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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CODE TITLE ARTIST PINYIN
560445 风台心情 ftxq
562229 双面人 smr
523761 民国几年 KISS mgjn
523079 911 jyy
523078 最爱 za
970777 COME AS YOU ARE NIRVANA caya
977766 ONE LIFE NO ANGELS ol
524576 台湾进行曲 twjxq
574545 我爱雨夜花 S.H.E wayyh
974955 SUPER7 pwt
974954 真命天子 SUPER7 zmtz
971546 乎你机会 hnjh
523922 我没读书 阿弟仔 wmds
523061 雨衣 阿杜 yy
524426 梦中的情话 mzdqh
562545 思念哟 sny
524858 爱的犹原是你 阿吉仔 adyysn
562762 爱情走马灯 阿吉仔 aqzmd
523106 甭勉强 阿吉仔 bmq
523573 不通天光 阿吉仔 bttg
562443 查埔人的心情 阿吉仔 cprdxq
524211 歹竹出好笋 阿吉仔 dzchs
562761 东港未了情 阿吉仔 dgwlq
522881 奋斗 阿吉仔 fd
524289 好歹拢是命 阿吉仔 hdlsm
524298 后悔的目屎 阿吉仔 hhdms
562913 黄昏思情 阿吉仔 hhsq
523677 回心转意 阿吉仔 hxzy
524922 会好嘛无一定 阿吉仔 hhmwyd
563049 将感情放水流 阿吉仔 jgqfsl
523224 江湖泪 阿吉仔 jhl
562215 旧情深深 阿吉仔 jqss
562169 空中云 阿吉仔 kzy
523261 梨花泪 阿吉仔 lhl
522949 流浪 阿吉仔 ll
524415 落迫免怨叹 阿吉仔 lpmyt
523288 免伤悲 阿吉仔 msb
524430 命运的吉他 阿吉仔 mydjt
524432 命运的脚步 阿吉仔 mydjb
522958 母亲 阿吉仔 mq
523294 母亲花 阿吉仔 mqh
524473 漂泊的笑容 阿吉仔 pbdx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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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170 青春不再回 阿吉仔 qcbzh
523817 人在江湖 阿吉仔 rzjh
562091 失恋的节奏 阿吉仔 sldjz
523357 涮涮去 阿吉仔 ssq
524561 爽就免歹势 阿吉仔 sjmds
523386 吞落去 阿吉仔 tlq
525187 我不是随便的人 阿吉仔 wbssbdr
523419 相思瞑 阿吉仔 xsm
523949 香港恋情 阿吉仔 xglq
525033 心爱的你敢知 阿吉仔 xadngz
524773 有话无块讲 阿吉仔 yhwkj
524783 雨夜伤心泪 阿吉仔 yysxl
562093 月娘我问你 阿吉仔 ynwwn
524797 运命莫怨天 阿吉仔 ymmyt
562912 走唱人生 阿吉仔 zcrs
524477 牵手斗阵行 qsdzx
571539 彼岸花 阿轮 bah
971223 告天地 阿轮 gtd
976591 千山风云过 阿轮 qsfyg
571720 无字的绝情批 阿轮 wzdjqp
880374 注定 阿轮 zd
880378 花中谜 hzm
523216 花的语 阿牛 hdy
523359 水查某 阿牛 scm
880238 我爱上隔壁阿水家的二姑娘 阿牛 wasgbasjd
525195 我们一家都是人 阿牛 wmyjdsr
524781 有缘来作伙 阿牛 yylzh
523477 再出发 zcf
976729 梦中的玫瑰 阿茹 mzdmg
976728 舞影歌声 wygs
567397 爱你的机会 andjh
572269 阿公的老刻盘 安琪 agdlkp
603177 阿公的老刻盘 安琪 agdlkp
572268 多刺玫瑰 安琪 dcmg
603178 多刺玫瑰 安琪 dcmg
572176 他的情批 安琪 tdqp
602926 他的情批 安琪 tdqp
570519 讨厌唱情歌 安琪 tycqg
572177 幸福的尾声 安琪 xfdws
602927 幸福的尾声 安琪 xfdws
570517 咱的爱情 安琪 zdaq
570753 正牌查某朋友 安琪 zpcmpy
575486 I LOVE YOU ily
564378 LOVE U MORE 芭芘娃娃 lum
567731 感冒 芭芘娃娃 gm
567733 黑白舞 芭芘娃娃 hbw
565036 酒喝乎漓 芭芘娃娃 jhhl
564949 爽 芭芘娃娃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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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332 玩作伴 芭芘娃娃 wzb
565037 摇来摇去 芭芘娃娃 ylyq
523506 白冰冰 sygb
523086 白冰冰 adm
567921 爱情 白冰冰 aq
523547 爱情探戈 白冰冰 aqtg
523129 痴情酒 白冰冰 cqj
522876 冬风 白冰冰 df
525251 二十一世纪查某人 白冰冰 esysjcmr
572105 红楼梦 白冰冰 hlm
602934 红楼梦 白冰冰 hlm
523250 苦情花 白冰冰 kqh
524375 浪漫女人心 白冰冰 lmnrx
567919 失恋的酒拢袜醉 白冰冰 sldjlwz
567920 我咧憨八摆 白冰冰 whbb
524696 笑笑看前途 白冰冰 zzkqt
567918 情伴 qb
572104 酒仙点红花 jxdhh
602933 酒仙点红花 jxdhh
567916 饮酒哈烧茶 yjhsc
567917 天星伴月光 txbyg
524066 爱你好不好 anhbh
571139 klo
569570 今夜又搁想起你 jyygxqn
569628 我的心肝为你痛 wdxgwnt
569571 我问雨水 wwys
569627 我犹原爱你 wyyan
569572 有一种爱 yyza
576374 不甘你的目屎 bgndms
576375 你一定爱我 nydaw
567261 为爱潦落去 wallq
567262 心内有数 xnys
567263 愈爱愈悲哀 yayba
567109 可爱的舞伴 kadwb
566990 六月雪 lyx
567108 你是我的世界 nswdsj
566991 情绵绵爱绵绵 qmmamm
566992 永远爱你 yyan
570904 I LOVE YOU 办桌二人组 ily
524054 爱到才知痛 办桌二人组 adczt
569177 爱你的心 办桌二人组 andx
564086 爱着你 办桌二人组 azn
522855 办桌 办桌二人组 bz
572681 半边月 办桌二人组 bby
971283 不甘放手 办桌二人组 bgfs
560075 痴情第一憨 办桌二人组 cqdyh
880997 风筝乃啊乃 办桌二人组 fznan
572683 感情抹倘对头来 办桌二人组 gqmtd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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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9178 甲你在一起 办桌二人组 jnzyq
572684 甲伤心作伴 办桌二人组 jsxzb
572682 叫着心爱的名 办桌二人组 jzxadm
523228 今仔日 办桌二人组 jzr
569082 可爱的美眉 办桌二人组 kadmm
560472 来世牵手行 办桌二人组 lsqsx
569081 冷淡的都市 办桌二人组 lddds
564087 离别的歌声 办桌二人组 lbdgs
880989 麻吉的歌 办桌二人组 mjdg
880964 你好否 办桌二人组 nhf
560960 牵你的手 办桌二人组 qnds
560473 沁心 办桌二人组 qx
880998 双双对对万年富贵 办桌二人组 ssddwnfg
560471 思念寄乎你 办桌二人组 snjhn
523883 他乡的雨 办桌二人组 txdy
525002 提酒矸过日子 办桌二人组 tjggrz
971284 我爱到 办桌二人组 wad
560073 我的阿娜达 办桌二人组 wdand
560074 无你的所在 办桌二人组 wndsz
570907 想起彼当时 办桌二人组 xqbds
564293 哮抹出声 办桌二人组 xmcs
525032 心爱的不爱我 办桌二人组 xadbaw
572685 遥远的记忆 办桌二人组 yydjy
569083 永远的朋友 办桌二人组 yydpy
970826 有你有我 办桌二人组 ynyw
570905 再相逢 办桌二人组 zxf
880990 这个城市 办桌二人组 zgcs
564294 真情 办桌二人组 zq
570908 重逢火车站 办桌二人组 zfhcz
523834 伤心的你 sxdn
976286 跟我行 gwh
524924 火车顶的心情 卜学亮 hcddxq
523138 春宵梦 蔡凤凰 cxm
525252 港边是离别的所在 蔡凤凰 gbslbdsz
524368 快乐的农家 蔡凤凰 kldnj
524467 女性的哀怨 蔡凤凰 nxday
523198 逛夜市 gys
523697 酒场情话 jcqh
573851 快乐过新年 klgxn
523735 恋爱列车 lalc
523741 旅途夜风 ltyf
524833 最后的出帆 zhdcf
901632 妈妈的眼泪 蔡佳麟 mmdyl
574240 伤心无尾巷 蔡佳麟 sxwwx
901602 天色渐渐光 蔡佳麟 tsjjg
901603 为你打拼 蔡佳麟 wndp
901662 怎样乎你离开 蔡佳麟 zyhnlk
901633 这款的爱情温温痛 蔡佳麟 zkdaqw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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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4068 爱人变朋友 arbpy
976567 做自己 zzj
571409 回心转意 蔡佳莹 hxzy
571408 今宵 蔡佳莹 jx
572577 昙华一梦 蔡佳莹 thym
880254 qkn
880253 随人打算 srds
524861 爱难忘情难忘 蔡谨全 anwqnw
523029 惜缘 蔡谨全 xy
523022 无名 蔡兰 wm
524257 感情放水流 蔡丽津 gqfsl
524587 天生的一对 tsdyd
523255 老曲盘 蔡琴 lqp
522951 洛神 蔡琴 ls
525136 妈妈请你也保重 蔡琴 mmqnybc
523795 飘浪之女 蔡琴 plzn
524840 最后一封信 蔡琴 zhyfx
524106 爱人在天涯 蔡秋凤 arzty
523101 饱搁醉 蔡秋凤 bgz
569557 甭搁想彼多 蔡秋凤 bgxbd
573692 渡冷月 蔡秋凤 dly
561109 风流 蔡秋凤 f
564007 甘愿孤单 蔡秋凤 gygd
561107 红色的玫瑰 蔡秋凤 hsdmg
523666 花落土时 蔡秋凤 hlts
569556 家 蔡秋凤 j
901663 江湖 蔡秋凤 jh
524333 今夜放心醉 蔡秋凤 jyfxz
563792 今夜犹原想着你 蔡秋凤 jyyyxzn
523693 进退两难 蔡秋凤 jtln
561104 救命 蔡秋凤 jm
524356 可恨的爱人 蔡秋凤 khdar
561106 梦中人 蔡秋凤 mzr
973641 命 蔡秋凤 m
523304 蔡秋凤 nnn
569194 女人啊女人 蔡秋凤 nranr
564149 女人酒 蔡秋凤 nrj
569196 签诗 蔡秋凤 qs
564008 秋风情泪 蔡秋凤 qfql
525158 三暝三日写三字 蔡秋凤 smsrxsz
561707 伤心俱乐部 蔡秋凤 sxjlb
901634 伤心再会 蔡秋凤 sxzh
522998 世间 蔡秋凤 sj
561105 是你乎我痛 蔡秋凤 snhwt
525163 爽到你艰苦到我 蔡秋凤 sdnjkdw
569195 爽快永远拢是伊 蔡秋凤 skyylsy
561103 思思念念拢是你 蔡秋凤 ssnnlsn
523004 算命 蔡秋凤 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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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390 望故乡 蔡秋凤 wgx
971192 问韩信 蔡秋凤 whx
524633 无爱就离开 蔡秋凤 wajlk
567274 无醉分袂开 蔡秋凤 wzf
573691 惜福 蔡秋凤 xf
564516 想开就好 蔡秋凤 xkjh
523429 笑红尘 蔡秋凤 xhc
564150 胭脂花 蔡秋凤 zh
569555 一段情 蔡秋凤 ydq
901635 一口饭 蔡秋凤 ykf
573690 一切拢是空 蔡秋凤 yqlsk
564709 一生为着你 蔡秋凤 yswzn
570214 雨水我问你 蔡秋凤 yswwn
974016 雨水我问你 蔡秋凤 yswwn
569558 真心才有好结果 蔡秋凤 zxcyhjg
561108 走味的歌 蔡秋凤 zwdg
523496 醉归晚 蔡秋凤 zgw
973642 醉李白 蔡秋凤 zlb
524009 用心干杯 yxgb
901664 恩爱 ea
561102 你有够狠 nygh
523490 姊妹情 zmq
573656 幸福的人 xfdr
568176 玫瑰酒 mgj
567273 梦醒拢是空 mxlsk
971191 相信我 xxw
524816 真心遇无心 蔡胜裕 zxywx
524010 有梦尚美 ymsm
569273 爱你到老 蔡小虎 andl
569193 爱情炉丹 蔡小虎 aqld
524108 爱人醉落去 蔡小虎 arzlq
724108 爱人醉落去 蔡小虎 arzlq
569272 不应该爱你 蔡小虎 bygan
524887 吃苦当作吃补 蔡小虎 ckdzcb
524888 痴情乎人心疼 蔡小虎 cqhrxt
724888 痴情乎人心疼 蔡小虎 cqhrxt
566640 痴情无后悔 蔡小虎 cqwhh
568403 出卖 蔡小虎 cm
523591 春夏秋冬 蔡小虎 cxqd
523608 赌情搏爱 蔡小虎 dqba
572582 堕落情话 蔡小虎 dlqh
566638 放乎醉 蔡小虎 fhz
880972 放袂落 蔡小虎 fml
563957 放你自由飞 蔡小虎 fnzyf
522880 放手 蔡小虎 fs
524904 风的名雨的影 蔡小虎 fdmydy
524278 故乡的地图 蔡小虎 gxddt
563790 今生最爱的人 蔡小虎 jsza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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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639 玛莉小姑娘 蔡小虎 mlxgn
569192 买醉的人 蔡小虎 mzdr
566560 梦中的探戈 蔡小虎 mzdtg
976641 男人的坚持 蔡小虎 nrdjc
566561 青春花再开 蔡小虎 qchzk
976640 情深似海 蔡小虎 qssh
976655 人生旅途 蔡小虎 rslt
523831 山盟海誓 蔡小虎 smhs
523842 伤心小巷 蔡小虎 sxxx
524535 伤心雨那落 蔡小虎 sxynl
523367 思相枝 蔡小虎 sxz
523882 随风来去 蔡小虎 sfq
524580 疼你若生命 蔡小虎 tnrsm
563791 挺你到底 蔡小虎 tndd
880971 望月想你 蔡小虎 wyxn
880970 问感情 蔡小虎 wgq
523398 我不甘 蔡小虎 wbg
568405 无心之罪 蔡小虎 wxzz
524660 无缘的祝福 蔡小虎 wydzf
563956 心落雪 蔡小虎 xlx
568404 心碎再碎 蔡小虎 xszs
524716 心所爱的人 蔡小虎 xsadr
566559 心疼 蔡小虎 xt
572584 遥远的美丽 蔡小虎 yydml
970752 一把无情盐 蔡小虎 ybwqy
523988 一错再错 蔡小虎 yczc
525045 一个人恰自由 蔡小虎 ygrqzy
524747 一生只有你 蔡小虎 yszyn
560284 意难忘 蔡小虎 ynw
572583 用真心爱一个人 蔡小虎 yzxaygr
524014 愈搏愈重 蔡小虎 ybyz
524018 鸳鸯一场 蔡小虎 yyyc
524821 只要你平安 蔡小虎 zynpa
572585 重感情 蔡小虎 zgq
568406 醉过 蔡小虎 zg
564914 尚爱也是你 saysn
564915 真爱无后悔 zawhh
566637 坚强的爱 jqda
565497 伤心的我伤心的歌 sxdwsxdg
523948 相对的心 xddx
565596 像画搁像花 xhgxh
561101 对你的这段情 dndzdq
571221 红尘缘 hcy
560285 蝴蝶梦 hdm
524339 酒后吐真言 jhtzy
563059 美丽的错误 mldcw
568418 袂冻无你 dwn
563536 梦中的情人 mzdqr

蔡小虎/陈美凤
蔡小虎/陈美凤
蔡小虎/黄思婷
蔡小虎/黄思婷
蔡小虎/林姗
蔡小虎/林姗
蔡小虎/龙千玉
蔡小虎/龙千玉
蔡小虎/龙千玉
蔡小虎/龙千玉
蔡小虎/龙千玉
蔡小虎/龙千玉
蔡小虎/龙千玉



566569 千年万年 qnwn
723352 世间路 sjl
880920 疼惜 tx
565621 用心爱过的人 yxagdr
563203 雨绵绵 ymm
566191 云罩月 yzy
565421 再生缘 zsy
724817 真心只爱你 zxzan
565496 温温的酒杯 wwdjb
524740 一切没问题 yqmwt
724740 一切没问题 yqmwt
571517 痴情胆 cqd
880943 今生无缘 jswy
565420 梦醒在三更 mxzsg
565870 醉千年 zqn
574714 我愿意 wyy
523629 港都恋歌 蔡幸娟 gdlg
562123 姐妹 蔡幸娟 jm
523270 乱乱梦 蔡幸娟 llm
561849 袂萎的花蕊 蔡幸娟 wdhr
524570 送君珠泪滴 蔡幸娟 sjzld
524601 袜萎的花蕊 蔡幸娟 wwdhr
523033 相思 蔡幸娟 xs
565212 墓仔埔也敢去 蔡依林 mzpygq
576511 出外的浪子 蔡义德 cwdlz
576510 你讲好不好 蔡义德 njhbh
576513 牵手 蔡义德 qs
576143 生命的情歌 蔡义德 smdqg
576512 天大地大 蔡义德 tddd
576142 我要唱歌 蔡义德 wycg
971184 心头肉 蔡义德 xtr
976225 志气 蔡义德 zq
575793 趁今夜 cjy
971183 ol
880368 欧麦尬 omg
523147 大节女 蔡振南 djn
523204 憨阿呆 蔡振南 had
525112 好运今年轮到我 蔡振南 hyjnldw
524526 伤心到深更 蔡振南 sxdsg
523008 太阳 蔡振南 ty
523447 烟花情 蔡振南 yhq
523998 一笑天下 蔡振南 yxtx
560761 异乡悲恋梦 蔡振南 yxblm
568092 搁拼三五年 gpswn
880957 对伊搁留恋 曹雅雯 dygll
880958 好天气 曹雅雯 htq
574192 女人香 曹雅雯 nrx
880985 深深的爱 曹雅雯 ssda

蔡小虎/龙千玉
蔡小虎/龙千玉
蔡小虎/龙千玉
蔡小虎/龙千玉
蔡小虎/龙千玉
蔡小虎/龙千玉
蔡小虎/龙千玉
蔡小虎/龙千玉
蔡小虎/王瑞霞
蔡小虎/王瑞霞
蔡小虎/王瑞霞
蔡小虎/张秀卿
蔡小虎/张秀卿
蔡小虎/张秀卿
蔡小虎/张秀卿
蔡小虎/朱海君

蔡义德/李嘉
OK啦 蔡义德/张秀卿

蔡义德/周韦杰

曹俊鸿/詹雅雯



880986 失去你 曹雅雯 sqn
976657 最后尾班车 zhwbc
880466 作客他乡 曾辉彬 zktx
525302 你惦我心内尚深的所在 曾淑勤 ndwxnssds
523516 爱不对人 曾心梅 abdr
524868 爱你是阮的命 曾心梅 ansrdm
524877 爱人是行船人 曾心梅 arsxcr
524110 爱我三分钟 曾心梅 awsfz
522858 变心 曾心梅 bx
523116 不想伊 曾心梅 bxy
523594 大船入港 曾心梅 dcrg
523595 大海入港 曾心梅 dhrg
523154 第三者 曾心梅 dsz
525100 多情多恨多怨叹 曾心梅 dqdhdyt
570118 分手纪念日 曾心梅 fsjnr
524258 感情放一边 曾心梅 gqfyb
524264 感情用一半 曾心梅 gqyyb
523709 倔强的爱 曾心梅 jjda
524361 苦酒的探戈 曾心梅 kjdtg
522941 揽云 曾心梅 ly
523272 落山风 曾心梅 lsf
523766 哪讲着爱 曾心梅 njza
523791 你着忍耐 曾心梅 nzrn
525155 阮的心没人来疼 曾心梅 rdxmrlt
524528 伤心的所在 曾心梅 sxdsz
525293 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 曾心梅 snndxgngz
524585 天公疼憨人 曾心梅 tgthr
524597 褪色的恋情 曾心梅 tsdlq
523018 违背 曾心梅 wb
524640 无奈的相思 曾心梅 wndxs
524651 无情放袂记 曾心梅 wqfmj
524662 无缘做爱人 曾心梅 wyzar
524674 惜别的海岸 曾心梅 xbdha
523418 相思梦 曾心梅 xsm
523047 醒来 曾心梅 xl
525209 夜深情深人孤单 曾心梅 ysqsrgd
524007 永远不同 曾心梅 yybt
524780 有谁人来陪 曾心梅 ysrlp
524793 越头作阮走 曾心梅 ytzrz
523484 只有你 曾心梅 zyn
524831 最爱你一人 曾心梅 zanyr
524178 痴心沉入海 cxcrh
523679 活在梦中 hzmz
524925 寂寞是阮的名 jmsrdm
524345 旧情也绵绵 jqymm
523836 伤心酒店 sxjd
523890 疼你入心 tnrx
525060 雨绵绵情绵绵 ymmqmm

曹雅雯/许富凯

曾心梅/陈中
曾心梅/陈中
曾心梅/陈中
曾心梅/陈中
曾心梅/陈中
曾心梅/陈中
曾心梅/陈中



523063 缘份 yf
901944 别来这套 沉芳如 blzt
901945 试心 沉芳如 sx
901962 思念成河 沉芳如 snch
901963 思念梦决醒 沉芳如 snmjx
881002 沉建豪 ol
881001 无拼抹出名 沉建豪 wpmcm
881003 樱花梦 yhm
880362 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 rsynzwdsm
523541 爱钱有道 陈百潭 aqyd
524097 爱情一阵风 陈百潭 aqyzf
522866 初恋 陈百潭 cl
523174 风飞沙 陈百潭 ffs
523700 酒国英雄 陈百潭 jgyx
522936 靠岸 陈百潭 ka
522945 恋歌 陈百潭 lg
522955 买醉 陈百潭 mz
523286 梦再望 陈百潭 mzw
723286 梦再望 陈百潭 mzw
522976 情难 陈百潭 qn
524625 我是好男儿 陈百潭 wshne
524738 一定要成功 陈百潭 ydycg
524779 有情若无情 陈百潭 yqrwq
523071 振作 陈百潭 zz
523076 追求 陈百潭 zq
523266 六月天 lyt
565622 重逢等何时 zfdhs
565570 陈妃 esd
565571 爱人啊你置叨位 陈妃 aranzw
564952 碰到你 陈妃 pdn
565695 深秋的暗螟 陈妃 sqdam
564951 陈妃 wan
565426 无结果的恋情 陈妃 wjgdlq
565168 心痛的人 陈妃 xtdr
565427 要按怎 陈妃 yaz
564712 一首歌一个人 陈妃 ysgygr
564713 雨中想起那段情 陈妃 yzxqndq
564811 走出你的世界 陈妃 zcndsj
880284 前世缘 qsy
976493 歹逗阵 ddz
524839 最后火车站 陈建华 zhhcz
522850 I'M SORRY 陈雷 is
563279 爱甲流目油 陈雷 ajlmy
573468 爱情啊 陈雷 aqa
524079 爱情不要卖 陈雷 aqbym
524080 爱情冲冲冲 陈雷 aqccc
724080 爱情冲冲冲 陈雷 aqccc
524871 爱情的飞凌机 陈雷 aqdfj

曾心梅/陈中

ok啦

沉建豪/裴琳
沉香莲/钟兴睿

陈百潭/白冰冰
陈百潭/龙千玉

E时代

我爱你(无原唱)

陈冠霖/秀兰玛雅
陈嘉桦/江蕙



573467 爱情再会 陈雷 aqzh
524101 爱人不免惊 陈雷 arbmj
523110 补空梦 陈雷 bkm
723110 补空梦 陈雷 bkm
524137 不甘拆分开 陈雷 bgcf
524145 不通闯红灯 陈雷 btchd
569043 不通放阮孤单 陈雷 btfrgd
523125 陈雷声 陈雷 sls
567507 痴情男儿 陈雷 cqne
523582 痴情无伴 陈雷 cqwb
524889 丑丑啊思相枝 陈雷 ccasxz
724889 丑丑啊思相枝 陈雷 ccasxz
569044 初恋梦 陈雷 clm
523139 纯情曲 陈雷 cqq
524213 到担我才知 陈雷 ddwcz
523155 丢丢弹 陈雷 ddt
564175 渡时机 陈雷 dsj
523167 放呼醉 陈雷 fhz
523620 风云再起 陈雷 fyzq
523178 风真透 陈雷 fzt
573469 红叶 陈雷 hy
523670 怀念的人 陈雷 hndr
563200 欢喜干一杯 陈雷 hxgyb
523671 欢喜就好 陈雷 hxjh
723671 欢喜就好 陈雷 hxjh
524921 黄昏的码头灯 陈雷 hhdmtd
525118 魂走九宵三千里 陈雷 hzjxsql
563277 今夜的月光 陈雷 jydyg
522929 坎站 陈雷 kz
564176 看乎开 陈雷 khk
522937 靠站 陈雷 kz
524353 可爱的花蕊 陈雷 kadhr
569048 离别夜港边 陈雷 lbygb
567506 恋恋恋 陈雷 lll
767506 恋恋恋 陈雷 lll
523743 罗汉脚仔 陈雷 lhjz
523274 码头酒 陈雷 mtj
563395 美丽人生 陈雷 mlrs
523297 那个人 陈雷 ngr
523772 陈雷 nhanwyc
570431 朋友 陈雷 py
563057 飘浪的人 陈雷 pldr
564255 拼出头 陈雷 pct
563201 请你着等待 陈雷 qnzdd
524510 染色的头鬃 陈雷 rsdtz
563056 人在江湖 陈雷 rzjh
563394 日日春日日圆 陈雷 rrcrry
563278 日思夜梦 陈雷 rsym

那会按呢(无原唱)



524518 阮要返来去 陈雷 ryfq
573466 三年的爱情 陈雷 sndaq
524992 莎哟娜啦探戈 陈雷 synltg
724992 莎哟娜啦探戈 陈雷 synltg
524524 陈雷 sqglr
564254 伤心小巷 陈雷 sxxx
564667 上美的春天 陈雷 smdct
569045 声声叫著你 陈雷 ssjzn
569046 失落的梦 陈雷 sldm
523000 输赢 陈雷 sy
523006 随缘 陈雷 sy
523377 台湾话 陈雷 twh
564173 天天醉 陈雷 ttz
525006 甜甜的白贼话 陈雷 ttdbzh
525269 往事就是我的安慰 陈雷 wsjswdaw
525270 我的稀微有啥关稀 陈雷 wdxwysgx
524622 我若变好额 陈雷 wrbhe
524628 我是为你好 陈雷 wswnh
724628 我是为你好 陈雷 wswnh
570573 我最爱的人就是你 陈雷 wzadrjsn
523402 无后悔 陈雷 whh
523021 无解 陈雷 wj
524641 无奈的注定 陈雷 wndzd
562319 无缘的牵挂 陈雷 wydqg
524699 心爱的甭哭 陈雷 xadbk
724699 心爱的甭哭 陈雷 xadbk
561159 心爱的不通找别人 陈雷 xadbtzbr
523956 心爱的人 陈雷 xadr
524708 心肝捉坦横 陈雷 xgzth
564457 夜夜想到你 陈雷 yyxdn
569047 忧愁泪海 陈雷 yclh
564174 有你真好 陈雷 ynzh
562320 有影美 陈雷 yym
523460 有影无 陈雷 yyw
564668 月下誓言 陈雷 yxsy
524792 越头作你去 陈雷 ytznq
570432 真情爱 陈雷 zqa
523488 祝福你 陈雷 zfn
564458 自然风 陈雷 zrf
524828 自然就是美 陈雷 zrjsm
524843 最佳男主角 陈雷 zjnzj
570572 爱情黑白话 aqhbh
573465 叫一声心爱的 jysxad
570430 爱你的日子 andrz
563055 情深似海 qssh
569042 醉梦人生 zmrs
523316 前世缘 qsy
567431 相伴 xb

伤情过路人(欣赏版)

陈雷/陈思安
陈雷/陈思安
陈雷/甲子慧
陈雷/孙淑媚
陈雷/谢婷婷
陈雷/佚名
陈立纹/荒山亮



901616 爱的事业 陈茂丰 adsy
575344 痴情跟你走 陈茂丰 cqgnz
575343 独伤情 陈茂丰 dsq
901617 独一无二 陈茂丰 dywe
901618 红玫瑰 陈茂丰 hmg
971531 情关 陈茂丰 qg
571612 情深彼当时 陈茂丰 qsbds
901619 我的心 陈茂丰 wdx
971532 我甘愿 陈茂丰 wgy
971533 无解 陈茂丰 wj
971534 相爱变伤害 陈茂丰 xabsh
571613 笑人生 陈茂丰 xrs
575342 新娘衫 陈茂丰 xns
575341 鸳鸯 yy
571543 尚麻吉 smj
567937 来世情 lsq
571544 签诗 qs
567936 无心无意 wxwy
880896 心无退路 xwtl
524017 鸳鸯水鸭 陈美凤 yysy
560673 船只 cz
563457 阿爸的心肝宝贝 陈明章 abdxgbb
563526 阿嬷的五分仔车 陈明章 adwfzc
563456 海尪 陈明章 h
563725 黑面琵鹭的故乡盐埕所在 陈明章 hmpdgxysz
523731 浪子人生 陈明章 lzrs
525304 阮呒是一个无感情个人 陈明章 rmsygwgqg
525156 阮最爱的玫瑰花 陈明章 rzadmgh
525000 苏澳来乁尾班车 陈明章 salwbc
525296 无情个所在有情个歌 陈明章 wqgszyqgg
563657 油桐花新娘 陈明章 ythxn
523396 我爱你 wan
523639 鼓声若响 陈升 gsrx
723639 鼓声若响 陈升 gsrx
523300 男人港 nrg
561147 台客颂 tks
523471 月夜愁 陈淑桦 yyc
525081 爱情的酒拢袂退 陈淑萍 aqdjlmt
523644 海海人生 陈淑萍 hhrs
561156 花好当开 陈淑萍 hhdk
561155 叫出你的名 陈淑萍 jcndm
561154 你的心你的梦 陈淑萍 ndxndm
524053 爱到才知痛 adczt
574954 爱过彼个人 陈思安 agbgr
567961 陈思安 aqaq
567960 爱情一场梦 陈思安 aqycm
574953 爱人在哪里 陈思安 arznl
567957 对你的记治 陈思安 dndjz

陈茂丰/甲子慧
陈茂丰/王中平
陈茂丰/詹曼玲
陈茂丰/詹曼玲
陈茂丰/詹曼玲
陈茂丰/詹曼铃

陈美凤/澎恰恰

陈明章/黄妃

陈升/刘若英
陈升/张震岳

陈淑萍/陈中

爱情爱情(欣赏版)



574951 感恩 陈思安 ge
563199 陈思安 hxdgya
574955 老伴 陈思安 lb
563053 陈思安 lqg
563054 陈思安 qsjs
562915 陈思安 wnhlq
571540 无路用是我不敢 陈思安 wlyswbg
567958 无情是你不是我 陈思安 wqsnbsw
567959 无缘的人 陈思安 wydr
574952 无缘的手戒 陈思安 wydsj
571415 心所爱的你 陈思安 xsadn
562916 陈思安 yxbjcsd
571541 有爱无爱扰是痛 陈思安 yawarst
571542 真美丽 陈思安 zml
571416 祝福你甲依 陈思安 zfnjy
576085 最后的情歌 zhdqg
970765 爱过生份人 陈随意 agsfr
976545 成功 陈随意 cg
901706 厝内 陈随意 cn
901668 等我出头天 陈随意 dwctt
565739 返来阮的梦 frdm
901667 今生只为你 jszwn
970855 梦红尘 mhc
973598 牵你的手 qnds
901705 知己 zj
970764 今生的伴 jsdb
976544 今生的诺言 jsdny
571843 爱情拢是天注定 aqlstzd
571754 将思念放心头 jsnfxt
571845 旧情人 jqr
571844 两人世界 lrsj
523217 化妆师 陈小霞 hzs
570248 爱情的骗子我问你 陈小云 aqdpzwwn
523128 痴情花 陈小云 cqh
523143 搭车歌 陈小云 dcg
523289 免失志 陈小云 msz
523024 舞伴 陈小云 wb
524688 陈小云 xqbds
565240 心爱的在那里 陈小云 xadznl
524012 有情无缘 陈小云 yqwy
523465 雨中鸟 陈小云 yzn
565241 招弟甲罔市 陈小云 zdjs
523173 风飞沙 ffs
523328 软心肝 陈秀玲 rxg
525262 阮的生命阮自己疼 陈雅珍 rdsmrzjt
524495 情雨乱乱飞 陈亚兰 qyllf
566421 今夜我陪你 jywpn
524599 袜当爱的人 wdadr

欢喜等甘愿爱(无原唱)

乱情歌(无原唱)
前世今生(无原唱)
为你活落去(无原唱)

英雄不惊出身低(无原唱)

陈思安/杨宗宪

陈随意/江蕙
陈随意/唐俪
陈随意/唐俪
陈随意/唐俪
陈随意/吴俊宏
陈随意/谢宜君
陈随意/谢宜君
陈庭/苏路
陈伟强/甲子慧
陈文山/苏路
陈文山/苏路

想起彼当时(欣赏版)

陈小云/佚名

陈亚兰/施文彬
陈亚兰/施文彬



525026 无情人有情天 wqryqt
524684 想你到深更 xndsg
525064 再会啦梦中见 zhlmzj
524277 故乡的等待 陈一郎 gxddd
523658 红灯美人 陈一郎 hdmr
523695 酒场恋歌 陈一郎 jclg
524380 浪子走天涯 陈一郎 lzzty
525142 男儿漂泊的心情 陈一郎 nepbdxq
524980 噗仔声加催落 陈一郎 pzsjcl
524489 情海一条龙 陈一郎 qhytl
523853 失落的爱 陈一郎 slda
525220 用生命所爱的人 陈一郎 ysmsadr
524150 不愿也不甘 陈怡真 byybg
523349 石头心 stx
572891 我甲你 陈奕迅 wjn
523527 爱的珠泪 陈盈洁 adzl
523543 爱情的酒 陈盈洁 aqdj
524131 必巡的孔嘴 陈盈洁 bxdkz
524142 不平凡的爱 陈盈洁 bpfda
560830 地下情 陈盈洁 dxq
523645 海海人生 陈盈洁 hhrs
568729 红尘泪 陈盈洁 hcl
523214 乎我醉 陈盈洁 hwz
568727 回头拢是梦 陈盈洁 htlsm
524364 快乐的出航 陈盈洁 kldch
523295 母仔喂 陈盈洁 mzw
560831 女子汉 陈盈洁 nzh
523803 亲恋道中 陈盈洁 qldz
524538 烧酒透咖啡 陈盈洁 sjtkf
566277 思念是你离开才开始 陈盈洁 snsnlkcks
566219 天有打算 陈盈洁 tyds
560832 无你无爱 陈盈洁 wnwa
566220 细汉时的人情味 陈盈洁 xhsdrqw
566278 笑笑放乎开 陈盈洁 xxfhk
523054 野花 陈盈洁 yh
560829 一二三 陈盈洁 yes
568728 月光暗暝 陈盈洁 yga
524827 自从爱着你 陈盈洁 zcazn
523494 醉归暝 陈盈洁 zgm
523577 车站惜别 czxb
568726 一路顺风 ylsf
524020 月圆思情 yysq
525097 春天哪会这呢寒 ctnhznh
560828 你陪我喝一杯 npwhyb
523557 苞菜阿爸 陈雨霈 bcab
569199 陈中 b
567282 欢喜做阵来 陈中 hxzzl
524421 茫茫到深更 陈中 mmdsg

陈亚兰/施文彬
陈亚兰/施文彬
陈亚兰/施文彬

陈怡真/蔡胜裕

陈盈洁/陈一郎
陈盈洁/凤娘
陈盈洁/林俊彦
陈盈洁/沈孟生
陈盈洁/吴俅

不敢SAY GOOD-BYE



981394 双人枕头 陈中 srzt
524595 偷偷爱着你 陈中 ttazn
524227 繁华拢是梦 fhlsm
523445 雪中红 xzh
524064 爱你爱太深 anats
524982 情难断断袂离 qnddml
523951 想来望去 xlwq
562755 情深意重 qsyz
567280 甘愿爱你是错误 gyanscw
567279 你是阮的过去 nsrdgq
567281 赎罪 sz
570246 事到如今 sdrj
566793 爱着啊 aza
566014 成功的脚步 成威 cgdjb
566015 相招来淡水 成威 xzlds
566016 笑笑看前途 成威 xxkqt
566013 咱的情歌 zdqg
572016 爸爸的西装社 大芭 bbdxzs
569087 地下情人 大芭 dxqr
571896 袂堪的思念 大芭 mkdsn
572017 走找幸福 大芭 zzxf
569084 代替 dt
571895 风流 f
569085 无你一切什路用 wnyqsly
568085 爱你爱你 anan
569086 辜负 gf
523871 水喔水喔 大支 swsw
523376 大支 tws
524114 爱着爱甘愿 戴梅君 azagy
524132 标准的爱人 戴梅君 bzdar
569028 不甘 戴梅君 bg
569029 不通哭 戴梅君 btk
523118 不愿散 戴梅君 bys
523617 放阮孤单 戴梅君 frgd
524234 放心做你走 戴梅君 fxznz
524491 情路你甲我 戴梅君 qlnjw
525154 阮的春天不是你 戴梅君 rdctbsn
569030 伤心酒无情话 戴梅君 sxjwqh
569031 奢侈的爱 戴梅君 scda
523003 宿命 戴梅君 xm
569032 新娘衫 戴梅君 xns
524807 找无你的爱 戴梅君 zwnda
567234 醉死台北城 戴梅君 zstbc
569027 冷月照孤单 lyzgd
523511 阿妈的话 邓丽君 amdh
523277 卖肉粽 邓丽君 mrz
524451 难忘的爱人 邓丽君 nwdar
523339 烧肉粽 邓丽君 srz

陈中/陈淑萍
陈中/陈淑萍
陈中/陈秀玲
陈中/陈秀玲
陈中/陈秀玲
陈中/邱芸中
陈中/邱芸子
陈中/邱芸子
陈中/邱芸子
陈中/小辣椒
陈子鸿/江蕙

成威/张丽君

大芭/罗时丰
大芭/罗时丰
大芭/罗时丰
大芭/翁立友
大芭/翁立友

台湾SONG

戴梅君/伍浩哲



523464 雨夜花 邓丽君 yyh
523624 甘有速配 gysp
524340 酒醉的歌声 丁铃 jzdgs
565332 爱在发烧 董事长 azfs
522859 不爽 董事长 bs
561095 刺字 董事长 cz
565419 可爱的车 董事长 kadc
522993 少年乁 董事长 sn
565495 新男性的复仇 董事长 xnxdfc
525197 我若不曾爱过你 动力火车 wrbcagn
974414 是你是我 snsw
522996 世间 方践宁 sj
570528 柠檬爱玉 nmay
572557 爱情像被单 方瑞娥 aqxbd
566948 避风港 方瑞娥 bfg
572702 薄情爱 方瑞娥 bqa
971046 吃西瓜 方瑞娥 cxg
569783 红尘梦 方瑞娥 hcm
569782 江湖卖唱生 方瑞娥 jhmcs
569781 旧情 方瑞娥 jq
566884 离开我 方瑞娥 lkw
901713 梦难圆 方瑞娥 mny
566885 飘浪一生 方瑞娥 plys
572556 情人港 方瑞娥 qrg
901707 为你笑为我哭 方瑞娥 wnxwwk
901714 无奈无奈 方瑞娥 wnwn
566947 心畏寒 方瑞娥 xwh
901708 一千个世纪 方瑞娥 yqgsj
971368 雨水 方瑞娥 ys
561164 紅甲黑 hjh
561163 世间事 sjs
561165 爱你的代价 anddj
565256 爱你袂变心 anbx
566326 白发情 bfq
572591 不是好野人 bshyr
565251 大家拢治这 djlzz
568731 黄昏 hh
565343 人生路 rsl
561166 相逢 xf
565344 心爱的 xad
566398 心路 xl
572701 用心来交陪 yxljp
971048 阿母 方顺吉 am
568972 当作一场梦 方顺吉 dzycm
568978 鼓励 方顺吉 gl
568975 挂念 方顺吉 gn
523318 强强滚 方顺吉 qqg
568970 人生路 方顺吉 rsl

迪克牛仔/黄乙玲

范扬景/李娅莎

方炯镔/江蕙

方瑞娥/高向鵬
方瑞娥/高向鵬
方瑞娥/高向鹏
方瑞娥/高向鹏
方瑞娥/高向鹏
方瑞娥/高向鹏
方瑞娥/高向鹏
方瑞娥/高向鹏
方瑞娥/高向鹏
方瑞娥/高向鹏
方瑞娥/高向鹏
方瑞娥/高向鹏
方瑞娥/黄西田



568971 少年仔的心声 方顺吉 snzdxs
568976 望你再回头 方顺吉 wnzht
568969 为伊心茫茫 方顺吉 wyxmm
525196 我抹辜负你的爱 方顺吉 wmgfnda
568973 心波浪 方顺吉 xbl
568974 怎样放袂离 方顺吉 zyf
568977 真心的知己 方顺吉 zxdzj
522860 彩虹 ch
523982 夜半月亮 ybyl
523990 一帆风顺 yffs
523051 烟酒 yj
971047 一生的爱拢是为你 ysdalswn
524273 姑娘一蕊花 方婉真 gnyrh
524520 三讲四不对 方婉真 sjsbd
523848 少女的心 方婉真 sndx
525177 甜言蜜语无值钱 方婉真 tymywzq
523066 愿望 方婉真 yw
524795 运河追情夜 方婉真 yhzqy
522905 后悔 方馨 hh
560690 心爱走天涯 xazty
560586 爱情的伤愈伤 方怡萍 aqdsys
522834 错 方怡萍 c
976649 第九月台 方怡萍 djyt
561022 河边的花蕊 方怡萍 hbdhr
561020 回答 方怡萍 hd
560587 简单 方怡萍 jd
568848 离别 方怡萍 lb
561566 梦醒变成空 方怡萍 mxbck
565541 双双飞 方怡萍 ssf
976624 天天醉 方怡萍 ttz
560157 挽缘份 方怡萍 wyf
560585 咸咸的眼泪 方怡萍 xxdyl
561021 方怡萍 xzn
560156 心内只有你 方怡萍 xnzyn
975994 心糟糟 方怡萍 xzz
565542 有缘无份 方怡萍 yywf
971474 情深比天老 qsbtl
971476 醒来吧我的爱 xlbwda
971477 初逢 cf
971475 甘讲你不知 gjnbz
568847 希望再相逢 xwzxf
525010 为何爱着别人 费玉清 whazbr
976722 漂浪的歌 风采轮 pldg
522965 期待 凤飞飞 qd
523873 思念的歌 凤飞飞 sndg
575489 爱你到这 凤娘 andz
569857 爱神的箭 凤娘 asdj
569855 宝贝心肝 凤娘 bbxg

方顺吉/方婉真
方顺吉/方婉真
方顺吉/方婉真
方顺吉/方婉真/萧玉芬
方顺吉/魏嘉榆

方馨/秦杨

想着你(无原唱)

方怡萍/高向鵬
方怡萍/高向鹏
方怡萍/高向鹏-
方怡萍/高向鹏-
方怡萍/李明洋



575487 憨人有水命 凤娘 hrysm
975075 恨你的勇气 凤娘 hndyq
569173 乎你打败 凤娘 hndb
575488 没人亲像你这爱我 凤娘 mrqxnzaw
572007 凤娘 nswdv
569858 牵手情 凤娘 qsq
569176 软心肝 凤娘 rxg
569175 是你 凤娘 sn
971459 问幸福 凤娘 wxf
572008 无声雨 凤娘 wsy
602962 无声雨 凤娘 wsy
569856 想欲见的人 凤娘 xyjdr
569174 心甘情愿 凤娘 xgqy
572005 一条简单的歌 凤娘 ytjddg
572006 中毒太深 凤娘 zdts
971458 欢喜来作伙 hxlzh
975074 请你原谅 qnyl
973014 爱丶相扶持 傅振辉 adxfc
565000 忏悔的时觉悟的开始 傅振辉 hdsjwdks
973013 梅雨 傅振辉 my
560459 泡茶 傅振辉 pc
570513 同心行 傅振辉 txh
564921 无人比我卡爱你 傅振辉 wrbwkan
564999 心醉 傅振辉 xz
564920 一条线 傅振辉 ytx
570514 这是一个好所在 傅振辉 zsyghsz
524476 牵手出头天 qsctt
524976 你是我的兄弟 nswdxd
560457 真爱只有你 zazyn
560458 爱情相思梦 aqxsm
563659 若是有缘 rsyy
565620 望你保重 wnbz
524067 爱你袂变挂 anmbg
570512 喜酒三杯 xjsb
560456 海誓山盟 hssm
570421 琴箫缘 qxy
570420 是朋友不是情侣 spybsql
564073 高峰 aqltkk
523811 情色男女 高进一 qsnn
524965 哪不是爱著你 高瑞屏 nbsazn
523928 无眠的暝 高瑞屏 wmdm
524639 无聊的人生 高山峰 wldrs
525201 无情世界多情人 高胜美 wqsjdqr
566327 出外人生 高向鹏 cwrs
566399 放袂落的爱 高向鹏 fda
568733 拢是为你啦 高向鹏 lswnl
880003 人甲人 高向鹏 rjr
572592 无情的车站 高向鹏 wqdcz

你是我的VITAMIN

凤娘/黄芭乐
凤娘/欧阳

傅振辉/陈惠莲
傅振辉/高向鹏
傅振辉/林姗
傅振辉/林玉英
傅振辉/龙千玉
傅振辉/龙千玉
傅振辉/马妞
傅振辉/一绫
傅振辉/张蓉蓉
傅振辉/周慧璇
傅振辉/周慧璇

爱情路太坎坷(无原唱)



572733 胭脂 高向鹏 yz
523057 饮啦 高向鹏 yl
572734 自由尚介好 高向鹏 zysjh
522856 保重 bz
524156 唱歌的饮酒 cgdyj
523354 世间人 sjr
525047 一生情一世爱 ysqysa
524766 永远祝福你 yyzfn
524129 甭讲伤心话 bjsxh
522869 错误 cw
523182 福气啦 fql
523263 连杯酒 lbj
523064 缘份 yf
524208 大头仔兄弟 dtzxd
522918 酒伴 jb
522920 jq
522961 朋友 py
524471 朋友听我说 pytws
880004 扶持 fc
900004 扶持 fc
880513 温柔 wr
880514 月圆 yy
523996 一生一世 ysys
563537 半知半了解 bzblj
568732 错乱 cl
568730 问世间 wsj
573683 落叶声 lys
523730 浪子回头 郭桂彬 lzht
524515 日头赤炎炎 郭桂彬 rtcyy
523353 世间情 郭桂彬 sjq
525031 希望你爱了解 郭桂彬 xwnalj
880275 爱你不应该 郭健一 anbyg
900275 爱你不应该 郭健一 anbyg
880276 孤单的夜 郭健一 gddy
880280 爱过无后悔 agwhh
880281 梦袂醒情难断 mmxqnd
576157 爱你尚深的人 anssdr
576536 痴情换无情 cqhwq
576537 茫茫纯情梦 mmcqm
576534 天主意 tzy
576158 雪中红玫瑰 xzhmg
576535 永远爱着你 yyazn
525014 温泉乡的吉它 郭金发 wqxdjt
522931 郭棋 kp
562758 郭淑仪 ynfg
974286 爱情做风台 郭婷筠 aqzft
974085 爱阮的全部 郭婷筠 ardqb
974086 甭为别人块活 郭婷筠 bwbrkh

高向鹏/方瑞娥
高向鹏/方瑞娥
高向鹏/方瑞娥
高向鹏/方瑞娥
高向鹏/方瑞娥
高向鹏/方怡萍
高向鹏/方怡萍
高向鹏/方怡萍
高向鹏/方怡萍
高向鹏/方怡萍
高向鹏/傅振辉
高向鹏/傅振辉

酒拳(欣赏版) 高向鹏/傅振辉
高向鹏/傅振辉
高向鹏/傅振辉
高向鹏/林良欢/唐俪
高向鹏/林良欢/唐俪
高向鹏/林良欢/唐俪
高向鹏/林良欢/唐俪
高向鹏/林姗
高向鹏/龙千玉
高向鹏/龙千玉
高向鹏/张蓉蓉
关艾/罗文聪

郭健一/邱芸子
郭健一/邱芸子
郭健一/萧玉芬
郭健一/萧玉芬
郭健一/萧玉芬
郭健一/萧玉芬
郭健一/萧玉芬
郭健一/萧玉芬

看破(无原唱)
月娘浮光(无原唱)



974069 留乎人探听 郭婷筠 lhrtt
574260 世事多变 郭婷筠 ssdb
971034 热情袂停 rqmt
523535 爱你到老 andl
970731 保重 bz
571535 爱人的高跟鞋 豪记大对唱 ardggx
562751 孤单酒 豪记大对唱 gdj
574456 可恨可爱的人 豪记大对唱 khkadr
569708 男人的泪女人的爱 豪记大对唱 nrdlnrda
564387 难分难离 豪记大对唱 nfnl
574251 你是我的人 豪记大对唱 nswdr
569709 钱四脚人两脚 豪记大对唱 qsjrlj
569625 情绵绵 豪记大对唱 qmm
523350 世间爱 豪记大对唱 sja
523910 为你心碎 豪记大对唱 wnxs
564520 无奈 豪记大对唱 wn
562752 无奈搁无奈 豪记大对唱 wngwn
564519 心爱只有你 豪记大对唱 xazyn
574457 心胆寒 豪记大对唱 xdh
569626 遗憾 豪记大对唱 yh
571536 雨中 豪记大对唱 yz
562753 缘份放一边 豪记大对唱 yffyb
564386 月光河 豪记大对唱 ygh
571534 月娘半屏圆 豪记大对唱 ynbpy
574252 再会啦再会啦 豪记大对唱 zhlzhl
571842 爱甲抹倘爱 ajmta
571913 心爱彼个人 xabgr
522956 梦醒 何念庭 mx
524469 泡沫珍珠茶 何念庭 mmzzc
523431 笑一下 何念庭 xyx
880913 黑面 hm
522878 多桑 洪百慧 ds
524483 青春赌一摆 洪百慧 qcdyb
524033 重逢日子 洪百慧 cfrz
971124 深情海 sqh
562718 寄望 洪玲 jw
564801 你的路我的梦 洪玲 ndlwdm
564708 无情 洪玲 wq
564130 想起当初 洪玲 xqdc
564129 幸福的未来 洪玲 xfdwl
564514 有个性 洪玲 ygx
564131 月娘光光 洪玲 yngg
524082 爱情的力量 洪荣宏 aqdll
525085 爱一斤是值外多 洪荣宏 ayjszwd
525104 风风雨雨这多年 洪荣宏 ffyyzdn
522882 风筝 洪荣宏 fz
523201 海底针 洪荣宏 hdz
524320 见面三分情 洪荣宏 jmsfq

郭婷筠/张文绮
韩宝仪/佚名
韩志贤/王中平

何冠穎/苏路
何冠穎/苏路

黑面/施文彬

洪百慧/林俊吉



524455 你爱相信我 洪荣宏 naxxw
880289 上爱的人 洪荣宏 sadr
880287 头毛香 洪荣宏 tmx
523388 挽仙桃 洪荣宏 wxt
524609 望你听我劝 洪荣宏 wntwj
524644 无你就无我 洪荣宏 wnjww
523422 相思雨 洪荣宏 xsy
880288 原谅我 洪荣宏 ylw
880290 豆花推倒摊 dhtdt
524942 lbdwbc
563518 可伤的灵魂 ksdlh
523239 旧情歌 jqg
573675 博缴 洪文斌 bj
573677 感动天也感动你 洪文斌 gdtygdn
880395 命中注定我爱你 洪文斌 mzzdwan
880396 同心飞 洪文斌 txf
573676 心遗憾 洪文斌 xyh
880394 饮一杯 洪文斌 yyb
573674 爱你的心肝 andxg
571770 红花青叶 hhqy
880397 花蕊也悲伤 hrybs
524920 怀念的夜都市 洪一峰 hndyds
564194 洪玉琴 ftc
568929 绿洲之夜 lzzy
563965 nzylw
568897 月亮若圆想起你 洪作颜 ylryxqn
570006 有你的日子 yndrz
976637 爱恨一粒心 荒山亮 ahylx
562740 爱你的是我 荒山亮 andsw
976639 风雨声 荒山亮 fys
573687 寰宇传说 荒山亮 hycs
976638 讲醉话 荒山亮 jzh
574236 绝代神龙 荒山亮 jdsl
562432 梦醒江湖 荒山亮 mxjh
976634 七仔亏 荒山亮 qzk
566512 卡早的歌 荒山亮 kzdg
571404 神州风云 荒山亮 szfy
566513 太极玄 荒山亮 tjx
976636 温柔车站 荒山亮 wrcz
575867 我爱你再会 荒山亮 wanzh
901737 枭雄天下 荒山亮 xxtx
560749 萧瑟风雨 荒山亮 xsfy
562433 烟茫茫 荒山亮 ymm
561090 烟消云散 荒山亮 yxys
976721 英雄的代价 荒山亮 yxddj
571405 英雄路 荒山亮 yxl
560750 英雄无名 荒山亮 yxwm
565330 与我争锋 荒山亮 ywzf

洪荣宏/秀兰玛雅
离别的尾班车(欣赏版) 洪荣宏/张玲绮

洪瑞襄/罗文聪
洪玮/杜和锦

洪文斌/黄小菁
洪文斌/黄小菁
洪文斌/黄小菁

风台船(无原唱)
洪玉琴/黄克林

你着原谅我(无原唱) 洪玉琴/黄克林

胡杏儿/张瀛仁



973607 幸福青春路 xfqcl
561167 幸福的通知 黃妃 xfdtz
564526 黃克林 rsxxf
573879 阿母的手 黄妃 amds
570580 爱河边的咖啡 黄妃 ahbdkf
523570 不甘你走 黄妃 bgnz
524205 纯情少年家 黄妃 cqsnj
901676 淡薄啊 黄妃 dba
561173 蝶仔 黄妃 dz
976242 断肠相思 黄妃 dcxs
523169 非常女 黄妃 fcn
523175 风块哭 黄妃 fk
574999 风沙 黄妃 fs
971549 风萧萧 黄妃 fxx
573878 何日君再来 黄妃 hrjzl
523656 红灯酒馆 黄妃 hdjg
523211 黄妃 hts
971433 红樱桃 黄妃 hyt
523665 蝴蝶乱飞 黄妃 hdlf
976244 男人世界的女人 黄妃 nrsjdnr
570577 女儿红 黄妃 neh
976240 女人俱乐部 黄妃 nrjlb
524485 青春困袜去 黄妃 qckwq
522985 人生 黄妃 rs
525157 若没爱你要爱谁 黄妃 rmanyas
570579 沙浪嘿 黄妃 slh
971432 伤心看板 黄妃 sxkb
901639 味 黄妃 w
901623 相思声声 黄妃 xsss
562328 心甘情愿 黄妃 xgqy
901677 夜半瞑 黄妃 ybm
523999 一心一意 黄妃 yxyy
561172 伊在等我 黄妃 yzdw
560864 油桐花新娘 黄妃 ythxn
570578 有闲来坐 黄妃 yxlz
570779 虞美人 黄妃 ymr
560863 妆乎水水 黄妃 zhss
523489 追追追 黄妃 zzz
574998 昨暝的月娘 黄妃 zmdyn
524972 你的名我的命 ndmwdm
561075 心随风在飞 xsfzf
525079 爱你是唯一的梦 answydm
573748 等待月圆 黄凤仪 ddyy
574281 黄凤仪 ftxssmzzg
523500 醉桃花 黄凤仪 zth
523245 看月娘 黄静雅 kyn
568934 爱人的目屎 黄克林 ardms
568935 甭计较 黄克林 bjj

荒山亮/潘佩莉

人生喜相逢(无原唱)

红桃12

黄妃/江国宾
黄妃/澎恰恰
黄妃/佚名

飞天小神兽(咪吱之歌)



564527 黄克林 cmczx
568930 倒退噜 黄克林 dt
564207 夫妻情 黄克林 fqq
564955 黄克林 hpy
568932 怀念之母 黄克林 hnzm
568937 酒场浪子 黄克林 jclz
564814 黄克林 kldyy
524377 浪子的情泪 黄克林 lzdql
564716 黄克林 lxdxq
524539 少年甭捉狂 黄克林 snbzk
523920 我的愿望 黄克林 wdyw
563966 黄克林 wndxr
568933 想故乡 黄克林 xgx
524703 心爱是啥人 黄克林 xassr
568936 行一步算一步 黄克林 xybsyb
568931 只为你一人 黄克林 zwnyr
562332 黄立成 osh
524785 缘投与阿丑 黄立成 ytyac
524047 JUMP 2003 je
522952 麻吉 mj
523888 台湾之子 twzz
524629 我是为你活 wswnh
523074 状元 黄立行 zy
570988 酒肉朋友 黄连煜 jrpy
571140 客家小炒 黄连煜 kjxc
565346 雪落无声 黄名伟 xlws
565345 英雄愿 黄名伟 yxy
560382 白鹭鸶 黄品源 b
524884 不知谁娶到你 黄品源 bzsqdn
522893 孤鸟 黄品源 gn
523804 青春恋歌 黄品源 qclg
523915 我的目屎 黄品源 wdms
523048 兄弟 黄品源 xd
524763 永远拢共款 黄品源 yylgk
524029 真久没看 黄品源 zjmk
522954 麻糬 ms
524462 你现在好吗 nxzhm
524112 爱着爱到死 黄秋田 azads
523950 香港恋情 黄瑞琪 xglq
523980 夜半情诗 黄瑞琪 ybqs
524894 大姐头甲兄弟 黄三元 djtjxd
572897 答应我 黄士佑 dyw
976251 来返 黄士佑 lf
572896 千纸鹤 黄士佑 qzh
976250 心内有数 黄士佑 xnys
976499 一通电话 黄士祐 ytdh
523192 孤单酒 黄淑辉 gdj
525204 想到你就心酸酸 黄舒骏 xdnjxss

慈母赤子心(无原唱)

好朋友(无原唱)

可怜的鸳鸯(无原唱)

离乡的心情(无原唱)

无奈的笑容(无原唱)

OH社会

黄立成/MACHI
黄立成/MACHI
黄立成/MACHI
黄立成/MACHI

黄品源/万芳
黄平洋/陈亮吟



524059 爱的终点站 黄思婷 adzdz
565347 爱你 黄思婷 an
567295 爱你无性命 黄思婷 anwxm
976241 别问爱情 黄思婷 bwaq
567967 唱不完的情歌 黄思婷 cbwdqg
523269 路中沙 黄思婷 lzs
567293 你的爱给别人 黄思婷 ndagbr
976228 黄思婷 nso
976243 山茶花 黄思婷 sch
523864 双叉路口 黄思婷 sclk
564348 思念的滋味 黄思婷 sndzw
567296 问你 黄思婷 wn
565348 相思归暗暝 黄思婷 xsga
565258 想你 黄思婷 xn
523435 心茫茫 黄思婷 xmm
565257 心内的楼窗 黄思婷 xndlc
567294 心墙 黄思婷 xq
523442 心中锁 黄思婷 xzs
563728 一切随缘 黄思婷 yqsy
567966 勇敢 黄思婷 yg
567968 走马灯的爱情 黄思婷 zmddaq
568807 证明 zm
567965 情难断 qnd
971441 撒娇 sj
880535 黄文星 nrk
880001 天地 黄文星 td
900001 天地 黄文星 td
880002 三心两意 sxly
900002 三心两意 sxly
524209 歹歹仔时机 黄西田 ddzsj
524231 放伴洗身躯 黄西田 fbxsq
523338 烧抹退 黄西田 smt
524596 头家甲薪劳 黄西田 tjjxl
523923 我是阿舍 黄西田 wsas
524729 鸭母带鸡子 ymdjz
524876 爱人啊不是你 arabsn
522854 暗恋 al
524897 都市的庄脚人 dsdzjr
524297 红了不着时 hlbzs
523278 卖杂细 mzx
524592 田庄小姑娘 tzxgn
523401 无采啦 wcl
523941 无缘的梦 wydm
524796 运将啊运将 yjayj
524022 再会爱人 zhar
523493 走偎来 zwl
571518 无条件的爱情 wtjdaq
522872 单身 黄小琥 ds

你是ONLY

黄思婷/罗时丰
黄思婷/翁立友
黄思婷/翁立友

男人 ktv

黄文星/曾煜嘉
黄文星/曾煜嘉

黄西田/许巧盈
黄西田/樱桃姐妹
黄西田/樱桃姐妹
黄西田/樱桃姐妹
黄西田/樱桃姐妹
黄西田/樱桃姐妹
黄西田/樱桃姐妹
黄西田/樱桃姐妹
黄西田/樱桃姐妹
黄西田/樱桃姐妹
黄西田/樱桃姐妹
黄西田/樱桃姐妹
黄西田/张秀卿



524960 暝那会这呢长 黄小琥 mnhznc
523394 我爱过 黄小琥 wag
524698 写乎啥米人 黄小琥 xhsmr
880246 jswan
524583 天顶一粒星 黄一飞 tdylx
525023 无情的夜快车 黄一飞 wqdykc
524055 爱到才知痛 黄乙玲 adczt
524068 爱你无条件 黄乙玲 anwtj
524073 爱拼才会羸 黄乙玲 apchy
568866 爱情甘讲已经过 黄乙玲 aqgjyjg
561594 爱情这歹找 黄乙玲 aqzdz
523571 不顾一切 黄乙玲 bgyq
524143 不如甭熟识 黄乙玲 brbss
525247 不知影热不知影寒 黄乙玲 bzyrbzyh
522862 车站 黄乙玲 cz
524161 成全我的爱 黄乙玲 cqwda
522863 痴恋 黄乙玲 cl
524176 痴情月亮岛 黄乙玲 cqyld
568865 春花秋月 黄乙玲 chqy
561716 对不起 黄乙玲 dbq
523165 多情路 黄乙玲 dql
522879 恩情 黄乙玲 eq
523172 风飞沙 黄乙玲 ffs
568867 风声的幸福 黄乙玲 fsdxf
523622 甘甘的爱 黄乙玲 ggda
524245 甘讲你无知 黄乙玲 gjnwz
568818 感情线 黄乙玲 gqx
524267 感谢无情人 黄乙玲 gxwqr
525108 给心爱的人 黄乙玲 aqdjlmt
560379 跟你趴趴走 黄乙玲 gnppz
524912 古锥的少年家 黄乙玲 gzdsnj
523686 甲你作伴 黄乙玲 jnzb
524929 今生爱过的人 黄乙玲 jsagdr
568820 酒歌 黄乙玲 jg
523240 决情批 黄乙玲 jqp
524357 可恨的爱人 黄乙玲 khdar
561170 黄乙玲 klh
524369 快乐过新年 黄乙玲 klgxn
524386 冷暖的人生 黄乙玲 lndrs
525135 黄乙玲 mmqnbttwy
524427 梦中的情网 黄乙玲 mzdqw
523786 你的新衫 黄乙玲 ndxs
561715 你就要幸福 黄乙玲 njyxf
524499 请你麦搁卡 黄乙玲 qnmgk
561561 人生的歌 黄乙玲 rsdg
524513 人生情路梦 黄乙玲 rsqlm
524527 伤心的车站 黄乙玲 sxdcz
523835 伤心的缘 黄乙玲 sxdy

讲100声ㄟ我爱你 黄小菁/七郎

快乐HOLIDAY

妈妈请你不通痛(无原唱)



524529 伤心第四台 黄乙玲 sxdst
560376 伤心签名 黄乙玲 sxqm
524531 伤心新机场 黄乙玲 sxxjc
524995 黄乙玲 sgglbb
560377 失恋的解药 黄乙玲 sldjy
523344 失恋雨 黄乙玲 sly
524551 十二月情批 黄乙玲 seyqp
523860 受伤的心 黄乙玲 ssdx
568821 随风飞 黄乙玲 sff
523374 黄乙玲 tbs
523893 天知地知 黄乙玲 tzdz
524620 我爱你何苦 黄乙玲 wanhk
523404 无情巷 黄乙玲 wqx
568819 无情兄 黄乙玲 wqx
523936 无人知影 黄乙玲 wrzy
524676 惜别的海岸 黄乙玲 xbdha
523946 惜别的心 黄乙玲 xbdx
524682 相思无药医 黄乙玲 xswyy
523954 小雨小雨 黄乙玲 xyxy
525276 心爱的人实在可恨 黄乙玲 xadrszkh
524707 心肝无人疼 黄乙玲 xgwrt
523434 心落雪 黄乙玲 xlx
523961 心情车站 黄乙玲 xqcz
524718 心痛酒来洗 黄乙玲 xtjlx
523972 哑巴情歌 黄乙玲 ybqg
523975 胭脂人生 黄乙玲 yzrs
525048 一世人爱一个 黄乙玲 ysrayg
524768 用一生等待 黄乙玲 yysdd
523058 忧愁 黄乙玲 yc
523462 雨伞情 黄乙玲 ysq
524016 鸳鸯梦醒 黄乙玲 yymx
525229 咱的一生咱的爱 黄乙玲 zdyszda
525231 怎样你会目眶红 黄乙玲 zynhmkh
560378 最后的捷运站 黄乙玲 zhdjyz
524838 最后火车站 黄乙玲 zhhcz
568815 讲乎自己听 jhzjt
568816 无谱的歌 wpdg
523696 酒场情歌 jcqg
524470 陪伴阮身边 pbrsb
523200 海波浪 hbl
568817 麦做痴情人 mzcqr
524283 关心你一人 黄志强 gxnyr
523378 桃花恋 黄志强 thl
524967 南部妹北部哥 nbmbbg
524764 永远牵作伙 yyqzh
880916 另一半 lyb
901723 无甘 wg
567621 哭出来 kcl

烧滚滚冷冰冰(欣赏版)

台北SAYONARA

黄乙玲/林慧萍
黄乙玲/林昕阳
黄乙玲/施文彬
黄乙玲/吴宗宪
黄乙玲/佚名
黄乙玲/郑君威

黄志强/素兰
黄志强/郑秀月
慧璇/上明
霍正奇/孙淑媚
纪宝如/罗文聪



524116 爸爸的宝贝 纪萍 bbdbb
971169 永远坐同船 yyztc
571698 热情的探戈 rqdtg
560679 感情的代志 甲子惠 gqddz
507250 咖啡美酒 甲子惠 kfmj
561082 虚情假爱 甲子惠 xqja
560677 情比姐妹深 qbjms
560678 永远的知己 yydzj
569262 爱你心痛疼 甲子慧 anxtt
569263 白色的婚纱 甲子慧 bsdhs
574416 孤船 甲子慧 gc
566831 冷霜月娘 甲子慧 lsyn
574417 敏感女人心 甲子慧 mgnrx
574213 名份 甲子慧 mf
971159 牡丹 甲子慧 md
569260 女人心 甲子慧 nrx
574212 千金换真心 甲子慧 qjhzx
571755 情难忘意难忘 甲子慧 qnwynw
566832 情伤路 甲子慧 qsl
566772 请你摸心肝 甲子慧 qnmxg
571713 伤心影 甲子慧 sxy
569261 心茫茫情茫茫 甲子慧 xmmqmm
566833 野花梦 甲子慧 yhm
571712 一张空白紙 甲子慧 yzkbz
572568 回家门 hjm
576114 鸳鸯手指 yysz
880417 感情坎坷路 gqkkl
566771 红线情 hxq
566770 金言玉语 jyyy
975064 心在港岸 xzga
975073 雪山恋歌 xslg
976582 摇摇摇 yyy
524553 时间无地等 姜育恒 sjwdd
525073 祝你健康快乐 姜育恒 znjkkl
524818 正港的英雄 江得胜 zgdyx
524484 青春开始美 qcksm
880897 二个人也会寂寞 egryhjm
971148 感谢彼个人 江惠仪 gxbgr
971149 感谢您 江惠仪 gxn
971150 相思住治阮心内 江惠仪 xszzrxn
523084 啊爱情 江蕙 aaq
565746 阿公的眠床脚 江蕙 agdmcj
576468 唉哟唉哟 江蕙 ayay
565742 爱哭的时阵 江蕙 akdsz
524107 爱人这薄倖 江蕙 arzbx
523550 爱著什么 江蕙 asm
562421 爱作梦的鱼 江蕙 azmdy
976532 暗光鸟 江蕙 agn

佳虹/良一
佳虹/七郎

甲子惠/林美
甲子惠/林美

甲子慧/王建杰
甲子慧/王建杰
甲子慧/王中平
甲子慧/王中平
甲子慧/吴欣达
简美雀/上明
简美雀/上明
简语卉/梅东生

江宏恩/向蕙玲
江宏恩/詹曼铃



523560 悲情歌声 江蕙 bqgs
565603 博杯 江蕙 bb
524164 痴情的等待 江蕙 cqddd
524892 聪明人糊涂心 江蕙 cmrhtx
576467 单行道 江蕙 dhd
562281 担输赢 江蕙 dsy
576469 当时欲嫁 江蕙 dsyj
524214 到底谁是伊 江蕙 ddssy
523598 灯下恋情 江蕙 dxlq
565604 等爱的女人 江蕙 dadnr
523600 等待舞伴 江蕙 ddwb
525250 等一个人守一个梦 江蕙 dygrsygm
560648 点不着的番仔火 江蕙 dbzdfzh
570530 电车内面 江蕙 dcnm
562714 独身女子 江蕙 dsnz
571606 断肠诗 江蕙 dcs
524228 繁华拢是梦 江蕙 fhlsm
523168 放袂开 江蕙 fmk
525102 飞在风中的小雨 江蕙 fzfzdxy
523181 疯女人 江蕙 fnr
523619 风吹风吹 江蕙 fcfc
562283 风中的蜡烛 江蕙 fzdlz
524259 感情放一边 江蕙 gqfyb
523188 感情线 江蕙 gqx
524250 敢爱嘸敢恨 江蕙 gawgh
524269 歌声满天下 江蕙 gsmtx
524275 孤守相思月 江蕙 gsxsy
523638 鼓声若响 江蕙 gsrx
562712 故乡的歌 江蕙 gxdg
522907 还乡 江蕙 hx
523202 海平线 江蕙 hpx
570529 憨阿嬷 江蕙 ham
880525 黑咖啡 江蕙 hkf
523661 红花袜香 江蕙 hhwx
522902 红线 江蕙 hx
524915 花当开月无圆 江蕙 hdkywy
523668 花若离枝 江蕙 hrlz
565744 花香 江蕙 hx
523673 黄昏孤灯 江蕙 hhgd
524315 记治的所在 江蕙 jzdsz
522911 家后 江蕙 jh
570303 甲你揽牢牢 江蕙 jnlll
524334 今夜好眠梦 江蕙 jyhmm
562710 今夜山风吹心房 江蕙 jyscxf
523231 金针花 江蕙 jzh
524338 酒后的心声 江蕙 jhdxs
562282 酒醉还是地震 江蕙 jzhsdz
524347 旧情也绵绵 江蕙 jqymm



523710 倔强的爱 江蕙 jqda
522927 咖啡 江蕙 kf
523712 看破的梦 江蕙 kpdm
522934 靠岸 江蕙 ka
523247 空笑梦 江蕙 kxm
523724 阔阔的天 江蕙 kkdt
880526 老乐师 江蕙 lls
562715 老情歌 江蕙 lqg
524392 离开爱的人 江蕙 lkadr
525127 恋爱的人拢同款 江蕙 ladrltk
525131 路灯了解我心意 江蕙 ldljwxy
523744 锣声若响 江蕙 lsrx
523273 落雨声 江蕙 lys
561062 美丽的交换 江蕙 mldjh
523285 梦前尘 江蕙 mqc
880498 梦中央 江蕙 mzy
565740 免洗筷 江蕙 mxk
523783 难过情关 江蕙 ngqg
562280 你不识我 江蕙 nbsw
976556 你甘会想阮 江蕙 nghxr
976682 你讲的话 江蕙 njdh
524464 女人的故事 江蕙 nrdgs
524465 女人的心情 江蕙 nrdxq
562713 炮仔声 江蕙 pzs
976683 千里岸 江蕙 qla
524488 情海网中人 江蕙 qhwzr
522837 人 江蕙 r
523326 人生路 江蕙 rsl
524516 入来阮梦中 江蕙 rlrmz
523821 阮的感谢 江蕙 rdgx
525263 阮若打开心内的窗 江蕙 rrdkxndc
565745 若不是你 江蕙 rbsn
880404 莎哟娜啦 江蕙 synl
524548 失婚的女人 江蕙 shdnr
523858 事到如今 江蕙 sdrj
523356 熟识爱 江蕙 ssa
523366 思念你 江蕙 snn
523368 思想起 江蕙 sxq
576470 探戈探戈 江蕙 tgtg
570766 甜蜜的世界 江蕙 tmdsj
570938 跳舞到天光 江蕙 twdtg
525268 偷偷将你当作知己 江蕙 ttjndzzj
570765 头仔 江蕙 tz
562717 陀螺 江蕙 tl
523017 围巾 江蕙 wj
971151 温温的 江蕙 wwd
523395 我爱过 江蕙 wag
523397 我爱你 江蕙 wan



525190 我的所在我的人 江蕙 wdszwdr
565741 无边无岸 江蕙 wbwa
570936 无关爱情 江蕙 wgaq
523929 无奈无奈 江蕙 wnwn
524647 无你我无望 江蕙 wnwww
525200 无情人请你离开 江蕙 wqrqnlk
523933 无人熟识 江蕙 wrss
523405 无言花 江蕙 wyh
976695 下午的一出戏 江蕙 xwdycx
523417 相思镜 江蕙 xsj
524685 想你到天光 江蕙 xndtg
523424 想起伊 江蕙 xqy
524695 孝女的愿望 江蕙 xndyw
562711 笑看红尘梦 江蕙 xkhm
525274 心爱的今晚置叼位 江蕙 xadjwzdw
564895 心狠手辣 江蕙 xhsl
523436 心内歌 江蕙 xng
976651 心内字 江蕙 xnz
523040 心情 江蕙 xq
524725 幸福的小站 江蕙 xfdxz
560647 幸福人生 江蕙 xfrs
561373 烟花 江蕙 yh
523976 演袂落去 江蕙 ymlq
524731 遥远的等待 江蕙 yyddd
525211 一顶眠床同棉被 江蕙 ydmctmb
524741 一切随在伊 江蕙 yqszy
880429 一叶女人心 江蕙 yynrx
524751 一嘴干一杯 江蕙 yzgyb
524002 艺界人生 江蕙 yjrs
880497 玉兰花 江蕙 ylh
976494 远走高飞 江蕙 yzgf
560650 约束 江蕙 ys
570937 月落 江蕙 yl
525063 月娘啊听我讲 江蕙 ynatwj
525315 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 江蕙 zhlxadwyd
523480 再相会 江蕙 zxh
523067 造化 江蕙 zh
524027 怎样会堪 江蕙 zyhk
524028 找无对手 江蕙 zwds
565743 知己 江蕙 zj
524825 重逢高雄港 江蕙 cfgxg
560649 祝福 江蕙 zf
562716 自作多情 江蕙 zzdq
524930 今晚我要唱歌 jwwycg
523788 你我相逢 nwxf
523792 年久月深 njys
524525 伤心到何时 sxdhs
523837 伤心酒店 sxjd

江蕙/任贤齐
江蕙/施文彬
江蕙/施文彬
江蕙/施文彬
江蕙/施文彬



524507 秋雨彼一暝 qybym
523616 放你去飞 江明学 fnqf
524394 离开你了后 江明学 lknlh
524238 风吹的愿望 fcdyw
573400 爱情沙 江志丰 aqs
570301 痴情无药医 江志丰 cqwyy
976554 叫小贺 江志丰 jxh
570299 今生为你 江志丰 jswn
570300 流浪 江志丰 ll
573536 明天 江志丰 mt
976555 女人香 江志丰 nrx
573535 十字路 江志丰 szl
570302 饮乎茫 江志丰 yhm
970853 半杯酒 bbj
970723 亲家 qj
573399 香水 xs
880944 选择你 xzn
562685 北海岸 bha
562686 恒春谣 hcy
562687 猴硐的一板桥 hdybq
562684 九份好去玩 jfhqw
562688 轻轻松松谈恋爱 qqsstla
524679 夏天的代志 金城武 xtddz
524223 独身进行曲 dsjxq
524398 流浪到淡水 lldds
724398 流浪到淡水 lldds
524005 饮者之歌 金门王 yzzg
566939 扮戏 久登 bx
566985 打拼出头天 久登 dpctt
566938 妈妈的歌 久登 mmdg
566984 听我说情话 久登 twsqh
524940 快乐岛的日子 康康 klddrz
524370 快乐鸟日子 康康 klnrz
523780 南都之夜 康康 ndzy
524986 恁姊仔住市内 康康 rzzzsn
524456 你老母卡好 康康 nlmkh
523026 舞女 康康 wn
570425 又见兵变 康康 yjbb
973035 不知影 bzy
523648 憨人情歌 柯受良 hrqg
525259 你不是我你未知影 柯受良 nbswnwzy
568800 梳妆台 szt
564945 ty
565730 真心作伴 zxzb
524136 薄命姊妹花 蓝萍 bmzmh
523778 南都三景 蓝萍 ndsj
975101 zdthjh
901681 阿爸的背影 李爱绮 abdby

江蕙/伍思凯

江淑娜/江蕙

江志丰/唐俪
江志丰/张秀卿
江志丰/张秀卿
江志丰/张秀卿
焦炭乐团/张羽伟
焦炭乐团/张羽伟
焦炭乐团/张羽伟
焦炭乐团/张羽伟
焦炭乐团/张羽伟

金斗王/李炳辉
金斗王/李炳辉
金斗王/李炳辉

康康/吴淑敏

快乐2世代
天意(无原唱) 蓝弘钦/林美

蓝弘钦/吴淑敏

坐地铁回家(HD) 冷笑话乐团/萧贺硕



901682 李爱绮 lalh
901680 爱情的负担 aqdfd
523096 白牡丹 李碧华 bmd
524381 老人阿哥哥 李炳辉 lragg
522848 缘 李冠璋 y
569531 爱过你的心 李嘉 agndx
567614 爱你心酸酸 李嘉 anxss
571121 爱情啥咪东西 李嘉 aqsmdx
564189 李嘉 bha
576075 等待一个人 李嘉 ddygr
564272 李嘉 gyagw
575795 感谢有你 李嘉 gxyn
523197 逛夜市 李嘉 gys
569529 乎我置这 李嘉 hwzz
567719 将阮来打醒 李嘉 jrldx
524948 拢是为着你啦 李嘉 lswznl
575794 哪呒跟你行 李嘉 nmgnh
564188 李嘉 nyjg
570927 牵手 李嘉 qs
572705 情歌 李嘉 qg
567615 疼惜一世人 李嘉 txys
572706 替身 李嘉 ts
569532 跳舞乎你看 李嘉 twhnk
523901 痛袜入心 李嘉 twrx
570926 为我剖心肝 李嘉 wwpxg
569530 无人爱 李嘉 wra
572704 心花香 李嘉 xhx
567720 新事无底藏 李嘉 xswdc
523984 夜曲深情 李嘉 yqsq
564271 李嘉 zynyr
571122 转来阮身边 李嘉 zlrsb
572703 爱的名字 admz
524081 爱情的代价 李兰瑛 aqddj
523254 老情歌 李茂山 lqg
523793 漂浪情深 李茂山 plqs
523918 我的心情 李茂山 wdxq
524971 你的名我的命 ndmwdm
575541 承担 李明洋 cd
570931 痴情换无情 李明洋 cqhwq
976694 返来我的爱 李明洋 fwda
565545 感情亲像风 李明洋 gqqxf
570929 后悔啦 李明洋 hhl
976679 解药 李明洋 jy
976688 今生有缘 李明洋 jsyy
976691 梦天堂 李明洋 mtt
976690 梦中没你 李明洋 mzmn
575543 梦中醉 李明洋 mzz
976692 气魄原在 李明洋 qpyz

恋爱路100号
李爱绮/萧煌奇

别憨啊(无原唱)

甘有爱过我(无原唱)

你有讲过(无原唱)

只有你一人(无原唱)

李嘉/周韦杰

李明德/阿轮



976678 欠天一滴泪 李明洋 qtydl
565679 生日快乐 李明洋 srkl
570930 无你的城市 李明洋 wndcs
575542 无缘的情人 李明洋 wydqr
565544 一世人 李明洋 ysr
976693 永远永远 李明洋 yyyy
524776 有你的城市 李明洋 yndcs
565546 李明洋 zxan
976689 最熟悉的生份人 李明洋 zsxdsfr
575540 异乡的城市 yxdcs
524063 爱你爱甲死 anajs
525082 爱情亲像一出戏 aqqxycx
522885 甘愿 gy
523683 寂寞的酒 jmdj
522972 情海 qh
524987 日日思夜夜梦 rrsyym
524999 思念你的滋味 snndzw
524643 无你的城市 wndcs
525025 无情人痴情心 wqrcqx
525041 幸福是咱的名 xfszdm
970852 两地相思 ldxs
568146 nswyydm
568147 zdt
570928 活着为着你 hzwzn
570292 三生石 sss
525254 今夜又搁是落雨暝 李芊慧 jyygslym
525132 路是自已拼出来 李芊慧 lszypcl
523291 免怨叹 李芊慧 myt
522984 人生 李芊慧 rs
525159 深深爱你在心内 李芊慧 ssanzxn
524606 往事何必想 李芊慧 wshbx
524671 希望搁做堆 李芊慧 xwgzd
524846 做人要正当 李芊慧 zryzd
576079 阿嬷 李腾 am
564705 最后一句话 zhyjh
970727 风景 李娅莎 f
970726 最爱的情歌 李娅莎 zadqg
524878 爱一步恨一步 李翊君 aybhyb
524113 爱着爱到死 李翊君 azads
523210 黑玫瑰 李翊君 hmg
976628 今夜想起你 李翊君 jyxqn
524934 举得起放袜落 李翊君 jdqfwl
524360 苦海女神龙 李翊君 khnsl
523746 妈妈歌星 李翊君 mmgx
524615 为钱赌性命 李翊君 wqdxm
525189 我的感情搏这厚 李翊君 wdgqbzh
525035 心爱的再会啦 李翊君 xadzhl
976627 一言难尽 李翊君 yynj

真心爱你(无原唱)

李明洋/龙千玉
李明洋/邱芸子
李明洋/邱芸子
李明洋/邱芸子
李明洋/邱芸子
李明洋/邱芸子
李明洋/邱芸子
李明洋/邱芸子
李明洋/邱芸子
李明洋/邱芸子
李明洋/邱芸子
李明洋/唐俪

你是我永远的梦(无原唱) 李明洋/杨静
咱的天(无原唱) 李明洋/杨静

李明洋/朱海君
李明洋/朱海君

李威豪/林沐桦



976629 愿赌服输 李翊君 ydfs
524765 永远疼惜你 yytxn
525113 何必留恋夜都市 李盈萱 hbllyds
522904 红云 李盈萱 hy
522930 看海 李盈萱 kh
525224 雨呀不通笑阮憨 李盈萱 yybtxrh
523885 台北孤儿 tbge
571697 浪子深情 lzsq
976498 无常歌 莲歌子 wcg
565091 憨过头 梁静茹 hgt
880297 离别酒杯 lbjb
523439 心痛心 梁振宇 xtx
523069 珍惜 梁振宇 zx
971172 出发啦 良一 cf
971171 一夜情 良一 yyq
561087 郁悴的男儿 良一 ydne
971141 男欢女爱 nhna
971170 有情兄弟 yqxd
568381 DREAM LOVER 廖大森 dl
568250 断桥 廖大森 dq
568382 街头巷尾 廖大森 jtxw
568249 尚好麦天光 廖大森 shmtg
971468 廖大森 xfdd
570950 若失去你 rsqn
523717 空崁仔兄 廖峻 kkzx
522871 单恋 廖蔑娜 dl
524537 烧酒配目屎 廖蔑娜 sjpms
523590 春夏秋冬 林垂立 cxqd
525240 爱你的心肝啥人知 andxgsrz
525238 爱到你注定会没命 林大海 adnzdhmm
523426 想要哮 林大海 xyx
977280 幼稚园 林峰 yzy
525205 小姐请你乎我爱 xjqnhwa
525077 爱的路上我甲你 林宏铭 adlswjn
524071 爱你在心内 林宏铭 anzxn
522970 情变 林吉玲 qb
570963 梦中情人 mzqr
523586 窗外的雨 林静如 cwdy
522903 红颜 林静如 hy
971131 痴情无效 林俊吉 cqwx
971129 感谢你的陪伴 林俊吉 gxndpb
971127 将爱还乎你 林俊吉 jahhn
971133 靠山 林俊吉 ks
971126 千里马 林俊吉 qlm
971128 情人衫 林俊吉 qrs
971132 遐呢爱你 林俊吉 xnan
971130 滋味 林俊吉 zw
971125 兄妹情 xmq

李翊君/佚名

李宗盛/林强
丽玉/七郎

梁一贞/施文彬

良一/林玉英
良一/王莱

幸福的dj
廖家仪/罗文聪

林垂立/彭莉

林冠中/陈淑萍

林菁国/詹曼玲

林俊吉/许慧盈



570007 你是我的一半 nswdyb
562903 痴情人痴情梦 林良欢 cqrcqm
880232 一生来爱你 林良欢 yslan
880522 不免惊 bmj
568857 红烛 hz
562902 初恋梦 clm
970704 添油加醋 tyjc
572288 爱的歌诗 adgs
603239 爱的歌诗 adgs
570564 爱情一百分 aqybf
572289 等你入梦 dnrm
880255 叮咛 dn
569880 夫妻 fq
880256 千年思念 qnsn
570031 牵手过一生 qsgys
570563 煽动的风 sddf
570562 天地问相思 tdwxs
570565 相思 xs
572287 心爱请保重 xaqbz
603240 心爱请保重 xaqbz
572286 宅男宅女 znzn
603241 宅男宅女 znzn
564946 林美 cmxd
564877 林美 tsnda
564878 林美 zz
562663 tadr
524903 粉红色的腰带 林美莉 fhsdyd
522912 嫁妆 林美莉 jz
523423 想袂晓 林美美 xmx
523053 央望 林美美 yw
524805 咱兜有行情 林美美 zdyxq
564276 暗恋 林沐桦 al
524141 不免讲这多 林沐桦 bmjzd
563993 感情到最后 林沐桦 gqdzh
564275 今夜又搁为谁痛 林沐桦 jyygwst
524096 爱情研究院 林强 aqyjy
523427 向前走 林强 xqz
524727 幸福进行曲 林强 xfxq
525287 共款的调呒共款的歌 林琼珑 gkddfgkdg
976288 社会黑暗 shha
971106 均情人装 jqrz
901973 宝贝子 林姍 bbz
901972 爱的坚持 adjc
565595 爱要大声讲出来 aydsjcl
565207 爱你爱伊 林姗 anay
974076 爱情虎头蜂 林姗 aqhtf
561916 林姗 aqsgt
567247 痴情的梦 林姗 cqdm

林俊吉/张瀛仁

林良欢/罗时丰
林良欢/罗文聪
林良欢/沈建豪
林良欢/吴俊宏
林良欢/许志豪
林良欢/许志豪
林良欢/许志豪
林良欢/许志豪
林良欢/许志豪
林良欢/许志豪
林良欢/许志豪
林良欢/许志豪
林良欢/许志豪
林良欢/许志豪
林良欢/许志豪
林良欢/许志豪
林良欢/许志豪
林良欢/许志豪
林良欢/许志豪

查某兄弟(无原唱)
她是你的爱(无原唱)
自在(无原唱)
他爱的人(无原唱) 林美/吴淑敏

林荣/施文彬
林柔/施文彬

林姍/翁立友
林姍/翁立友

爱情酸甘甜(无原唱)



524225 多情伤心肝 林姗 dqsxg
522889 感谢 林姗 gx
565599 惯习 林姗 gx
565600 花言巧语 林姗 hyqy
974046 叫醒阮的梦 林姗 jxrdm
567245 力量 林姗 ll
567246 另外 林姗 lw
561694 绵绵旧情 林姗 mmjq
565318 你你你 林姗 nnn
570021 女人 林姗 nr
564547 千错万错 林姗 qcwc
524494 情深甘是错 林姗 qsgsc
565598 情债 林姗 qz
974077 林姗 qhth
573827 秋风落叶 林姗 qfy
565948 伤心 林姗 sx
569869 石头心 林姗 stx
565597 双船 林姗 sc
565949 桃花紧来 林姗 thjl
570022 甜蜜变苦味 林姗 tmbkw
565208 退路 林姗 tl
565319 碗筷 林姗 wk
561600 我最爱的人 林姗 wzadr
971482 想起父母时 林姗 xqfms
974047 笑谈人生 林姗 xtrs
565854 心痛也欢喜 林姗 xtyhx
565601 虚伪的偎靠 林姗 xwdk
565853 一生的伤痕 林姗 ysdsh
525215 一生甘愿为你错 林姗 ysgywnc
971483 雨啊雨 林姗 yay
901990 金线莲 jxl
901991 别让我哭 brwk
569868 爱无后悔 awhh
573826 伴你过一生 bngys
564374 打拼为着你 dpwzn
566773 回航 hh
562413 无人来作伴 wrlzb
567244 只有来认命 zylrm
560249 恨抹落心 hmlx
523531 爱甲抓狂 林珊茹 ajzk
524138 不甘离开你 林珊茹 bglkn
976219 爱在一起 azyq
563187 林玉英 bszj
561055 痴情人 林玉英 cqr
523320 情难放 林玉英 qnf
561054 忍心 林玉英 rx
563038 林玉英 sxr
523927 无根的草 林玉英 wgdc

琼花(昙花)

林姗/李明洋
林姗/罗时丰
林姗/翁立友
林姗/翁立友
林姗/翁立友
林姗/翁立友
林姗/翁立友
林姗/翁立友
林珊/翁立友

林秀琴/叶胜钦
别说再见(无原唱)

伤心人(无原唱)



523403 无可能 林玉英 wkn
523023 无缘 林玉英 wy
523035 小雨 林玉英 xy
523981 夜半思情 林玉英 ybsq
525280 又搁是风雨的晚暝 林玉英 ygsfydwm
971142 重来 林玉英 zl
563039 林玉英 zy
523495 醉归人 林玉英 zgr
724075 爱拼才会赢 apchy
724098 爱情一阵风 aqyzf
722867 初恋 cl
724378 浪子的心情 lzdxq
724450 男子汉的爱 nzhda
722839 忍 r
523504 I'M SO LONELY 林子娟 isl
524169 痴情可问天 林子娟 cqkwt
524218 等你将阮疼 林子娟 dnjrt
524220 等你一名话 林子娟 dnymh
523623 甘有爱阮 林子娟 gyar
523669 花言巧语 林子娟 hyqy
561050 陪伴阮身边 林子娟 pbrsb
524978 平常心看爱情 林子娟 pcxkaq
522987 认命 林子娟 rm
524665 五分钟的爱 林子娟 wfzda
523955 心爱的你 林子娟 xadn
971139 想起昔当时 林宗兴 xqxds
524556 世界第一等 刘德华 sjdyd
523564 变调的爱 刘佳轩 bdda
524246 甘讲是无份 刘佳轩 gjswf
523284 梦会醒 刘佳轩 mhx
524726 幸福的滋味 刘佳轩 xfdzw
523785 你的名字 刘建辉 ndmz
563768 爱芒芒醉茫茫 刘俐婷 ammzmm
563974 感情难收回 刘俐婷 gqnsh
564781 还是爱你 刘俐婷 hsan
563769 看破 刘俐婷 kp
563973 尚爱你一人 刘俐婷 sanyr
564084 手牵手 刘俐婷 sqs
564495 未冻放你走 刘俐婷 wdfnz
565148 舞女情深 刘俐婷 wnqs
564693 阵阵风雨 刘俐婷 zzfy
523226 姐妹爱 刘燕燕 jma
524350 看破爱别人 刘燕燕 kpabr
525273 相逢是离别的开始 刘燕燕 xfslbdks
524859 爱过人拢会知 刘依纯 agrlhz
568128 爱情花开 刘依纯 aqhk
976287 白日梦 刘依纯 brm
976565 不惊孤单惊无伴 刘依纯 bjgdjwb

追忆(无原唱)

林正桦/卓依婷
林正桦/卓依婷
林正桦/卓依婷
林正桦/卓依婷
林正桦/卓依婷
林正桦/卓依婷



524232 放你自由去 刘依纯 fnzyq
568065 孤单的月娘 刘依纯 gddyn
565586 情深缘薄 刘依纯 qsyb
565585 伤心人伤心歌 刘依纯 sxrsxg
524571 虽然目眶红 刘依纯 srmkh
568129 相片 刘依纯 xp
565587 想要问你 刘依纯 xywn
565588 笑笑离开 刘依纯 xxlk
568066 幸福万万年 刘依纯 xfwwn
976504 有你陪阮行 刘依纯 ynprh
524813 真心变无心 刘依纯 zxbwx
524947 六月天心也冷 lytxyl
570025 爱情锁 aqs
567120 同心的手 txds
570024 心声 xs
567119 一半 yb
976580 傲剑 刘昱贤 aj
570278 爱甲这呢痛 刘育绫 ajznt
570275 成功绝对有机会 刘育绫 cgjdyjh
566500 成功靠自己 刘育绫 cgkzj
566451 等待的情人 刘育绫 dddqr
566409 感情行无步 刘育绫 gqxwb
570277 梦醒心也碎 刘育绫 mxxys
566499 情路 刘育绫 ql
566407 伤心乌日车站 刘育绫 sxwrcz
566410 深深爱过 刘育绫 ssag
566408 失恋酒 刘育绫 slj
570422 是你违背我 刘育绫 snwbw
566411 爽快饮一杯 刘育绫 skyyb
566450 思念的人 刘育绫 sndr
566406 为你吃苦我无怨 刘育绫 wnckwwy
570276 无情恋梦 刘育绫 wqlm
570274 心痛的滋味 刘育绫 xtdzw
570279 用心斗阵行 刘育绫 yxdzh
524926 加油吧加油吧 流氓阿德 jybjyb
524444 男人的眼泪 流氓阿德 nrdyl
567635 明白你的心 龙飘飘 mbndx
567539 人生车站 龙飘飘 rscz
567441 随风飘 龙飘飘 sfp
524060 爱就爱到老 龙千玉 ajadl
523536 爱你的人 龙千玉 andr
568873 爱你尚深 龙千玉 anss
571222 爱情 龙千玉 aq
574286 爱情的凶手 龙千玉 aqdxs
524091 爱情十字架 龙千玉 aqszj
525285 爱着一个不该爱的人 龙千玉 azygbgadr
524128 甭搁想些多 龙千玉 bgxxd
568868 出路 龙千玉 cl

刘依纯/林大海
刘依纯/王建杰
刘依纯/王建杰
刘依纯/王建杰
刘依纯/王建杰



523134 初恋花 龙千玉 clh
566193 错爱 龙千玉 ca
523599 等待归暝 龙千玉 ddgm
522874 等君 龙千玉 dj
562571 等你 龙千玉 dn
568872 放舍 龙千玉 fs
524907 风微微情绵绵 龙千玉 fwwqmm
562448 风中的玫瑰 龙千玉 fzdmg
525106 甘犹原真心对待 龙千玉 gyyzxdd
522895 挂心 龙千玉 gx
562570 海中船 龙千玉 hzc
523203 海中网 龙千玉 hzw
524292 何必再想你 龙千玉 hbzxn
563662 何时来离开 龙千玉 hsllk
522901 红尘 龙千玉 hc
524300 花开等后冬 龙千玉 hkdhd
574287 花香 龙千玉 hx
524311 黄昏相思曲 龙千玉 hhxsq
524317 寂寞的路灯 龙千玉 jmdld
566222 将你放袂记 龙千玉 jnf
523690 叫你的名 龙千玉 jndm
566225 进退两难 龙千玉 jtln
566226 酒渗水 龙千玉 jss
522924 旧情 龙千玉 jq
524393 离开你的梦 龙千玉 lkndm
563539 落叶情 龙千玉 lyq
523749 麦搁越头 龙千玉 mgyt
523281 玫瑰花 龙千玉 mgh
524424 美丽的故乡 龙千玉 mldgx
523296 母子情 龙千玉 mzq
524453 难忘的旧情 龙千玉 nwdjq
524458 你是阮唯一 龙千玉 nsrwy
523306 女人花 龙千玉 nrh
568870 女人心 龙千玉 nrx
566469 牵挂 龙千玉 qg
563538 情关难离 龙千玉 qgnl
568420 情梦啊情网 龙千玉 qmaqw
566223 情人桥 龙千玉 qrq
525264 啥人对爱情无贪心 龙千玉 srdaqwtx
522992 伤痕 龙千玉 sh
574284 失落的爱 龙千玉 slda
524549 失落的过去 龙千玉 sldgq
524552 时机造英雄 龙千玉 sjzyx
524560 输人不输阵 龙千玉 srbsz
566224 束缚 龙千玉 sf
574285 思念伊 龙千玉 sny
523005 随人 龙千玉 sr
566227 随在天欢喜 龙千玉 szthx



566468 天涯痴情梦 龙千玉 tycqm
566434 同心圆 龙千玉 txy
973030 忘川河 龙千玉 wch
523912 唯一的爱 龙千玉 wyda
525185 为何新娘不是我 龙千玉 whxnbsw
523925 我无醉啦 龙千玉 wwzl
576588 无可能 龙千玉 wkn
524654 无声的相辞 龙千玉 wsdxc
524672 希望你会知 龙千玉 xwnhz
523409 溪水情 龙千玉 xsq
523031 乡愁 龙千玉 xc
576589 相逢梦何时 龙千玉 xfmhs
525036 心挂意无路用 龙千玉 xgywly
568871 心痛的爱 龙千玉 xtda
562569 心相软 龙千玉 xxr
973029 幸福之恋 龙千玉 xfzl
523052 胭脂 龙千玉 yz
568869 夜花 龙千玉 yh
563661 一领情往 龙千玉 ylqw
566192 一生的爱 龙千玉 ysda
566433 一世情缘 龙千玉 ysqy
524004 异乡之恋 龙千玉 jxzl
576231 用心 龙千玉 yx
524798 再会滴答滴 龙千玉 zhddd
524803 再会夜都市 龙千玉 zhyds
571339 珍惜 龙千玉 zx
568419 只爱你一个 龙千玉 zanyg
524820 只要你欢喜 龙千玉 zynhx
524824 重逢的港口 龙千玉 cfdgk
524844 最难忘的人 龙千玉 znwdr
524042 昨暝的梦 龙千玉 zmdm
524478 牵手做阵行 qszzx
523352 世间路 sjl
524817 真心只爱你 zxzan
524086 爱情多一岁 aqdys
524503 请你着放弃 qnzfq
571838 郎啊 la
563058 爱了无后悔 alwhh
568417 今生今世 jsjs
563660 梦中来安慰 mzlaw
566190 用心交陪 yxjp
571338 找巢 zc
565619 落日的夕阳 lrdxy
563202 情深深缘薄薄 qssybb
571381 阿郎 al
524966 男人情女人心 nrqnrx
724966 男人情女人心 nrqnrx
522892 孤单 龙劭华 gd

龙千玉/蔡小虎
龙千玉/蔡小虎
龙千玉/蔡小虎
龙千玉/傅振
龙千玉/傅振耀
龙千玉/罗时丰
龙千玉/翁立友
龙千玉/翁立友
龙千玉/翁立友
龙千玉/翁立友
龙千玉/翁立友
龙千玉/俞隆华
龙千玉/俞隆华
龙千玉/袁小迪
龙千玉/袁小迪
龙千玉/袁小迪



524572 随人着保重 龙劭华 srzbz
523062 原谅 龙劭华 yl
523647 海上风光 卢海鹏 hsfg
522947 良心 乱弹 lx
561144 你不会想到我 乱弹阿翔 nbhxdw
561143 乡下俗 乱弹阿翔 xxs
561180 最近的我 乱弹阿翔 zjdw
570768 就是你 jsn
522910 火车 罗大佑 hc
523049 兄弟 罗大佑 xd
522898 寒天 罗国礼 ht
523651 黑白电影 罗国礼 hbdy
524586 天空又落水 罗国礼 tkyls
562730 天顶的流星 罗汉 tddlx
563010 爱到没性命 罗时丰 admxm
971161 爱到天荒地老 罗时丰 adthdl
571840 伴花 罗时丰 bh
880010 不曾说爱你 罗时丰 bcsan
880521 不能没你 罗时丰 bnmn
524217 等你几落冬 罗时丰 dnjld
523615 放袂落心 罗时丰 fmlx
524254 感情到最后 罗时丰 gqdzh
725110 害我心肝丢三下 罗时丰 hwxgdsx
568810 红颜 罗时丰 hy
525115 红与黑的勃鲁斯 罗时丰 hyhdbls
524420 茫茫到深更 罗时丰 mmdsg
724420 茫茫到深更 罗时丰 mmdsg
524953 袂当搁爱的人 罗时丰 mdgadr
568809 男人的汗 罗时丰 nrdh
524449 男性的气魄 罗时丰 nxdqp
523301 男子汉 罗时丰 nzh
568808 你甘有块听 罗时丰 ngykt
571839 人在他乡 罗时丰 rztx
565032 伤心舞台 罗时丰 sxwt
525174 台北发的尾班车 罗时丰 tbfdwbc
525180 枉费真心对待你 罗时丰 wfzxddn
571841 望天 罗时丰 wt
880009 望乡 罗时丰 wx
525011 为何爱着别人 罗时丰 whazbr
525022 无情的电影票 罗时丰 wqddyp
523947 细妹按靓 罗时丰 xmal
723947 细妹按靓 罗时丰 xmal
565237 心内批 罗时丰 xnp
523461 有影无 罗时丰 yyw
525062 缘未尽情难离 罗时丰 ywjqnl
523473 月圆时 罗时丰 yys
971165 在梦里 罗时丰 zml
523482 找无伊 罗时丰 zwy

罗百吉/詹曼玲



525219 英雄难过美人关 yxngmrg
525226 圆仔花与少年家 yzhysnj
525184 为何你爱着别人 whnazbr
571516 不甘你哭 bgnk
971160 大牛爱小马 dnaxm
565031 红海 hh
880928 情人泪 qrl
563782 爱你爱我 罗文聪 anaw
568859 爱情有拿要还 罗文聪 aqynyh
563194 爱一天疼一冬 罗文聪 ayttyd
568860 爱愈多恨愈多 罗文聪 aydhyd
573415 不想你 罗文聪 bxn
567626 犯罪 罗文聪 fz
976535 好天气 罗文聪 htq
568862 花开心萎 罗文聪 hkxw
568861 结局谁人赢 罗文聪 jjsry
573417 离开爱的人 罗文聪 lkadr
562728 你无爱我 罗文聪 nwaw
573554 期待有人爱 罗文聪 qdyra
567624 情话四季 罗文聪 qhsj
567625 情路作流氓 罗文聪 qlzlm
564001 双喜 罗文聪 sx
568858 他乡的明信片 罗文聪 txdmxp
563193 无心别牵拖 罗文聪 wxbqt
573416 无怨天地无怨人 罗文聪 wytdwyr
562729 闲仔话 罗文聪 xzh
567623 幸福的邀请 罗文聪 xfdyq
573553 夜色 罗文聪 ys
567622 坠落情海 罗文聪 zlqh
976534 散步在云顶 sbzyd
570948 后头厝 htc
570949 幸福的表情 xfdbq
573569 痴情汉 cqh
573712 你是水我是火 nsswsh
570953 生份舞伴 sfwb
570951 伤心吧台 sxbt
570952 暂时做憨人 zszhr
523847 少年英雄 马客 snyx
523283 美姑娘 马兆骏 mgn
972397 好兄弟 梅东生 hxd
976583 啾咪 梅东生 jm
972398 无您在阮身边 梅东生 wnzrsb
970709 天光 tg
523554 爸爸妈妈 梅花三姊妹 bbmm
723554 爸爸妈妈 梅花三姊妹 bbmm
522909 火车 梅花三姊妹 hc
722909 火车 梅花三姊妹 hc
570839 姐妹情手足情 梅花三姊妹 jmqszq

罗时丰/林孟婕
罗时丰/小辣椒
罗时丰/佚名
罗时丰/张秀卿
罗时丰/张秀卿
罗时丰/张秀卿
罗时丰/张秀卿

罗文聪/曾心梅
罗文聪/叶家妤
罗文聪/叶家妤
罗文聪/郑仲茵
罗文聪/郑仲茵
罗文聪/郑仲茵
罗文聪/朱慧珍
罗文聪/朱慧珍

梅东生/吴淑敏



524943 离别的月台票 梅花三姊妹 lbdytp
724943 离别的月台票 梅花三姊妹 lbdytp
724404 流浪的马车 梅花三姊妹 lldmc
524408 流浪走天涯 梅花三姊妹 llzty
724408 流浪走天涯 梅花三姊妹 llzty
524417 妈妈叨位去 梅花三姊妹 mmdwq
524439 母泪滴滴爱 梅花三姊妹 mldda
724439 母泪滴滴爱 梅花三姊妹 mldda
724590 天涯流星泪 梅花三姊妹 tylxl
570838 勇敢三姐妹 梅花三姊妹 ygsjm
524056 爱到史艳文 孟庭苇 adsyw
524902 粉红色的凸床 孟庭苇 fhsdtc
523642 孟庭苇 gzlm
976497 糜语 糜先生 my
525239 爱放袂离情放袂开 南台湾小姑娘 afmlqfmk
523546 爱情切啦 南台湾小姑娘 aqql
524874 爱情莎哟哪啦 南台湾小姑娘 aqsynl
524875 爱情先天免疫 南台湾小姑娘 aqxtmy
524109 爱阮免排队 南台湾小姑娘 armpd
523555 白马王子 南台湾小姑娘 bmwz
523706 拒绝往来 南台湾小姑娘 jjwl
524397 恋爱狂想曲 南台湾小姑娘 lakxq
524968 南台湾小姑娘 南台湾小姑娘 ntwxgn
523806 青春乱梦 南台湾小姑娘 qclm
524493 情人变朋友 南台湾小姑娘 qrbpy
524993 傻傻恋爱的人 南台湾小姑娘 ssladr
523898 同班同学 南台湾小姑娘 tbtx
523415 相思豆 南台湾小姑娘 xsd
524702 心爱等一下 南台湾小姑娘 xadyx
525298 有闲写信没闲打电话 南台湾小姑娘 yxxxmxddh
523603 等一下呢 妞妞姐妹 dyxn
525147 你是我所爱的人 妞妞姐妹 nswsadr
565219 实在真歹势 szzds
522906 画眉 潘丽丽 hm
525307 台湾有一个所在会下雪 潘丽丽 twyygszhx
524200 春天个花蕊 ctghr
973608 孤单恰恰 潘佩莉 gdqq
973610 美丽的邀请 潘佩莉 mldyq
973609 心酸为着你 潘佩莉 xswzn
574202 幸福的家伙 潘佩莉 xfdjh
973611 运命 潘佩莉 ym
524204 纯情青春梦 潘越云 cqqcm
524497 情字这条路 潘越云 qzztl
525182 为爱拖磨一世人 潘越云 watmysr
524670 西子湾之恋 潘越云 xzwzl
523039 心情 潘越云 xq
522845 信 潘越云 x
565321 十三支与大老二 砰砰乐团 sszydle

故作浪漫(欣赏版)

女F4

潘丽丽/詹宏达



565324 芋仔番薯 砰砰乐团 yzfs
573647 爱人离开我 彭立 arlkw
573648 青春一首歌 彭立 qcysg
571208 问月光 彭立 wyg
571206 幸福 彭立 xf
573646 勇敢的爱 彭立 ygda
571209 雨声 彭立 ys
571207 真心爱伊 彭立 zxay
573627 可恨的爱人 khdar
568254 爱过一个人 彭莉 agygr
568253 恨情歌 彭莉 hqg
522913 菅芒 彭莉 gm
523315 牵手情 彭莉 qsq
568385 算什么 彭莉 ssm
523371 随风飞 彭莉 sff
568384 心甘情愿 彭莉 xgqy
524023 再见车站 彭莉 zjcz
524265 感谢你的爱 gxnda
524165 痴情的男儿 澎恰恰 cqdne
561076 红花抹香 澎恰恰 hhmx
561077 红颜恨石 澎恰恰 hyhs
561078 胭脂水粉 澎恰恰 zsf
562285 我们的世代 泼猴 wmdsd
524721 新郎不是我 七烽 xlbsw
568371 按呢想 七郎 anx
565188 七郎 bnxf
568564 吃醋 七郎 cc
567104 错错错 七郎 ccc
880272 对天撒乃 七郎 dtsn
976579 感情护照 七郎 gqhz
566810 故乡的故事 七郎 gxdgs
976564 故乡为 七郎 gxw
571699 海角信号 七郎 hjxh
568369 寂寞流浪儿 七郎 jmlle
571700 甲你当做宝 七郎 jndzb
565143 七郎 jj
560900 酒解不好 七郎 jjbh
971564 猫王 七郎 mw
880245 男人尚痛的所在 七郎 nrstdsz
567103 拼酒 七郎 pj
880273 娶某 七郎 qm
568563 伤心的港口 七郎 sxdgk
566809 司机大哥 七郎 sjdg
568370 思乡的出外人 七郎 sxdcwr
524588 天下父母心 七郎 txfmx
976563 五月 七郎 wy
568368 午夜的恋歌 七郎 wydlg
565141 七郎 xndtg

彭立/唐铭良

彭莉/佚名

包你幸福(无原唱)

见酒(无原唱)

想你的探戈(无原唱)



971565 郁悴恋歌 七郎 yclg
565142 七郎 zghne
976597 纸包袜条火 zbwth
523917 我的日子 wdrz
976578 情沙黏袜合 qsnwh
566807 台湾圈一辗 twqyz
566808 鸳鸯手巾仔 yysjz
523551 暗淡的月 齐秦 addy
723551 暗淡的月 齐秦 addy
523630 港都夜雨 齐秦 gdyy
723630 港都夜雨 齐秦 gdyy
524917 怀念的播音员 齐秦 hndbyy
524433 命运的深渊 齐秦 mydsy
724433 命运的深渊 齐秦 mydsy
523319 青蚵嫂 齐秦 qks
523392 为什么 齐秦 wsm
970694 甘愿为你来牺牲 gywnlxs
565844 甜蜜的愿望 强辩乐团 tmdyw
523230 金项链 荞菲 jxl
524337 酒场的心声 荞菲 jcdxs
523829 三心两意 荞菲 sxly
564140 藏镜人 秦杨 cjr
564139 淡水的庙仔边 秦杨 dsdmzb
564141 风吹的命运 秦杨 fcdmy
522887 感恩 秦杨 ge
524272 公车牌之恋 秦杨 gcpzl
564310 江湖泪 秦杨 jhl
523733 离水的鱼 秦杨 lsdy
523846 少年青春 秦杨 snqc
564311 重新来过 秦杨 zxlg
523569 不爱英雄 bayx
523308 女神龙 邱兰芬 nsl
523400 乌龙茶 邱淑君 wlc
523015 偎靠 wk
525191 我的一生交乎你 wdysjhn
525166 谁人有心谁人赢 sryxsry
562756 邱芸中 jmdlq
970759 电台情歌 邱芸子 dtqg
970760 赌命的坚持 邱芸子 dmdjc
880277 糊涂情 邱芸子 htq
880278 湳雨的心情 邱芸子 nydxq
880279 情深深心绵绵 邱芸子 qssxmm
523822 阮的愿望 邱芸子 rdyw
523335 伤心雨 邱芸子 sxy
525178 褪色的爱无人知 邱芸子 tsdawrz
970758 无缘的祝福 邱芸子 wydzf
569197 心碎的恰恰 邱芸子 xsdqq
523440 心无奈 邱芸子 xwn

正港ㄟ好男儿(无原唱)
七郎/乔幼
七郎/邱芸子
七郎/小璇
七郎/一绫
七郎/张丽君

钱澄/一绫

秦杨/方馨

邱淑君/阿Q
邱淑君/阿Q
邱淑君/傅振辉

寂寞的恋情(无原唱)



524760 永远的爱人 邱芸子 yydar
524983 情难断梦袜醒 qndmmx
970757 爱过无通后悔 agwthh
522831 204 群星 lrls
524155 查某囝仔婴 群星 cmjzy
524203 纯情青春梦 群星 cqqcm
523618 飞龙在天 群星 fzt
525300 群星 gxnhxjhgx
562296 继续向前行 群星 jxxqx
523748 唛讲废话 群星 mjfh
523754 梦你的梦 群星 mndm
523299 囡仔拳 群星 nzq
525303 群星 nsnlhxnjj
524480 翘脚髯嘴须 群星 qjrzx
524519 闰月闰爱情 群星 ryraq
523825 三更半暝 群星 sgbm
523330 三角恋 群星 sjl
525308 群星 tjfhhjdjd
525312 群星 xnyyjgxnj
524800 再会啦车站 群星 zhlcz
525316 群星 zlzfnsd
524074 爱拼才会赢 任贤齐 apchy
524151 彩色西门町 任贤齐 csxmd
524645 无你就无我 任贤齐 wnjww
523960 心情车站 任贤齐 xqcz
564618 容儿 ssazn
564364 容儿 ysh
564053 容儿 yj
976717 牵手 儒孺 qs
976716 鸳鸯戒指 yyjz
572118 爱ㄟ世界 闪亮三姐妹 asj
603019 爱ㄟ世界 闪亮三姐妹 asj
568723 按怎 闪亮三姐妹 az
568722 打拼 闪亮三姐妹 dp
572117 嘿咻 闪亮三姐妹 hx
603020 嘿咻 闪亮三姐妹 hx
880389 红色高跟鞋 闪亮三姐妹 hsggx
572115 傀儡娃娃 闪亮三姐妹 klww
603021 傀儡娃娃 闪亮三姐妹 klww
880375 美姑娘 闪亮三姐妹 mgn
560326 泡沫珍珠茶 闪亮三姐妹 pmzzc
572116 千年爱神 闪亮三姐妹 qnas
603022 千年爱神 闪亮三姐妹 qnas
880376 入味 闪亮三姐妹 rw
568725 闪亮舞台 闪亮三姐妹 slwt
880388 轧舞 闪亮三姐妹 zw
568724 犹原在等你 闪亮三姐妹 yyzdn
975072 爱河桥畔 上明 ahqp

邱芸子/陈中
邱芸子/扬哲

过新年欢喜就好+恭喜中万字+五路财神

弄狮弄龙贺新年+紧来过新年+大发财

头家发花红+大家大发财+新年如意
新年有缘+过新年+甲你拜年

咱来祝福+看弄狮+打锣鼓

深深爱着你(无原唱)
夜生活(无原唱)
饮酒(无原唱)

儒孺/旺来



880915 痴情风雨暝 上明 cqfym
975071 帆摇海岸 上明 fyha
565828 寂寞的歌声 上明 jmdgs
565829 上明 qlln
975065 情路滑洌洌 上明 qlhll
560054 秋风夜雨未了情 上明 qfyywlq
565827 一生情愿 上明 ysqy
560901 痴心换假情 cxhjq
565826 心情落了一阵雨 xqllyzy
571397 爱人的心 沈芳如 ardx
568850 爱无底 沈芳如 awd
574791 变质的幸福 沈芳如 bzdxf
574790 不该搁再爱 沈芳如 bggza
568944 滴滴情泪 沈芳如 ddql
568945 红尘一场梦 沈芳如 hcycm
568849 冷被单 沈芳如 lbd
574793 谁人安慰 沈芳如 sraw
574792 生命之歌 沈芳如 smzg
571322 我爱的人 沈芳如 wadr
571396 无聊的借口 沈芳如 wldjk
571323 遗憾的情梦 沈芳如 yhdqm
525075 沈文程 yjjltwr
523727 蓝色围巾 沈文程 lswj
524402 流浪的吉他 沈文程 lldjt
524442 男儿的心声 沈文程 nedxs
523818 日落情歌 沈文程 rlqg
525202 五月十一彼下埔 沈文程 wysybxp
524346 旧情也绵绵 jqymm
564796 爱到不知轻重 施文彬 adbzqz
564941 爱你的痛苦 施文彬 andtk
525084 爱我的心有多深 施文彬 awdxyds
523553 把我忘掉 施文彬 bwwd
880960 白目情人梦 施文彬 bmqrm
523102 保身符 施文彬 bsf
525089 甭搁提起旧伤痕 施文彬 bgtqjsh
524167 痴情会心疼 施文彬 cqhxt
523581 痴情男儿 施文彬 cqne
880912 纯情人的行船曲 施文彬 cqrdhcq
976525 大细汉差彼多 施文彬 dxhcbd
571906 歹勢 施文彬 ds
561027 当选 施文彬 dx
976491 电甲金熠熠 施文彬 djjyy
880959 豆花车倒摊 施文彬 dhcdt
566505 顿张 施文彬 dz
523189 感情债 施文彬 gqz
522900 好听 施文彬 ht
971108 烘炉地之恋 施文彬 hldzl
976289 吼励戏 施文彬 hlx

情路LONELY NIGHT

上明/一绫
上明/一绫

1990台湾人

沈文程/张瀛仁



564506 叫着你的名 施文彬 jzndm
567406 酒杯来作伴 施文彬 jblzb
522926 剧本 施文彬 jb
567405 孔雀鱼 施文彬 kqy
564701 梦话 施文彬 mh
566422 咩 施文彬 y
560159 你爱的不是我 施文彬 nadbsw
564940 你爱的是别人 施文彬 nadsbr
572029 你嘛帮帮忙 施文彬 nmbbm
880295 漂丿男子汉 施文彬 ppnzh
561024 七刀 施文彬 qd
522964 七仔 施文彬 qz
566504 情定小琉球 施文彬 qdxlq
523816 人肉咸咸 施文彬 rrxx
565154 阮是快乐在爱你 施文彬 rsklzan
524994 伤心歌伤心肝 施文彬 sxgsxg
564700 伤心人永远做伤心的梦 施文彬 sxryyzsxd
523867 谁人也知 施文彬 sryz
523868 谁是老大 施文彬 ssld
971107 台中腔 施文彬 tzq
571833 天大地大爱上大 施文彬 tdddasd
560160 天光 施文彬 tg
560588 跳舞阑 施文彬 twl
523391 为啥人 施文彬 wsr
564507 我天天醉 施文彬 wttz
976492 舞财神 施文彬 wcs
567408 闲闲来泡茶 施文彬 xxlpc
566458 想你纪念日 施文彬 xnjnr
561026 笑轮回 施文彬 xlh
524714 心酸过一暗 施文彬 xsgya
567407 野蛮情人 施文彬 ymqr
523989 一代公主 施文彬 ydgz
524808 这是我的爱 施文彬 zswda
564508 真情味 施文彬 zqw
561025 正港的朋友 施文彬 zgdpy
523073 祝福 施文彬 zf
564785 伤心的字条 sxdzt
567869 因为拄到你 ywzdn
571905 台语歌 tyg
523087 爱哭的 akd
880296 窗外的雨声 cwdys
564505 请你保重 qnbz
523789 你我相遇 nwxy
522948 了断 ld
567403 我的沙发让你躺 wdsfrnt
524635 无聊的暗暝 四贱客 wldam
573198 无眠 苏打绿 wm
880953 追追追 苏打绿 zzz

施文彬/孙淑媚
施文彬/吴淑敏
施文彬/武雄
施文彬/萧玉芬
施文彬/秀兰玛雅
施文彬/秀兰玛雅
施文彬/佚名
施文彬/张秀卿
施文彬/张雪琳



976604 爱来找麻烦 苏路 alzmf
880425 爱你 苏路 an
880494 爱太多 苏路 atd
971177 分手的情诗 苏路 fsdqs
976605 风怎样吹 苏路 fzyc
572183 搁再爱一摆 苏路 gzayb
603028 搁再爱一摆 苏路 gzayb
880403 蝴蝶飞 苏路 hdf
572300 绝情就是你的名 苏路 jqjsndm
603267 绝情就是你的名 苏路 jqjsndm
880426 情批 苏路 qp
572299 无月的晚暝 苏路 wydwm
603268 无月的晚暝 苏路 wydwm
976586 写给你 苏路 xgn
572298 新娘衫 苏路 xns
603269 新娘衫 苏路 xns
976633 新伤旧痕 苏路 xsjh
572184 月娘啊 苏路 yna
603029 月娘啊 苏路 yna
880495 准备好抹 苏路 zbhm
523655 红尘梦醒 苏芮 hcmx
523667 花若离枝 苏芮 hrlz
524577 苏芮 ttyxk
570554 爱人再会 苏又镕 arzh
567428 痴情的等待 苏又镕 cqddd
570555 痴情乎你骗不知 苏又镕 cqhnpbz
567527 伤心的人 苏又镕 sxdr
570556 输乎爱情 苏又镕 shaq
567427 为你心碎为你痛 苏又镕 wnxswnt
570553 无奈的爱 苏又镕 wnda
567429 相欠 苏又镕 xq
567528 早哪知影 苏又镕 znzy
570552 只爱你一个 苏又镕 zanyg
570689 音乐是我的生命 苏振华 ylswdsm
524950 妈妈交待的话 素兰 mmjddh
525052 勇敢的查某子 孙翠凤 ygdcmz
567401 爱到绝望 孙淑媚 adjw
523518 爱到坎站 孙淑媚 adkz
524058 爱到这为止 孙淑媚 adzwz
523529 爱甲心惊 孙淑媚 ajxj
524864 爱你爱甲心痛 孙淑媚 anajxt
524084 爱情电话声 孙淑媚 aqdhs
524088 爱情看透透 孙淑媚 aqktt
523093 爱人啊 孙淑媚 ara
575735 爱是一种负担 孙淑媚 asyzfd
523097 拜拜啦 孙淑媚 bbl
524120 伴阮过一生 孙淑媚 brgys
523561 甭搁提起 孙淑媚 bgtq

抬头一吓看(欣赏版)



524146 不通将阮放 孙淑媚 btjrf
523576 苍天了解 孙淑媚 ctlj
575734 查某囡仔的美丽 孙淑媚 cmnzdml
575737 痴情歌 孙淑媚 cqg
524179 痴心的情歌 孙淑媚 cxdqg
524185 初恋的滋味 孙淑媚 cldzw
523142 啐啐念 孙淑媚 ccn
575733 到时你就知 孙淑媚 dsnjz
564929 到这为止 孙淑媚 dzwz
524215 等待的心情 孙淑媚 dddxq
523164 多情花 孙淑媚 dqh
565401 多情犹原伤心 孙淑媚 dqyysx
524900 恩情没人能比 孙淑媚 eqmrnb
562341 放你去 孙淑媚 fnq
567512 分手的咖啡 孙淑媚 fsdkf
567514 风吹的暗暝 孙淑媚 fcda
567513 风中的誓言 孙淑媚 fzdsy
880301 风中的思念 孙淑媚 fzdsn
575736 父母的心声 孙淑媚 fmdxs
524252 感情变负担 孙淑媚 gqbfd
523626 感情变天 孙淑媚 gqbt
524256 感情的玩物 孙淑媚 gqdww
562405 高雄港之恋 孙淑媚 gxgzl
901740 辜负你的爱 孙淑媚 gfnda
524287 憨憨为你等 孙淑媚 hhwnd
524923 活到老爱到老 孙淑媚 hdladl
524319 寂寞的气味 孙淑媚 jmdqw
524322 将我放心肝 孙淑媚 jwfxg
522925 旧鞋 孙淑媚 jx
523251 孙淑媚 lll
901724 离别雨 孙淑媚 lby
523279 慢慢等 孙淑媚 mmd
524952 没人爱的女人 孙淑媚 mradnr
524957 梦着思念的人 孙淑媚 mzsndr
523760 秘密情人 孙淑媚 mmqr
524962 抹冻回头的路 孙淑媚 mdhtdl
524973 你甘是无情人 孙淑媚 ngswqr
524974 你乎我的希望 孙淑媚 nhwdxw
523790 你知影无 孙淑媚 nzyw
562250 破洞的雨衣 孙淑媚 pddyy
524492 情路这呢长 孙淑媚 qlznc
522980 情雨 孙淑媚 qy
901725 人生的探戈 孙淑媚 rsdtg
522988 认真 孙淑媚 rz
523329 软心肝 孙淑媚 rxg
524989 阮的痛是真的 孙淑媚 rdtszd
523824 阮想欲飞 孙淑媚 rxyf
567398 三人世界 孙淑媚 srsj

啦啦啦(欣赏版)



901741 煞 孙淑媚 s
523832 伤心车站 孙淑媚 sxcz
562340 伤心的人一定是软心肝 孙淑媚 sxdrydsrx
561689 伤心泪 孙淑媚 sxl
880302 伤心伤一半 孙淑媚 sxsyb
524532 伤心夜都市 孙淑媚 sxyds
523859 手下留情 孙淑媚 sxlq
523875 思念加倍 孙淑媚 snjb
524567 思念你的歌 孙淑媚 snndg
525003 天顶的一蕊云 孙淑媚 tddyry
524612 为爱活下去 孙淑媚 wahxq
567399 无情风无情雨 孙淑媚 wqfwqy
523931 无情风雨 孙淑媚 wqfy
525199 无情风雨寂寞暝 孙淑媚 wqfyjmm
567608 无声的情歌 孙淑媚 wsdqg
562249 无缘的花 孙淑媚 wydh
523027 牺牲 孙淑媚 xs
565533 戏弄人生 孙淑媚 xnrs
567402 香水味 孙淑媚 xsw
524700 心爱的别走 孙淑媚 xadbz
523044 心萎 孙淑媚 xw
565534 雪中镜 孙淑媚 xzj
523050 烟花 孙淑媚 yh
564787 一步一错 孙淑媚 ybyc
523987 一错再错 孙淑媚 yczc
525046 一个西一个东 孙淑媚 ygxygd
524739 一九登机门 孙淑媚 yjdjm
565152 一天一万年 孙淑媚 ytywn
523458 有爱过 孙淑媚 yag
524791 越爱心越重 孙淑媚 yaxyz
524025 咱的爱情 孙淑媚 zdaq
525069 找无人同脚步 孙淑媚 zwrtjb
562672 这甘是阮的爱 孙淑媚 zgsrda
524034 重温旧梦 孙淑媚 cwjm
567400 最后的舞伴 孙淑媚 zhdwb
524842 最后一个人 孙淑媚 zhygr
561688 你是阮的温泉 nsrdwq
880304 伤心手指 sxsz
880303 无情鸳鸯梦 wqyym
564786 多情的恋梦 dqdlm
523579 痴恋一生 孙协志 clys
524168 痴情寄乎你 孙协志 cqjhn
524895 等你爱着别人 孙协志 dnazbr
523625 甘愿孤单 孙协志 gygd
523186 感情话 孙协志 gqh
522888 感谢 孙协志 gx
523841 伤心无话 孙协志 sxwh
523876 思思念念 孙协志 ssnn

孙淑媚/王识贤
孙淑媚/王识贤
孙淑媚/王识贤
孙淑媚/秀兰玛雅



523041 心事 孙协志 xs
524383 泪洒爱河桥 lsahq
524170 痴情台西港 唐飞 cqtxg
523282 玫瑰情 唐飞 mgq
524579 唐飞的心声 唐飞 tfdxs
970858 暧昧 唐俪 am
970859 爱人的高跟鞋 唐俪 ardggx
970860 等三年 唐俪 dsn
970856 后头厝的心声 唐俪 htcdxs
973627 临时爱人 唐俪 lsar
973628 情关难过情梦抹醒 唐俪 qgngqmmx
901694 无月的中秋 唐俪 wydzq
970857 戏弄 唐俪 xn
973599 写乎妈妈的歌 唐俪 xhmmdg
901692 爱是为什么 aswsm
573771 彩色的春天 csdct
901693 袂速配 msp
570000 我的人我的梦 wdrwdm
573772 永远伴相随 yybxs
569860 纸甲笔 zjb
970854 情歌对唱 qgdc
976622 美味的想念 唐禹哲 mwdxn
976593 上爱唱的歌 陶喆 sacdg
504957 望春风 陶喆 wcf
971026 天然气 trq
523533 爱老虎油 脱拉库 alhy
524352 可爱的姑娘 脱拉库 kadgn
524901 粉红色的凸床 万芳 fhsdtc
724095 爱情限时批 aqxsp
973793 不惊行情坏 王彩桦 bjhqh
902002 有唱有保庇 王彩桦 ycybb
524069 爱你相过雄 王登雄 anxgx
523643 过去干杯 王登雄 gqgb
523080 BYE BYE YESTERDAY 王关城 bby
563779 王建杰 acdg
566025 王建杰 a
568991 爱你甘愿忍耐 王建杰 angyrn
568986 不通乎我空等待 王建杰 bthwkdd
567258 寸步难行 王建杰 cbnx
523158 东北风 王建杰 dbf
522884 干杯 王建杰 gb
572569 甘剩阮一人 王建杰 gsryr
572711 挂念 王建杰 gn
901649 海口子 王建杰 hkz
568987 好男儿 王建杰 hne
572712 黑影 王建杰 hy
568993 红尘 王建杰 hc
561080 红砖仔路 王建杰 hzzl

汤岛白梅/佚名

唐俪/吴俊宏
唐俪/吴俊宏
唐俪/吴俊宏
唐俪/吴俊宏
唐俪/吴俊宏
唐俪/吴俊宏
唐俪/袁小迪

天天/赵正平

万芳/伍佰

哀愁的歌(无原唱)
爱(无原唱)



523684 寂寞黄昏 王建杰 jmhh
524931 今夜的台北市 王建杰 jydtbs
567259 旧情难了断 王建杰 jqnld
570026 冷冷的心 王建杰 lldx
568990 流浪天涯 王建杰 llty
568988 妈妈无怨的爱 王建杰 mmwyda
576492 亲像我这款男人 王建杰 qxwzknr
576115 日头困月娘醒 王建杰 rtkynx
901629 荣华富贵 王建杰 rhfg
523851 深深迷醉 王建杰 ssmz
566023 王建杰 sm
567260 锁心恋 王建杰 sxl
566022 王建杰 tm
901650 听歌讲故事 王建杰 tgjgs
524618 伟大的妈妈 王建杰 wddmm
523016 为情 王建杰 wq
568989 无依无偎 王建杰 wyw
567426 相爱过 王建杰 xag
566024 王建杰 xqn
523453 一个人 王建杰 ygr
576491 一生只有你 王建杰 yszyn
561699 王建杰 yzgf
570027 月圆人袂圆 王建杰 yyrmy
568992 真情不愿放 王建杰 zqbyf
901628 透早的飞行机 tzdfhj
976496 深渊 王莱 sy
976291 一生的骄傲 王莱 ysdja
976248 红尘岁月 hcsy
976495 陪你到最后 pndzh
525241 爱你的心拢无变卦 王玲 andxlwbg
522938 空等 王玲 kd
524371 快乐无地比 王玲 klwdb
524387 冷暖人生路 王玲 lnrsl
525151 秋风秋雨落叶时 王玲 qfqylys
522995 失约 王玲 sy
523014 望乡 王玲 wx
524756 姻缘天注定 王玲 yytzd
524787 月亮请安排 王玲 ylqap
570159 爱甲无路好退 王瑞霞 ajwlht
568718 爱情是我的性命 王瑞霞 aqswdxm
571127 爱着无情人 王瑞霞 azwqr
523113 捕破梦 王瑞霞 bpm
524224 多情多怨叹 王瑞霞 dqdyt
724224 多情多怨叹 王瑞霞 dqdyt
570944 王瑞霞 dxnda
570158 欢喜跳恰恰 王瑞霞 hxtqq
570157 旧情人 王瑞霞 jqr
570156 决心要离开 王瑞霞 jxylk

宿命(无原唱)

太慢(无原唱)

想起你(无原唱)

远走高飞(无原唱)

王建杰/鱼仔

王莱/吴仪君
王莱/吴仪君

多谢!你的爱



562425 王瑞霞 lfh
571128 留乎你的歌 王瑞霞 lhndg
570160 落叶命 王瑞霞 lym
574405 落雨彼一夜 王瑞霞 lybyy
524422 茫茫世间情 王瑞霞 mmsjq
562424 王瑞霞 naw
522966 期待 王瑞霞 qd
722966 期待 王瑞霞 qd
574206 牵手过 王瑞霞 qsg
562550 王瑞霞 rsdbl
525152 人生亲像扮电影 王瑞霞 rsqxbdy
725152 人生亲像扮电影 王瑞霞 rsqxbdy
568600 阮是欠你多少 王瑞霞 rsqnds
568599 山盟海誓什路用 王瑞霞 smhssly
568598 十年的感情 王瑞霞 sndgq
574205 思念到天光 王瑞霞 sndtg
523892 天公伯啊 王瑞霞 tgba
568717 心爱的爱别人 王瑞霞 xadabr
571129 遥远的记治 王瑞霞 yydjz
574207 用目屎甲你干杯 王瑞霞 ymsjngb
570480 用心等待你 王瑞霞 yxddn
574406 越爱越孤单 王瑞霞 yaygd
570943 做你的宝贝 王瑞霞 zndbb
523838 伤心情话 sxqh
562549 dmdyy
562423 tsdgq
524545 生命的恋歌 smdlg
724545 生命的恋歌 smdlg
522864 痴情 王秀琪 cq
522994 深情 王秀琪 sq
524038 走街人生 王壹珊 zjrs
524050 啊伤心的话 王识贤 asxdh
525076 爱到无命不知惊 王识贤 adwmbzj
565684 爱到有命无灵魂 王识贤 adymwlh
524061 爱你爱到老 王识贤 anadl
561585 爱你到最后 王识贤 andzh
560242 爱你的批纸 王识贤 andpz
568164 爱你的人就是我 王识贤 andrjsw
568264 爱无留 王识贤 awl
880285 不顾一切 王识贤 bgyq
572037 查甫人是黑咖啡 王识贤 cfrshkf
571907 带你去玩 王识贤 dnqw
524216 等你倒返来 王识贤 dndf
524222 惦惦离开你 王识贤 ddlkn
523607 都市的梦 王识贤 dsdm
561192 断情歌 王识贤 dqg
560241 断线情 王识贤 dxq
560239 反背 王识贤 fb

练疯话(无原唱)

你呒爱我(无原唱)

人生的波浪(无原唱)

王瑞霞/李明育
等抹到月圆(无原唱) 王瑞霞/伍浩哲
褪色的感情(无原唱) 王瑞霞/伍浩哲

王瑞霞/袁小迪
王瑞霞/袁小迪



565683 憨憨啊笑 王识贤 hhax
565551 黑阴天 王识贤 hyt
523678 悔不当初 王识贤 hbdc
568263 寄袂出的批 王识贤 jcdp
568082 坚强 王识贤 jq
523225 脚踏车 王识贤 jtc
571909 脚印 王识贤 jy
523238 酒中月 王识贤 jzy
524341 酒醉的恰恰 王识贤 jzdqq
522923 旧路 王识贤 jl
568166 空白纸 王识贤 kbz
564138 浪子情 王识贤 lzq
564237 老电影 王识贤 ldy
568083 老朋友 王识贤 lpy
522944 丽娜 王识贤 ln
523265 两双鞋 王识贤 lsx
568852 美丽的梦中 王识贤 mldmz
564137 梦中人 王识贤 mzr
523762 命中注定 王识贤 mzzd
525301 你的心内写着别人的名 王识贤 ndxnxzbrd
524457 你免同情我 王识贤 nmtqw
572036 切心 王识贤 qx
561586 青春的烟火 王识贤 qcdyh
560240 情难忘 王识贤 qnw
568165 秋风孤影 王识贤 qfgy
525153 认真的人最快乐 王识贤 rzdrzkl
560238 伤心的人 王识贤 sxdr
525265 尚爱的人伤我尚重 王识贤 sadrswsc
568853 谁人爱你亲像我 王识贤 sranqxw
560243 胜者为王 王识贤 szww
522999 是你 王识贤 sn
523355 手中沙 王识贤 szs
571908 挑战 王识贤 tz
524600 袜搁爱别人 王识贤 wgabr
564136 望中秋 王识贤 wzq
561551 尾班火车 王识贤 wbhc
523393 问世间 王识贤 wsj
564135 我的心内只有你 王识贤 wdxnzyn
524621 我欠你最多 王识贤 wqnzd
564236 无情的夜快车 王识贤 wqdykc
560244 谢天谢地 王识贤 xtxd
568163 一滴目屎一滴爱 王识贤 ydmsyda
565107 一个人娘娘 王识贤 ygrnn
565108 一片天 王识贤 ypt
565550 一生只爱你 王识贤 yszan
568851 永远行逗阵 王识贤 yyxdz
560237 云中月圆 王识贤 yzyy
561700 再见阮的爱 王识贤 zjrda



524822 只要你越头 王识贤 zynyt
525072 猪屠口的春天 王识贤 ztkdct
523702 酒量酒胆 jljd
523807 青春曼波 qcmb
525216 一生有你来作伴 ysynlzb
564010 永远的期待 yydqd
523499 醉情人 zqr
568081 等待相逢时 ddxfs
568162 因为有你 ywyn
880286 朋友干杯 pygb
569699 爱到最后 王中平 adzh
880392 爱的力量 王中平 adll
970735 爱情起大厝 王中平 aqqdc
573545 愁夜梦 王中平 cym
569698 大树脚 王中平 dsj
970738 蕃薯仔命 王中平 fszm
569700 还是英雄 王中平 hsyx
566509 欢喜有缘 王中平 hxyy
880416 将心比心 王中平 jxbx
522932 看破 王中平 kp
970737 苦心 王中平 kx
970736 老夫妻 王中平 lfq
970734 满穗稻仔 王中平 msdz
970732 你的伤是我的痛 王中平 ndsswdt
573547 起落人生 王中平 qlrs
569701 阮哪会堪 王中平 rnhk
573544 偷心 王中平 tx
573546 无情雨 王中平 wqy
523430 笑情歌 王中平 xqg
880393 心软 王中平 xr
565028 因为你有我 王中平 ywnyw
970733 咱的戏棚戏 王中平 zdxpx
524603 完成咱的梦 wczdm
569885 一定要幸福 ydyxf
523889 疼乎入心 thrx
524482 青春的马车 文夏 qcdmc
523855 十八姑娘 sbgn
522896 怪兽 文英 gs
524865 爱你不是芹彩 汶扬 anbsqc
566778 阿沙力 翁立友 asl
575572 爱情终点站 翁立友 aqzdz
566776 暗相思 翁立友 axs
523109 搏感情 翁立友 bgq
574231 不能讲的秘密 翁立友 bnjdmm
576134 冬天的日头 翁立友 dtdrt
974053 放手拼 翁立友 fsp
566390 辜负你的爱 翁立友 gfnda
570548 后一站 翁立友 hyz

王识贤/谢金燕
王识贤/谢金燕
王识贤/谢金燕
王识贤/谢金燕
王识贤/谢金燕
王识贤/秀兰玛雅
王识贤/秀兰玛雅
王识贤/扬哲

王中平/蔡佩芬
王中平/鱼仔
王祖贤/孙淑媚

文夏/佚名



560250 坚持 翁立友 jc
566389 来去红尘 翁立友 lqhc
901695 恋恋沙伦站 翁立友 llslz
560251 妈妈的背影 翁立友 mmdby
570549 梦中的你 翁立友 mzdn
567925 迷魂香 翁立友 mhx
575573 男性的坚持 翁立友 nxdjc
567924 前途 翁立友 qt
566774 人心 翁立友 rx
568086 阮的心声 翁立友 rdxs
574233 尚水的伴 翁立友 ssdb
566323 手中情 翁立友 szq
570550 水水的目睭 翁立友 ssdmz
575571 水中梦 翁立友 szm
566775 思念的咖啡 翁立友 sndkf
560252 送行 翁立友 sx
569788 贪恋 翁立友 tl
569787 挽回 翁立友 wh
574234 望情雨 翁立友 wqy
564376 我爱你 翁立友 wan
566322 我问天 翁立友 wwt
575570 无情的爱人 翁立友 wqdar
570551 行棋 翁立友 hq
564377 摇咧 翁立友 y
574232 夜市人生 翁立友 ysrs
564375 因为你的爱 翁立友 ywnda
974054 鸳鸯路 翁立友 yyl
523077 追随 翁立友 zs
566777 最爱的人 翁立友 zadr
570293 心肝着火 xgzh
524991 沙沙雨淋湿湿 翁倩玉 ssylss
523691 叫阮的名 巫啓贤 jrdm
564050 吴佳展 lxg
564049 吴佳展 wssm
901696 伤心的帐单 吴俊宏 sxdzd
973625 天刑者 吴俊宏 txz
970702 无名的英雄 吴俊宏 wmdyx
524638 无聊的人生 吴念真 wldrs
523351 世间路 吴奇隆 sjl
560498 爱的勇气 吴俅 adyq
560497 吉它是我的手 吴俅 jtswds
560500 结婚证书 吴俅 jhzs
560499 祝我幸福 吴俅 zwxf
973597 唱未刷 吴申梅 cws
970710 BAD BOY 吴淑敏 bb
565731 吴淑敏 gbza
570750 爱恨分明 吴淑敏 ahfm
562887 伴 吴淑敏 b

翁立友/朱海君

理想国(无原唱)
为谁失眠(无原唱)

GOOD BYE真爱



970712 比快乐搁卡真 吴淑敏 bklgkz
570747 不同的月娘 吴淑敏 btdyn
880505 唱袜煞的情歌 吴淑敏 cwsdqg
570749 春花露水 吴淑敏 chls
571821 纯情恰恰 吴淑敏 cqqq
565733 等你返来 吴淑敏 dnf
562666 吴淑敏 fzxg
565099 感情列车 吴淑敏 gqlc
562664 吴淑敏 hhyq
567870 嫁乎你哟 吴淑敏 jhny
569522 坚强是你的名 吴淑敏 jqsndm
565734 美丽蝴蝶 吴淑敏 mlhd
567872 迷到无药医 吴淑敏 mdwyy
569521 你不爱我 吴淑敏 nbaw
880506 你走 吴淑敏 nz
565732 朋友娘娘 吴淑敏 pynn
880431 阮是用心来爱你 吴淑敏 rsyxlan
970711 伤心海岸线 吴淑敏 sxhax
901611 伤心是谁的 吴淑敏 sxssd
570748 十七八岁的年代 吴淑敏 sqbsdnd
573378 跳袂煞 吴淑敏 tms
560502 为情为爱梦一生 吴淑敏 wqwamys
571750 我的真心话 吴淑敏 wdzxh
573377 无情放乎开 吴淑敏 wqfhk
880432 无声的祝福 吴淑敏 wsdzf
562665 吴淑敏 xad
567871 胭脂梦 吴淑敏 zm
901612 欲哭无声 吴淑敏 ykws
562246 月光暝 吴淑敏 yg
569520 中头彩 吴淑敏 ztc
569523 庄脚 吴淑敏 zj
571820 做你的朋友 吴淑敏 zndpy
571749 体贴你心肝 ttnxg
524661 无缘天注定 吴素卿 wytzd
901651 爱唱歌的人 吴勇滨 acgdr
901652 爱情三月天 吴勇滨 aqsyt
901653 千里眼 吴勇滨 qly
901654 堂堂的男儿 吴勇滨 ttdne
970708 小时候 吴勇滨 xsh
970707 夜来香 吴勇滨 ylx
970706 一切交乎你 吴勇滨 yqjhn
525249 大声说出心内的话 吴宗宪 dsscxndh
525286 多情的港口无情的天 吴宗宪 dqdgkwqdt
524423 没你的城市 吴宗宪 mndcs
523826 三暝三日 吴宗宪 smsr
523861 受伤的心 吴宗宪 ssdx
523977 吴宗宪 ybsg
524775 有梦你会红 吴宗宪 ymnhh

放在心肝(无原唱)

后会有期(无原唱)

心爱的(无原唱)

吴淑敏/周韦杰

摇摆SAY GOOD-BYE



524814 真心换绝情 吴宗宪 zxhjq
524373 来去夏威夷 无印良品 lqxwy
522832 HOSEE 五月天 h
524046 五月天 ilyww
522851 五月天 ol
569994 出头天 五月天 ctt
523176 风若吹 五月天 frc
522897 憨人 五月天 hr
523206 好不好 五月天 hbh
523208 黑白讲 五月天 hbj
524326 叫我第一名 五月天 jwdym
524329 借问众神明 五月天 jwzsm
561681 金多虾 五月天 jdx
523233 啾啾啾 五月天 jjj
560437 垃圾车 五月天 ljc
561572 麦来乱 五月天 mll
524720 心中无别人 五月天 xzwbr
523068 轧车 五月天 yc
524761 永远的永远 五月天 yydyy
524778 有你的将来 五月天 yndjl
523059 雨眠 五月天 ym
524823 志明与春娇 五月天 zmycj
523131 冲冲冲 伍佰 ccc
523161 断肠诗 伍佰 dcs
523612 返去故乡 伍佰 fqgx
525103 飞在风中的小雨 伍佰 fzfzdxy
973559 好运总来 伍佰 hyzl
525114 何时再见梦中人 伍佰 hszjmzr
523718 空袭警报 伍佰 kxjb
561573 厉害 伍佰 lh
523268 楼仔厝 伍佰 lzx
524963 墓仔埔也敢去 伍佰 mzpygq
524468 徘徊夜都市 伍佰 phyds
522962 漂浪 伍佰 pl
523813 秋风夜雨 伍佰 qfyy
523830 杀手骊歌 伍佰 sslg
523332 煞到你 伍佰 sdn
524540 少年吔安啦 伍佰 snyal
523849 少女的心 伍佰 sndx
524555 世界第一等 伍佰 sjdyd
523863 树枝孤鸟 伍佰 szgn
525170 思念亲像一条河 伍佰 snqxyth
562230 台湾制造 伍佰 twzz
523902 万丈深坑 伍佰 wzsk
523012 王道 伍佰 wd
560446 往事欲如何 伍佰 wsyrh
524653 无声的所在 伍佰 wsdsz
524678 稀微的风中 伍佰 xwdfz

I LOVE YOU 无望
OK啦



523953 小姐免惊 伍佰 xjmj
525034 心爱的再会啦 伍佰 xadzhl
524732 遥远的世界 伍佰 yydsj
523886 台北孤儿 tbge
524095 爱情限时批 aqxsp
523646 海上的岛 hsdd
971566 憨人 伍浩哲 hr
524011 有情无伴 伍浩哲 yqwb
523407 西北风 西卿 xbf
523966 新满江红 西卿 xmjh
566079 汹涌 西卿 xy
565008 拼 夏卡毛乐团 p
524851 阿爸的膨纱衫 向蕙玲 abdpss
970838 爱三角情两乱 向蕙玲 asjqll
524175 痴情有憨胆 向蕙玲 cqyhd
970837 既然要爱 向蕙玲 jrya
970839 甲阮宠乎我凭 向蕙玲 jrchwp
562245 向蕙玲 jwm
970841 结束彼一幕 向蕙玲 jsbym
970840 目屎那滴 向蕙玲 msnd
970835 失算 向蕙玲 ss
970836 挽回 向蕙玲 wh
970834 为爱请求 向蕙玲 waqq
525309 我爱的人不是爱我的人 向蕙玲 wadrbsawd
970842 追求我的梦 向蕙玲 zqwdm
560491 初恋 cl
525122 今夜又搁块落雨 jyygkly
560766 漂泊的爱 pbda
560492 情人裳 qrs
523107 彼一暝 萧福德 bym
525028 无通伤阮的心 萧福德 wtsrdx
571715 不知 萧闳仁 bz
569191 看袂落去 萧闳仁 klq
568612 阿嬤的话 萧煌奇 am
574872 阿母的情歌 萧煌奇 amdqg
568269 爱你一世人 萧煌奇 anysr
574239 爱作梦的人 萧煌奇 azmdr
568268 唱歌乎恁听 萧煌奇 cght
970748 出运啦 萧煌奇 cyl
568611 好啦好啦 萧煌奇 hlhl
574428 黑色比基尼 萧煌奇 hsbjn
565869 黑色吉他 萧煌奇 hsjt
568173 甲我跳舞好否 萧煌奇 jwtwhf
970749 情路无尾巷 萧煌奇 qlwwx
971181 思念会惊 萧煌奇 snhj
574871 拖 萧煌奇 t
974370 无边际的爱你 萧煌奇 wbjdan
574238 心里有针 萧煌奇 xlyz

伍佰/李宗盛
伍佰/万芳
伍佰&/范晓萱

叫我MIKA

向蕙玲/袁小迪
向蕙玲/袁小迪
向蕙玲/袁小迪
向蕙玲/袁小迪



573421 无言花 萧敬腾 wyh
560752 白色恋人 萧蔓玲 bslr
561093 流浪的吉普赛姑娘 萧淑慎 lldjpsgn
524438 抹粉点胭脂 萧玉芬 mfdyz
524395 离乡十万里 逍谣不败 lxswl
570092 爱情的热度 小辣椒 aqdrd
570091 爱人感谢 小辣椒 argx
570088 半包於 小辣椒 bby
570094 风吹 小辣椒 fc
570093 进一步退两步 小辣椒 jybtlb
570090 楼窗 小辣椒 lc
524459 你头壳坏坏 小辣椒 ntkhh
570089 小花 小辣椒 xh
523428 肖查某 小龙女 xcm
571758 请你不通嫌弃我 谢和弦 qnbtxqw
568271 54321 谢金燕 wssey
523508 谢金燕 yyzm
564011 谢金燕 ywb
560298 ぁぃしてゐ我爱你 谢金燕 wan
523085 啊哥哥 谢金燕 agg
523530 爱甲心痛 谢金燕 ajxt
564014 爱哭爱跟路 谢金燕 akagl
523532 爱来爱去 谢金燕 alaq
880999 爱你辣 谢金燕 anl
524870 爱情不是作梦 谢金燕 aqbszm
524090 爱情三温暖 谢金燕 aqswn
971216 爱我好呒 谢金燕 awhm
568409 爱香水 谢金燕 axs
560778 爱要爱的久 谢金燕 ayadj
568617 爱着不该爱的人 谢金燕 azbgadr
881000 哔哔哔 谢金燕 bbb
523115 不想你 谢金燕 bxn
523120 叉烧包 谢金燕 csb
524166 痴情对你讲 谢金燕 cqdnj
524174 痴情一场空 谢金燕 cqyck
971214 春暖花开 谢金燕 cnhk
522870 代替 谢金燕 dt
971213 担心 谢金燕 dx
523602 等你靠岸 谢金燕 dnka
560300 独一无二 谢金燕 dywe
880968 憨人 谢金燕 hr
524288 含泪跳恰恰 谢金燕 hltqq
564808 红色玫瑰 谢金燕 hsmg
524316 寂寞的城市 谢金燕 jmdcs
560779 甲你跳舞 谢金燕 jntw
977181 姐姐 谢金燕 jj
568614 今夜今夜为你醉 谢金燕 jyjywnz
523720 苦酒落喉 谢金燕 kjlh

YO YO姊妹
YOYO舞步



523725 来去马西 谢金燕 lqmx
560781 离别车站 谢金燕 lbz
560301 练舞功 谢金燕 lwg
568613 两人世界 谢金燕 lrsj
880967 麻烦 谢金燕 mf
564151 卖火柴小女孩 谢金燕 mhcxnh
568408 没什么我愿意 谢金燕 msmwyy
560780 男欢女爱 谢金燕 nhna
568615 你不乖乖 谢金燕 nbgg
568407 你是水我是鱼 谢金燕 nsswsy
560776 恰恰阿哥哥 谢金燕 qqagg
564012 呛声 谢金燕 qs
564710 秋风探戈 谢金燕 qftg
568616 热情恰恰 谢金燕 rqqq
560777 热情夜快车 谢金燕 rqykc
523823 阮的最爱 谢金燕 rdza
523869 谁也不爱 谢金燕 syba
567221 失去你阮要按怎活 谢金燕 sqnryazh
523856 十八相送 谢金燕 sbxs
564152 酸甘蜜甜 谢金燕 sgmt
971210 听寂寞哭出声 谢金燕 tjmkcs
880969 围巾 谢金燕 wj
971211 我是憨人 谢金燕 wshr
523413 相欠债 谢金燕 xqz
524686 想你的歌诗 谢金燕 xndgs
524697 笑笑看一切 谢金燕 zzkyq
568272 谢谢再联络 谢金燕 xxzll
567222 心酸甲你无关 谢金燕 xsjnwg
971217 许愿 谢金燕 xy
567220 谢金燕 ywdm
560299 谢金燕 ygrdk
564013 因为你 谢金燕 ywn
524006 永远爱你 谢金燕 yyan
525221 用胭脂写你的名 谢金燕 yyzxndm
971215 月弯弯 谢金燕 yww
971209 只想要简单 谢金燕 zxyjd
523485 纸吹风 谢金燕 zcf
524036 自由自在 谢金燕 zyzz
524037 自作多情 谢金燕 zzdq
524932 酒窟仔相对看 jkzxdk
571762 出日头 谢雷 crt
571764 定定红 谢雷 ddh
560782 父子情深 谢雷 fzqs
571767 酒国好男儿 谢雷 jghne
571766 蔷薇花 谢雷 qwh
525169 思念故乡的心情 谢雷 sngxdxq
571763 因为我爱你 谢雷 ywwan
523502 醉醉醉 谢雷 zzz

夜雾的MOTEL
一个人的KTV

谢金燕/叶佳修



571761 芋仔蕃薯 yzfs
571760 树枝花蕊 szhr
567945 伴你一生一世 谢莉婷 bnysys
567948 梦中的形影 谢莉婷 mzdxy
567950 漂浪人生 谢莉婷 plrs
567947 情债 谢莉婷 qz
567949 深深的爱 谢莉婷 ssda
567951 问情 谢莉婷 wq
567946 心酸恋梦 谢莉婷 xslm
974275 天甲云 tjy
974276 注定 zd
571412 轰动江湖黑狗兄 谢顺福 hdjhhgx
565340 烧酒话 谢顺福 sjh
568386 JALAN JALAN 新宝岛康乐队 jj
523505 新宝岛康乐队 mbtx
524852 阿春仔伊阿嬷 新宝岛康乐队 aczyam
524089 爱情霹雳火 新宝岛康乐队 aqplh
565674 爱人在杭州 新宝岛康乐队 arzhz
523558 宝岛曼波 新宝岛康乐队 bdmb
568574 查某人的梦 新宝岛康乐队 cmrdm
561580 船长要抓狂 新宝岛康乐队 ccyzk
564699 春天 新宝岛康乐队 ct
524221 等无限时批 新宝岛康乐队 dwxsp
523166 多情兄 新宝岛康乐队 dqx
523219 欢聚歌 新宝岛康乐队 hjg
565478 起驾 新宝岛康乐队 qj
568575 请慢用 新宝岛康乐队 qmy
522989 日出 新宝岛康乐队 rc
523884 台北附近 新宝岛康乐队 tbf
568387 土产金刚 新宝岛康乐队 tcjg
523411 吓一跳 新宝岛康乐队 xyt
568388 想没有 新宝岛康乐队 xmy
523450 一百万 新宝岛康乐队 ybw
523995 一颗流星 新宝岛康乐队 yklx
524774 有乐町人生 新宝岛康乐队 yldrs
564187 原谅之歌 新宝岛康乐队 ylzg
523487 猪血汤 新宝岛康乐队 zxt
523491 自助餐 新宝岛康乐队 zzc
523317 钱歹赚 咻比嘟哗 qdz
880282 阿嬷的红线 秀兰玛雅 amdhx
523088 爱情歌 秀兰玛雅 aqg
522833 岸 秀兰玛雅 a
567264 不通伤心 秀兰玛雅 btsx
523589 春花望露 秀兰玛雅 chwl
567265 多情人多情梦 秀兰玛雅 dqrdqm
523614 放浪人生 秀兰玛雅 frs
524263 感情无退路 秀兰玛雅 gqwtl
523193 孤恋花 秀兰玛雅 glh

谢雷/谢小雄
谢雷/张玉容

谢莉婷/余天龙
谢莉婷/余天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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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0283 故乡月 秀兰玛雅 gxy
900283 故乡月 秀兰玛雅 gxy
524291 喝一嘴相思 秀兰玛雅 hyzxs
524916 怀念的播音员 秀兰玛雅 hndbyy
524307 黄昏的故乡 秀兰玛雅 hhdgx
523705 旧情绵绵 秀兰玛雅 jqmm
563192 梦醒才知相思 秀兰玛雅 mxczxs
524460 你无替阮想 秀兰玛雅 nwtrx
562726 情路越爱越痛 秀兰玛雅 qlyayt
523322 情未了 秀兰玛雅 qwl
523812 情雨绵绵 秀兰玛雅 qymm
523360 水当当 秀兰玛雅 sdd
563191 思慕情歌 秀兰玛雅 smqg
568856 思念伊 秀兰玛雅 sny
523370 算日子 秀兰玛雅 srz
563517 台北青红灯 秀兰玛雅 tbqhd
568855 天光光 秀兰玛雅 tgg
523899 同一个人 秀兰玛雅 tygr
523010 偷藏 秀兰玛雅 tc
565687 望春 秀兰玛雅 wc
523952 想你的心 秀兰玛雅 xndx
523438 心若铁 秀兰玛雅 xrt
523045 心愿 秀兰玛雅 xy
523046 欣赏 秀兰玛雅 xs
523056 一步 秀兰玛雅 yb
524008 勇敢的人 秀兰玛雅 ygdr
523459 有情人 秀兰玛雅 yqr
523463 雨夜花 秀兰玛雅 yyh
562727 月光 秀兰玛雅 yg
523474 越山岭 秀兰玛雅 ysl
565685 云相思 秀兰玛雅 yxs
565686 再会无情人 秀兰玛雅 zhwqr
525067 咱二人的约会 秀兰玛雅 zerdyh
524040 最爱的人 秀兰玛雅 zadr
524313 基隆山之恋 jlszl
565068 到底要按怎 徐嘉良 ddyaz
563606 男人的歌 徐嘉良 nrdg
976660 阿里加多 许富凯 aljd
976659 痴心等待你 许富凯 cxddn
524359 哭泣风雨间 许冠杰 kqfyj
523271 落大雨 许桂荧 ldy
568412 同款的我 tkdw
523515 爱不对人 许景淳 abdr
562306 爱河月光 许景淳 ahyg
562305 天顶的月娘啊 许景淳 tddyna
880367 伤心无效 sxwx
523190 高跟鞋 许谯龙 ggx
524550 失业当自强 许谯龙 sydzq

秀兰玛雅/罗建章

许嘉龄/郑伦境

许铭咭/邵大伦/周韦杰



523385 退火歌 许谯龙 thg
971207 爱太重 许志豪 atz
971206 爱一半 许志豪 ayb
971520 返来阮身边 许志豪 frsb
971208 美丽的海岸 许志豪 mldha
880225 最爱是你 许志豪 zasn
970754 吃饱困饱 薛佩洁 cbkb
880262 三口组 skz
970716 按呢娘 ann
970719 你是我的 nswd
880261 无鱼虾嘛好 wyxmh
880234 惜命命 xmm
880235 小弟 xd
973602 爱恨拢是你 ahlsn
572872 吃紧弄破碗 cjnpw
572875 鸡公弄鸡母 jgnjm
572874 路边摊 lbt
973634 面对面 mdm
973603 男男女女 nnnn
973633 你加我 njw
970718 人生的岁月 rsdsy
970717 疼惜我 txw
572873 用心代替 yxdt
565226 痴情真心话 cqzxh
562968 痴情真心话 cqzxh
575477 爱就是咖喱 严爵 ajskl
973012 吾在场证明 严爵 wzczm
523009 田婴 宴羚 ty
880924 爱人的目睭 扬哲 ardmz
880298 道歉 扬哲 dq
880926 恨天不公平 扬哲 htbgp
567237 寂寞等归暝 扬哲 jmdg
880925 浪子命 扬哲 lzm
880300 千不该万不该 扬哲 qbgwbg
880299 若得到你干若得到全世界 扬哲 rddngrddq
567236 伤心暗暝 扬哲 sxa
880923 石敢当 扬哲 sgd
567235 一定会出头天 扬哲 ydhctt
523907 望你早归 杨贵媚 wnzg
570015 风尘女 杨静 fcn
570014 一口气 杨静 ykq
570643 流浪的人 杨俊华 lldr
522890 感谢 杨烈 gx
522990 塞车 杨梦蝶 sc
524013 雨夜思情 杨梦蝶 yysq
524240 风流阿狗兄 杨鸣 fagx
524365 快乐的工人 杨鸣 kldgr
524448 男性的命运 杨鸣 nxdmy

薛佩洁/翁立友/张政雄
薛佩洁/张政雄
薛佩洁/张政雄
薛佩洁/张政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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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佩洁/张政雄
薛珮洁/张政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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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珮洁/张政雄
薛珮洁/张政雄
薛珮洁/张政雄
薛珮洁/张政雄
薛珮洁/张政雄
薛珮洁/张政雄
薛珮洁/张政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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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325 劝浪子 杨鸣 qlz
525267 思恋的夏威夷航路 杨鸣 sldxwyhl
525275 心爱的可比天顶星 杨鸣 xadkbtdx
525208 夜都市半瞑三更 杨鸣 ydsbmsg
569447 酸风柳树 杨培安 sfs
565228 爱的小路作阵行 杨哲 adxlzzx
565015 爱亲像放风吹 杨哲 aqxffc
565014 感情世界 杨哲 gqsj
562969 天公伯仔 杨哲 tgbz
565227 一生的好朋友 杨哲 ysdhpy
523507 杨宗宪 tdlq
576088 爱你是我的命 杨宗宪 answdm
524118 爸爸亲像山 杨宗宪 bbqxs
525090 不倘搁伤我的心 杨宗宪 btgswdx
523223 杨宗宪 hct
576087 寂寞的城市 杨宗宪 jmdcs
576086 今夜又搁想起你 杨宗宪 jyygxqn
523345 失落情 杨宗宪 slq
524594 偷偷爱着你 杨宗宪 ttazn
524655 无什么代志 杨宗宪 wsmdz
525297 想啥人怨啥人等啥人 杨宗宪 xsrysrdsr
576089 行过的路 杨宗宪 hgdl
563169 爱就趁早 叶启田 ajcz
524077 爱拼才会赢 叶启田 apchy
724077 爱拼才会赢 叶启田 apchy
523572 不通认输 叶启田 btrs
524183 出外没赚钱 叶启田 cwmzq
524190 船上的小姐 叶启田 csdxj
523140 慈母心 叶启田 cmx
523185 干一杯 叶启田 gyb
522886 甘愿 叶启田 gy
523195 古锥仔 叶启田 gzz
522894 故乡 叶启田 gx
524281 故乡的月娘 叶启田 gxdyn
523680 机会机会 叶启田 jhjh
523681 吉他情歌 叶启田 jtqg
562662 结婚 叶启田 jh
524379 浪子的心情 叶启田 lzdxq
524406 流浪找头路 叶启田 llztl
523267 龙卷风 叶启田 ljf
523742 绿岛之夜 叶启田 ldzy
524445 男性的本领 叶启田 nxdbl
525140 内山姑娘嫁了后 叶启田 nsgnjlh
523770 内心艰苦 叶启田 nxjk
523310 朋友情 叶启田 pyq
522974 情泪 叶启田 ql
522981 秋怨 叶启田 qy
523815 热情滚滚 叶启田 rqgg

TOKYO的恋情

火车头(无原唱)



522840 忍 叶启田 r
562661 时也命也运也 叶启田 symyyy
523361 水云烟 叶启田 syy
564105 思慕的形影 叶启田 smdxy
524593 痛苦女人心 叶启田 tknrx
523909 为你打拼 叶启田 wndp
562886 问天问地 叶启田 wtwd
522844 想 叶启田 x
562885 一如当初 叶启田 yrdc
524001 已经惯习 叶启田 yjgx
524019 缘长情短 叶启田 ycqd
524790 月娘在故乡 叶启田 ynzgx
525068 咱只有这条路 叶启田 zzyztl
524812 真情乎人卖 叶启田 zqhrm
523486 中范仔 叶启田 zfz
524848 做事起头难 叶启田 zsqtn
524893 搭在胸坎的爱 dzxkda
880305 爱到你注定无命 叶胜钦 adnzdwm
901940 痴情爱着你 叶胜钦 cqazn
976221 放你去飞 叶胜钦 fnqf
901938 家和万事兴 叶胜钦 jhwsx
976222 漂泊男儿 叶胜钦 pbne
523805 青春恋歌 叶胜钦 qclg
880308 伤心吉鲁巴 叶胜钦 sxjlb
901937 失恋的探戈 叶胜钦 sldtg
880306 新相思雨 叶胜钦 xxsy
880307 再会啦无缘彼个人 叶胜钦 zhlwybgr
901939 最爱是你 叶胜钦 zasn
975523 好胆你就来 hdnjl
976489 劝无心 叶依青 qwx
523537 爱你的心 叶瑗菱 andx
524324 叫你的名字 叶瑗菱 jndmz
523011 陀螺 叶瑗菱 tl
976730 爱失去香味 一绫 asqxw
570499 白莲雾 一绫 blw
570498 炒花枝 一绫 chz
976714 等爱 一绫 da
970696 袂冻爱 一绫 mda
970695 一个人一场梦 一绫 ygrycm
976715 缘分天注定 一绫 yftzd
970693 阿姊 az
570416 浮世如梦 fsrm
570415 水果西施 sgxs
523346 十七岁 伊能静 sqs
975066 寂寞的暗暝 伊雪 jmdam
568063 秋风冷月 伊雪 qfy
570502 无缘的人 伊雪 wydr
568123 想起彼当时 伊雪 xqbds

叶启田/蓝心湄

叶玮庭/中国好声音

一绫/怡君
一绫/周慧璇
一绫/周慧璇



574559 心头恋歌 伊雪 xtlg
525284 佚名 bsndmldac
524044 佚名 cindx
523503 I DON'T CARE 佚名 idc
524045 I JUST PLAY MY GUITAR 佚名 ijpmg
524850 佚名 rddgxq
524048 阿爸原谅我 佚名 abylw
524853 阿娥的摇篮曲 佚名 aedylq
524049 阿宏的心声 佚名 ahdxs
524854 阿君仔爱阿娘 佚名 ajzaan
523510 阿郎阿郎 佚名 alal
723510 阿郎阿郎 佚名 alal
523081 阿娜答 佚名 and
523082 阿莎力 佚名 asl
523083 阿文哥 佚名 awg
524855 哀愁的风雨桥 佚名 acdfyq
524856 哀愁的火车站 佚名 acdhcz
524051 哀愁的探戈 佚名 acdtg
524052 哀愁风雨桥 佚名 acfyq
523513 哎呦喂呀 佚名 aywy
524057 爱到袜冻爱 佚名 adwda
523520 爱的表示 佚名 adbs
523521 爱的呼声 佚名 adhs
523522 爱的抗议 佚名 adky
523523 爱的日记 佚名 adrj
523524 爱的舞伴 佚名 adwb
523525 爱的小路 佚名 adxl
523526 爱的笑容 佚名 adxr
523528 爱的滋味 佚名 adzw
522852 爱花 佚名 ah
523534 爱袂落心 佚名 amlx
524860 爱某不惊艰苦 佚名 ambjjk
524863 爱你爱到心痛 佚名 anadxt
524866 爱你不惜代价 佚名 anbxdj
525078 爱你的心已经冷 佚名 andxyjl
524065 爱你归礼拜 佚名 anglb
525242 爱你袜到祝你幸福 佚名 anwdznxf
523539 爱你无罪 佚名 anwz
524070 爱你一世人 佚名 anysr
525080 爱你永远无后悔 佚名 anyywhh
524072 爱你这呢深 佚名 anzns
524076 爱拼才会赢 佚名 apchy
524078 爱妻请原谅 佚名 aqqyl
523542 爱情的酒 佚名 aqdj
523544 爱情的梦 佚名 aqdm
524083 爱情的迷惘 佚名 aqdmw
725243 爱情的骗子我问你 佚名 aqdpzwwn
524085 爱情跌停板 佚名 aqdtb

80年代美丽的哀愁
CALL IN 你的心

RADIO的点歌心情



523090 爱情路 佚名 aql
523545 爱情恰恰 佚名 aqqq
524092 爱情十字路 佚名 aqszl
524093 爱情是什么 佚名 aqssm
524094 爱情受阻碍 佚名 aqsza
523091 爱情戏 佚名 aqx
523092 爱情雨 佚名 aqy
524099 爱情这呢冷 佚名 aqznl
524100 爱情这条路 佚名 aqztl
525083 爱情这条路歹走 佚名 aqztldz
524104 爱人跟人走 佚名 argrz
524105 爱人去不回 佚名 arqbh
523548 爱人是灯 佚名 arsd
523549 爱袜落心 佚名 awlx
524879 爱一斤值外多 佚名 ayjzwd
523094 爱与恨 佚名 ayh
524880 爱愈长伤愈深 佚名 aycsys
524882 爱愈深心愈凝 佚名 aysxyn
524111 爱著爱到死 佚名 azads
525245 爱作梦的查某囡仔 佚名 azmdcmnz
522853 安娜 佚名 an
523552 暗淡的月 佚名 addy
524117 爸爸亲像山 佚名 bbqxs
523095 白鹭鸶 佚名 bls
523556 白色的爱 佚名 bsda
525087 拜託月娘找头路 佚名 bynztl
523099 半边月 佚名 bby
523100 半路缘 佚名 bly
524119 半醉半清醒 佚名 bzbqx
524121 宝岛四季谣 佚名 bdsjy
524122 悲哀的恋梦 佚名 badlm
522857 悲恋 佚名 bl
524123 悲恋的公路 佚名 bldgl
524124 悲恋的酒杯 佚名 bldjb
523104 悲恋梦 佚名 blm
524125 悲情的城市 佚名 bqdcs
524126 悲情的城市 佚名 bqdcs
524127 悲情的命运 佚名 bqdmy
525088 杯底不通饲金鱼 佚名 bdbtsjy
523103 杯中影 佚名 bzy
523105 甭搁憨 佚名 bgh
523562 甭来一套 佚名 blyt
524130 彼个小姑娘 佚名 bgxgn
523563 彼呢爱你 佚名 bnan
523565 变调恋歌 佚名 btlg
524133 别讲再会啦 佚名 bjzhl
524134 别问阮的名 佚名 bwrdm
524135 别中有交待 佚名 bzyjd



523566 槟榔西施 佚名 blxs
523108 病子歌 佚名 bzg
523567 波波的茶 佚名 bbdc
523568 博多夜船 佚名 bdyc
523111 补空梦 佚名 bkm
524139 不敢搁再爱 佚名 bggza
524140 不敢哭出声 佚名 bgkcs
524144 不如甭相识 佚名 brbxs
525246 不通乎我等乎我望 佚名 bthwdhww
525091 不通借酒来解愁 佚名 btjjljc
523117 不想伊 佚名 bxy
524147 不应该的爱 佚名 bygda
524883 不应该有的爱 佚名 bygyda
523574 不由自己 佚名 byzj
524149 不愿哭出声 佚名 bykcs
523119 采茶歌 佚名 ccg
523575 菜瓜旋藤 佚名 cgxt
524152 草地老阿伯 佚名 cdlab
524153 草暝弄鸡公 佚名 cmnjg
523121 查某人 佚名 cmr
522861 忏悔 佚名 ch
524885 长崎蝴蝶姑娘 佚名 cqhdgn
523123 唱袂煞 佚名 cms
523124 唱袜煞 佚名 cws
525092 唱一首故乡的月 佚名 cysgxdy
524158 沉重的脚步 佚名 czdjb
523578 陈三五娘 佚名 cswn
524159 成功出头时 佚名 cgcts
524160 成功的条件 佚名 cgdtj
525093 成功一定是咱的 佚名 cgydszd
524886 吃果子拜树头 佚名 cgzbst
524162 吃亏的爱情 佚名 ckdaq
524163 吃亏占便宜 佚名 ckzpy
523127 吃头路 佚名 ctl
523580 痴情的人 佚名 cqdr
524171 痴情无流行 佚名 cqwlx
524172 痴情无值钱 佚名 cqwzq
525094 痴情下场是什么 佚名 cqxcssm
523130 痴情雨 佚名 cqy
524181 赤子的心情 佚名 czdxq
525071 种葫仔生菜瓜 佚名 zhzscg
524890 丑丑啊思相枝 佚名 ccasxz
522865 出帆 佚名 cf
524182 出外的囝仔 佚名 cwdjz
523132 出外人 佚名 cwr
524891 初恋的女朋友 佚名 cldnpy
524184 初恋的少女 佚名 cldsn
523133 初恋海 佚名 clh



523135 初恋梦 佚名 clm
525095 除非溪水颠倒流 佚名 cfxsddl
524186 船顶的小姐 佚名 cddxj
524187 船过水无痕 佚名 cgswh
523136 船罗声 佚名 cls
523583 船螺三声 佚名 clss
524188 船去情也断 佚名 cqqyd
524189 船上的男儿 佚名 csdne
524191 船上的小姐 佚名 csdxj
523584 船上月夜 佚名 csyy
523585 船头可爱 佚名 ctka
524192 喘气也悲伤 佚名 cqybs
523137 吹伊去 佚名 cyq
523587 春风歌声 佚名 cfgs
523588 春风恋情 佚名 cfq
524193 春风少年兄 佚名 cfsnx
524195 春娇和志明 佚名 cjhzm
524196 春满不夜城 佚名 cmbyc
524197 春梦不了情 佚名 cmblq
524198 春天的花蕊 佚名 ctdhr
525096 春天过了是冬天 佚名 ctglsdt
523592 春宵舞伴 佚名 cxwb
524201 春宵运河边 佚名 cxyhb
523593 慈母泪痕 佚名 cmlh
523141 慈中心 佚名 czx
525248 从海上归来的莉露 佚名 chsgldll
522868 错爱 佚名 ca
523144 搭心兄 佚名 dxx
523145 大车拼 佚名 dcp
524206 大家都有病 佚名 djdyb
524207 大家免著惊 佚名 djmzj
523148 大块呆 佚名 dkd
523149 单思调 佚名 dsd
524212 担是要按怎 佚名 dsyaz
523596 淡水河边 佚名 dshb
523597 淡水暮色 佚名 dsms
523150 倒退噜 佚名 dtl
522873 道歌 佚名 dg
523151 等电话 佚名 ddh
523152 等归暝 佚名 dgm
523601 等君情泪 佚名 djql
523153 等无人 佚名 dwr
523604 第三杯酒 佚名 dsbj
524896 点灯也无地找 佚名 ddywdz
523605 点一支烟 佚名 dyzy
522875 电话 佚名 dh
523606 电火柱仔 佚名 dhzz
523156 丢丢冬 佚名 ddd



523157 丢丢铜 佚名 ddt
525098 冬天过了是春天 佚名 dtglsct
523159 冬天梅 佚名 dtm
523160 豆菜底 佚名 dcd
525099 都市无聊的暗暝 佚名 dswldam
524898 独身仔的心声 佚名 dszdxs
524899 断魂岭钟声泪 佚名 dhlzsl
523162 断情线 佚名 dqx
522877 多情 佚名 dq
523163 多情海 佚名 dqh
523609 多情吔害 佚名 dqyh
524226 恩情深似海 佚名 eqssh
524229 返来阮身边 佚名 frsb
523613 放浪人生 佚名 frs
524233 放阮一个人 佚名 frygr
525101 放舍你我心呒甘 佚名 fsnwxwg
524235 飞入你的窗 佚名 frndc
524236 分开一站仔 佚名 fyzz
524237 奋斗的歌手 佚名 fddgs
523170 风尘泪 佚名 fcl
524239 风对叨位吹 佚名 fddwc
523171 风飞沙 佚名 ffs
525105 风流阿伯挽茶娘 佚名 fabwcn
524905 风流的行船人 佚名 fdxcr
524241 风流行船人 佚名 fxcr
524242 风流做田人 佚名 fztr
524906 风速四十公尺 佚名 fsssgc
523179 风中灯 佚名 fzd
523180 风中沙 佚名 fzs
524243 风醉雨也醉 佚名 fzyyz
522883 负担 佚名 fd
523184 负心郎 佚名 fxl
524244 甘讲你不知 佚名 gjnbz
524247 甘请你不知 佚名 gqnbz
524248 甘愿无人知 佚名 gywrz
524251 感情甭相欠 佚名 gqbxq
524253 感情拆袜散 佚名 gqcws
524255 感情的吉他 佚名 gqdjt
524908 感情的面头前 佚名 gqdmtq
524260 感情靠无岸 佚名 gqkwa
523187 感情梦 佚名 gqm
524261 感情谁人赢 佚名 gqsry
524249 赶紧爱别人 佚名 gjabr
523627 港边干杯 佚名 gbgb
525299 港边甘是男性伤心的所在 佚名 gbgsnxsxd
523628 港边惜别 佚名 gbxb
524268 港边相思曲 佚名 gbxsq
524909 港酊十三番地 佚名 gdssfd



524910 港口痴情的人 佚名 gkcqdr
523631 港口情歌 佚名 gkqg
523632 搁等三年 佚名 gdsn
525107 搁想也是无彩工 佚名 gxyswcg
523633 搁醉一摆 佚名 gzyb
523635 歌声恋情 佚名 gslq
524270 给你骗不知 佚名 gnpbz
525253 给天下无情的男性 佚名 gtxwqdnx
524271 给我吻一下 佚名 gwwyx
523191 孤愁人 佚名 gcr
522891 孤单 佚名 gd
523636 孤家寡人 佚名 gjgr
523637 孤女悲歌 佚名 gnbg
524274 孤女的愿望 佚名 gndyw
523194 古雎仔 佚名 gzz
524276 故乡的爱人 佚名 gxdar
524279 故乡的黄昏 佚名 gxdhh
524280 故乡的列车 佚名 gxdlc
523640 故乡的月 佚名 gxdy
524282 故乡迎热闹 佚名 gxyrn
523641 故乡之歌 佚名 gxzg
524284 关仔岭之恋 佚名 gzlzl
523196 广东花 佚名 gdh
524285 桂花树之恋 佚名 ghszl
523199 桂花巷 佚名 ghj
525109 海风海涌海茫茫 佚名 hfhyhmm
524286 海外一封信 佚名 hwyfx
525110 害我心肝丢三下 佚名 hwxgdsx
523205 憨愿头 佚名 hyt
524913 憨只有憨一把 佚名 hzyhyb
524290 好额与穷赤 佚名 heyqc
525111 好好照顾你甲己 佚名 hhzgnjj
522899 好人 佚名 hr
523649 何必想起 佚名 hbxq
524293 何时出头天 佚名 hsctt
524294 何时再相会 佚名 hszxh
523650 河边春梦 佚名 hbcm
524295 黑白的探戈 佚名 hbdtg
523209 黑轮伯 佚名 hlb
523652 黑轮仔伯 佚名 hlzb
524296 恨你恨到死 佚名 hnhds
523653 恒春民谣 佚名 hcmy
523654 烘炉茶古 佚名 hlcg
523657 红灯码头 佚名 hdmt
523659 红灯青灯 佚名 hdqd
523660 红花青叶 佚名 hhqy
523212 红瓦厝 佚名 hwc
523663 后街人生 佚名 hjrs



524914 乎风吹想要飞 佚名 hfcxyf
523213 乎你知 佚名 hnz
524299 糊涂浪子心 佚名 htlzx
523664 葫仔开花 佚名 hzkh
525116 虎尾溪水慢慢流 佚名 hwxsmml
524301 花蕊望早春 佚名 hrwzc
524302 花虱虱的人 佚名 hssdr
525117 华西街的一蕊花 佚名 hxjdyrh
523218 怀春曲 佚名 hcq
524918 怀念的花篮灯 佚名 hndhld
524303 怀念的探戈 佚名 hndtg
524919 怀念的乡土情 佚名 hndxtq
524304 怀念你一人 佚名 hnnyr
524306 皇儿听吾讲 佚名 hetwj
524308 黄昏的马车 佚名 hhdmc
524309 黄昏的所在 佚名 hhdsz
524310 黄昏的台北 佚名 hhdtb
523672 黄昏的心 佚名 hhdx
523221 黄昏岭 佚名 hhl
523674 黄昏思乡 佚名 hhsx
523675 黄昏再会 佚名 hhzh
523676 回乡的我 佚名 hxdw
524314 激动的心情 佚名 jddxq
524318 寂寞的旅途 佚名 jmdlt
523685 寂寞恋歌 佚名 jmlg
523682 继续打拼 佚名 jxdp
523687 假情假爱 佚名 jqja
523688 嫁不对人 佚名 jbdr
524927 菅芒花的春天 佚名 jmhdct
523689 简简单单 佚名 jjdd
524321 将你放袜记 佚名 jnfwj
524323 讲你讲清楚 佚名 jnjqc
525119 讲什么山盟海誓 佚名 jsmsmhs
525120 讲天讲地无路用 佚名 jtjdwly
524928 讲袜出嘴的话 佚名 jwczdh
524325 叫我第一名 佚名 jwdym
524327 劫降中心情 佚名 jjzxq
524328 姐姐要出嫁 佚名 jjycj
522915 解酒 佚名 jj
523227 介高尚 佚名 jgs
524330 今生来注定 佚名 jslzd
524331 今夜的酒杯 佚名 jydjb
523692 今夜的我 佚名 jydw
524332 今夜的月光 佚名 jydyg
523229 金包银 佚名 jby
522917 金线 佚名 jx
524335 惊惊袜着顶 佚名 jjwzd
523232 惊什么 佚名 jsm



524336 迥迥算袜合 佚名 jjswh
523698 酒矸仔伴 佚名 jgzb
523701 酒后人生 佚名 jhrs
523234 酒家女 佚名 jjn
523235 酒落喉 佚名 jlh
522919 酒女 佚名 jn
523703 酒女哀怨 佚名 jnay
523704 酒女酒女 佚名 jnjn
525255 酒是无伴你是性命 佚名 jswbnsxm
523236 酒与情 佚名 jyq
523237 酒中情 佚名 jzq
522921 酒桌 佚名 jz
524342 酒醉的滋味 佚名 jzdzw
524344 酒醉黑白话 佚名 jzhbh
525123 旧皮箱的流浪儿 佚名 jpxdlle
524348 决心放袜记 佚名 jxfwj
523241 绝情风 佚名 jqf
523707 绝情风雨 佚名 jqfy
523242 绝情梦 佚名 jqm
523244 绝情雨 佚名 jqy
524935 看到你想到伊 佚名 kdnxdy
524351 看破爱别人 佚名 kpabr
523711 看破的爱 佚名 kpda
524936 看破这场情梦 佚名 kpzcqm
522935 靠岸 佚名 ka
523713 可爱的马 佚名 kadm
524937 可爱的免悲伤 佚名 kadmbs
524354 可爱的蔷薇 佚名 kadqw
523714 可爱的人 佚名 kadr
524355 可爱又可恨 佚名 kaykh
523715 可恨的人 佚名 khdr
525124 可怜彼个小姑娘 佚名 klbgxgn
524938 可怜的酒家男 佚名 kldjjn
525256 可怜的恋花再会吧 佚名 kldlhzhb
523716 可怜的人 佚名 kldr
524939 可怜的小姑娘 佚名 kldxgn
524358 可怜酒家女 佚名 kljjn
525125 可怜恋花再会吧 佚名 kllhzhb
523246 空思恋 佚名 ksl
523719 空中花园 佚名 kzhy
522939 苦酒 佚名 kj
524362 苦酒饮袂煞 佚名 kjyms
523721 苦苦情深 佚名 kkqs
523248 苦恋歌 佚名 klg
523249 苦恋梦 佚名 klm
524366 快乐的马车 佚名 kldmc
524367 快乐的牧场 佚名 kldmc
524941 快乐的炭矿夫 佚名 kldtkf



523722 快乐森巴 佚名 klsb
523723 傀儡元仔 佚名 klyz
522940 蜡炬 佚名 lj
524372 来去乃夜市 佚名 lqnys
523726 来去台东 佚名 lqtd
523728 烂田准路 佚名 ltzl
524374 郎仔的脚步 佚名 lzdjb
523729 浪子悲歌 佚名 lzbg
524376 浪子的忏悔 佚名 lzdch
523252 浪子泪 佚名 lzl
523253 老长寿 佚名 lcs
523256 老兄啰 佚名 lxg
524382 老兄行酒楼 佚名 lxxjl
523257 老爷船 佚名 lyc
522942 泪痕 佚名 lh
522943 泪酒 佚名 lj
524384 冷淡的接吻 佚名 lddjw
524388 离别的暗瞑 佚名 lbdam
524389 离别的苦酒 佚名 lbdkj
524390 离别的珠泪 佚名 lbdzl
524391 离别伤心曲 佚名 lbsxq
523732 离别之夜 佚名 lbzy
524944 离开故乡的我 佚名 lkgxdw
525126 离开故乡离开你 佚名 lkgxlkn
523262 离乡情 佚名 lxq
523734 离乡之歌 佚名 lxzg
524396 涟池潭之恋 佚名 lctzl
522946 恋歌 佚名 lg
523264 恋恋恋 佚名 lll
524945 恋之曼珠沙华 佚名 lzmzsh
523736 两轮轿车 佚名 lljc
524946 林投叶色青青 佚名 ltysqq
524399 流浪到台北 佚名 lldtb
524400 流浪的歌声 佚名 lldgs
524401 流浪的吉他 佚名 lldjt
524403 流浪的乐士 佚名 lldys
524404 流浪的马车 佚名 lldmc
524405 流浪三兄妹 佚名 llsxm
525128 流浪天涯伴吉他 佚名 lltybjt
525129 流浪天涯三兄妹 佚名 lltysxm
523737 流浪之歌 佚名 llzg
524407 流浪姊妹花 佚名 llzmh
524409 留恋啥路用 佚名 llsly
524411 留你留袜著 佚名 lnlwz
525258 六月风台七月水灾 佚名 lyftqysz
525130 六月割菜假有心 佚名 lygcjyx
523738 六月茉莉 佚名 lyml
523739 拢嘛是你 佚名 lmsn



522950 露水 佚名 ls
523740 露台春梦 佚名 ltcm
524949 落大雨彼一日 佚名 ldybyr
523745 落叶时雨 佚名 lysy
524416 落雨的暗暝 佚名 lydam
525133 妈妈你无对我讲 佚名 mmnwdwj
525137 妈妈我也真勇健 佚名 mmwyzyj
523275 码头酒 佚名 mtj
523747 码头惜别 佚名 mtxb
523276 卖豆乳 佚名 mdr
523751 满山春色 佚名 mscs
524951 毛毛的相思雨 佚名 mmdxsy
523280 毛毛雨 佚名 mmy
524954 袂冻回头的路 佚名 mdhtdl
524955 袂冻结局的爱 佚名 mdjjda
523753 梦渡人生 佚名 mdrs
522957 梦影 佚名 my
523755 梦中的爱 佚名 mzda
524425 梦中的爱人 佚名 mzdar
523756 梦中的梦 佚名 mzdm
523287 梦中情 佚名 mzq
524956 梦中思慕的人 佚名 mzsmdr
523757 梦中也好 佚名 mzyh
523758 梦中之歌 佚名 mzzg
524428 免喝人先醉 佚名 mhrxz
523292 面红红 佚名 mhh
524429 庙前的恋情 佚名 mqdlq
525138 明天欢喜跳恰恰 佚名 mthxtqq
524959 明知已经无缘 佚名 mzyjwy
522836 命 佚名 m
525139 命运不是咱决定 佚名 mybszjd
524434 命运的锁链 佚名 mydsl
524435 命运莫怨天 佚名 mymyt
524436 命运青红灯 佚名 myqhd
524961 摸心肝想看觅 佚名 mxgxkm
524437 抹冻搁回头 佚名 mdght
523763 母亲请安 佚名 mqqa
524964 墓仔埔也敢去 佚名 mzpygq
523765 幕后英雄 佚名 mhyx
524440 目屎拨袜离 佚名 msbwl
523764 目一吓开 佚名 myxk
523298 那无兄 佚名 nwx
523779 南都夜曲 佚名 ndyq
523781 佚名 ndzy
525144 南国的卖花姑娘 佚名 ngdmhgn
523775 男儿哀歌 佚名 neag
523776 男儿本色 佚名 nebs
525289 男儿本是漂泊的心情 佚名 nebspbd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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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441 男儿的心情 佚名 nedxq
524443 男儿的志气 佚名 nedzq
525290 男性本是漂泊的心情 佚名 nxbspbdxq
524447 男性的纯情 佚名 nxdcq
523777 男性苦恋 佚名 nxkl
525143 男性一生哭三摆 佚名 nxysksb
523782 难分难离 佚名 nfnl
524969 难忘的凤凰桥 佚名 nwdfhq
524452 难忘的故乡 佚名 nwdgx
524454 难忘的情歌 佚名 nwdqg
523784 难忘的人 佚名 nwdr
524970 难忘的西帽山 佚名 nwdxms
523767 内山姑娘 佚名 nsgn
523768 内山和尚 佚名 nshs
523769 内山兄哥 佚名 nsxg
525145 你甘搁会想起我 佚名 ngghxqw
523302 你甘知 佚名 ngz
561758 你敢抹不甘 佚名 ngmbg
523787 你会后悔 佚名 nhhh
523303 你甲伊 佚名 njy
525146 你哪无讲我袂问 佚名 nnwjwmw
532029 你是我的生命 佚名 nswdsm
525291 你是我心目中的嫦娥 佚名 nswxmzdce
524461 你现在好吗 佚名 nxzhm
524463 你要相信我 佚名 nyxxw
525148 你着不通袜记呢 佚名 nzbtwjn
522959 孽缘 佚名 ny
523305 农村曲 佚名 ncq
524466 女人的一生 佚名 nrdys
524977 女人心男人情 佚名 nrxnrq
523309 噢妈妈 佚名 omm
524230 彷见的囝仔 佚名 pjdjz
524472 偏偏来想你 佚名 pplxn
523794 漂浪之女 佚名 plzn
523311 拼输赢 佚名 psy
524979 平凡的老百姓 佚名 pfdlbx
523796 苹果追分 佚名 pgzf
523797 七郎哈酒 佚名 qlhj
524474 期待再相会 佚名 qdzxh
525149 恰想也是你一人 佚名 qxysnyr
524475 牵成阮的爱 佚名 qcrda
523314 牵红线 佚名 qhx
523800 牵阮的手 佚名 qrds
522967 签诗 佚名 qs
523801 前世注定 佚名 qszd
523802 钱什路用 佚名 qsly
524479 钱是公傢的 佚名 qsgjd
522968 沁心 佚名 qx



522969 青春 佚名 qc
524481 青春悲喜曲 佚名 qcbxq
524486 青春梦茫茫 佚名 qcmmm
525260 佚名 qcwqelll
523808 青蚵仔嫂 佚名 qkzs
524487 青色的马路 佚名 qsdml
523809 青色山脉 佚名 qssm
524981 情的锁爱的磨 佚名 qdsadm
522971 情关 佚名 qg
523810 情海濛濛 佚名 qhmm
522973 情结 佚名 qj
524490 情路惦惦走 佚名 qlddz
525261 情那要断就断乎谁 佚名 qnydjdhs
524984 情人的脚步声 佚名 qrdjbs
522977 情网 佚名 qw
522978 情影 佚名 qy
524498 请你讲清楚 佚名 qnjqc
524500 请你听我讲 佚名 qntwj
524501 请你信赖我 佚名 qnxlw
524502 请你着保重 佚名 qnzbc
523323 秋风吹 佚名 qfc
525150 秋风了解阮心情 佚名 qfjrxq
524504 秋风女人心 佚名 qfnrx
524505 秋水彼一暝 佚名 qsbyr
524506 秋雨彼一暝 佚名 qybym
524508 求爱的条件 佚名 qadtj
523814 全部的爱 佚名 qbda
524511 热度三分钟 佚名 rdsfz
522982 人道 佚名 rd
524512 人客的要求 佚名 rkdyq
524985 人生的第一步 佚名 rsddyb
524514 人生万里路 佚名 rswll
523327 日日春 佚名 rrc
524517 阮不是故意 佚名 rbsgy
523820 阮不知啦 佚名 rbzl
524988 阮的故乡南都 佚名 rdgxnb
524990 三百六十五夜 佚名 sblswy
524521 三年的旧情 佚名 sndjq
524522 三年前的我 佚名 snqdw
523827 三声无奈 佚名 sswn
523828 三十外外 佚名 ssww
523333 扇东风 佚名 sdf
522991 伤痕 佚名 sh
523833 伤心的酒 佚名 sxdj
523334 伤心酒 佚名 sxj
524530 伤心落雨天 佚名 sxlyt
523839 伤心伤情 佚名 sxsq
524533 伤心夜港边 佚名 sxy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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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536 尚界关心你 佚名 sjgxn
523337 烧酒话 佚名 sjh
523844 烧酒咖啡 佚名 sjkf
523340 烧肉粽 佚名 srz
523845 少年的我 佚名 sndw
524542 少女的心声 佚名 sndxs
525164 谁人不想起故乡 佚名 srbxqgx
525165 谁人敢挂无事牌 佚名 srggwsp
524563 谁人会了解 佚名 srhlj
524564 谁人甲我比 佚名 srjwb
525292 谁人叫你爱着行船人 佚名 srjnazxcr
524565 谁人陪伴我 佚名 srpbw
524566 谁人无将来 佚名 srwjl
523850 身骑白马 佚名 sqbm
524546 生命的太阳 佚名 smdty
523341 生死恋 佚名 ssl
525160 省都的卖花姑娘 佚名 sddmhgn
524547 省都一封信 佚名 sdyfx
523852 失败英雄 佚名 sbyx
523342 失恋酒 佚名 slj
523343 失恋烟 佚名 sly
523348 什么乐 佚名 sml
523854 十八姑娘 佚名 sbgn
525161 十八姑娘当青春 佚名 sbgndqc
523347 十一哥 佚名 syg
523857 十一哥仔 佚名 sygz
524554 实在有影美 佚名 szyym
524997 是你伤我的心 佚名 snswdx
524557 是我太软心 佚名 swtrx
524558 是要靠谁人 佚名 syksr
524996 试看唛才会知 佚名 skmchz
524559 收不回的爱 佚名 sbhda
523866 双人枕头 佚名 srzt
523358 双雁影 佚名 syy
524562 爽快的鼓手 佚名 skdgs
523870 水车姑娘 佚名 scgn
525167 水泼落地难收回 佚名 spldnsh
523362 水中烟 佚名 szy
523365 水中月 佚名 szy
524998 司机兄的心声 佚名 sjxdxs
523872 思慕的人 佚名 smdr
523001 思念 佚名 sn
523874 思念故乡 佚名 sngx
525168 思念故乡的情人 佚名 sngxdqr
525306 思念我的时候轻轻叫我的名字 佚名 snwdshqqj
524568 思望慈娘歌 佚名 swcng
523002 思乡 佚名 sx
523877 思乡情歌 佚名 sxqg



523878 思乡之歌 佚名 snzg
523879 送君情泪 佚名 sjql
524569 送君心绵绵 佚名 sjxmm
525171 送你一撮玫瑰花 佚名 snycmgh
523880 素兰妈妈 佚名 slmm
523881 素兰小姐 佚名 slxj
525172 素兰小姐要出嫁 佚名 slxjycj
523373 碎心恋 佚名 sxl
525173 台北发的尾班车 佚名 tbfdwbc
525175 台北今夜冷清清 佚名 tbjylqq
525001 台北上午零时 佚名 tbswls
524574 台北新故乡 佚名 tbxgx
524575 台北迎城隍 佚名 tbych
523375 台东人 佚名 tdr
523007 太阳 佚名 ty
524578 汤岛白梅记 佚名 tdbmj
523379 桃花乡 佚名 thx
524581 疼惜我的吻 佚名 txwdw
523891 天垂玉线 佚名 tcyx
524584 天甘有在看 佚名 tgyzk
523380 天黑黑 佚名 thh
523381 天清清 佚名 tqq
525004 天清清地灵灵 佚名 tqqdll
525005 天无边海无底 佚名 twbhwd
525176 天下一定是咱的 佚名 txydszd
524589 天星伴天涯 佚名 txbty
524590 天涯流星泪 佚名 tylxl
524591 天涯找爱人 佚名 tyzar
523382 天要光 佚名 tyg
523894 田庄姑娘 佚名 tzgn
523895 田庄兄哥 佚名 tzxg
522842 跳 佚名 t
523896 跳一曲舞 佚名 tyqw
523383 同心船 佚名 txc
523900 痛入心肝 佚名 trxg
523384 凸纱衫 佚名 tss
525007 袜冻结局的爱 佚名 wdjjda
523387 袜看破 佚名 wkp
524604 晚头仔水蛙 佚名 wtzsw
523013 王将 佚名 wj
524605 往事甭提起 佚名 wsbtq
525179 往事何必再提起 佚名 wshbztq
523903 往事如烟 佚名 wsry
523389 枉死鬼 佚名 wsg
523904 望过春风 佚名 wgcf
525008 望酒解脱一切 佚名 wjjtyq
523905 望郎早归 佚名 wlzg
523906 望你回头 佚名 wnht



524607 望你来关怀 佚名 wnlgh
524608 望你疼惜阮 佚名 wntxr
524610 望无梦中人 佚名 wwmzr
525009 望呀望等呀等 佚名 wywdyd
524611 望月找爱人 佚名 wyzar
523913 委屈的爱 佚名 wqda
524619 委屈的探戈 佚名 wqdtg
525183 为何今夜这呢冷 佚名 whjyznl
524614 为何心糟糟 佚名 whxzz
525012 为你唱一首歌 佚名 wncysg
523908 为你打拼 佚名 wndp
525186 为你牺牲为你茫 佚名 wnxswnm
525013 为你想替你想 佚名 wnxtnx
525294 为你心碎心痛心闷啦 佚名 wnxsxtxml
523911 为你心痛 佚名 wnxt
524616 为伊走千里 佚名 wyzql
524617 为着十万元 佚名 wzswy
525016 文夏的采槟榔 佚名 wxdcbl
523020 问天 佚名 wt
525017 我比谁都爱你 佚名 wbsdan
525018 我不是开玩笑 佚名 wbskwz
525188 我不是无情的人 佚名 wbswqdr
523914 我的理想 佚名 wdlx
523916 我的青春 佚名 wdqc
523919 我的心声 佚名 wdxs
525271 我的选择犹原是你 佚名 wdxzyysn
525192 我甘愿为你吃苦 佚名 wgywnck
525193 我甲别人不同款 佚名 wjbrbtk
525194 我将今夜送给你 佚名 wjjysgn
524623 我是福建人 佚名 wsfr
525198 我是蝴蝶你是花 佚名 wshdnsh
524626 我是男子汉 佚名 wsnzh
524627 我是男子汉 佚名 wsnzh
523924 我是你的 佚名 wsnd
524630 我是行船人 佚名 wsxcr
524631 我所爱的人 佚名 wsadr
523399 我无醉 佚名 wwz
525019 我无醉是你茫 佚名 wwzsnm
525020 我要来去作兵 佚名 wylqzb
525021 我已经爱着你 佚名 wyjazn
524632 我有一句话 佚名 wyyjh
524637 无聊的男性 佚名 wldnx
524642 无奈的祝福 佚名 wndzf
524650 无情的火车 佚名 wqdhc
525310 无情的梦留乎无情的人 佚名 wqdmlhwqd
525024 无情风无情雨 佚名 wqfwqy
524652 无人关心我 佚名 wrgxw
524656 无条件的爱 佚名 wtjda



524657 无稳定的爱 佚名 wwdda
523937 无心的人 佚名 wxdr
523939 无缘的爱 佚名 wyda
524658 无缘的结局 佚名 wydjj
523940 无缘的酒 佚名 wydj
524659 无缘的朋友 佚名 wydpy
523942 无缘的人 佚名 wydr
524663 无缘做鸳鸯 佚名 wyzyy
524664 无字的情批 佚名 wzdqp
523406 五月花 佚名 wyh
523025 舞池 佚名 wc
523943 舞女的梦 佚名 wndm
524666 舞女伤心泪 佚名 wnsxl
525030 舞女中的舞女 佚名 wnzdwn
524667 佚名 zcazn
524668 勿问阮的名 佚名 wwrdm
522843 雾 佚名 w
525203 雾都的卖花姑娘 佚名 wddmhgn
524669 雾夜的灯塔 佚名 wyddt
523945 惜别的酒 佚名 xbdj
524677 惜别夜港边 佚名 xbygb
523028 惜情 佚名 xq
524673 昔日的恋歌 佚名 xrdlg
523408 西北雨 佚名 xby
525272 西北雨请你慢且落 佚名 xbyqnmql
523944 西牛望月 佚名 xnwy
523410 戏棚脚 佚名 xpj
524680 先苦而后甜 佚名 xkeht
523412 乡亲情 佚名 xqq
523032 相逢 佚名 xf
524681 相逢后壁沟 佚名 xfhbg
523414 相欠债 佚名 xqz
523416 相思海 佚名 xsh
523420 相思叹 佚名 xst
524683 想厝的心情 佚名 xcdxq
524687 想你的时候 佚名 xndsh
523425 想要爱 佚名 xya
524689 想要弹同调 佚名 xydtd
524690 想要跟你飞 佚名 xygnf
524691 想着彼当时 佚名 xzbds
524693 想着彼个人 佚名 xzbgr
524694 小姑娘入城 佚名 xgnrc
523034 小雨 佚名 xy
523036 卸妆 佚名 xz
524701 心爱的小姐 佚名 xadxj
525311 心爱的总有一天你会了解 佚名 xadzyytnh
525277 心爱请你著嫁别人 佚名 xaqnzjbr
524704 心爱在那里 佚名 xaz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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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957 心肝宝贝 佚名 xgbb
524705 心肝乱糟糟 佚名 xglzz
524706 心肝亲像铁 佚名 xgqxt
524709 心花为你开 佚名 xhwnk
523037 心乱 佚名 xl
525037 心茫茫醉茫茫 佚名 xmmzmm
523038 心闷 佚名 xm
523958 心内的话 佚名 xndh
523437 心内话 佚名 xnh
525038 心内事无人知 佚名 xnswrz
524710 心情壮维维 佚名 xqzww
525039 心事放乎伊飞 佚名 xsfhyf
524713 心事谁人知 佚名 xssrz
524715 心酸讲无话 佚名 xsjwh
523042 心碎 佚名 xs
523043 心痛 佚名 xt
524719 心像刀块割 佚名 xxdkg
523963 心心相爱 佚名 xxxa
523964 心在故乡 佚名 xzgx
523441 心糟糟 佚名 xzz
523965 新婚旅行 佚名 xhlx
523967 新娘悲歌 佚名 xnbg
523968 新日日春 佚名 xrrc
523969 星下情歌 佚名 xxqg
524722 星星之我心 佚名 xxzwx
524723 星夜的离别 佚名 xydlb
523970 行船的人 佚名 xcdr
524724 行船人的爱 佚名 xcrda
525207 行船人的纯情曲 佚名 xcrdcqq
525040 行船人的愿望 佚名 xcrdyw
523443 行舟曲 佚名 xzq
524728 幸福永远在 佚名 xfyyz
523971 雪梅思君 佚名 xmsj
523446 烟花泪 佚名 yhl
523974 烟火女子 佚名 yhnz
523448 燕双飞 佚名 ysf
524730 摇到外婆桥 佚名 ydwpq
524733 野草亦是花 佚名 ycysh
523055 野鸟 佚名 yn
525043 夜半的卖花女 佚名 ybdmhn
523978 夜半孤灯 佚名 ybgd
523979 夜半路灯 佚名 ybld
523449 夜港边 佚名 ygb
523983 夜间飞行 佚名 yjfx
524735 夜雾的港口 佚名 ywdgk
525210 夜夜为你来失眠 佚名 yywnlsm
523985 夜夜心疼 佚名 ctf
524736 一步一脚印 佚名 ybyjy



523451 一场梦 佚名 ycm
524737 一点三十分 佚名 ydssf
523991 一个红蛋 佚名 yghd
525044 一个人的心事 佚名 ygrdxs
523992 一见钟情 佚名 yjzq
523454 一句话 佚名 yjh
523993 一卡皮箱 佚名 ykpx
523994 一卡手指 佚名 yksz
525212 一切拢是为着你 佚名 yqlswzn
524743 一人行一路 佚名 yrxyl
524744 一人一款命 佚名 yrykm
524745 一人一条路 佚名 yrytl
523455 一日情 佚名 yrq
525217 一生只爱你一个 佚名 yszanyg
525218 一世人乎天知影 佚名 ysrhtzy
524748 一条手巾仔 佚名 ytsjz
524749 一心分两人 佚名 yxfr
524000 一言难尽 佚名 yynj
525049 一阵风一阵雨 佚名 yzfyzy
524750 一支小雨伞 佚名 yzxys
525050 伊是咱的宝贝 佚名 yszdbb
524752 已经无必要 佚名 yjwby
524753 异乡的城市 佚名 jxdcs
524754 因难的背后 佚名 yndbh
524755 因为我爱你 佚名 ywwan
523456 饮乎醉 佚名 yhz
523457 樱花恋 佚名 yhl
524757 迎妈祖之夜 佚名 ymzzy
524758 永远甭提起 佚名 yybtq
524759 永远唱袜煞 佚名 yycwc
524762 永远跟你行 佚名 yygnx
525051 永远是阮最爱 佚名 yysrza
525053 用心肝饮的酒 佚名 yxgydj
524769 忧愁的牡丹 佚名 ycdmd
524770 犹原在梦中 佚名 yyzmz
524771 犹在这等待 佚名 yzzdd
524772 有爱就无恨 佚名 yajwh
525056 有价值的男性 佚名 yjzdnx
525313 有情的人爱着无缘的人 佚名 yqdrazwyd
525222 有人比你卡少年 佚名 yrbnksn
525223 有时日子过到惊 佚名 ysrzgdj
525059 有信心的生命 佚名 yxxdsm
524782 又阁天黑黑 佚名 ygthh
522847 雨 佚名 y
525061 雨那会落袜停 佚名 ynhlwt
523060 雨声 佚名 ys
523466 欲怎样 佚名 yzy
524015 鸳鸯酒杯 佚名 yyjb



523467 佚名 yxe
523468 圆仔花 佚名 yzh
524784 缘短情袜煞 佚名 ydqws
523469 缘未了 佚名 ywl
524786 怨叹什路用 佚名 ytsly
525281 月娘啊请你讲看觅 佚名 ynaqnjkj
524788 月娘半屏圆 佚名 ynbpy
523470 月娘茶 佚名 ync
524789 月娘笑阮憨 佚名 ynzrh
523472 月夜冥 佚名 yym
524021 月圆思情 佚名 yysq
523475 云中月 佚名 yzy
524794 运河悲喜曲 佚名 yhbxq
524799 再会干一杯 佚名 zhgyb
524801 再会啦再会 佚名 zhlzh
524802 再会呀港都 佚名 zhygd
524804 再来的港都 佚名 zldgd
524024 再三误解 佚名 zswj
523478 再相逢 佚名 zxf
525066 咱二人的约会 佚名 zerdyh
525230 咱来干杯不可醉 佚名 zlgbbkz
524026 早日相逢 佚名 zrxf
524806 怎样信赖你 佚名 zyxln
525282 沾到黑油的肉鲫仔 佚名 zdhydrjz
523481 展笑容 佚名 zzr
524809 真爱谁人知 佚名 zasrz
525232 真久不曾想起你 佚名 zjbcxqn
523070 真情 佚名 zq
524811 真情放水流 佚名 zqfsl
525233 真情真爱拢骗人 佚名 zqzalpr
523483 针线情 佚名 zxq
523072 振作 佚名 zz
525070 阵阵的脚步声 佚名 zzdjbs
524030 争取胜利 佚名 zqsl
524819 政治这条路 佚名 zzztl
525234 只要为你活一天 佚名 zywn
525235 只要我心里有你 佚名 zywxlyn
525236 只有孤单陪伴我 佚名 zygdpbw
525237 中山北路行七摆 佚名 zsblxqb
524032 中叹皇儿 佚名 zthe
524826 重回的故乡 佚名 chdgx
524035 注该的命 佚名 zgdm
523075 追情 佚名 zq
524829 走到情拢散 佚名 zdqls
523492 走马灯 佚名 zmd
524830 走味的咖啡 佚名 zwdkf
524039 最爱的人 佚名 zadr
525074 最后才知输赢 佚名 zhczsy

原乡II



524832 最后的裁判 佚名 zhdcp
524834 最后的酒杯 佚名 zhdjb
524836 最后的谈判 佚名 zhdtp
524837 最后的探戈 佚名 zhdtg
524041 最后一站 佚名 zhyz
523498 醉玫瑰 佚名 zmg
523501 醉袜停 佚名 zwt
524845 昨瞑彼场梦 佚名 zmbcm
524847 做人照步来 佚名 zrzbl
524849 做事照步来 佚名 zszbl
525283 做总统大家有机会 佚名 zztdjyjh
569610 离愁海岸 樱花姊妹 lcha
569539 无信赖的爱 樱花姊妹 wxlda
524862 爱难忘情难忘 尤雅 anwqnw
524873 爱情的尾班车 尤雅 aqdwbc
523840 伤心往事 尤雅 sxws
524648 无你雨袜停 尤雅 wnywt
523030 惜缘 尤雅 xy
524746 一生的恋梦 尤雅 ysdlm
525065 咱的爱不是爱 尤雅 zdabsa
524857 爱的伤这呢重 尤姿涵 adsznc
524262 感情无块寄 尤姿涵 gqwkj
524180 痴心沈落海 游鸿明 cxslh
525305 若是我回头来牵你的手 游鸿明 rswhtlqnd
523369 送出航 游小凤 sch
570742 阿嬷的脸 于立成 amdl
525244 爱情抹冻只是暂时 于台烟 aqmdzszs
523019 温柔 于台烟 wr
524343 酒醉黑白话 jzhbh
523621 夫妻之歌 fqzg
974278 痴情行船人 余天龙 cqhcr
971281 怀念的大树脚 余天龙 hnddsj
974277 来去艋舺 余天龙 lqmx
971282 留恋北海岸 余天龙 llbha
970819 思念情 余天龙 snq
970820 用心去打拼 余天龙 yxqdp
525243 爱情的骗子我问你 俞隆华 aqdpzwwn
565470 灵魂强要飞出去 俞隆华 lhqyfcq
522960 弄狮 俞隆华 ns
524634 无彩我爱你 俞隆华 wcwan
565469 一生中爱你尚深 俞隆华 yszanss
565468 爱深深情绵绵 assqmm
569886 叫我目眶红 鱼仔 jwmkh
569887 笋仔 鱼仔 sz
524523 山顶黑狗兄 庾澄庆 sdhgx
525086 百厌仔唔肯吃饭 袁丽嫦 byzwkcf
524881 爱愈深伤愈重 袁小迪 ayssyz
564990 悲情的呼声 袁小迪 bqdhs

余天/陈盈洁
余天/佚名

俞隆华/曾心梅



522922 酒醉 袁小迪 jz
565042 人生啊人生 袁小迪 rsars
524613 为何欺骗我 袁小迪 whqpw
523962 心碎酒醉 袁小迪 xsjz
523452 一个人 袁小迪 ygr
525058 有情人无情天 袁小迪 yqrwqt
564991 纸云烟 袁小迪 zyy
523497 醉乎死 袁小迪 zhs
565041 今夜台北城 jytbc
524867 爱你千年万年 anqnwn
523321 情深深 qss
523519 爱到永远 adyy
572888 爱阮爱一半 詹曼玲 arayb
567940 爱是生命温泉 詹曼玲 assmwq
560292 爱无值得 詹曼玲 awzd
973262 冰海 詹曼玲 bh
572886 不可思议 詹曼玲 bksy
567939 拆碎我的心 詹曼玲 cswdx
570966 等爱的人 詹曼玲 dadr
563793 看乎伊开 詹曼玲 khyk
560291 母通惹我寂寞 詹曼玲 mtrwjm
561116 奇迹 詹曼玲 qj
973263 情爱 詹曼玲 qa
570965 情海浮沉 詹曼玲 qhfc
567941 秋夜心 詹曼玲 qyx
560769 让我醉 詹曼玲 rwz
572885 三世香 詹曼玲 ssx
523363 水中影 詹曼玲 szy
560290 思念你的爱 詹曼玲 snnda
570964 天顶的云 詹曼玲 tddy
525181 望你了解我的心 詹曼玲 wnljwdx
572887 为情苦 詹曼玲 wqk
567938 一句我爱你 詹曼玲 yjwan
524742 一切做伊飞 詹曼玲 yqzyf
525213 一生甘愿跟你走 詹曼玲 ysgygnz
880918 背影 詹曼铃 by
880919 梦中的人 詹曼铃 mzdr
570973 阿比仔的心事 詹雅雯 abzdxs
523540 爱你这深 詹雅雯 anzs
524872 爱情的墓仔埔 詹雅雯 aqdmzp
568181 船顶的欧里桑 詹雅雯 cddols
570968 单身的演歌 詹雅雯 dsdyg
573696 单身孤影 詹雅雯 dsgy
573562 底片 詹雅雯 dp
568178 感恩的花蕊 詹雅雯 gedhr
570969 岡市仔 詹雅雯 gsz
901701 含笑 詹雅雯 hx
525121 叫我怎样活下去 詹雅雯 jwzyhxq

袁小迪/曾心梅
袁小迪/林姗
袁小迪/龙千玉
袁小迪/小梅



565044 今年一定会好过 詹雅雯 jnydhhg
569560 旧情甭提起 詹雅雯 jqbtq
522933 詹雅雯 kp
523258 羸你哟 詹雅雯 yny
565046 冷冷的城市 詹雅雯 lldcs
570970 恋情海 詹雅雯 lqh
568177 恋秋风 詹雅雯 lqf
523759 秘密恋情 詹雅雯 mmlq
523293 命运簿 詹雅雯 myb
523307 女人梦 詹雅雯 nrm
568093 澎湖恋歌 詹雅雯 phlg
568182 骗人彼多 詹雅雯 prbd
570971 漂浪的海沙 詹雅雯 pldhs
523313 七夕情 詹雅雯 qxq
901656 欠情歌 詹雅雯 qqg
564832 情孤单爱认命 詹雅雯 qgdarm
563016 请借问心爱的人 詹雅雯 qjwxadr
569561 秋风落叶 詹雅雯 qfy
901702 人生车班 詹雅雯 rscb
567942 人生公路 詹雅雯 rsgl
901657 山伯英台 詹雅雯 sbyt
567943 深情海岸 詹雅雯 sqha
573563 贪心 詹雅雯 tx
568179 我无想要哮 詹雅雯 wwxyx
524646 无你卡快活 詹雅雯 wnkkh
564833 无缘的美梦 詹雅雯 wydmm
570974 雾煞煞 詹雅雯 wss
573698 心情歌路 詹雅雯 xqgl
568180 续缘 詹雅雯 xy
565043 一生的期待 詹雅雯 ysdqd
573697 姨仔 詹雅雯 yz
570770 原来你不识爱过我 詹雅雯 ylnbsagw
565045 再会中港路 詹雅雯 zhzgl
570972 真爱等一个人 詹雅雯 zadygr
901703 最亲爱的人 詹雅雯 zqadr
570967 骑铁马 qtm
901655 思念限时挂号 snxsgh
573695 听歌 tg
573806 阮尚爱听彼条歌 rsatbtg
572093 好胆你就来 张惠妹 hdnjl
603104 好胆你就来 张惠妹 hdnjl
572554 梦中作憨人 张惠妹 mzzhr
524711 心事谁人知 张惠妹 xssrz
522975 情路 张锦华 ql
524419 马戏团猴子 张立行 mxthz
523126 吃饱未 cbw
523514 哎呦喂呀 张清芳 aywy
524412 拢是为着爱 张清芳 lswza

看破(无原唱)

詹雅云/詹雅雯
詹雅云/詹雅雯
詹雅云/詹雅雯
张华/潴瀦

张菱/庄孝纬



524573 他们的爱情 张清芳 tmdaq
523897 铁齿的人 张清芳 tcdr
523935 无人熟识 张清芳 wrss
565941 爱的希望 张蓉蓉 adxw
566006 爱甲心畏寒 张蓉蓉 ajxwh
566005 爱了无后悔 张蓉蓉 alwhh
567889 爱你爱伊 张蓉蓉 anay
566009 薄命 张蓉蓉 bm
971296 痴情赚醉 张蓉蓉 cqzz
569387 冲冲冲 张蓉蓉 ccc
567886 春雨思情 张蓉蓉 cysq
561004 断线的相思 张蓉蓉 dxdxs
561000 多情的人 张蓉蓉 dqdr
569527 番仔火 张蓉蓉 fzh
563647 放乎醉 张蓉蓉 fhz
565940 分手 张蓉蓉 fs
566012 风中的玫瑰 张蓉蓉 fzdmg
565841 干拜 张蓉蓉 gb
567716 搁在醉 张蓉蓉 gzz
566000 孤单影 张蓉蓉 gdy
567890 甲你无搏 张蓉蓉 jnwb
563529 坚强 张蓉蓉 jq
567715 将阮放袂记 张蓉蓉 jrf
565999 今生最爱的人 张蓉蓉 jszadr
567717 镜中情 张蓉蓉 jzq
569528 酒中愁 张蓉蓉 jzc
566007 空中小姐 张蓉蓉 kzxj
569389 玫瑰人生 张蓉蓉 mgrs
566008 美丽的错误 张蓉蓉 mldcw
567888 梦醒在三更 张蓉蓉 mxzsg
569388 梦中仙 张蓉蓉 mzx
569390 绵绵恋爱梦 张蓉蓉 mmlam
563530 青春赌缘份 张蓉蓉 qcdyf
567891 青春梦 张蓉蓉 qcm
566002 情丝 张蓉蓉 qs
567881 人生路 张蓉蓉 rsl
569391 阮的恋梦 张蓉蓉 rdlm
572022 伤心的探戈 张蓉蓉 sxdtg
603108 伤心的探戈 张蓉蓉 sxdtg
560567 伤心恋情 张蓉蓉 sxlq
566004 深情难忍 张蓉蓉 sqnr
572025 是你亏欠我 张蓉蓉 snkqw
603109 是你亏欠我 张蓉蓉 snkqw
563502 双双飞 张蓉蓉 ssf
572024 思念无药医 张蓉蓉 snwyy
603110 思念无药医 张蓉蓉 snwyy
971297 踏无到底 张蓉蓉 twdd
567882 体贴 张蓉蓉 tt



572099 铁心肝 张蓉蓉 txg
603111 铁心肝 张蓉蓉 txg
566001 往事痛心肝 张蓉蓉 wstxg
560568 望春天 张蓉蓉 wct
566003 望美梦 张蓉蓉 wmm
567885 我爱你爱伊希地鲁 张蓉蓉 wanayxdl
561005 无你我无嫁 张蓉蓉 wnwwj
565842 无情不是阮的名 张蓉蓉 wqbsrdm
572097 相逢等何时 张蓉蓉 xfdhs
603112 相逢等何时 张蓉蓉 xfdhs
572023 小吃部 张蓉蓉 xcb
603113 小吃部 张蓉蓉 xcb
567884 心爱再会啦 张蓉蓉 xazhl
567883 心海 张蓉蓉 xh
561002 心疼的脚步 张蓉蓉 xtdjb
561003 心痛的滋味 张蓉蓉 xtdzw
566011 雪中月 张蓉蓉 xzy
561001 夜总会 张蓉蓉 yzh
569386 一种人一种味 张蓉蓉 yzryzw
567880 一生的爱 张蓉蓉 ysda
572096 勇 张蓉蓉 y
603114 勇 张蓉蓉 y
563648 永远怀念你 张蓉蓉 yyhnn
563503 有情人 张蓉蓉 yqr
563440 雨中情 张蓉蓉 yzq
567887 月中圆 张蓉蓉 yzy
566010 重温旧梦 张蓉蓉 zwjm
563439 走唱的心声 张蓉蓉 zcdxs
572098 醉袂醒 张蓉蓉 zmx
603115 醉袂醒 张蓉蓉 zmx
567714 做你去 张蓉蓉 znq
569276 伤心是咱的名 sxszdm
525055 有爱无心的人 张瑞哲 yawxdr
523887 台湾姑娘 张四郎 twgn
532168 异乡的松树丛 张四郎 jxdssc
525042 丫妈的老唱片 张四三 ymdlcp
524154 查甫人拢会 张四十三 cfrlh
524003 异乡的人 张四十三 jxdr
524115 安平追想曲 张伟文 apzxq
971293 爱情的滋味 张文绮 aqdzw
574176 叫我女王 张文绮 jwnw
971290 命中注定你和我 张文绮 mzzdnhw
971292 煞到我 张文绮 sdw
524062 爱你爱到这 张秀卿 anadz
563646 爱你的我 张秀卿 andw
971035 爱人仔恰恰 张秀卿 arzqq
563988 爱是大家的 张秀卿 asdjd
523098 半杯情 张秀卿 bbq

张瑞涵/郑进一



523559 宝岛曼波 张秀卿 bdmb
522835 博感情 张秀卿 bgq
524349 咖啡变滚水 张秀卿 kfbgs
724349 咖啡变滚水 张秀卿 kfbgs
524385 冷冷的棉被 张秀卿 lldmb
724385 冷冷的棉被 张秀卿 lldmb
524414 落大雨彼日 张秀卿 ldybr
523750 满面春风 张秀卿 mmcf
880942 情弦 张秀卿 qx
570103 听歌的心晟 张秀卿 tgdxs
525029 张秀卿 wyanys
522846 赢 张秀卿 y
971036 醉醉醉 张秀卿 zzz
523798 期待有缘 qdyy
523921 我乎你靠 whnk
723921 我乎你靠 whnk
570008 爱情免签字 张瀛仁 aqmqz
523122 长头发 张宇 ctf
524202 纯情憨慢仔 张宇 cqhmz
522908 毁类 张宇 hl
560564 出状元 张羽伟 czy
560565 同林鸟 张羽伟 tln
524509 去香港看看 张雨生 qxgkk
524157 车顶水姑娘 赵传 cdsgn
523260 冷霜子 赵传 lsz
525141 内山姑娘要出嫁 赵传 nsgnycj
525015 温柔的查甫人 赵传 wrdcfr
523421 相思雨 甄妮 xsy
525288 郑丹瑞 nywtnerbj
880544 爱情 郑进一 aq
524087 爱情过路人 郑进一 aqglr
569278 不知 郑进一 bz
880543 风雨城市 郑进一 fycs
569279 感谢你陪我彼多年 郑进一 gxnpwbdn
569280 旧情难忘 郑进一 jqnw
901731 老朋友 郑进一 lpy
576532 人生舞台 郑进一 rswt
880530 软心的人 郑进一 rxdr
901732 我里勒 郑进一 wll
901733 幸福支票 郑进一 xfzp
525278 胭脂马拄到关老爷 郑进一 zzmzdgly
568274 丑人有丑福 crycf
568275 父子 fz
880563 望你平安 郑敬一 wnpa
523773 那乁安呢 郑琼之 nyan
523089 爱情海 郑秀月 aqh
523146 大哥大 郑秀月 dgd
524933 酒醉的人上大 郑秀月 jzdrsd

无缘爱你一生(欣赏版)

张秀卿/蔡小虎
张秀卿/佚名
张秀卿/佚名

那夜我替女儿“R”背脊

郑进一/郑伦境
郑进一/郑伦境



523259 冷风吹 郑秀月 lfc
522849 醉 郑秀月 z
524043 AI'T FLYING LILE A BIRD 郑智化 afab
522953 麻将 郑智化 mj
523973 烟斗阿兄 郑智化 ydax
573433 白费心机 郑仲茵 bfxj
573570 女人的华尔滋 郑仲茵 nrdhez
573713 无日无暝 郑仲茵 wrwm
563664 赌臭我的爱 中国娃娃 dcwda
524413 掠狂的交通 钟旎菱 lkdjt
523799 千奇百怪 钟旎菱 qqbg
523997 一首情诗 钟旎菱 ysqs
524305 欢喜再相逢 hxzxf
524312 火车叨位去 周杰伦 hcdwq
901985 阿爸 ab
880322 爱袂离 周韦杰 aml
880321 醉一暝 周韦杰 zym
523926 我需要你 周雅芳 wxyn
525206 心中甘有阮的名 周雅芳 xzgyrdm
574716 恋恋沙仑站 朱海君 llslz
570294 没法度 朱海君 mfd
570295 鸳鸯梦 朱海君 yym
574717 纸糊的心 朱海君 zhdx
973667 搬来阮的心肝底 猪哥亮 blrdxgd
880231 东山再起 猪哥亮 dszq
880230 归丛好好 猪哥亮 gchh
974280 好里家在 猪哥亮 hljz
974050 红嘴唇 猪哥亮 hzc
974051 老伴 猪哥亮 lb
974281 眠梦拢会笑 猪哥亮 mmlhx
974080 皮阿诺桑 猪哥亮 pans
974079 猪哥亮 wso
973666 我是恁老爸 猪哥亮 wsnlb
973665 一场一场表演 猪哥亮 ycycby
880252 越头看自己 猪哥亮 ytkzj
524602 外好汝甘知 猪头皮 whrgz
971032 心事 庄惠茹 xs
524148 不愿甲你煞 庄淑君 byjns
523610 二张戏票 庄淑君 ezxp
525228 再会无缘的情人 zhwydqr
562890 痴情的心放在叼位 庄振凯 cqdxfzdw
523509 阿爸的话 卓依婷 abdh
523512 阿娘的梦 卓依婷 andm
523538 爱你入骨 卓依婷 anrg
524102 爱人跟人走 卓依婷 argrz
724102 爱人跟人走 卓依婷 argrz
524418 妈妈在那里 卓依婷 mmznl
523290 免失志 卓依婷 msz

周蕙/洪荣宏

周杰伦/洪荣宏

万事ok

庄孝纬/张菱



723290 免失志 卓依婷 msz
523843 伤心也好 卓依婷 sxyh
523336 烧酒话 卓依婷 sjh
723336 烧酒话 卓依婷 sjh
524541 少女的恋梦 卓依婷 sndlm
524543 伸手等你牵 卓依婷 ssdnq
524649 无情的班机 卓依婷 wqdbj
523432 心惊惊 卓依婷 xjj
524717 心锁等你合 卓依婷 xsdnh
525057 有酒矸通卖无 卓依婷 yjgtmw
725057 有酒矸通卖无 卓依婷 yjgtmw
525225 愈想心肝愈无甘 卓依婷 yxxgywg
525227 月娘可比阮心肝 卓依婷 ynkbrxg
525314 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 卓依婷 zhlxadwyd
524075 爱拼才会赢 apchy
524098 爱情一阵风 aqyzf
522867 初恋 cl
524378 浪子的心情 lzdxq
524450 男子汉的爱 nzhda
522839 忍 r
524210 歹路不可行 dlbkx
724210 歹路不可行 dlbkh
523207 好朋友 hpy
523694 酒场浪子 jclz
524446 男性的本领 nxdbl
724446 男性的本领 nxdbl
525162 十八姑娘一蕊花 sbgnyrh
523444 雪中红 xzh
723444 xzht

卓依婷/林正桦
卓依婷/林正桦
卓依婷/林正桦
卓依婷/林正桦
卓依婷/林正桦
卓依婷/林正桦
卓依婷/佚名
卓依婷/佚名
卓依婷/佚名
卓依婷/佚名
卓依婷/佚名
卓依婷/佚名
卓依婷/佚名
卓依婷/佚名

雪中红(台) 卓依婷/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