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批未经内容审查或备案的网络音乐产品名单 

 

歌曲名 歌手名 唱片公司 

自然醒 林宥嘉 华研国际 

晚安 林宥嘉 华研国际 

纪念品 林宥嘉 华研国际 

RUN THE WORLD(GIRLS) 碧昂斯 诺里斯 索尼音乐 

昙花 方大同 华纳唱片 

情胜策略 方大同 华纳唱片 

无菇朋友 方大同 华纳唱片 

一百万种亲吻 梁文音 环球音乐 

姐妹淘 梁文音 环球音乐 

我最亲爱的 张惠妹 金牌大风 

你在看我吗 张惠妹 金牌大风 

还有眼泪就好 张惠妹 金牌大风 

Honey And The Bee Owl City 环球唱片 

The Real World Owl City 环球唱片 

Plant Life Owl City 环球唱片 

You Suck At Love Simple Plan 华纳唱片 

Can't keep my hands off you Simple Plan 华纳唱片 

loser of the year Simple Plan 华纳唱片 

Freaking me out Simple Plan 华纳唱片 



the flood 接招合唱团 索尼音乐 

love love 接招合唱团 索尼音乐 

when we were young 接招合唱团 索尼音乐 

pretty things 接招合唱团 索尼音乐 

E.T. (feat. Kanye West) Katy Perry Capitol 

Last Friday Night (T.G.I.F.) (Album Version) Katy Perry Capitol 

你 萧敬腾 华纳唱片 

复制人 萧敬腾 华纳唱片 

狂想曲 萧敬腾 华纳唱片 

怎么说我不爱你 萧敬腾 华纳唱片 

只能想念你 萧敬腾 华纳唱片 

同林 周柏豪 华纳唱片 

黑 周柏豪 华纳唱片 

今天应该很快乐 周柏豪 华纳唱片 

Smiley Face 周柏豪 华纳唱片 

Uptight Natalie Walker Dorado Music, Inc 

Mars Natalie Walker Dorado Music, Inc 

Cool Kids Natalie Walker Dorado Music, Inc 

好的事情 严爵 相信音乐 

谢谢你的灵感 严爵 相信音乐 

又不是这样就不孤独 严爵 相信音乐 

Burning Up (Madonna Cover, Nick Remix） Britney Spears JIVE 

S  ing Forever 平井坚 DefSTAR RECORDS 

http://www.xiami.com/song/1770292916
http://www.xiami.com/song/1770292917
http://www.xiami.com/song/1770292918
http://www.xiami.com/song/1770236123
http://www.xiami.com/song/1770236120
http://www.xiami.com/song/1770236125
http://www.xiami.com/song/1770273289


い  としき日々よ 平井坚 DefSTAR RECORDS 

C  ANDY 平井坚 DefSTAR RECORDS 

R&B 平井坚 DefSTAR RECORDS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光良 星娱音乐 

你好吗 光良 星娱音乐 

轻轻跳舞 新宝岛康乐队 滚石唱片 

彼个上海姑娘 新宝岛康乐队 滚石唱片 

钱歌 新宝岛康乐队 滚石唱片 

阿姨打 新宝岛康乐队 滚石唱片 

走吧！走吧！ 新宝岛康乐队 滚石唱片 

もう一度 仓木麻衣 Northern Music 

INTRO 林子曦 滚石唱片 

脸 林子曦 滚石唱片 

对不起 林子曦 滚石唱片 

Chinese Girl 林子曦 滚石唱片 

柳暗花明 王菀之 东亚娱乐 

末日 王菀之 东亚娱乐 

安妮·法兰克 王菀之 东亚娱乐 

错过了地址 王菀之 东亚娱乐 

依依 官恩娜 东亚娱乐 

I Want It That Way Backstreet Boys Sony Legacy 

The Edge of Glory Lady GaGa 环球音乐集团 

Hair Lady GaGa 环球音乐集团 

http://www.xiami.com/song/1770193133
http://www.xiami.com/song/1770236702
http://www.xiami.com/song/1770158527
http://www.xiami.com/song/1769950755
http://www.xiami.com/song/1769950756
http://www.xiami.com/song/1769950757
http://www.xiami.com/song/1769950758
http://www.xiami.com/song/1770230010
http://www.xiami.com/song/1770230011
http://www.xiami.com/song/1770230012
http://www.xiami.com/song/1770146111
http://www.xiami.com/song/1770232074
http://www.xiami.com/song/1770197496
http://www.xiami.com/song/1770205421


Marry The Night Lady GaGa 环球音乐集团 

Americano Lady GaGa 环球音乐集团 

Judas Lady GaGa 环球音乐集团 

Bloody Mary Lady GaGa 环球音乐集团 

爱的语组词 商东茜 爱贝克斯 

不等了 商东茜 爱贝克斯 

一直相爱 许志安 东亚娱乐 

忘了 忘不了 许志安 东亚娱乐 

从没这么爱恋过 许志安 东亚娱乐 

Sorry That I Loved You 倪安东 华研国际 

散场的拥抱 倪安东 华研国际 

末日快乐 倪安东 华研国际 

幸福事小 倪安东 华研国际 

曙光 娃娃 福茂唱片 

我知道你收藏我 娃娃 福茂唱片 

这不是傻 娃娃 福茂唱片 

有人关心你 娃娃 福茂唱片 

倚老卖老 娃娃 福茂唱片 

鸡蛋爱石头 吴雨霏 金牌大风 

我傻女 吴雨霏 金牌大风 

奋不顾身 吴雨霏 金牌大风 

微光 黄义达 橙天娱乐 

Broken Heart 黄义达 橙天娱乐 

http://www.xiami.com/song/1770186811
http://www.xiami.com/song/1770186815
http://www.xiami.com/song/1770186814
http://www.xiami.com/song/1770186818
http://www.xiami.com/song/1770219920
http://www.xiami.com/song/1770219921
http://www.xiami.com/song/1770219923
http://www.xiami.com/song/1769868673
http://www.xiami.com/song/1769868675
http://www.xiami.com/song/1769868674
http://www.xiami.com/song/1769868677
http://www.xiami.com/song/1770154619
http://www.xiami.com/song/1770154621
http://www.xiami.com/song/1770154622
http://www.xiami.com/song/1770154623
http://www.xiami.com/song/1770154618
http://www.xiami.com/song/1769999768
http://www.xiami.com/song/1769999762
http://www.xiami.com/song/1769999763
http://www.xiami.com/song/1770060172
http://www.xiami.com/song/1770143967


倒叙 黄义达 橙天娱乐 

保留 黄义达 橙天娱乐 

壮举 张敬轩 环球唱片 

PS. I Love You 张敬轩 环球唱片 

Deadline 张敬轩 环球唱片 

痛了才懂 浪花兄弟 杰威尔 

瑰宝 浪花兄弟 杰威尔 

I'm ok 浪花兄弟 杰威尔 

默背你的心碎 余文乐 东亚唱片 

你说我太帅 余文乐 东亚唱片 

因为爱 韦礼安 福茂唱片 

阴天的向日葵 韦礼安 福茂唱片 

 
 

http://www.xiami.com/song/1770163738
http://www.xiami.com/song/1770163739
http://www.xiami.com/song/1770111748
http://www.xiami.com/song/1769873781
http://www.xiami.com/song/17701534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