是要叫你

寶貝 四大天王

103541
我很不願意離

開你 東方駿

105566
我怎麼捨得你

流淚 高原

133370
我悄悄蒙上你

的眼睛 陳艾湄,高明駿

138077
我想你了你想

我嗎 金虹汝

128527
我想你想我在

想你 張爽

153975
我想我已經愛

上你 趙詠華

144896
我想我是你的

女人 尚雯婕

145799
我想我是真的

瘋了 陶晶瑩

181028
我想有個安穩

的家[國] 欣哲

172948
我愛上了天邊

的人 蔡獻華,甜美真

124674
我愛你你卻愛

著他 葉權泉

107847
我愛你你卻愛

著他 黑龍

117092 我愛你勝過這 邰正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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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102839
我愛你勝過這

世界 陳立強

155346
我愛你愛了那

麼久 動力火車

162336
我愛太陽我愛

月亮 佚名

130972
我愛家鄉的山

和水 才旦卓瑪

100228
我愛家鄉的微

山湖 阿振

400769
我愛的人不必

愛我[國] 戴愛玲

136148
我愛的人他不

愛我 洪瑋

110470
我愛的人傷我

最深 李易峰

116494
我愛的姑娘你

最美 湯潮

131945
我愛的男人變

了心 佚名

156056
我愛祖國的大

草原 革命歌曲

116410
我愛這藍色的

海洋 屠洪綱

128955
我戒不掉你的

溫柔 曾春年

112326
我所不能瞭解

的事 羅大佑

129320
我所愛的讓我

流淚 趙傳

103072
我才是最愛你

的人 陳鵬

125943
我把太陽迎進

祖國 閻維文

139649
我明知仍在愛

著你 李玟

128828
我是一棵秋天

的樹 張雨生

141873
我是不是你的

情人 黎亞

108066
我是不是還能

愛你 景岡山

142296
我是你夢中的

鴿子 夢鴿

170643
我是你癡傻的

情人 曉雨

164899
我是你的你是

他的 彜人製造

180141
我是你肩上那

顆星[國] 於文華

127180
我是個 SOSO 的

男生 張克帆

121088
我是否也在你

心中 香煙有毒

170232
我是否也在妳

心中 高安

132767
我是如此深愛

著你 陳淑樺

162314
我是孤獨還是

寂寞 佚名

162315
我是山裡的小

歌手 佚名

171067
我是真心愛你

的人 任軍太

120261
我是真的真的

愛你 許強

115518
我是真的真的

愛你 孫漁

138773
我曾愛過一個

男孩 劉若英

103628
我曾為你放棄

所有 佚名

108806
我曾經最愛的

女人 劉尊,郭彤

162321
我有一雙萬能

的手 佚名

111658
我有一顆熾熱

的心 林誌穎

159872
我正在城樓觀

山景 戲曲

180826
我沒有你要的

快樂[國] COLOR

125795
我沒有辦法離

開你 言承旭

118072 我沒有錢我不 巫啟賢



KOD-2400 国语歌曲 點歌目錄
編號 歌名 歌星 編號 歌名 歌星

國語歌曲 第 653 頁

要臉

152235
我為什麼那麼

愛你 張惠妹

162248
我為偉大祖國

站崗 佚名

162340
我父母好比江

河水 佚名

147228
我用歌聲擁抱

祖國 佚名

133840
我用胡琴和你

說話 董文華

104092
我當初也曾愛

過你 範永生

115314
我的世界不能

沒你 司文

145172
我的勇敢我的

快樂 蘇慧倫

182000

我的呼和浩特

戀人[DJ

版][國] 琪琪格

103209
我的夢在雪裡

燃燒 刁寒

107901
我的心已被你

撕碎 嘉駿

401241
我的愛到底在

哪裡[國] 龍奔

120851
我的愛只為你

存在 謝霆鋒

150450
我的愛和別人

一樣 葉倩文

162365
我的愛情沒有

合約 佚名

127164
我的愛該為誰

綻放 張傾城

134457
我的故事你在

聽嗎 方季惟

141888
我的日子有你

分享 黎姿

133256
我的未來你放

心嗎 陳紅

156258
我的果汁分你

一半 花兒樂隊

180421
我的父親是牧

馬人[國] 格格

111563
我的眼流下你

的淚 林誌炫

181127
我的眼淚只為

你流[DJ 版 1] 蒙克

115065
我的要求你怎

麼說 任賢齊

133303
我的驕傲無可

救藥 陳綺貞

105505
我真的不是故

意的 佚名

180503
我真的到了合

肥了[國] 王莉

116923
我真的和他們

不同 譚詠麟

150021
我真的失去了

你嗎 楊林

113501
我真的想過放

棄愛 明聖凱

108069
我知道你在等

著我 景岡山

152739
我知道悲傷的

晚上 張芯

145801
我知道我不夠

漂亮 陶晶瑩

115066
我知道抗拒愛

很難 任賢齊

127675
我等到花兒也

謝了 張學友

105511
我管不住我眼

淚 顧凱

148680
我絕對不說我

愛你 許茹蕓

131567
我聽見我的心

在哭 蔡琴

162278
我聽見花開的

聲音 佚名

128501
我能帶走你的

什麼 張洪量

118496
我能感覺你在

說謊 王傑

110659 我能為你做些 李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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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

112226
我要你比誰都

快樂 羅中旭

154115
我要告訴你一

件事 ASOS

171378
我要大聲的說

愛你 邱永傳

105136
我要給你全部

的愛 郭富城

142336
我說的謊都是

真的 孟庭葦

162385
我跟著祖國一

二一 佚名

103692
我這個你不愛

的人 迪克牛仔

111660
我這樣的人哪

裡找 林誌穎

126063
我這麼愛你你

騙我 雲開

118582
我連眼淚都忍

不住 王力

151078
我還是永遠愛

著你 卓依婷

118498
我還是永遠愛

著你 王傑

173690
我還記得你的

微笑 金莎

102657
我願為你赴湯

蹈火 陳浩民

162387
我騎著馬兒過

草原 佚名

125947
戰友等著你的

消息 閻維文

175708
戰場上的最後

聖誕 孫耀威

162395
所有東西都在

傷心 佚名

101282
所有的愛都交

給你 蔡濟文

138779
打了一把鑰匙

給你 劉若英

124445
打起手鼓來唱

起歌 俞灝明

190000
找一個愛你的

理由[國] 劉沖

139893
找不到人天荒

地老 李翊君

109325
找個好人就嫁

了吧 劉思偉

128832
把世界分一半

給你 張雨生

108432
把你記在靈魂

裡面 孔太

165005
把愛留給愛你

的人 羽泉

134458
把我的真心留

給你 方季惟

162429
把戒子戴在手

指上 佚名

154858
抓一個夢想在

手上 城市少女

156084
抗日軍政大學

校歌 革命歌曲

156670
拉著中華媽媽

的手 楊華

162454
拖網的古船沒

快舟 佚名

180161
捨不得也要說

再見[國] 六哲

150140
捨不得忘捨不

得放 楊鈺瑩

139341
捨不得把眼睛

睜開 李度

133644
掛在半夢半醒

之間 戴佩妮

147238
搖啊搖搖到外

婆橋 王韞

159879
搜書院之柴房

自歎 戲曲

162465
擁抱九七擁抱

香港 佚名

108745
放不下你的人

是我 劉嘉亮

150369
敬自己一杯白

開水 佚名

146554 新多少柔情多 王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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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淚

147554
新鳳閣恩仇未

了情 仙杜拉

143425
於是我學會了

原諒 潘美辰

129016
日日夜夜分分

秒秒 朱孝天

146701
明天就要嫁給

他了 王箏

136131
明天我不一定

愛你 洪愛莉

154859
明天我們不見

不散 城市少女

155354
明天的明天的

明天 動力火車

107182
明天要把昨天

忘記 黃大煒

175531
明明都是月亮

的錯 冷漠

109417
明明都是月亮

的錯 劉棟升

106277
昔時的你如今

的你 洪榮宏

158033
星星是窮人的

鑽石 熊天平,許茹蕓,齊秦

180936
星期一吃素不

吃醋[國] 好好先生

162669
星期三的第二

堂課 雪村

150094
星期天我不談

感情 楊采妮

118684
春雨裡洗過的

太陽 王力宏

155539
春風又綠莫力

達瓦 達斡爾人組合

138237
昨天你在那兒

過夜 鄺美雲

141846
昨天晚上我夢

見你 雷光夏

162714
昨天的你今天

的我 佚名

171323
昭通是我美麗

的家 祖海

115443
是不是我不夠

溫柔 孫楠

147767
是不是我對你

太好 徐仲薇

126501
是你決定我的

傷心 周子寒

110698
是你決定我的

傷心 張玉華,李聖傑

118075
是否你曾偷偷

的哭 巫啟賢

180342
是我不夠好好

愛你[國] 於洋

120644
是誰把我帶到

這裡 謝天笑

110794
是誰搶走我的

愛人 李茂山

162653
時間仍然繼續

在走 曾淑勤

147372
時間仍然繼續

在走 萬芳

138481
晚風吹暖了我

的心 劉小鈺

117543
曾經愛你永遠

愛你 伍思凱

133040
曾經是我最愛

的人 陳瑞

147953
最夠意思的好

朋友 徐熙媛

107098
最夢的夢是最

痛的痛 黃品源

128100
最後一次抱著

你哭 張誌林

105852
最後說一聲我

愛你 高浚

128121
最心疼的人就

是你 張振宇

128122
最心痛的人只

有你 張振宇

128835
最愛的人傷我

最深 張雨生

136456
最愛的人最是

傷害 韓晶

125344 最愛的人最深 楊小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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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傷

180284

最接近天堂的

地方(動畫消

伴)[國] 張傑

127218
最痛的人最痛

的心 張勝渺

144815
最美的女人是

媽媽 宋祖英

170766
最美的歌唱給

媽媽 蔣大為

143576
最美還是我們

新疆 千荷

130661
最美還是我們

新疆 巴哈爾古麗

139037
最親愛親愛的

老公 廖芳

162743
最親愛親愛的

老婆 龐龍

400903
最親愛親愛的

老婆[國] 江湖

400676
最近的你和誰

最近[國] 孫一夫

162758
最近的你離得

最遠 佚名

110406
會有天使替我

愛你 王恩琦

172695
會跳舞的文藝

青年 李宇春

150359
月光啊下的鳳

尾竹 燕妮

108208
有一個美麗的

傳說 蔣大為

125961
有一個美麗的

傳說 閻維文

156680
有一個美麗的

地方 燕妮

171136
有一個美麗的

地方 吳春燕

143589
有一個美麗的

地方 曲比阿烏

117212
有一天我們都

會老 陳國華

101679
有一天我們都

會老 陶喆

181711
有一種傷心叫

沉默[國] 子力

170783
有一種幸福叫

約定 趙強

108626
有一種愛叫做

滿足 冷漠

181188
有一種愛總在

身旁[國] 西單女孩(任月麗)

116189
有人為你偷偷

在哭 蘇永康

126982
有你真的會快

樂嗎 張信哲

171264
有個人我依然

在等 林劍衡

201017
有多少愛可以

重來 黃仲崑

103695
有多少愛可以

重來 迪克牛仔

105328
有家就有立葉

的根兒 孫悅

143011
有情人總被無

情傷 歐陽菲菲

110412
有明天不要說

再見 李文亮

146979
有時愛情徒有

虛名 王菲

142195
有錢沒錢回家

過年 龍梅子

118846
有錢沒錢回家

過年 王寶強,龍梅子

173133
朋友們都結婚

去了 宇珩

181944
朋友是天朋友

是地[國] 樊少華,路童

162803
朋友的心你要

聽聽 佚名

162818
朝霞映在陽澄

湖上 佚名

100754
未來的一切會

很美 常寬

190028 李後主之去國 尹光,胡美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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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降

139987
杜鵑我飛步下

山崗 李萍

108254
東北人不是黑

社會 佚名

121070
東北人都是活

雷鋒 雪村

151131
枕著你的名字

入眠 卓依婷

132634
枕著你的名字

入眠 陳明

162854
極速迷幻中英

文 DISCO DJ

159888
樹上的鳥兒成

雙對 戲曲

141381
欠你的情欠你

的意 梁雁翎

162938
歌唱吧!中國的

少年 佚名

162942
歌唱我們的新

西藏 佚名

117647
歌唱我親愛的

祖國 吳兢

118689
此刻你心裡想

起誰 王力宏

104493
歸心似箭回家

過年 光頭阿興

108297
每一個人是一

首歌 賈逸可

120228
每一刻都是嶄

新的 許巍

133309
每天都是一種

練習 陳綺貞

162967
每當我唱起東

方紅 佚名

136846
每秒每秒 98 公

尺 黃小楨

146714
毛主席來到咱

村莊 王美

162972
毛主席來到咱

農莊 經典老歌

125447
毛主席我們想

念您 楊臣剛

156713
毛主席是咱杜

裡人 經典老歌

156091
毛主席著作像

太陽 革命歌曲

158061
永不分開世界

的愛 群星

162990
永遠不流淚的

眼睛 佚名

145910
求可再度跟你

一起 吳君如

170267
求婚蜜語美麗

誓言 陳輝權

147293
沂蒙山我的娘

親親 王麗達

157180
沒有人會像我

一樣 龍寬九段

133045
沒有人比你更

愛我 陳瑞

146691
沒有人比我更

愛你 王箏,水木年華

181805
沒有人知道我

是誰[國] 張明哲

155361
沒有你在愛不

像愛 動力火車

143316
沒有你過得比

較好 彭家麗

143086
沒有你過得比

較好 潘嘉麗

151147
沒有情人的情

人節 卓依婷

142350
沒有情人的情

人節 孟庭葦

128101
沒有情人的情

人節 張誌林

145927
沒有眼淚沒有

悲傷 吳娜

136768
沒有錢你會愛

我嗎 黃可兒

107852
沒有錢你會愛

我嗎 黑龍

181911
沖吧！夢想超

人英雄 林宗興

163034 河南人中!勁暴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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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

163040
沾到黑油的肉

鯽仔 佚名

148294
流浪的吉普賽

姑娘 蕭淑慎

128671
流浪的心流浪

的夢 張萌萌

163082
浪裡飛出歡樂

的歌 佚名

175646
海闊天空一路

是藍 劉德華

100494
淚就這樣一直

流著 阿龍正罡

109517
深圳 我再生的

故鄉 劉沖

159742
深深深深地感

激你 吸引力合唱團

163122
清晨我們踏上

小道 佚名

108109
滿大街都是我

的歌 江南

135726
滿天的花滿天

的雲 龔琳娜

173583
漂亮女人傷我

最深 林鴻陽

131041
漫天是我想你

的星 佚名

155184
潑不熄的高溫

烈火 佚名

140048
潔白的羽毛寄

深情 李穀一

141821
灰伯爵的忌廉

遐想 連詩雅

106155
為什麼你要離

開我 歡子

170789
為什麼就這樣

離開 鄧偉

103184
為什麼我淚水

成行 刀郎

160609
為什麼春天要

遲到 卓依婷

151167
為什麼春天要

遲到 謝雷

176887
為什麼要做第

三者 葛維碧

108535
為什麼說你不

愛我 柯林

154957
為何天生不是

女人 草蜢

176907
為你寫的那一

首歌 李誌強

105794
為你終生守口

如瓶 佚名

141049
為我們的今天

喝彩 林萍

126072
為我的女人唱

首歌 雲飛

180744
烘焙雞大戰伊

妹兒[國] 高林生

175450
無情的哥哥穿

草鞋 李泓瀅

118197
無數個分手的

理由 武陽

156104
爭創先進連隊

之歌 革命歌曲

118788
牽你的手牽你

的心 王子鳴,王妃平

144322
牽你的手牽我

的心 孫悅,林依倫

156019
犧牲已到最後

關頭 廣播之友合唱團

153437
狂熱的心熄滅

的情 甄妮

400176
狼哥雞妹錯點

鴛鴦[國] 李友勝

174097
獻給老媽的中

國風 範英楠

163417
王壽昌村前閒

遊逛 佚名

100755 玩世不恭 2000 常寬

130662
甜甜的歌兒迎

貴客 巴哈爾古麗

142840
生在草原戀這

草原 佚名

159449
生存以上 生活

以下 五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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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197
生活就是那麼

容易 黃鶯鶯

163461
用一生愛你夠

不夠 佚名

163462
用什麼感覺來

寫你 佚名

129815
用我一輩子去

忘記 鄭智化

118816
用我的心握你

的手 王宏偉

149510
用最傻的方式

愛你 憂憂

129027
男人不壞女人

不愛 佚名

170714
男人流眼淚為

了誰 王昊

171460
男人的一半是

女人 李翊君

124913
男人的心也會

流淚 庾澄慶

171373
男人的心更容

易碎 逍遙

175401 男人的痛 大哲

105772
男人的累男人

的淚 高明駿,龐龍,阿浩

163473
男人的背男人

的悲 佚名

110468
男人的錯女人

的淚 李明翰

163483
男性本是蓬勃

心情 佚名

136206
男的朋友女的

朋友 胡慧中

150028
留一點愛來愛

自己 楊林

143492
留你的人留你

的心 潘越雲

142843
留愛給最想愛

的人 倪睿思

105567
留給我一點點

溫柔 高原

127737
留給自己一個

晚上 張學友

124696
當你說愛我的

時候 佚名

136509
當兵就是這樣

的人 韓紅

133802
當兵就是這樣

的人 董冬

125935
當兵的男兒走

四方 閻維文

140502
當初我怎怎會

不懂 林慧萍

175468
當愛情熄滅了

火焰 趙小南

178192
當愛情經過的

時候 周艷泓

116213
當我們擁抱的

時候 蘇永康

128941
當我再愛你的

時候 曾一鳴

155194
當我看著你的

眼睛 佚名

173947
當我知道你們

相愛 何維健

170469
當我開始偷偷

愛你 雷諾兒,董貞

113638
當春天走來的

時候 滿文軍

161993
當祖國召喚的

時候 3D動漫

133863
當祖國需要我

們時 董文華

125380
當秋天來到的

時候 楊洪基

128102
當老鼠不再愛

大米 張誌林

132135
當萬紫千紅的

時候 陳思思

125235
痛也不說出口

的我 楊培安

143493
癡情不是一種

罪過 潘越雲

129275
癡情的心放底

叼位 佚名

141837 百姓愛那清廉 雷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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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

140682
盡在不言中+花

之色 林憶蓮

152648
相愛究竟為了

什麼 張瓊瑤

129246
看到別人牽你

的手 莊學忠

134604
看見你牽別人

的手 方蓉

116050
真心癡心換你

的心 蘇有朋

144846
真情在你的目

光裡 宋祖英

119514
真的不再愛我

了嗎 小劉歡

132686
眼淚不再為你

而流 陳明真

131202
睜一隻眼閉一

隻眼 蔡依林

400115
睡在我上舖的

兄弟[國] 劉嘉亮,帥霖

107429
睡在我上鋪的

兄弟 黃磊

163616
祖國啊我永遠

愛你 佚名

163617
祖國啊我父母

之邦 佚名

156758
祖國是我永遠

的家 經典老歌

144847
祖國的笑容多

麼美 宋祖英

156913
祝福九九，祝

福澳門 黃偉麟,周亮

130666
祝福香達我的

故鄉 佚名

163638
神醫喜來樂主

題曲 佚名

110601
窮人的孩子早

當家 李玉和

103583
第一次為女生

哭 段千尋

137414
第一百零一個

答案 江美琪

126437
第七十七次離

開你 周傳雄

150161
等你來帶走我

的心 楊鈺瑩

113393
等待能有一天

被愛 黎明

124734
等有餅吃咱再

說吧 佚名

142839
算不算是一對

戀人 佚名

171432
紅塵中絕望的

女人 龍嘯

124776
紅樓夢幻覺離

恨天 尹光,胡美儀

153999
紅軍哥哥我對

你說 佚名

181323
紅軍阿哥你慢

慢走[國] 陳惠英,郭新龍

159898
紫釵記之花園

盟心 戲曲

111588
給你一些不給

一些 林誌炫

103128
給你幸福我有

自信 丁汀

126440
給我一個溫暖

空間 周傳雄

173951
給我一個理由

忘記 A-LIN

148715
給我一分鐘不

想你 許茹蕓

142775
給我一雙愛的

翅膀 門麗

170485
給我一雙愛的

翅膀(REMIX) DJ

126293
給我一首歌的

時間 周傑倫

143181
給我愛過的男

孩們 彭羚

110918
總想為你做點

什麼 佚名

133872
總想走進你心

裡 董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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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00

美好的舊時光

IN MY

HEART[2011LIV

E] 鄧紫棋

400540
美麗三亞浪漫

天涯[國] 丁曉紅

180308
美麗的姑娘叫

卓瑪[國] 張洋

152553
美麗的姑娘心

向誰 張瀾瀾

137241
美麗的杯子舉

起來 吉木喜兒

146347
美麗的草原我

的家 德德瑪

145715
美麗的草原我

的家 烏蘭托婭

133588
美麗的草原我

的家 西域刀郎

120006
美麗的草原我

的家 譚晶

175132
美麗的草原我

的家 降央卓瑪

135724
美麗的草原我

的家 龔玥

103188
美麗的草原我

的家 刀郎

100200
美麗的草原我

的家 阿寶,董芳

130588
美麗的草原是

我家 阿茹娜

115212
美麗神奇的九

寨溝 容中爾甲

152918
美麗神奇的太

姥山 張露

120615
老師不要打我

的臉 訐譙龍

135619
聚也依依散也

依依 高勝美

161301
聽他言來吃一

驚情 佚名

142397
聽著情歌不再

流淚 佚名

110318 聽見有人叫你 李宗盛

寶貝

156780
肚肚手巾三道

道藍 佚名

116266
能不能永遠在

一起 誓言

182008
至少我們曾經

愛過(更新) 甘洛凡

154120
至少我深愛過

一次 ASOS

159906
興沖沖奉命把

花送 戲曲

170801
舍不得放開你

的手 郭媛媛

155536
般若波羅密多

心經 白冰冰

155254
芭比娃娃觸電

熱舞 DJ

149484
花兒為什麼有

煩惱 尤雅

156788
花兒為什麼這

樣紅 戴玉強,孫麗英

145716
花兒為什麼這

樣紅 艾爾肯

144743
花兒為什麼這

樣紅 譚晶

103286
花兒為什麼這

麼紅 花兒樂隊

173125
花已落葉還眷

意濃 元嘉

131623
花針引線線穿

針 蔡琴

136356
花開花放花花

世界 韓再芬

182005

草原就是我的

家鄉[DJ

版][國] 琪琪格

100524
莫斯科郊外的

晚上 八隻眼

116419
藍藍的夜藍藍

的夢 屠洪綱

151993
藍藍的夜藍藍

的夢 張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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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80
藍藍的天藍藍

的海 余天

101006
藍藍的天藍藍

的海 蔡其平

129255
藍藍的天藍藍

的海 莊學忠

152543
蘭花小館 12 點

見 張清芳

181912
衝吧夢想超人

英雄 林宗興

151353
被你愛過我很

快樂 卓文萱

129074
西沙我可愛的

家鄉 景儀,祝友

165529
西街 4 少年的

傳說 5566

143184
要多美麗有多

美麗 彭羚

104518
要走就別再說

愛我 剛輝

125890
親圪蛋下河洗

衣裳 閻維文

108720
親愛的不要離

開我 香香,劉嘉亮

108753
親愛的不要離

開我 劉嘉亮

160686
親愛的中國我

愛你 葉凡

159263
親愛的中國我

的家 糖糖樂團

121150
親愛的你會想

我嗎 伊揚

102313
親愛的你還愛

我嗎 陳振雲

180456
親愛的老婆我

愛你[國] 江宇

153018
親愛的那不是

愛情 張韶涵

175585
記不記得那個

夏季 悠悠

110399
記住我現在的

樣子 李恕權

107125 記著你的情你 黃品源

的吻

131213
許願池的希臘

少女 蔡依林

135671
認真的女人最

美麗 高慧君

110341
誓把反動派一

掃光 佚名

139213
說一段故事給

你聽 李娜

128460
說你也一樣愛

著我 張棟樑

115476
說與不說你都

不懂 孫楠

101263
說說你如何愛

著我 蔡榮祖

128129
說過的話讓我

心痛 張振宇

109890
誰偷走了我的

快樂 李傑聖

165180
誰動了我的炸

醬麵 中國說唱兄弟

181847
誰告訴你我愛

過你[國] 慕容曉曉,辦桌二人組

170446
誰在意我流下

的淚 蔣雪兒

143438
誰教我是真的

愛你 潘美辰

190007
誰是愛情裡的

主角[國] 藍雨

170536
誰會像我這樣

愛你 君子

150503
誰的心能讓我

停泊 葉倩文

127192
誰都不該讓你

心碎 張克帆

200628
談戀愛就像嗑

瓜子[國] 甜美真

115682
請不要這樣傷

害我 帥霖

173624
請不要隨便說

分手 楊雯茜

181066
請你來做我的

女人[國] 潘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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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279
請你看著我的

眼睛 王馨平

131636
請假裝你會捨

不得我 蔡琴

130691
請多給我一點

力量 本多 RURU

152776
請把我的歌聲

留下 張華敏

180186

謝謝你一直愛

著我(原 MV 消

伴)[國] 卓依婷

143508
謝謝你曾經愛

過我 潘越雲

154017
謝謝你給我的

幸福 趙默

158513
謝謝你讓我愛

過你 S.H.E

125533
變心的是你不

是我 遊國維

176749
變成你們喜歡

的我 棉花糖

103120
讓五星把世界

照亮 丁汀

113648
讓你幸福在每

一天 滿文軍

128229
讓你感覺到我

的好 張敬軒

149299
讓你身邊的人

走開 俞晴

170725
讓我們一起到

老吧 王鶴錚

141862
讓我偷偷望你

一眼 佚名

139216
讓我就這麼想

著你 李娜

150364
讓我聽懂你的

語言 燕妮

150688
讓我醉別讓我

心碎 葉璦菱

119061
讓星星把我們

照亮 王潔實,謝莉斯

110388
負心的女人不

要留 李誌洲

134974
走的多遠想你

多久 鳳飛飛

178071
超大牌粉絲俱

樂部 元氣

119725
趟過男人河的

女人 徐沛東

147486
趟過男人河的

女人 韋唯

151261
路邊的野花不

要采 卓依婷

146267
路邊的野花不

要采 汪明荃

134244
路邊的野花不

要采 鄧麗君

146655
軍營飛來一隻

百靈 王瑩

132653
輕輕的海風我

的心 陳明

155380
輸了愛情贏得

寂寞 動力火車

103979
農夫系你老死

+LOVE SONG 方大同,農夫

144867
送你一朵東方

茉莉 宋祖英

150762
送給你明天的

太陽 葉麗儀

150070
送給媽媽的茉

莉花 楊華

125140
這一仗打得真

漂亮 佚名

133006
這一刻我是真

心的 陳琳

109293
這一生是給你

一個 劉德華

401153
這一生有你就

足夠[國] 關澤楠

180509
這一生說過我

愛你[國] 瓊雪卓瑪

115684
這一生還是你

最好 師鵬

117125
這世界已正在

倒數 邰正宵

153491 這個故事沒有 甄秀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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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局

110518
這到底算是誰

的錯 佚名

143020
這是我的生存

之道 帕妃

175635
這款的愛情溫

溫痛 蔡佳麟

138536
這裡的冬天不

下雪 佚名

141970
遇上今生最愛

的人 黎瑞恩

135050
遙遠的只是一

顆心 甘萍

138154
遜我怎麼那麼

愛你 康思婷

138559
遠方的書信乘

風來 劉玉婉

138249
還我一個像你

的人 鄺美雲

132691
還沒告訴你我

愛你 陳明真

156848
邊疆的泉水清

又純 經典老歌

200418
那些你很冒險

的夢[國] 林俊傑

134605
那個人對你好

不好 方蓉

111023
那夜我們在聽

依然 林一峰

118554
那段血淚汗的

日子 王傑

106905
那裡的天空不

下雨 梁雁翎,黃凱芹

104820
都是流行歌曲

的錯 廣智

150172
都有一顆紅亮

的心 楊鈺瑩

171142
鄰妹妹愛上假

寶玉 周艷泓

103216
酒中的一朵紅

玫瑰 刁寒

137836 酒色財氣 2000 甲子蕙

172177
鋼鐵是怎麼練

成的 何韻詩

175473
錯過了緣分錯

過你 何龍雨

105849
鐵打的營盤流

水的兵 高歌

144869
長大後我就成

了你 宋祖英

156216
閃亮的心永遠

愛你 紅孩兒

108550
開心農場之偷

菜歌 開心農場

176721
開開心心快快

樂樂 丁曉紅

133420
關好大門把爹

爹等 陳輝玲

124865
關於愛的兩三

件事 庾澄慶

128906
關於我們之間

的事 張震嶽

106313
阮猶原是你的

理想 洪榮宏

180722
阿彌陀佛聖恩

無限[國] 雲泉法師

143557
阿爾斯塄的大

草原 其其格

105428
除了你不曾夢

見誰 關德輝

400644
除了你我誰都

不要[國] 唐妍

155385
除了愛你還能

愛誰 動力火車

190004
除了我你還有

什麼[國] 徐靖博

157365
陪你到世界的

終結 佚名

105993
陪我去看藍藍

的海 何潤東

200645
陪我去青康藏

高原 盧廣仲

159940
陳駙馬休要性

情急 豫劇

150061 陽光男孩陽光 佚名



KOD-2400 国语歌曲 點歌目錄
編號 歌名 歌星 編號 歌名 歌星

國語歌曲 第 665 頁

女孩

182009
雖然我不是劉

德華 甘洛凡

100458
雙人床一個人

睡 阿華

141055
離不開愛情的

女人 佚名

173059
離別時總會有

人哭 糯米團

151849
離太陽最近的

地方 宗庸卓瑪

137896
離家的孩子快

回來 佚名

132692
離我最遠的人

是你 陳明真

400680
離開你不是我

選擇[國] 孫子涵

130863
離開你並非我

願意 白雪

170410
離開你以後我

會哭 孫藝程

119577
離開部隊的那

一天 小曾

127030
難以抗拒你的

容顏 張信哲

146329
難忘啊童年的

搖籃 烏日塔

400752
難道愛已經到

盡頭[國] 徐健淇

145613
雨中的鳥依然

在飛 田震

106320
雨雖然無情你

有情 洪榮宏

154279 青春舞曲 2001 BAD

145728
青春集合在軍

旗下 譚晶

172843
面朝大海春暖

花開 阿魯阿卓

116426
革命人永遠是

年輕 屠洪綱

143668
音樂咖啡失眠

的人 裘海正

156900
願親人早日養

好傷 經典老歌

151308
風中有朵雨做

的雲 卓依婷

142377
風中有朵雨做

的雲 孟庭葦

137084
風中有朵雨做

的雲 黃美詩

152007
風兒啊！請你

停下來 張娜拉

142378
風是我回憶的

方向 孟庭葦

145620
風雨彩虹鏗鏘

玫瑰 田震

180632
風風雨雨陪你

走過[國] 謝有才

171433
香煙最懂得男

人心 龍嘯

106570
馬鈴兒響來玉

鳥唱 胡松華,杜麗華

121145
馬鈴響來玉鳥

兒唱 伊揚,李菲

126127
騎馬走進花的

草原 卓瑪加

120719
高山青+娜奴娃

情歌 謝雷,呂珊

156360
高興就來難過

就走 黑豹樂隊

158209
點燃激情傳遞

夢想 孫燕姿

118589
點燃激情傳遞

夢想
王力宏,孫燕姿,汪峰,

張靚穎

九字部

110540 2046 李泉

100601
2008 我們結婚

吧 百慕三石

117654 CAN UC ME 吳品醇

117836 TE AMO 我愛你 吳建豪

102651
TVB 西遊記主題

曲 陳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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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728
一九九八年的

黑咖啡 王羚柔

107356
一個人的日子

還好嗎 黃格選

152348
一個人背兩個

人的債 張柏芝

160358
一個人跳舞多

麼寂寞 佚名

147240
一個失魂落魄

的女子 佚名

175578
一個容易受傷

的男人 伍義

173648
一個陌生女人

的來信 曹卉娟

132610
一千九百九十

九個祝福 群星

125488
一朵花二朵花

三朵花 殷浩

140465
一生只愛一回

的故事 林慧萍

170575
一生回憶有你

就足夠 孫博

140413
一百八十分鐘

零七秒 林心如

160427
一道道水來一

道道山 佚名

160426
一道道水來一

道道山 經典老歌

175249
七八十年代金

曲串燒
劉美君,SWING,孫耀

威

137176
三年三月到九

天九夜 黃鶯鶯

152772
上一道坡坡下

一道梁 張華敏

128465
上輩子欠你這

輩子還 張楓

131246
下一次愛情來

的時候 蔡健雅

124688
下次如果我們

再相愛 葉良俊

100763
下決心要娶她

魏淑蘭 佚名

119073 下著雨的天我 王玨

好鬱悶

173016
下輩子不要再

遇見你 艾歌

175405
下輩子還做你

的男人 龔天齊

145315

不想一個人

NIGHT S ALONE

CRYIN 順子

109408
不想讓你再為

我流淚 劉東樺

164965
不應給你的卻

給了你 羽泉

158938
不是因為寂寞

才想你 T.R.Y

401179
不是因為寂寞

才想你[國] 陶鈺玉

129292
不曾在你面前

掉過淚 趙傳

138732
不相信愛情小

說安排 劉若英

139036
不管還有多少

個明天 廖芳

100710
不管還有多少

個明天 初百軍

157511
不要問我過的

好不好 南方二重唱

160525
不要從我的眼

中離開 王傑

108581
不要拿我和他

做比較 倫永亮

117822
不要背著別人

說愛我 吳峙軒

181852

不要認為自己

沒有用

[消][國] 成龍

119649
不要連你也讓

我心碎 小蟲

160509
不願愛你愛得

太疲憊 佚名

133022
世上沒有我這

樣的人 陳瑞

147451
世上沒有闖不

過的關 韋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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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643
世上的女人都

是毒蛇 小舟

147539
世界末日的某

個角落 魏如萱

156034
中國人民解放

軍軍歌 革命歌曲

160591
中國少年先鋒

隊隊歌 佚名

156615
中國永遠收穫

著希望 宋祖英

160583
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歌 佚名

160584
中華是咱們共

同的家 佚名

125524
九千九百九十

九年前 洋旭

133750
也許你只是愛

我的美 戴雪兒

173620
亞洲巨龍，世

界神話 夢龍樂團

102692
人民解放軍佔

領南京 陳熙然

142798
什麼樣的愛你

才會懂 馬翠如

150644
今夜誰能夠讓

愛不走 葉璦菱

150033
今天我成為你

的新娘 楊柳

153505
今天是你的生

日中國 祖海

156467
今早的河畔特

別美麗 夾子電動大樂隊

103560
他不是真正愛

你的人 段千尋

117584
他會像我這樣

愛你嗎 伍天宇

117475
他會像我這樣

愛你嗎 伍長春

127322
何去何從之阿

飛正傳 張國榮

160786
何必對人生彼

多不滿 佚名

170162 何時才能讓妳 邱永傳

說愛我

115302
你一直還留在

我心底 司文

200485
你不懂我我不

見怪伴[國] 楊梓

131487
你不要那樣看

著我的眼睛 蔡琴

119280
你其實現在和

我一樣 王鍵

182208

你可以不用給

我答案(消

伴)[國] 金莎

152611
你好我的共和

國母親 張琛

105290
你已把我的心

全帶走 郭峰

107052
你怎麼會這樣

離開我 黃品源

170483
你怎麼用感情

傷害我(REMIX) DJ

144328
你是一個不懂

愛的人 孫悅

134623
你是我一生最

愛的人 樊桐舟

100486
你是我一生最

愛的人 阿龍正罡

100194
你是我一生最

愛的人 阿唯

126059
你是我今生最

恨的人 雲開

150010
你是我今生該

等的人 楊林

130840
你是我今生該

等的人 白雪

118631
你是我心內的

一首歌 王力宏

104162
你是我永遠的

鄉愁 費玉清

118378
你是我胸口永

遠的痛 王傑,葉歡

126913
你最美麗會微

笑的臉 張信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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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286
你會不會後悔

離開我 江希文

170791
你為什麼就這

樣離開 鄧偉

132971
你的柔情我永

遠不懂 陳琳

175437
你的無情傷了

我的心 張冬玲

129442
你的眼睛背叛

你的心 鄭中基

172906
你的眼神出賣

你的心 晨熙

100041
你的美麗是我

的傷悲 安東陽

135524
你的肩是我今

生的天 高勝美

140084
你看到的我是

藍色的 李霄雲

150922
你究竟有幾個

好妹妹 卓依婷

142308
你究竟有幾個

好妹妹 孟庭葦

137074
你究竟有幾個

好妹妹 黃美詩

173044
你若無情休怪

我無義 張冬玲

172955
你若無情休怪

我無義 冷漠

108945
你說他是你想

嫁的人 劉德華

175347
你說分手才能

忘記你 立濤

151941
你身邊的人曾

經是我 張冬玲

132661
偷偷等待你送

的玫瑰 陳明真

180583
傳說中的愛情

有沒有[國] 藍雨

107358
傷心是一種說

不出的痛 黃格選

105010
傷心的話留到

明天再說 郭富城

143642 像我這樣重感 裘海正

情的人

180544
億萬股民同一

個夢想[國] 群星

173057
全世界最不懂

愛的人 林薔

141358
兩個人一個夢

一顆心 梁雁翎

172667
共和國哨位戰

士的家 王鵬

170844
其實一個人過

也很好 佚名

181239
其實他沒有那

麼愛你[國] 趙真

142313
其實我還是有

些在乎 孟庭葦

149017
再見的人終會

再見面 謝雨欣

170078
分手了就不要

記得我 星宇

173093
分手後你要過

的幸福 藍宇

128996
分手後就別再

想起我 朱凱旗

118024
別以為男人就

不會哭 巫啟賢

118025
別再問我愛你

有多深 巫啟賢

173029
別用你的殘忍

折磨我 冷漠

151380
別用冰冷的愛

靠近我 周冰倩

144307
別等我離開才

說愛我 孫嘉敏

200312
別讓愛成為一

種傷害[國] 張磊

140798
別隨便說要送

我回家 林曉培

173525
到底我是做錯

了什麼 成學迅

116465
到底是誰傷了

誰的心 彤傑

105021
到底有誰能夠

告訴我 郭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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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947
刻骨銘心忘不

掉的人 蔡獻華,呂巍

133825
十月是你的生

日 董文華

141438
原來你也唱過

我的歌 梁靜茹

125526
原來你背著我

愛上他 洋旭

170146
原來妳是我最

愛的人 廣智

103818
原來我不是你

的天堂 爾薩

139716
只想要你的一

份牽掛 李玲玉

153959
只要你對我再

好一點 趙詠華

108616
只要有你陪在

我身邊 冷漠,楊小曼

161241
叫一聲哥哥你

快回來 佚名

106573
可愛的家鄉美

麗的草原 胡松華

100840
在我生命中的

每一天 蘇慧倫,成龍

156557
在那桃花盛開

的地方 劉斌

108194
在那桃花盛開

的地方 蔣大為

126548
地球人都知道

我愛你 周桐同

117773
夢一場空一場

痛一場 吳宗憲

145787
天空不要為我

掉眼淚 陶晶瑩

133899
太陽最紅毛主

席最親 佚名

171139
失去你才擁有

我自己 周子寒

107910
奧運 CHINA 北

京 張華

102122
女人不該讓男

人太累 陳小春

175587 女人就該好好 大哲

愛自己

176618
女朋友因為你

排第二 KENT

180355
好想再牽一次

你的手[國] 星宇

175474
如何才能留住

你的愛 黃格選

148644
如果下個路口

遇見你 許茹蕓

131047
如果不能留住

你的愛 柴鑫茹

110257
如果世上只有

我和你 李坤雨

138717
如果今生不能

在一起 劉芳

111552
如果你不小心

想起我 林誌炫

170734
如果你愛我愛

得很累 甜美真

127264
如果你真的愛

上了他 張嘯

115018
如果你知道我

的需要 任賢齊

109698
如果愛他比愛

我快樂 呂方

130567
如果愛你只有

這一次 阿桑

119014
如果愛你是一

種傷害 王森

101345
如果愛你是我

犯的罪 長春蟲子

180763
如果愛你是我

犯的罪[國] 龐博

137968
如果愛只是一

場婚禮 金巧巧

115958
如果愛可以繼

續蔓延 石開

115668
如果愛能早些

說出來 山野

180497
如果我只是一

棵小草[國] 王旭

125812
如果我在天堂

遇見你 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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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30
如果我能替你

流眼淚[國] 趙小兵

149129
如果當初少愛

你一點 辛欣

109026
如果看到她請

告訴我 劉德華

130406
如果那天沒有

遇見你 安以軒

138149
如燕盤旋而來

的思念 康思婷

128673
妹妹你大膽地

往前走 張藝謀

107908
妹妹你大膽地

往前走 姜文

161684
妹妹永遠是哥

哥的人 佚名

138601
姐姐明天就要

嫁人了 佚名

170572
媽媽的美麗傾

國傾城 孫偉

170072
孤單的人總說

無所謂 呂嘉琦

131153
孤單的人總說

無所謂 蔡依林

101460
孤單的夜裡我

不孤單 陳曉東

142324
孤獨的時候你

想誰呢 孟庭葦

108250
孩子快抓緊媽

媽的手 蔣舟

172964
寂寞只在夢裡

避開我 張寒

128781
寂寞時你最先

想起誰 張鎬哲

171190
寧願相信世界

上有鬼 張吉

134451
將世界的心擁

在一起 方季惟

131775
對不起現在收

不到訊號 蔡詩蕓

172931
對著鏡子抽煙

的男人 謝知言

161857 少年少年祖國 佚名

的春天

133299
就算全世界與

我為敵 陳綺貞

131526
就這樣詠歎一

段美麗的愛情 蔡琴

151882
希望的中國中

向未來 張也

156634
延邊人民熱愛

毛主席 經典老歌

156741
彈起我心愛的

土琵琶 佚名

400568
彩色的牽牛花

（原伴)[國] 佚名

172041
後悔沒有好好

珍惜你 孫邦楠

162007
得到了幸福得

到了它 佚名

172828
得到愛情卻失

去了你 吳生全

131389
從來沒想過這

樣道別離 蔡幸娟

141863
從來沒有想過

愛上你 馬翠如

162049
心愛的請你著

嫁別人 佚名

400337
忘了我也別忘

了幸福[國] 龍嘯

401030

忘掉你曾給我

的傷害

[消][國] 艾晴晴

118467
忘記你不如忘

記自己 王傑

100971
忘記自己也忘

不了你 程飛鳴

117076
忘記那天需要

多少年 邰正宵

103589
快樂打工的男

孩女孩 黃淳,段立群

158262
快樂的感覺永

遠一樣 靚舞精靈

152438
忽聽得大船起

了更點 張淑敏



KOD-2400 国语歌曲 點歌目錄
編號 歌名 歌星 編號 歌名 歌星

國語歌曲 第 671 頁

128769
怎樣才能接受

我的愛 張鈞喻

152737
怎麼忽然就成

了這樣 張芯

125291
怎麼能再做普

通朋友 楊宗憲

108114
怪就怪我們有

緣無分 江奇遙

171200
情困銀川之堅

定的愛 張新海

162195
想你也難不想

你也難 佚名

139627
想你的三百六

十五天 李玟

139876
想你的心情沒

有盡頭 李翊君

147211
想你的時候沒

有理由 王雯萱

102566
想問你是否可

以愛我 陳柏全

136128
想念是一首愉

快的詩 洪小喬

117924
愛一個人可以

愛多久 吳煒

132670
愛一個人是很

苦的事 陳明真

154929
愛上一個不回

家的人 草蜢

151056
愛上一個不回

家的人 卓依婷

150444
愛上一個不回

家的人 葉倩文

140618
愛上一個不回

家的人 林憶蓮

135571
愛上一個不回

家的人 高勝美

128198
愛上一個不回

家的人 張敬軒

110657
愛上了不該愛

的女人 李琛

101291
愛上你我真的

錯了嗎 蔡楓華

135798 愛上你是我一 曾慶瑜

生的錯

135572
愛上你是我一

生的錯 高勝美

104076
愛上你等於愛

上了錯 符號

128116
愛上你等於愛

上了錯 張振宇

142926
愛上你等於愛

上寂寞 那英

400189
愛上你這個無

情的人[國] 林雨

117386
愛上別人是快

樂的事 伍佰

115249
愛上她是為了

忘了你 饒天亮

171159
愛上投入別人

的懷抱 孫艷

137944
愛上風雨中走

來的你 金元萱,譚詠麟

152217
愛不太早不太

晚剛好 張惠妹

141667
愛不該只是說

說而已 立羽

150136
愛你就是真心

喜歡你 楊鈺瑩

181961
愛你最後傷了

我自己[國] 海鑌

200641
愛你比你愛我

更幸福[國] 盛大為

125800
愛你的一切永

遠不變 言承旭

146574
愛你的心就難

收回來 王玲

104507
愛到心碎還依

然愛你 剛輝

157957
愛在每個人心

中傳遞 群星

156011
愛怎麼說怎麼

說出口 GT2崇唱

401138
愛情到了分開

的時候[國] 錢思汝

151063
愛情總在幻滅

時最美 卓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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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856
愛情裡沒有誰

對誰錯 鄭源

143656
愛我的人和我

愛的人 裘海正

128581
愛我的人請你

告訴我 張祥洪

118219
愛是一顆幸福

的子彈 汪峰

116034
愛的心是不是

在乎我 蘇有朋

115054
愛的路上只有

我和你 任賢齊

100233
愛過的你還在

我心裡 阿木,孫潔

105768
戀人愛人離開

我的人 佚名

100097
成吉思汗的兩

匹駿馬 阿其木格

129036
我不做被愛傷

害的人 朱文

119761
我不再是你疼

愛的人 徐連國

170109
我不再是妳疼

愛的人 陳瑞

153313
我不在你身邊

的時候 朱曉紅

172996
我不怪你也不

會恨你 冷漠

400825
我不怪你也不

會恨你[國] 李策

115603
我不是一個愛

哭的人 孫行者

171392
我不是你左邊

的新郎 長春蟲子

137926
我不是你想找

的女孩 賈立怡

139434
我不是你最愛

的女人 李慧珍

400993
我不是你最愛

的女人[國] 紅月

116170
我不是愛過就

算的人 蘇永康

149226 我不過是你的 伊能靜

遊戲嗎

100557
我不願擦去鞋

上的泥 巴郎百川

134354
我代表娘們家

來歡迎 二大娘

140432
我以為沒有看

到就好 林心如

138846
我依然相信你

還愛我 劉虹樺

200611
我們可不可以

不分手[國] 王迪

108369
我們是快樂的

攝影人 金波

165232
我們的生活充

滿陽光 至上勵合

144800
我們的生活充

滿陽光 宋祖英

137106
我們的生活充

滿陽光 黃英

152614
我們的生活搬

到天上 張琳

141656
我們的祖國歌

甜花香 盧秀梅

182114
我們終究會牽

手旅行[國] 許飛

132476
我們都是這麼

初戀的 陳慧琳

400687
我們飛馳而過

的青春[國] 孫艷

108140
我剩下的寂寞

剛剛好 江明學

158978
我又再度依戀

上昨天 TIZZY BAC

190003
我只能愛你到

一百歲[國] 張祥洪

147613
我只要你愛我

一個人 佚名

141376
我可以一個人

好好過 梁雁翎

181065
我可以不是你

的唯一[國] 潘贏

148055
我喜歡的和你

不一樣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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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19
我喜歡私奔和

我自己 陳昇

131905
我在世界這頭

想念你 陳好

145853
我在夢中打電

話給你 伍詠薇,巫啟賢

156960
我在歐洲打電

話給你 靜物樂團

119523
我在角落觀察

ABC 小宇

108343
我對你好你知

不知道 楊洋,金彪

129319
我很醜可是我

很溫柔 趙傳

110256
我很醜溫柔還

有用嗎 李團長

162294
我微笑是因為

你微笑 利綺

126563
我怎麼可能會

愛上你 周治平

124858
我悄悄蒙上你

的眼睛 應豪,馨梓

149542
我想你不是真

心愛我 於臺煙

132673
我想我不會真

的變壞 陳明真

138235
我想我是真的

愛上你 鄺美雲

153977
我愛你最好只

到這裡 趙詠華

170707
我愛她 她卻愛

著他 王崗崗

200933
我愛的人你也

愛我嗎[國] 陳輝

100035
我愛的人都讓

我傷心 安誌傑

128720
我愛的他有你

的影子 張衛健

109510
我把愛情想的

太完美 劉沖

136453
我把自己的愛

弄丟了 韓晶

119581 我把自己的愛 小村

弄丟了

170642
我早已習慣為

你等待 曉雨

110658
我是一隻孤獨

的小船 李琛

103126
我是不是你最

愛的人 丁汀

181891
我是真的不想

讓你走[國] 李林平

141490
我是真的付出

我的愛 梁靜茹

126762
我是真的付出

我的愛 周華健

100952
我是真的想好

好愛你 潮峰

181715
我是真的想好

好愛你[國] 子楓

125793
我是真的真的

很愛你 言承旭

157414
我是誰我是誰

我是誰 魔幻力量

115809
我最愛的人你

快回來 沈世愛

173025
我會好好愛你

一輩子 佚名

101238
我用一首 DEMO

跟你告白 XD 蔡旻佑

139784
我用思念包裝

我的心 李碧華

170276
我用我的聲音

祭奠妳 胡蘇

170636
我用自己的方

式愛你 易帆

153520
我發現你越來

越美麗 祖海

138529
我的夢在飄雪

的北方 劉春梅

128670
我的心中不能

沒有你 張萌萌

116039
我的心你一定

看得見 蘇有朋

115821
我的心你能夠

明白嗎 沈建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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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033
我的心從不曾

離開你 吳燕玲

162354
我的心透明得

看得見 佚名

172867
我的愛情下了

一場雪 胡東清

104360
我的愛情我親

手埋葬 飛鷹阿偉

153978
我的愛我的夢

我的家 趙詠華

119690
我的白天是你

的夜晚 徐嘉良

111659
我的真心寶貝

你的心 林誌穎

151076
我的眼淚不為

你說謊 卓依婷

145697
我的祝福你聽

見了嗎 譚晶

117094
我相信他是真

的愛你 邰正宵

154804
我知道你們都

在笑我 CIRCUS

176824
我知道你還在

想著她 冷漠,張冬玲

126766
我站在全世界

的屋頂 周華健

101492
我聽見有人叫

你寶貝 陳傑洲

135246
我自豪我是達

斡爾人 郭麗茹

128561
我被青春撞了

一下腰 張真

116340
我要怎麼知道

你愛我 唐文龍

155884
我要用什麼方

式留你 凡人

148498
我要輕輕為你

唱首歌 許慧欣

147365
我記得你眼裡

的依戀 萬芳

133373
我記得你眼裡

的依戀 陳艾玲

135581 我還是永遠的 高勝美

愛著你

143556
我那落地生根

的故鄉 其其格

155885
我願是你最溫

柔的風 凡人

175545
找一個不等你

的理由 張雷

120759
找不到人陪我

喝喝酒 謝雷

171153
找個幹凈的地

方坐坐 孫彭飛

109646
把你交給誰才

不後悔 劉錫明

162423
把你的白臉臉

調過來 佚名

100208
把酒倒在你的

酒窩裡 阿弟

162449
拉鉤上吊一百

年不要 解曉東

153523
捨不得你還得

送你走 祖海

162509
撒尼人民心向

紅太陽 佚名

135699
收歹銅舊錫的

老阿伯 高雅如

172827
文藝青年的城

市生活 冷漠,大哲

156231
新年 So Crazy+

恭喜新年好 花仙子

156232
新年快樂+大家

說恭喜 花仙子

146710
既然小姐你的

心明亮 佚名

170599
既然有了她在

你身邊 張冬玲,冷漠

128538
既然有人比我

更愛你 張牧閱

135333
明天你是否依

然愛我 譚詠麟

139896
明天你是否依

然愛我 李翊君

136767
明天你是否依

然愛我 黃可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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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76
明天你是否依

然愛我 蔡琴

116584
明天你是否依

然愛我 童安格

150142
星星是我看你

的眼睛 楊鈺瑩

139821
春光長留珠江

三角洲 佚名

162681
春天在我們的

歌聲裡 佚名

162687
春天花花幼稚

園校歌 佚名

120643
昨天晚上我可

能死了 謝天笑

137984
昨天晚上的分

手電話 金海心,滿江

139449
是不是一定要

我像你 李明依

150714
是你答應說要

對我好 葉蘊儀

118511
是否我真的一

無所有 王傑

162723
是否還需要一

份安慰 佚名

128539
是我多情還是

你無情 張牧閱

119730
是我把愛想得

太簡單 徐睿

129215
是誰搶走了我

的愛人 莊學忠

116259
是誰讓我哭了

一整夜 誓言

176891
最後一次再說

我愛你 何傑

401199
最後你還是離

開了我[國] 馬智宇

155869
最愛的人傷我

也最深 FIRE

175572
最愛的人確傷

我最深 沙靖傑

100953
最愛的女人傷

我最深 潮峰

162754 最新傷感中英 佚名

文慢搖

141036
會哭的人不一

定流淚 林良樂

100059
會有天使替我

去愛你 安琥

125189
月亮可以代表

我的心 楊坤

100624
月亮怎能代表

我的心 鮑國

110373
月亮怎能代表

我的心 李建衡

110410
月圓花好同結

並蒂蓮 李文,劉華

131359
有些話不敢當

面告訴你 蔡幸娟,彭偉華

182093
有你才是最美

的天堂[國] 蘇勒亞其其格

139723
有你有我有夢

還有天 李玲玉

119787
有你陪著我是

幸福的 曉楓

138787
有愛沒愛我都

不會慌 劉若英

110664
有誰能夠愛你

超過我 李琛

151123
朱大嫂送雞蛋+

刮地風 卓依婷

102331
東北特產不是

黑社會 陳旭

111745
柔柔的眼波柔

柔的你 林林

119827
每一分每一秒

都給你 熊天平

117662
每一分每一秒

都給你 蔡少芬

162964
每個夢都有溫

暖的窩 佚名

130705
比比間間的走

在外頭 比比

106405
毛主席的書我

最愛讀 火風

144823
毛主席的話兒

記心上 宋祖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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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280
毛主席的話兒

記心上 彭麗媛

400538
毛主席的話兒

記心上[國] 丁曉紅

162980
毛主席走遍祖

國大地 佚名

156093
毛主席關懷咱

山裡人 革命歌曲

124834
毛委員和我們

在一起 尹相傑

134510
毛澤東思想東

風傳送 佚名

165085
沒有人可以叫

你寶貝 元氣

163022
沒有人比我對

你更好 佚名

104514
沒有你我也會

很幸福 剛輝

124758
沒有你我哪都

不想去 宇桐非

181191
沒有肩膀&擁有

翅膀[國] 西單女孩(任月麗)

116635
沒有錢我有權

愛你嗎 談欣

136341
活出個樣來給

自己看 衡越

156885
浪花裡飛出歡

樂的歌 關貴敏

152441 淳淳剪肥 PARTY 佚名

141680
清粼粼水藍瑩

瑩的天 羅寧娜

163167
漫天飄雪都是

我的愛 佚名

117103
為了愛時間可

以倒流 邰正宵

172975
為什麼不把思

念帶走 曉雨

174244
為什麼不早點

說愛我 季小璐

113037
為什麼你還是

不愛我 隆隆

180206
為你我想做更

好的人[國] 品冠

139069
為你插上飛翔

的翅膀 李丹陽

110467
為心愛的人唱

一首歌 李明翰

111673
燃燒你的熱情

你的夢 林誌穎

146346
父親的草原母

親的河 格格

142780
父親的草原母

親的河 烏蘭托婭

135012
父親的草原母

親的河 馬丹

175129
父親的草原母

親的河 降央卓瑪

133585
父親的草原母

親的河 德德瑪

100572
父親的草原母

親的河 布仁巴雅爾

117549
特別的愛給特

別的你 伍思凱

154200
獻給你一片高

原的雲 阿壩州歌舞團

175098
生命中最美麗

的一天 痛仰樂隊

125484
生命是一首澎

湃的歌 殷正洋

116381
生命的希望不

再失落 曾一鳴

153329
生死相依我苦

戀著你 朱樺

144126
用一千雙手臂

擁抱你 容祖兒

147126
男人不該讓女

人流淚 比莉

130713
男人不該讓女

人流淚 王雪娥

151748
男人不該讓女

人流淚 周蕙

116211
男人也會為愛

流眼淚 蘇永康

163475
男兒本是漂泊

的心情 佚名

150157 留住一份回憶 楊鈺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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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了

160032
當你孤單你會

想起誰 NBC

144722
當你孤單你會

想起誰 張棟樑

128458
當你孤單你會

想起誰 童聲合唱團

139316
當你飛向遙遠

的邊際 陳誌堅,李寶齡

132683
當女孩子有時

真無奈 陳明真

100935
當我回頭看你

一瞬間 楚童,楚奇

106580
當我走過潔白

的氈房 胡松華

152265
當我開始偷偷

的想你 張惠妹

139289
當我開始偷偷

的想你 李宇春

157031
癡心的人被傷

的最重 筷子姐妹

108715
白楊樹你看到

了什麼 劉和剛

150159
看你的眼睛星

星是我 楊鈺瑩

116600
看未來有什麼

不一樣 童安格

121160
眼睛渴望眼睛

的重逢 伊揚

150228
祖國啊我永遠

熱愛你 殷秀梅

133868
祖國我在你的

懷抱裡 董文華

132736
祖國的大建設

一日千裏 佚名

150837
祖國的建設一

日千裏 銀環

163636
祝福毛主席萬

壽無疆 佚名

148994
站在左岸想右

岸的你 謝金燕

174193
第六次的寂寞

聖誕夜 範英楠

103542
等你等得鬍子

都長了 東方駿

118536
等你開口把我

留下來 王傑

171240
等在下一個十

字路口 朱青

111587
等待是一生最

初蒼老 林誌炫

134407
等愛的情人在

夜裡哭 凡間精靈

155268
精選全中文情

感慢搖 DJ

164904
純情妞牛的愛

情歸宿 彜人製造

190041
紫釵記之節鎮

宣恩一 粵劇

190042
紫釵記之節鎮

宣恩二 粵劇

132879
終於忘記了你

的生日 陳潔儀

127767
結束不是我要

的結果 張學友

175404
給不了你想要

的幸福 龔天齊

100855
給我一個不愛

的理由 晨熙

148849
給我十個分手

的理由 蔣雅文

148257
給我重新愛你

的機會 蕭亞軒

138800
繼續給十五歲

的自己 劉若英

125983
羊肚子手巾三

道道藍 閻維文

118819
羊肚肚手巾三

道道藍 王宏偉

121135
美麗的康定溜

溜的城 亞東

109340
翠紅樓上的煙

花女子 劉愷威

400710
老公讓我幫你

搥搥背[國] 崔子格

155477 老師老師之虎 蔔學亮,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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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生風

155206
耶耶耶之汝城

十八怪(REMIX) DJ

159904
自己的隊伍來

到面前 京劇

160542
與駙馬打坐開

封堂上 佚名

160633
舉起你的右手

擺一擺 佚名

143504
若我輕輕叫著

你的名 潘越雲

115689
草原上有座美

麗的城 斯琴巴特

118086
萬千恩愛盡還

你的手 巫啟賢

144881
薩馬蘭奇北京

歡迎您 佚名

145526
藍天天起地雲

雲起花 湯燦

132928
被遺忘的時光+

我願意 陳潔麗

150791
要哭我就等到

下雨天 袁詠儀

118994
親愛的女人她

變了心 佚名

143302
親愛的我一直

在想你 彭麗麗

148721
親愛的是你把

我寵壞 許茹蕓

138809
說你永遠都不

離開我 劉若英

141087
說再見不應該

在秋天 王子月

145052
說好了一輩子

在一起 佚名

175393
誰來撫慰我失

落的心 朱業晉

127784
誰想輕輕偷走

我的吻 張學友

181969
誰才是我的另

外一半[國] 潘子華

103627 誰是你的第一 翟羽佳

個男人

170735
誰是我一見鐘

情的人 甜美真

400149
誰說你長得不

是很美[國] 龐龍

143439
誰說愛情不會

有奇跡 潘美辰

181772
誰說男人有錢

就學壞[國] 常健鴻

127219
請你不要和我

說分手 張勝渺

176962
請你別說你還

愛著我 毛毛

142368
請在我落淚以

前離開 孟庭葦

170263
請妳給我離開

的理由 齊劍

115618
請相信我會給

你幸福 孫青

129260
請記得傳達我

的思念 莊學忠

117803
謝謝一路有你

陪著我 吳宗憲

158148
謝謝你一直陪

我唱歌 群星

121081
謝謝你我親愛

的媳婦 雪村

145036
謝謝你終於肯

離開我 沈芳如

138194
謝謝你讓我這

麼愛你 柯以敏

157755
讓世界與我們

共成長 群星

111693
讓我帶著你的

心飛翔 林誌穎

155509
讓我的愛情沒

有黑夜 東方快車

111694
讓火熱的心緊

緊相擁 林誌穎

119849
讓雪花帶走我

的思念 笑天

172864
走進新時代我

們中國 紅塵獨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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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576
輸的是我贏的

不是你 張祥洪,徐海琴

142370
透過開滿鮮花

的月亮 孟庭葦

127960
這一生我只牽

你的手 張宇

127961
這一生都要為

你受苦 張宇

145442
這不是我想要

的結果 婷婷

148124
這個男人曾經

是我的 秀蘭瑪雅

109888
這是你給我的

傷我的 李傑

101264
這裡有愛等我

回來 蔡榮祖

119962
連貝多芬都想

告訴你 蕭閎仁

172933
還要多久才能

見到你 金澤

135795
那一場風花雪

月的事 何如惠

135637
那一場風花雪

月的事 高勝美

126573
那一場風花雪

月的事 周治平

100495
那一次我真的

愛過你 阿龍正罡

172671
那是我們守衛

的地方 王鵬

128792
酒醉以後你會

想什麼 張鎬哲

151289
開門紅+這個日

子真好 卓依婷

110505
關於理想的課

堂作文 佚名

130665
阿娜爾汗我的

黑眼睛 巴哈爾古麗

153453
阿嬰小小一個

小女人 甄妮

129822
阿飛和他的那

個女人 鄭智化

108483 除了你我什麼 佚名

都不要

170806
陪著我的時候

想著她 郭靜

110864
陽光照耀我的

破衣裳 李進

180549
離你心臟最近

的距離[國] 胡傑夕

175555
離鄉的人兒回

家過年 卓依婷

115619
離鄉的人兒回

家過年 孫青

133063
離開你並非是

我願意 陳瑞

141397
離開那個不愛

你的人 梁雁翎

103217
難得有你這樣

的朋友 刁寒

156217
難道你現在還

不知道 紅孩兒

105254
難道你現在還

不知道 郭富城

129882
難道愛一個人

有錯嗎 鄭源

173466
難道愛上你是

我的錯 藍宇

176728
難道我愛的人

在火星 佚名

119681
難道我的愛要

孤單嗎 佚名

126170
難道沒錢也是

一種罪 雲開

118307
難道真的我能

忘記你 溫兆倫

115325
雪域神山我的

香巴拉 佚名

108520 零 柯有倫

136207
青稞美酒獻給

毛主席 佚名

116335
青紗轎坐著我

七品官 佚名

142376
靜靜的生命慢

慢的河 孟庭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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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694
靠近你輕輕地

說愛你 戴嬈

145619
風雨中的鳥依

然在飛 田震

117230
飛機場的 10：

30 陶喆

133778
馬鈴兒響來玉

鳥兒唱 李菲,伊揚

142791
馬鈴兒響來玉

鳥兒唱 馬玉濤

180963
1969 年 2 月 29

日 張萌萌

103154
2002 年的第一

場雪 刀郎

135097
2004 年的第一

場雨 郭彤

171058
OAOA 現在就是

永遠 五月天

140140
一個人的我依

然會微笑 林佳儀

119697
一個人的罪兩

個人來背 徐威

140538
一分鐘都市一

分鐘戀愛 林憶蓮

157799
一千九百九十

九個祝福 陳明

100484
一秒鐘認識一

輩子忘記 阿龍正罡

108345
一輩子住在我

心裡的人 金木

160476
上一道道坡下

一道道梁 佚名

153147
下一個男人也

許會更好 曾慶瑜

118389
下次的相逢在

什麼時候 王傑

154568
下輩子如果我

還記得你 冰火組合

140142
不在你面前流

淚說再見 林佳儀

108097
不愛我就不要

給我祝福 江凱文

135037 不是所有相逢 甘萍

都能守候

152640
不能想你又不

能不想你 張瑩

107643
不要只因為他

親吻了你 黃舒駿

126347
不要問我分手

後怎麼過 周傳雄

119507
不要問我分手

後怎麼過 小剛

136446
不要用我的愛

來傷害我 韓晶

180343
不要用我的愛

來傷害我[國] 易帆

110829
不要讓愛你的

人再受傷 李貴府

134443
不要這麼輕易

說愛我 方季惟

139847
不讓我的眼淚

陪我過夜 李翊君

181720
世界那麼大人

也那麼多[國] 孔繁濤

151409
交還給你被我

寵壞的心 周子寒

145553
今夜你是不是

陪我回家 田震

175692 今天是 HOLIDAY 棒棒堂 F

130682
今天的祝福明

天的孤獨 本多 RURU

159943
他那裡字字句

句訴真情 越劇

133886
但未知何日骨

肉能聚首 董柯娣

105564
何日君再唱何

日君在來 高原

133417
何日裡撥開鳥

雲雪沉冤 陳輝玲

401025
你不愛我就別

再找藉口[國] 胡傑夕

129296
你如何還能這

樣的溫柔 趙傳

128995
你對我說這次

真的要走 朱凱旗



KOD-2400 国语歌曲 點歌目錄
編號 歌名 歌星 編號 歌名 歌星

國語歌曲 第 681 頁

178030
你怎麼捨得讓

我掉眼淚 雨天

118195
你愛不愛我這

樣的男人 武陽

116559
你我的愛只能

擦肩而過 童安格

103831
你是幸福的我

是快樂的 付笛聲,任靜

175482
你是我生命的

四分之三 劉緣

148036
你是我的愛戀

我的唯一 曉依

126060
你是我這輩子

最愛的人 雲開

100487
你的世界我曾

經來過 阿龍正罡

171315
你的手機裏有

多少秘密 田躍君

103234
你的眼淚滴穿

了我的心 大哲

181364
你的謊言瞞過

我的眼睛[國] 黃鶴翔

173649
你的金錢不是

我的愛情 雷龍

181064
你給的寂寞不

只是眼淚[國] 潘贏

143641
你說你比較習

慣一個人 裘海正

173465
來生是否還能

把你手牽 藍宇

148181
來自第五大道

的明信片 蕭亞軒

142312
傷了你的心傷

了我的心 孟庭葦

103236
傷心男人唱著

傷心的歌 大哲

106136
傷心的時候可

以聽情歌 歡子

174185
兩個人的世界

一個人睡 沈世愛

106782
兩百個春秋五

千年的戲 韓磊

142676 其實我一直都 莫文蔚

想對你說

190036
再世紅梅記之

折梅巧遇 粵劇

107919
分手了就不要

再想起我 姜玉陽

181876
分手了就不要

再說愛我[國] 晨熙

129418
別裝作看不見

我的眼淚 鄒銀川

173045
別說愛你是我

一廂情願 張冬玲

128110
別說我的眼淚

你無所謂 張振宇

103502
別說我的眼淚

你無所謂 東來東往

118419
別讓明天的太

陽離開我 王傑

173833
到最後愛你的

人還是我 雯雯組合

106785
千百年後誰又

還記得誰 韓磊

133630
原諒我就是這

樣的女生 戴佩妮

200073
可不可以說我

不再愛你[國] 劉超華

129303
唱不完的情唱

不完的愛 趙傳

181232
在你之前我早

已有了她[國] 趙小兵

145539
在哭的人不一

定會流淚 田子琳

175402
在心裡從此永

遠有個你 高安

170582
在我心中你永

遠是最美 孫青

118645
在每一秒裡都

想見到你 王力宏

139863
多情人都把靈

魂給了誰 李翊君

172792
多情的人總比

無情的傷 六哲

119645
多情的我遇上

絕情的你 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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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3
如果不愛我請

別傷害我 張躍

101344
如果你不愛我

就放了我 長春蟲子

157233
如果你和我一

樣愛上他 ME2

128637
如果你真的愛

他沒關係 張華

120693
如果傷害了我

你會好過 謝華

119013
如果天長地久

是個傳說 王森

148039
如果愛情只是

一種傳說 曉月

181626
如果愛我成了

你的負累[國] 冷漠

180340
如果我的回憶

沒有了你[國] 敖令

108613
如果有個晚上

想起了你 六折真人

108609
如果沒有他你

還愛我嗎 六哲

400509

如果等待只能

成為等待[原

伴][國] KINGSTAR

106141
如果能再感動

你多一次 歡子

170821
如果這世界沒

有了愛情 小新

181627
如果離開我你

才會幸福[國] 冷漠

161669
媽媽你還是把

我帶回家 佚名

159853
學你爹心紅膽

壯誌如鋼 佚名

400137
寂寞的人唱著

寂寞的歌[國] 夾谷一

100585
寂寞的夜裡你

在等著誰 波拉

135675
寶貝+你怎麼能

讓我流淚 高文君

150870
寶貝你怎麼能

讓我流淚 雲菲菲

105762
寶貝你怎麼能

讓我流淚 高文君

159857
將酒宴擺至在

聚義廳上 戲曲

146512
尊姑娘穩坐在

繡樓以上 王慧

180557
對不起現在我

才愛上你[國] 自由派對

141367
對你的思念總

是特別深 梁雁翎

100978
小蒼娃我離了

登封小縣 佚名

161950
尤庚娘坐愁城

思前想後 佚名

174126
山歌好比春江

水·多謝了 周傑倫,宋祖英

161904
巧兒我自幼兒

許配趙家 佚名

115032
希望你明年冬

天會回來 任賢齊

150214
帕米爾我的家

鄉多麼美 殷秀梅

150063 幸福地久天長 楊紫萍

129386
幸福就是有你

在我身邊 趙真

146272
府門外三聲炮

花轎起動 汪荃珍

160739
從今後娘要見

你等三年 佚名

125489
從你的房子裡

面走出來 殷浩

162015
德涅泊爾河掀

起了怒濤 佚名

153501
心中的歌兒獻

給解放軍 祖海,耿為華

118278
心要傷幾次才

能變聰明 溫兆倫

129312
忘不了的事忘

不了的人 趙傳

147795
怎能忘記曾經

深愛的你 徐寧

181722
怎麼樣我最心

愛的姑娘[國] 孔繁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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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338
恨上來罵法海

不如禽獸 佚名

162133
恨不得插翅飛

到她妝臺 佚名

190051
想你的時候你

也想我麼[國] 徐誌強

128466
想你的時候你

會想我嗎 張楓

132671
愛一個人等於

愛上孤獨 陳明真

142332
愛你後才知道

如何愛你 孟庭葦

111062
愛你愛得最深

情的時候 林依倫

400759
愛你的心不要

任何理由[國] 徐方

100882
愛到最後一秒

也不委曲 曹格

141374
愛在你意想不

到的地方 梁雁翎

119075
愛情像一塊巧

克力餅乾 王玨

172924
愛情和眼淚究

竟誰欠誰 曉雨

128364
愛情開了我們

一個玩笑 張智霖

176932
愛我你就抱抱

我 林妙可

163302
愛我就像世界

沒有明天 佚名

135166
愛是你眼裡的

一首情歌 郭美美

129476
愛是如何傷了

你我的心 鄭中基

180696
愛過了今生就

沒有遺憾[國] 阿毛

141103
我不是你想像

那麼勇敢 梁文音

109099
我不是故意要

那麼像他 劉德華

103093
我不是故意要

那麼像他 陳黎明

101322 我以為你是流 佚名

過淚的人

115620
我們共產黨人

好比種子 孫鳴傑

128268
我們擁有個名

字叫中國 張明敏

162259
我們是共產主

義接班人 佚名

139192
我們是黃河我

們是泰山 李娜

129414
我只想要與你

共有一秒 趙龍嘯

118485
我只要一個真

實的明天 王傑

134603
我和一對戀人

擦肩而過 方蓉

130851
我哼我的歌你

開你的車 白雪

162284
我在你眼裡到

底算什麼 佚名

162285
我在別人的口

中聽到你 佚名

157261
我在想你的時

候睡著了 MOJO樂團

152436
我好熱的心你

好冷的眼 佚名

158708
我寫不出來像

樣的情歌 四分衛

175550
我對你的愛你

珍惜了嗎 鄭鎰

172984
我就是那個最

愛你的人 糯米團

162254
我從來沒有停

止愛過你 佚名

159418
我心中尚未崩

壞的地方 五月天

162295
我心中的歌獻

給解放軍 佚名

110508
我恨我自己不

能忘記你 李木帥

135576
我悄悄的蒙上

你的眼睛 高勝美

157077
我想你的快樂

是因為我 洛客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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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29
我愛五指山我

愛萬泉河 李雙江

108090
我愛你不是因

為你漂亮 江俐奇

147573
我愛的人不是

愛我的人 向蕙玲

145508
我愛老爸爸我

愛老媽媽 湯燦

126564
我把心遺落在

1989 周治平

110385
我把愛情看的

過於簡單 李誌洲

102699
我把看情看的

過於簡單 陳玉健

150449
我是不是你最

疼愛的人 葉倩文

143481
我是不是你最

疼愛的人 潘越雲

135579
我是不是你最

疼愛的人 高勝美

135580
我是不是該安

靜地走開 高勝美

113313
我是不是該安

靜的走開 黎明

106618
我是個很容易

上癮的人 胡瓜

107980
我是個很容易

掏心的人 姜育恒

107981
我是個需要很

多愛的人 姜育恒

100354
我是真的愛上

你了 阿清

159871
我本是臥龍崗

散淡的人 戲曲

130932
我每天許下同

一個心願 MAKIYO

132674
我用自己的方

式愛你 陳明真

113618
我的世界為你

留住春天 滿文軍

129354
我的心刻上了

你的名字 佚名

139278 我的心裡只有 李宇春

你沒有他

136873
我的心裡只有

你沒有他 黃小琥

145922
我的愛將與你

相伴終生 吳娜

175516
我的愛情換來

你的無情 陳詠

401212
我的愛情被你

親手埋葬[國] 麥霸,阿杜

134456
我的愛那麼容

易受傷害 方季惟

180494
我的愛隨風飄

進了雲彩[國] 王愛華

102884
我的憂傷不讓

你看出來 佚名

141758
我的溫柔只有

你看得見 藍心湄

143623
我終於失去了

你的溫柔 瞿穎

172047
我終於成了別

人的女人 薛之謙

115437
我聽別人唱著

天長地久 孫楠

128397
我送你的花你

能接受嗎 伊揚

132804
我這裡假意兒

懶睜杏眼 陳淑芳

182301
我那麼愛你你

都不珍惜[國] 麥霸阿杜

173601
我願意愛你多

久你願意 陳依然

108842
戰友啊你們如

今在何方 佚名

125952
戴上咱們的銀

白色警盔 閻維文

159874
打不盡豺狼決

不下戰場 戲曲

162405
打不開的門等

不到的人 佚名

119952
打電話給我們

的好朋友 陳昇,蕭言中

109416
找一個可以喝

醉的理由 劉棟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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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96
把你的手讓我

牽牽好嗎 俞晴

125003
把愛塞進超載

的傷痛裡 易丹

162432
把愛情寄在遠

遠的地方 周傳雄

152439
擔重任乘東風

急回村上 張淑敏

150579
放我的真心在

你的手心 葉歡

172004
故鄉啊 我永遠

戀著你 侯南宇

125959
春天來到了我

們的戰場 閻維文

162690
春天裡的花園

花兒美麗 佚名

108337
是不是因為我

不夠溫柔 金學峰

134459
是不是愛情已

走到盡頭 方季惟

162742
曾記得當年京

口處相逢 佚名

117098
最愛你哭泣時

候的眼睛 邰正宵

137851
最美的原來是

看不見的 紀如璟

173551
最遠的你是我

最近的愛 金悅

157087
有你的天空才

是藍色的 羅密歐

149198
有多少愛傷了

還能重來 伊琳

159883
有多少苦同胞

怨聲載道 戲曲

162816
朝陽溝好地方

名不虛傳 佚名

159814
本應當隨母親

鎬京避難 京劇

125880
東方的太陽東

方的月亮 閻維文

136096
母親河我喊你

一聲媽媽 哈輝

142828 母親河我喊你 麥穗

一聲媽媽

110395
每次都想呼喊

你的名字 李恕權

128786
每次都想呼喊

你的名字 張鎬哲

125513
每次都想呼喊

你的名字 永邦

106457
每次都想呼喊

你的名字 胡兵

132993
永遠找不到愛

你的方式 陳琳

153637
沒有你的

MEMORY 詹采妮

173054
沒有愛過的人

不算完美 楊罡

159815
沙家兵總有一

天會解放 京劇

159890
沙家濱總有一

天會解放 戲曲

152774
流去的江水流

不去的情 張華敏

163125
清粼粼水來藍

瑩瑩的天 佚名

137296
滿街都是寂寞

的朋友嗎 江念庭

170856
漂亮的姑娘就

要嫁人了 龍梅子,老貓

139726
瀋陽啊，瀋陽

我的故鄉 李玲玉

127228
為什麼你忍心

把我放棄 張啟輝

139913
為什麼你背著

我愛別人 張洪量

128505
為什麼你背著

我愛別人 李翊君

120438
為什麼你背著

我愛別人 許誌安

111747
為什麼思念總

在分手後 林欣翰,陳美鳳

200397
為什麼愛我卻

又離開我[國] 李誌洲

181573
為什麼我開始

討厭你了[國] 丁祥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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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57
為何你對我許

下承諾 歡子

109892
為何我愛的人

傷我最深 佚名

101680
為你寫一首幸

福的歌 陳國華

170216
無情人傷害多

情的靈魂 星宇,禮琦

163373
爹親娘親不如

毛主席親 佚名

119959
王寶釧苦守寒

窯十八年 蕭閎仁

138241
現在的我最需

要人安慰 鄺美雲

108124
用一個溫暖的

冬天等你 江得勝

163463
用你的溫柔撫

平我傷口 佚名

135047
用我的真情暖

暖你的手 甘萍

155502
用我的長髮做

你的窗簾 東方二重唱

170104
男人沒有錢女

人不會愛 沈誌仲

171191
男人靠得住豬

都能上樹 張吉

144129
留給這世上我

最愛的人 容祖兒

161980
當你的吻還熱

著我的唇 林東松

119868
當愛情不再美

麗的時候 蕭全

161983
當我們年輕時+

海濱之歌 佚名

150029
疼你的心就像

疼我自己 楊林

400633
白骨精寫給孫

悟空的信[國] 周艷泓

137128
相愛的人都等

在這地方 黃雅莉

163560
看大王在帳中

和衣睡穩 佚名

163561 看天下勞苦人 佚名

民都解放

159819
祖國的好山河

寸土不讓 京劇

130692
神啊請多給我

一點力量 本多 RURU

127756
穿過你的黑髮

的我的手 張學友

120266
簡單的問候也

是一種愛 許強

116513
給我一個不愛

我的理由 田一龍

129335
給所有知道我

名字的人 趙傳

148911
綠島小夜曲月

光小夜曲 謝采雲

130974
美麗的西藏可

愛的家鄉 才旦卓瑪

153301
羞答答對奶奶

詳情告稟 佚名

160650
習天書學兵法

猶如反掌 佚名

152557
耳聽得悲聲慘

心中如搗 張火丁

136518
聖地孕育著希

望的太陽 亞東

121104
聖地孕育著希

望的太陽 韓紅

159253
聽媽媽講那過

去的事情 童聲合唱團

159900
聽樵樓打罷了

初更時候 戲曲

120373
背後的 GUITAR

手 許誌安

106303
若是我回頭來

牽你的手 洪榮宏

156799
草原上升起不

落的太陽 烏蘭托婭

146348
草原上升起不

落的太陽 西域刀郎

175125
草原上升起不

落的太陽 降央卓瑪

117956
草原上升起不

落的太陽 吳雁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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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395
草原上升起不

落的太陽 劉斌

108220
草原上升起不

落的太陽 蔣大為

400933
草原上升起不

落的太陽[國] 烏蘭圖雅

133591
草原上有一個

美妙的傳說 德德瑪

108612
被傷過的心還

可以愛誰 六哲

159909
要學那泰山頂

上一青松 戲曲

137422
親愛的你怎麼

不在身邊 江美琪

134405
親愛的你怎麼

不在身邊 黃中原,傅薇

176626
親愛的就這樣

結束了嗎 韓小薰

141817
親愛的我們究

竟怎麼了 路綺歐

400749
親愛的能不能

再次擁抱[國] 徐一鳴

400196
親親河東水親

親河東土[國] 段紅

156829
解放軍同誌請

你停一停 佚名

128130
誰說你的眼淚

我無所謂 張振宇

153334
請你不要再對

我說愛我 朱樺

173498
請你給我個離

開的理由 齊劍

180515
請你給我好一

點的情敵[國] 田馥甄

149420
謝謝你給我成

熟的機會 姚黛瑋

171312
謝謝你給我的

網絡情緣 王馨

106775
走了這麼久你

變了沒有 韓磊,劉婕

170677
走出你的世界

我更寂寞 樊少華

181671 走出你的世界 含瑞

我更寂寞[國]

143295
跟隨你的隊伍

越走越長 彭麗媛

164847
輸了你贏了世

界又如何 優客李林

111599
輸了你贏了世

界又如何 林誌炫

172848
這份愛到底會

是誰的錯 何永俊

165042
這樣的夜裡我

容易喝醉 羽泉

158170
遠方的客人請

你留下來 卓依婷

158169
遠方的客人請

你留下來 張也

128751
那一年冬天香

港在下雪 張衛健

133608
鄂爾多斯我美

麗的家鄉 德德瑪

165050
難道你真的沒

有感覺到 羽泉

170134
難道妳真的忍

心讓我哭 鄧天晴

131048
難道愛上你是

我犯的錯 柴鑫茹

109577
難道愛你是我

犯下的罪 劉維剛

129883

難道是我上輩

子欠了你(動

畫) 鄭源

128136
難道還嫌我傷

的不夠深 張振宇

400507
音樂特區酒吧

現場喊麥 DJ

400162
風風雨雨我們

牽手走過[國] 徐方,國巍

137247
高原上走來吉

祥的犛牛 吉香

176654 BABY SISTER 快樂女聲

155257
RNB 精品旋律慢

搖串燒 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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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356
一個人的寂寞

兩個人的錯 佚名

104064
一路順風山牙

族的好朋友 法璦

102691
七律人民解放

軍佔領南京 陳熙然

128467
上蒼保佑吃完

了飯的人民 張楚

175589
不想回家的女

人 2011 金城

170656
不是對不起都

換來沒關系 李貴府

110475
不是所有的相

逢都能守候 李春波,甘萍

117765
不要在你的懷

中想著別人 吳宗憲

130387
今晚你想念的

人是不是我 ALAN

132911
似水流年+有了

你+今生今世 陳潔麗

151853
你不該想著別

人又想著我 左安安

182150

你到底是個什

麼樣的女人

[國] 逍遙

107899
你可知道我愛

你 嘉駿

200052
你是我一生中

最大的驕傲 劉德華

100579
你是我這輩子

最愛的女人 柏君

143386
你會在這傷心

的地方等我 潘美辰

133539
假如愛上別人

早點告訴我 單紫寧

137370
別在我離開你

之前離開我 江美琪

180443

唱不夠的情歌

愛不夠的人

[國] 榮聯合

171160
女人別把青春

當做無所謂 孟楊

105074 如果今生不能 郭富城

和你一起

180701

如果你不愛我

請讓我單飛

[國] 阿飛

128145
如果你是我眼

中的一滴淚 張政

100338
如果你是我眼

中的一滴淚 阿正

147909
如果在你懷裡

滿足的死掉 徐懷鈺

132950
如果有一件事

是最重要的 陳珊妮

129463
如果沒有你在

身邊的時候 鄭中基

159240
如果這世界上

只剩下了海 田華,杜磊

173548
就算你不能成

為我的女人 焦慶軍

162467
從今後再莫說

你治家有方 戲曲

144308
從明天起做一

個幸福的人 孫嘉敏

110778
心愛的總有一

天你會瞭解 李茂山

100729
快讓我在雪地

上撒點兒野 崔健

103749
想一天就可以

想你到永遠 鄧廣福

116489
想你的時候你

是否會想我 湯潮

159867
想當初妹妹從

江南初來到 戲曲

116160
愛上一個人永

遠不會太遲 蘇永康

174103
愛上你是我不

小心犯的錯 龍嘯

400775

愛你不是為了

和你去如家

[國] 新街口組合

116575
愛情終究是一

場難圓的夢 童安格

106266
愛我的人不是

我所愛的人 洪榮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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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672
我不是輕易放

下感情的人 陳明真

105743
我不是那只披

著羊皮的狼 高峰

180366

我不能悲傷的

睡在你身旁[東

樂][國] 曲婉婷

148383
我不需要

TIFFANY 薛凱琪

139985
我也是滿腹文

章秀出班行 李萍

162266
我們要做雷鋒

式的好少年 佚名

118672
我完全沒有任

何理由理你 王力宏

133577
我富饒的家鄉

鄂爾多斯 德德瑪

107925
我想找個女朋

友 姜玉陽

102869
我是真的不願

放開你的手 陳詠

119689
我深愛的人不

懂如何愛我 徐嘉良

156057
我為共產主義

把青春貢獻 革命歌曲

147998 我的 SUPERSTAR 徐若瑄

154001
我的左手旁邊

是你的右手 趙靜怡

145631
我的後悔可以

說給你聽嗎 童欣

115674
我的愛從四面

八方攻擊你 山野

175561
我的財神來了

VS 財神到 卓依婷

111909
我的青春小鳥

一樣不回來 柳石明

107094
我該用什麼樣

的心來對你 黃品源

172990
我該用什麼留

住你的溫柔 郭燕

128641
或許丟了你我

才沒有傷悲 張華

147588
找一句新的話

來說喜歡我 夏宇童

173553
把你默默地放

在我的心裡 媚焱森森

174236
是你的諾言讓

我相信明天 李錦

108611
會受傷的人只

有一種可能 六哲

137403
月光森林之留

在誰的心裡 江美琪

175409
有時候男人比

女人更脆弱 韓真真

148037
有沒有一種思

念永不疲憊 曉依

120263
有沒有一種思

念永不疲憊 許強

142349
校園裡的消息

傳得特別快 孟庭葦

155472
毛主席和鄂倫

春人心連心 大家唱合唱團

125968
毛主席永遠和

我們在一起 閻維文

108178
水潑落地難收

回 2009 紀佳松

116472
沒有一首傷心

的歌適合我 泰迪羅賓

153048
沒有你的日子

我該怎麼過 佚名

119025
沒有你的日子

我願意寂寞 王櫓窗

163026
沒有共產黨就

沒有新中國 佚名

108211
沿著社會主義

大道奔前方 蔣大為

156720
沿著社會主義

大道奔向前 經典老歌

163087
海外 BT 留學生

活大爆光 佚名

135176
清粼粼的水來

藍瑩瑩的天 郭蘭英

147239
漫天雪花飄的

都是我的愛 王韞

135603 為什麼我的真 高勝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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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來我的疼

129352
為何愛情它總

是讓我心痛 趙小南

146060
煙波江上西子

情五湖泛舟 吳美英

120772
玫瑰玫瑰我愛

你+少年的我 謝雷

129621
留下來聽我把

真心話說完 鄭伊健

165398
當你的秀髮拂

過我的鋼槍 3D動漫

107114
當我再次接到

電話的時候 黃品源

159818
盼望著勝利歸

來的偵查員 京劇

110490
真想告訴你你

是我的全部 李春波

150716
真的愛我就不

要讓我傷心 葉蘊儀

120775
碧蘭村的姑娘+

梨山癡情花 謝雷

400506
第一感覺俱樂

部現場喊麥 DJ

127766
紐約的司機駕

著北京的夢 張學友

142365
羞答答的玫瑰

靜悄悄的開 孟庭葦

103192
草原上升起了

不落的太陽 刀郎

174072
該不該退出我

該不該認輸 汪洋

111740
誰是你這輩子

最愛的女人 林木

142776
誰讓我愛上你

這樣的男人 門麗

129337
請不要在別人

的肩上哭泣 趙傳

155854
讓你快樂是我

努力的重點 F4

117136
讓愛凝固在你

離開的瞬間 鐵熱沁夫,曹菲兒

100411
踩著三輪車賣

菜的老阿伯 阿牛

153942
這一刻我相信

你說我愛你 趙薇

117831
這一次你真的

傷透我的心 吳峙軒

111332
這次你是真的

傷了我的心 林子祥

164891
這輩子我們還

能在一起嗎 因果兄弟

182140

過了今夜你是

否還記得我

[國] 趙真

148839
遙遠的

PARADISE 謝安琪

126456
陪著我一直到

世界的盡頭 周傳雄

180168

離開你不是因

為我的冷漠

[國] 冷漠

175599
難道傷心是你

給我的溫柔 邱永傳

127038

雪人不見了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張偉文,呂珊

165409
響噹噹的連隊

呱呱叫的兵 3D動漫

400770

香巴拉神山見

證我們的愛

[國] 紮西尼瑪,阿斯滿

155513 魔咒 言承旭

175704 CHOCOLATEICE 衛蘭

118595 COCKNEY GIRL 王力宏

118599 FOREVER LOVE 王力宏

156345
不能讓我的煩

惱沒機會表白 黑豹樂隊

158941
不要在我寂寞

的時候說愛我 T.R.Y

129840
不要在我寂寞

的時候說愛我 鄭源

156519 世世代代銘記 經典老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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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恩情

156065
中國中國 鮮紅

的太陽永不落 革命歌曲

156479
中國中國鮮紅

的太陽永不落 民歌

128109
你願意嫁給沒

有錢的男人嗎 張振宇

104913
原來你從來沒

有真正愛過我 貢維特

120835
如果一開始你

愛上的人是我 謝霆鋒

116144
如果這是我愛

你最好的距離 蘇永康

155504
將你的靈魂接

在我的線路上 東方快車

127606
對你的愛越深

就越來越心痛 張學友

108346
就算分開你也

是我最愛的人 金木

106142
得到你的人卻

得不到你的心 歡子

154996
愛上你是我今

生唯一的決定 Discovery樂隊

108307
愛我請別傷害

我 金城

126152
愛為何不多給

我們一些時間 周俊偉

136871
我只想知道你

是否真的愛我 黃小琥

100392
我愛上隔壁阿

水家的二姑娘 阿牛

171318
我的眼淚是你

看不見的傷心 田躍君

175569
我知道你從來

就沒有愛過我 隆隆

143416
我等你說出這

一句等了好久 潘美辰

157179
我聽這種音樂

的時候最愛你 龍寬九段

100907
所有的傷痛讓

我一個人來背 曹磊

154606 拜金國際俱樂 拜金小姐

部啦啦隊之歌

132940
拜金國際俱樂

部啦啦隊之歌 陳珊妮,李瑞嫻

110579
有個地方很美

麗我要帶你去 李炆

126419
有沒有一首歌

會讓你想起我 周傳雄

121173
梅我們是否應

該要個孩子了 雪村

156233
歡迎新年到+新

年來到真熱鬧 花仙子

110934
毛主席的恩情

比山高比水長 李雙江

136457
沒有你的日子

我真的好孤單 韓晶

190052

為什麼我愛的

人卻讓我難過

[國] 徐誌強

160610
為什麼此刻還

在想還在瘋狂 佚名

173087
為什麼每個深

夜總把你想起 王藝

117483
為什麼相愛的

人不能到永遠 伍天宇

129869
為什麼相愛的

人不能在一起 鄭源

100404
用馬來西亞的

天氣來說愛你 阿牛

159961
盤夫索夫之官

人好比天上月 越劇

119652
相信 BELIEVE

ME 小蟲

173558
穿著我送你的

鞋跟著他跑了 孫揚傑

108164
美麗的姑娘總

在遙遠的地方 江濤

133267
這一次我是真

的留下來陪你 陳紅

175276
點解+Bad Boy+

一個人的精彩
謝安琪,梁文音,劉美

君

155255
2008 年 8 月中

文慢搖串燒 音創 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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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760 FOREVER YOUNG 王嘯坤

175559
人逢喜事精神

爽 VS 添丁發財 卓依婷

116747

但願人長久+淚

的小雨+小城故

事 譚詠麟,芳華十八

120699

你不是我的月

亮我不是你的

雲 謝軍

200124
假裝+自動自覺

+詛咒+借歪 周慧敏

107422

我不知道風是

在哪一個方向

吹 黃磊

108054

我曾經那樣倉

惶失措的想著

你 季中平

143847
我的驕傲+笑說

想+習慣失戀 容祖兒,古巨基

150038

我迷上了一種

叫做音樂的東

西 楊梓

151391

把愛停留在你

不能殺傷的距

離 周冰倩

145178

春的花秋的風

冬的飄雪愛的

人 蘇慧倫

180585

有沒有一種幸

福可以讓我不

哭[國] 藍雨

110682

毛主席的話兒

記在我們心坎

裡 李福山

163029

沒有強大的祖

國哪有幸福的

家 佚名

163089

海島女民兵之

這裡頭有啥文

章 佚名

106154

為什麼你要傷

害一個愛你的

人 歡子

400693

為什麼我們這

輩子不能在一

起[國] 宋銘

180530

為什麼會愛上

你這樣一個女

人[國] 程科

129873

當我孤獨的時

候還可以抱著

你 鄭源

129353

錯的時間錯的

地點遇到對的

人 趙小南

120283
IT S YOUR

LIFE 許誌安

118606
LOVE LOVE

LOVE 王力宏

108120

不要在喝醉時

才對我說你的

心事 江得勝

116808

但願人長久+小

城故事+月亮代

表我 譚詠麟

139849

你什麼時候能

愛我像愛自己

一樣 李翊君

173505

如果我的離開

可以成全你們

的愛 張雷

101834

如果這一秒鐘

你跟我講你不

愛我 陳奕迅

161739

定要把這深情

厚意送往四面

八方 佚名

125657

我寫不出一首

情歌給我最愛

的你 袁培華

156235

金獅拜年+飄飄

樂逍遙+招財進

寶財 花仙子

117880
BYE BYE MY

LOVE 吳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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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79

有多少愛可以

重來&愛與痛的

邊緣[國] 鄧紫棋

119029
再說聲 SA LANG

HAE YO 王櫟鑫

154556

新年喜眉梢+福

星高照樂開懷+

醒獅來拜年 八大巨星

117787

是不是這樣的

夜晚你才會這

樣的想起我 吳宗憲

118775

那些你們喜歡

的不喜歡的我

都喜歡的女孩 王嘯坤

158167

過新年歡喜就

好+恭喜中萬字

+五路財神照顧

你 群星

157803

對寂寞的心+長

流不息+相思風

雨中+問+只有

情永在 佚名

118594
CAN YOU FEEL

MY WORLD 王力宏

121090
HOW DEEP IS

YOUR LOVE YUKI

120419

DANCE MEDLEY,

情人不肯,我沒

有事 許誌安

120794

響往+風從那裡

來+往事只能回

味+淚的小花+

今天不回家 謝雷

159550

讓我歡喜讓我

憂+你怎麼捨得

我難過+愛如潮

水+讓我一次愛

個夠 溫拿樂隊

120425

SUPER MEDLEY+

花花宇宙+聽身

體唱歌+失憶週

末 許誌安

165237

幻影+今夜你會

不會來+誰可改

變+那有一天不

想你+忘情冷雨

夜+每天愛你一

些 至尊三人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