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樂壇的心靈捕手 陳偉聯 ！
回昧走唱生涯 ，要你聽到他最真最原始的感動 ！
兩年的壽備

造就7首動 人自創樂曲

亚洲著名作詞人 ：林夕 姚若龍 梁文福
姚謙 鄥裕 康

等 操 刀力挺 ！

催淚推薦 ：
分手的情書 ：
陳 偉聯作曲 林夕作 詞
唱出你內心深處的溫 柔 ，最 捨 不 得 放下的情 感 。

永遠的朋友 ：
陳 偉聯作曲 鄔 裕 康 作 詞
聆聽友情的永恒 ，愛情的嘲弄 ，咀嚼 扣 人心弦的 詞曲 。

大海 ：獨特感人噪着 ，詮 釋走唱經典 ！
+2009年國慶主題曲 “就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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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樂壇的心靈捕手 陳偉聯 ！
回昧走唱生涯 ，要你聽到他最真最原始的感動 ！
兩年的籌備

造就7苜動人自創樂曲

亚洲著名作詞人 ：林夕 姚若龍 梁文福
姚謙 鄔裕康 等 操刀力挺 ！
催淚推薦 ：
分手的情書 ：

A01322956F

陳偉聯作曲 林夕作詞
唱出你內心深處的溫柔 ，最捨不得放下的情感 。

永遠的朋友 ：
陳偉聯作曲 鄔裕康作詞
聆聽友情的永恒 ，愛情的嘲弄 ，咀嚼扣人心弦的詞曲 。

大海 ：獨特感人嗓普 ，詮釋走唱經典 ！

+2009年國慶主題曲 “就在這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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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單好嗎

How Are You. Loneliness

記憶像電影
得關了燈才看得清它
一個人想她
一個人在頂樓跟天空說話
笨蛋的想法
沒受過傷不了解多傻
愛情也老了
要不然它怎麼變成這樣子呀
孤單好嗎 我聽不見回答
快樂像畫 人畫不出來吧
愛過了吧 就該往前走
別回頭呀
孤單好 嗎 這世界太大了
我並不想了解
告訴我吧 我 想著她對嗎
我不知道啊 孤單好嗎
我所等的那一種未來
它帶著面具讓人看不清楚它
寂寞卻像一個小孩 它並不聽話
作 詞 Lyncist:易家 揚

OP: Hung Stone Music Ltd
SP: Universal Music Publshing Pte Ltd
作曲 ComDoser: 陳 偉 聯
Wanmer Music Singapore Pte Ltd
製 作 人 Producer : 柯 貴民
編曲 Music Arranger ：柯 貴民
木 吉 他／電吉 他 Guitar : 柯 貴民
錄 音 ／混 音 室 Recording / Mixing Studio : Atomic Studio（新加坡Singapore)

Recording Engineer : Sean Chan
混 音 工 程 師 Mixing Engineer : 中村 正 人
錄 音 工程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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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朋友

Forever Friends

如果你很忙
我到街上去晃一晃
身為一個朋友 有些事情不該勉強
看你黑著眼圈 今晚換成我睡不著
到底是誰 害你這麼傷
因為太愛你
拼命達到你的需要
雖然只是朋友 總比什麼都不是好
借你肩膀依靠 借你關心也借你微笑
我很想給 你卻不要
愛著你卻傷心的只能守候不能擁有
稱職的做一個永遠的朋友
看著你求救的簡訊內容
我看見愛情向我大聲嘲弄
愛著你卻大方的陪你戀愛替你解憂
虛弱的做一個永遠的朋友
幾次累的想斷絕連絡
卻聽見你說 情人比不上朋友
我總是有
讓你笑出聲的方法
我卻沒有
讓自己離開的力量
也許友情 才能地久天長
我只是朋友
作詞 Lyricist: 鄔裕康
OP: Forward Music Publishing Co., Ltd.
SP: Forward Music Publisher Pte Ltd.
作曲 Composer: 陳偉 聯
Warner Music Singapore Pte Ltd
製 作 人 Producer : 柯貴民
編曲 Music Arranger : Terence Teo
木吉 他／電吉他 Guitar : Shah Tahir
鋼琴 Piano : Terence Teo
和 聲 編 寫 Background Vocal Arranqement : 柯 貴民
和聲

Background Vocalist : Agnes Yue . 柯貴民

星光伴我心 Stars With My Heart

心有靈犀

一顆星 兩顆星 閃著約定
你告訴我 星星們很靠近
吹著的風 忽然間停了 三二一
讓我聽到你的心跳很靠近
一顆星 兩顆星 早已吹熄
它們閃亮在 你美麗視線裡

有一種沉默叫做忘記 有一種黑夜叫做封閉
有一種朋友不曾相遇 用一種感動互相激勵
我們為夢想各自努力 這樣的陌生卻是如此熟悉

若有一天 我 忽然離去 三二一

最真的朋友沒有距離 最深的感動不必言語

讓我的歌像那星光陪著你
生活很長 生命太短
是你教我別把自己給遺忘
我們明白 剎那很長 永恆太短
一個人 連呼吸也要堅強
讓你看見我可以看見
我想念你對我想念
黑夜再黑再長 你淚光是我星光
你看見我可以看見
我聽見你用心聽見
就算還會孤單
我用你的祝福取暖

Telepathy

他們說世界多麼美麗

分手的情書

人們卻常常只看見自己

最美的沉默叫做默契 最黑的黑夜終會過去
用幾個音符 就能讓自己 得到知己 這樣的緣份是心有靈犀
用一首歌曲

就能讓陌生

變成莫逆

這樣的緣份是心有靈犀

綻放的笑容不會忘記 開放的心靈無法封閉
我們把夢想化做旋律

這樣的歌曲裡面有我有你

知心的朋友就像自己 真心的感動惺惺相惜

我們要繼續互相勉勵 不管他相隔了千里萬里
最美的沉默叫做默契 最黑的黑夜終會過去
用幾個音符

就能讓自己

得到知己

這樣的緣份是心有靈犀

最真的朋友沒有距離 最深的感動不必言語
用一首歌曲

就能讓陌生

變成莫逆

這樣的緣份是心有靈犀

作詞 Lyricist武雄

OP: Forward Music Publishing Co.,Ltd.
SP: Forward Music Publisher Pte Ltd

作 詞 Lyricist: 梁文福

作曲

OP: Touch Music Publishing Pte Ltd. COMPASS
作曲 Composer: 陳偉聯
Warner Music Singapore Pte Ltd
製作人 Producer : 吳佳明
編曲 Music Arranger : Clement Yang
木吉他 Acoustic Guitar : Clement Yang
貝斯 Bass :Clement Yang
和聲編寫 Background Vocal Arrangement : 陳達偉
和聲 Background Vocalist : 陳達偉
錄音／混音室 Recording / Mixing Studio : Atomic Studio（新加坡Singapore)
錄音工程師 Recording Engineer : Sean Chan
混音 工程師 Mixing Engineer : Sea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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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 Wamer / Chappell Music Taiwan Ltd.
製作人 Producer : 吳佳明
編曲 Music Arranger : Clement Yang
貝斯 Bass : Clement Yang
木吉他 ／電吉他 Acoustic / Electric Guitar : Clement Yang

Composer

蕭 煌奇

Break Up Letter

和妳同名的星星

聚要吃苦 散要受苦 就看誰更頑固
我聞到你哭 那種溫度
寒心得像撫摸 愛的墳墓
想到感情歸宿 忘了人情世故
別為仁慈 製造殘酷
眼前無路
心中有數
何必繼續漫步
你該擁有 更輕易的幸福
談戀愛不是追逐難度
愛如苗圃 命如蜡燭
沿路燒到光秃
是我自私 放不下同甘共苦
也唸不出分手的情書
愛值得付出 也能退出
來時聚成露珠 去若晨霧
感情美得虛蕪 就當作身外物
不要讓它 變成包袱
我本來是 孤獨的壁虎
你生來是 掌上明珠
眼前無路
心中有數 何必繼續漫步
你該擁有 更輕易的幸福
別為我粉身碎骨
你看 愛如苗圃 命如蜡燭
沿路燒到光禿
是我自私 放不下同甘共苦 作 詞 Lyricist : 林夕
OP: EMI Ms Pub (S.E. Asia) Ltd. Taiw an Branch
也唸不出分手的情書
你的付出 該換來更大滿足 SP: EMI Music Publishing Singapore

願美好 都為妳降臨

想起妳來 星亮起來 往事笑著回來
想起妳來 風吹過來 讓落葉鑽進胸懷
想起妳來 心酸起來 有衝動喊我還愛
又害怕 妳無奈
像學妳的表情 有顆微笑的星星
我決定用妳來命名
想起妳來 星亮起來 往事笑著回來
想起妳來 風吹過來 讓落葉鑽進胸懷
想起妳來 心酸起來 有衝動喊我還愛
又害怕 妳無奈
想起妳來 雲走過來 眼睛變成雲海
想起妳來 歌響起來 讓孤單那麼蒼白
想起妳來 徹夜凝望 和妳同名的星星
我的愛 她明白 我知道 妳明白

錄 音工程 師 Recording Engineer : Sean Chan

Warner Music Singapore Pte Ltd

混音工程師 Mixing Engineer : Sean Chan

製作人 Producer : 柯貴民

鋼琴

Piano : Clement Yang

錄 音／混音 室

Recording / Mixing Studio : Atomic Studio （新加坡

SGA050900013

如果是這樣

不如不如…

作曲 Composer. 陳偉聯

編曲 Music Arranger :Kenn C

木吉他 Acoustic Guitar : Clement Yang

木吉他／電吉他 Guitar : Kenn C

鋼琴 Piano :Clement Yang

貝斯 Bass : Kenn C

和聲編寫 Background Vocal Anarigcmer,t : 陳達偉

鋼琴 Piano : Kenn C

和聲 Background Vocalist : 陳達 偉

和謦 編寫 Background Vocal Arrangement : 柯貴民

錄 音 ／混 音 室

和聲 Background Vocalist : Agnes Yue ，柯貫民

錄 音 工 程 師 Recording Engineer : Sean Chan

Recording/ Mixing Studio : Atomic Stuctio（新加坡Singapore)

錄音／混音 室

錄 音 工程 師 Recording Engineer : Sean Chan

Recording Engneer : Sean Chan
混音工程師 Mixing Engineer : Daren 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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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最愛的星星 有些昏暗在風裡
妳今夜 情緒是否低迷
有流星像淚滴 滑過長長的回憶
像妳我 曾共分享的圍巾
儘管你已遠行 还是希望妳開心

SA: 姚若 龍
OP: Great Music Publishing Ltd
原曲人 : Toshio Nakagawa/ Hidefumi Watanabe
原詞人 : Nitipong Honark
OP : GMM Grammy Public Company Limited
SP : Touch Music Pubishing Pte Ltd
製作 人 Producer : 陳達偉
編曲 Music Arranger : Clement Yang
貝斯 Bass : Clement Yang

錄 音／混 音 室 Recording / Mixing Studio : Atomic Studio （新 加坡Singapore)

混音工程師 Mixing Engineer : Daren Sim

Same Star

錄 音 工程 師

Recording / Mixing Srudio : Atomic Studio （新加坡 Singapore)

混音 工 程師 Mixing Engineer : Sean Chan

SGA050900014

All Rights Reserved,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圓規 D1vider

寧願 I'd Rather

寂寞之國 Lonely City

風有淡淡的鹹味
是寂寞 在搗鬼
唆使我們愛掉眼淚
入們總不會嫌累

去年已過去
我們在這裡
回想起來無論多苦
都是回憶

車窗裡 看星墜毀
聽著叫回憶的音軌

也許我們都
有樂觀的本領
那些淚都變成今天的勇氣
站在越喧嘩的人群裡

不是我 喜歡 一個人住
沒人分享的旅途
算是不完整的幸福
像不被翻閱的一本書
我寫下許多感觸
只適合一個入默讀
我 厭倦了單人座
誰比我 更了解寂寞
我的生活 精彩的不多
滿城的燈火 不是為我
我的難過 在人潮中顯得太微弱
我只想要有個人擁抱我 我要求的不多
我一個人在這寂寞之國 等著你的經過

我握著話筒不睡
不想到天亮才追悔
這個距離是你唯一能夠給

給我的依偎
還以為 要為愛情的花營
建一座堡壘
就能夠和世界對壘

卻把我反鎖在外頭低徊
你的防衛 就像一個圓規

怕犯規 忘了誰 設定我 愛你的範圍
不能進只能退 遠遠看你的美
我也只能退 遠遠看你的美

越需要保持自己
千萬不要相信 沙旦奢華言語 遺落了謙卑的心
寧願看不見偽風景
只聆聽真實心情
只有愛是不能虛擬
需要一點一點的累積
寧願看不見偽風景
只聆聽你的內心
在音樂眼神交流裡

作詞 Lyricist：管啟源
OP：Funkie Monkies Productions（Warner/Chappell Music Taiwan Ltd.）
作曲 Composer：陳偉聯
Warner Music Singapore Pte Ltd

我們可以
找到了肯～定

製作人 Producer：陳達偉

作詞 Lyricist：小寒

OP：Funkie Monkies Productions（Warner/Chappell Music Taiwan Ltd.）
作曲 Composer:陳偉聯
Wamer Music Singapore Pte Ltd
製作人 Producer：林倛玉
編曲 Music Arranger：Clement Yang
貝斯 Bass：Clement Yang
木吉他 /電吉他 Acoustic/Electnc Guitar：Clement Yang
钢琴 Piano：Clement Yang
和聾編寫 Backgpeund vocal Arrangement：林倛玉
和聲 Background vocalist：林倛玉
錄音/混音室 Recordng/Mixing studio ：Atomic studio（新加坡Singapore）
錄音工程師 Recording Engineer ：Sean Chan
混音工程師 Mixing Engineer ：Sea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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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詞 Lyricist姚謙
OP：EMI MS.PUB.（S.EASIA）LTD.,TAIWAN BRANCH
SP：EMI Music Publishing Singapore Pte Ltd
作曲 Composer：陳偉聯
Wamer Music Singapore Pte Ltd
褽作人 Producer：林倛玉
編曲 Music Arranger：Clement Yang

貝斯 Bass ：Clement Yang
木吉他 /電吉他 Acoustic/Electric Guitar：Clement Yang
鋼琴 Piano：Clement Yang
和聲編寫 Background Vocal Arrangement：林倛玉
和聾 Background Vocalist：林倛玉
錄音/混音室 Recording/Mixing Studio：Atomic Studio（新加坡Singapore）
錄音工程師 Recording Engineer Sean Chan
混音工程師 Mixing Engineer：Sean Chan

編曲 Music Arranger：Clement Yang
貝斯 Bass ：Clement Yang
電吉他 E1ectric Guitar：Clement Yang
木吉他 Acoustic Guitar：陳達偉
和聲編寫 Background Vocal Arrangement：陳達偉
和聲 Background Vocallst：陳達偉
錄音/混音室 Recording/Mixing Studio ：Atomic Studio（新加坡Singapore）
錄音工程師 Recording Engineer ：Sean Chan
混音工程師 Mixlng Engineer：中村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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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 Reborn
我就算被鎖進黑夜
心裡的火依然熾烈
想燒出一片樂園

想照耀你的臉
我走過深邃的曠野
秘密的靈魂獨享喜悦
當荆 棘給我試煉
受傷也不怨
這 一生我緊抓
夢想的翅膀飛
不知道哪 裡
是終點
我願意守著約
帶著你不 墜跌
幻想著重生那一天
是否你能够 爲我等
等著我重生那一天
SA:陳樂融
OP: Wamer Chappel Music Taiwan Ltd
OT: Forever
OC: TIMO TAPIO T0LKKI
OP: Wamer/ Chappel,Music Germany
SP: Wamer/ Chappel Music Singapore Pte. Ltd
制作人 Ptoducer：呉佳明
编曲 Music Arranger：Clement Yang
木吉他 Acoustic Guitar：Clement Yang
録 音／混音室 Recording／Mixing Studio：Atomic Studio(新加坡Sngapore)
録音工程师 Recording Engineer：Sean Chan
混音工程師Mixing Engineer：Sea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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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 The Big Sea
從 那 遙遠海邊 慢慢消失的你 本來模糊的 臉 竟然 漸漸清晰
想要 說
些什 麼 又不知從何 說
起 只有把它放在心底
茫然走在海 邊 看那潮 來潮去 徒 勞無功 想把每朵浪花 記起
想要 說聲愛你 卻被吹散在風裡 猛然回頭 你在那里裡

如果大海能 夠喚回曾 經的 愛 就 讓我用一生等待
如果深情往事你已不再留 戀 就 讓它 瀡风飄遠
如果大海能 夠帶走我的哀愁 就像 帶走每 條河流
所有受 過的傷 所有流 過的 淚 我的 愛 請全 部 帶走
作 詞Lyricist：
陳
大力
作曲 Composer:陳大力／陳
秀男
OP: UFO Music Publishing Co., Ltd.
SP: Fujipacific Music(S.E. Asia) Ltd.
制作人 Producer：柯 貴
民
编曲 Music Arranger:Terence Teo
木吉他 Acoustic Guitar：柯卖民

钢琴 Piano：TerenceTeo
録音／混音室 Recording／Mixing Studio：Atomic Stuoio(新加坡Singapore)
録音工程师 Recording Engineer ：Sean Chan
混音工程 師Mixing Engineer：中村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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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裡 Right Here
（2009年新加坡 國慶慶典主题曲）

沒有山 脈
的雄 偉這有靛 藍
海水

晚霞中古城或 許很美 我有家的堡壘
有些 優勢世界忘了 給我 們不曾後悔
沒 有翅膀的人 類一 樣也能起飛
就在 這裡把夢開啟
其實我們 很像 決心握在手上
有你在我身旁 就不怕 更高地翱翔
越不可能 到達的理想 越助燃我膽量

（越靠近 太陽越不怯 場我只 會更 堅強）
就在這裡我們啟航
懂得 萬物 會枯萎 我們不掉淚水
懂得幸福之所以完美 是因為這堡壘
我们掌握自己是誰不讓命運 插嘴
你我就算是 人類也要跟著起飛
我们 啟航遠方
帶回天空更晴朗
你看 遠方逆 風造不成阻擋
我和你 加在一起 會更加勇敢
去 打開從未 見過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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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ing has never been my forte,more so in Chinese because I don't study Chinese when I was in school and thus the only time I'm exposed to Chinese is when I'm at home with my family or

Thanks to the advanceennent in technology, the Screen Reading Software that actuaty reads out everything on screens of corrouter/handphones was introduced into my life a couple of years ago so I'm able to more or

less keepup with the comings and goings of what's happerning anound the world, interacting with fans friends. and other associates via platforms like msn twitter, my personal blog etc but till today, whenever it comes to writing
long sentences in Chinese,l stillface many problems like my nablity to know if the word that my Screen Reacing Software is reading to me is the correct word or not, because in Chinese words can sound right but a same
sounding word can have more than one way of writing it, hence the chance of me having many vsually wrong words that sounds night tends to happen very often. Because of this there are a lot of trial and errorsthat I'll have
to do before I can get a sentence that sounds correct.

This time,I' ve decided to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I actualx record what I want to say to allof you in audio form, yes just plain and simple talking and then send the mp3 of my recording to my colleague in Warner Music Singaoone
for her to edit/rephrase/translate/ete for me. I really want to commend my colleague fordoing such a superb job out of it! Chanbe dear, u reary really rephrase and translate unitl too rice be la! Those who know me in person or
for the fans who have been with me troughout these years and read my blog entries often de hor,they will defnitedy feel it's not me de leh! But want a second this doesn't nean that whatwritten is not from from me k,they are
al sincere words of Thank You from my heart I just want to really really thank Charte for really doing a fantastic job of amolifying what I want to say to a vary much higher level than I would normally be able to. You know Charfe,

when I first read your so called draft copy of your transtatedthank you note. al! I can say is "What! You call this a draft? Kla,l better stop making u shy le. Brown sincerely thanks Chartie from his heart!
Ok! Before allof u go ahead and read my superbily wellwritten Chinese version of my Thank You note.l would like to thank some of the English reading people here first.
Thanks to Edwin, for being my friend for almnost 23 years for seeing me from small, round and naughty kid slowly becoming a tall and fat me, for accompanying me throughout all thehighs and lows of my singing career these
few years.
Thanks to Huat or better known as Steady Goh to the ang mohs who we play online games with Do u know that you have actualy nspired me in many ways throughout my life so far? When I first met about 22+ years
ago n primary school you first inspred me to violence and manliness by actually giving a little boy a little beating up to show how big and powerful you are... and that little boy so happens to be me! This real
l
y 驗證了
識Lor! Then，
dunng my teeris it was you playing songs like, "Now and forever" and“開懷方式” onthe guitar which made me want to reall morove on my guitar playing de.

Games on the PC and Wr, I think without you starting me off.l think I might not fully enjoy and aporeciate as much as l do today. You are really a great gaming opoonent/partner!
Ti today. though my gurtar technoue and certain game striategies are still of no match foryou just want Haha! You are just continuing to nspire to me to push hander only!
Ok La ok la i' d better stop my loso-ness in English le.Let's quiet our minds down and continue with a more honest and sincere Wei Lian Chinese La k? When reading the next couple of paragraphs, try imaging that you are

actually hearing me saying those words personally好嗎？謝謝大家 !
我 ，障 偉聯出道至今快要四年了 ，從身邊的人身上 學到了 很多 東西但 卻還学不 會如何把心中的 感激用言 語和文字 表達。 惭愧的我想在 這里真 誠
的 感謝曾经 激勵過我 ，幫助過我 ，支持 著我的人 。
我是一名歌手但旁人總會因為我發過專輯就把

我的性格直率·說話直接所以很多 時候會不 經意的冒犯 到
人！但 請别 因為這樣就把我列入黑名 單，我不是耍大排·只是不太懂得 你
表
達
自己 。
一名歌手 ，一 張專輯的成功 與
否，關
鍵
不只在歌手和支持 者
的身上，
公司所 願意給的空 間與身邊同事的支援也是 成
敗的 因素。
唱片公司的 老闆与同事 門
都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若公司不 願意給歌手機會 ，那 麼我想即使再有 實
力的歌手也很 難發揮潜力 。 老
實说 ，在 發專輯前有段等待的日子 ，很沉静 ，悠
閑。 除了 寫歌，其
餘的时 間
都在等待，而這
種無奈
的
感覺曾使我陷入低潮 。 當
下 ·等待的 意義開始模糊 ，我 開始不知 道自己在等什 麼。 但是 ！很 慶幸的 ·等待 終於過去了 ，我終
發片了 ！

SA：小寒
OP: Funkie Monkies Productions (Warner／Chappell Music Taiwan Ltd.)

ReleaseDate發行日期/2009年 8月 August 2009

作曲 ComposerElectrico
OP: Wamer／Chappell Music Taiwan Ltd

Special Thanks to、SUNGCHIA LING

能 發第三張
專輯，說 真的，第一個想感謝的是我的唱片與經濟公司華納音樂和play Music。
感
謝
公司所 爲我 籌
謀
的一切 ！謝
謝你 門
的用心 ！
爲了走唱而 買
的新吉他·我真得很 喜
歡！I love it!
想 感謝Richard和Jarnee。謝謝你们 這麽久以 來沒有放棄 我 ，一直 相信我 ，一直相信 陳偉聯 ，謝
謝James，全心全意打造我 ，讓我能走 更遠遭的路，很 慚愧現在才了解你的苦心但

現在的 偉聯，每天部 有 練吉他 ，正在努力的

找回 當初的自己 ！我真的很期待 這次的 宣傳而我 答應你一 定 會
放足99%的努力 ！

SGA050900148
陳偉聯個人網站：
Follow me on twitter at
http://twitter.com/K
All about me:
http //www.weiliankelvin.com/
Blog:
http://www.weiliankeIvin.com/blog/
My YouTube channel:
http://www.youtube.com/user/chenweilianonline

另外 ．Wendy和摹芳 ，謝謝你们在 台灣拍攝Mv和 宣傳照 時給予我 照顧，陪
我
曬
太
陽
，
流
汗
，
陪
我
早
出 晚 歸 ！當
然也 要謝謝Pouline和婷啦！很多上通告的 時
候，當
你们 發現我静下来就 會盡力地逗我笑 ，攘我 活躍起來！
其實 ，以上的四位女生都 曾經爲我扮 過小丑 ，逗
我笑 ，逗
我开心 。 無論是工作或私人的 時間你們各自都有可 愛
的地方！
接下 來，我也很 感謝這次拍 攝Mv的周格 總導演！能在台 灣之行 認識您我感到很 幸運。 和您聊了很多，從
你身上 領悟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學
會怎 麼用新的角度看待一些事情和事物。
Mv的 主角，阿丹 ，柏妍安 謝謝 你 們用演技 爲我的 歌曲 增添感 勤，所有 在場的工作人 員，謝謝你 們的付出 ，專業的照顧！
我在拍照 時會感到很 恐懼，所以 ，謝謝中平犬哥在拍 宣傳照時所 給予我的耐心 ，不断 鼓勵我 ，給我保障 ！
還要 ！也 感謝辛 苦的 阿哲 ，造型 師小小哥 ，上慧 ，髮型師Peter。
王蔓和
化妝師秀雯姐 ，Sachie。感謝你們全心改造陳偉聯！

當然 ！也要 謝
謝Passion Salon和 專業一直以来的支 持 ！
再 來，還
要 感謝帮我 錄製專輯的制作人 。佳 明老師 ，柯 貴
民 老師，David·Sean等等 。

謝謝小
寒、梁文
，姚若
，姚 ， 陳
融、 裕
和 ，謝謝 各位
大師爲我 寫詞、譜曲 ，有 你們爲我的 專輯創作 ，我感到很榮幸！

這次 無論是 專輯里的 曲風或 造型，都 屬於比较 樸素的 。 其
實《走唱 陳偉聯》 讓
我想到 參加群星 比
賽前的自己 。 當
時我 還是位接
街頭 表演者，到
處唱歌 給
人 聽，到
處分享自己的故事 ，到 處聆聽别人的故事 。
和之前的 兩張專輯相比 ，《走唱 陳偉聯》多了自己的 創作和 意見 ，是 最能代表我 ，也是我最 喜歡的一張！

辛苦 幫我做 網路 宣傳片的朋 友 ，謝謝你們啦 ！謝謝你们毫不 计 較，全
心全
意 幫 我拍 攝
，剪輯片段 ！聽了很多正面的 回應，我 覺得，我 們做到了 ！連日來的 辛苦都是 值得的！
後 ，“我 曾經因 爲
自私 ，而放不下同甘共 苦__”

貪吃的 Gk，好勝的 M和她那勤 譬的哥哥 Nestor。謝謝你們出現 在我的生 命裡
！謝謝你們讓 我更 了 解自己 ，我 會永遠記住你 們！你 們一定要 開開心心的 過每一天哦 ！如果 你們不 開心 ，無論我 們之間的 距離有多 遠，我還是感
觉得到 ！你 還記得嗎 ’偉聯在 這裡中心的祝福各位 ！
我想说
陳偉聯會繼續 加油 ，無論是 舞台上的 我或是在 哪裡的我 都 喜歡大家能 繼續支持
！陳偉聯會繼續 加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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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outube.com/user/chenweilianonh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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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寫詞人跨越膚淺的肉眼 ，
用心 ，看到了最動聽的音樂 。
用耳朵見證了陳偉聯的努力 。
01.孤單好嗎How Are You，Loneliness
02.永遠的朋友Forever Friends

03.星光伴我心Stars with My Heart

04.心有靈犀下Telepathy
05.分手的情書Break Up Lgtter
06.和妳同名的星 星Same Star
07.圓規Divider
08.寧願I'd Rather

09.寂寞之國Lonely City
10.重生Reborn

11.大海The Big Sea
Bonus Track：

P2.就在這裡Right Here
（2009年新加坡圃慶麈典主題曲）

偉聯的歌聲有一股簡單而直觸人心的力量 。
我在他寫的旋律裡 ，也聽到同樣的感動 ！
梁文福
聽偉聯的歌聲 ，就像在內心擺一面鏡子，
反射出最真實的情緒，讓人無從掩飾 ！
姚若龍

的音樂人!

在口水多過溝通的樂壇，更應該祝福陳偉聯這樣

在眾
也給了我 一
份
聲
喧
嘩
的
後
看
到
每
個
人
內
在
生
命
的
靈
感
！

陳樂融

請用你的音樂帶我们看看 ，
那存在卻總被忽略的世界吧 ！
鄂裕康

真正的盲人 ，是聽見了道把聲音 卻不被感動的人 。
小寒

習慣 光明的我 們其實 常常看不見 ，
偉聯的歌聲裡讓我們聽見了光明。
管啟源

友情的一句話 ，一份鼓勵，讓感動加倍
對我來說 偉聯的聲音就好比是潺潺流水，
每 首歌的詮釋 都有戲劇般的感動 。
當你心靈感到疲累的時候 你不妨 聽聽偉聯的歌，
聽他娓娓訴說生命中一段段的感人故事 。
每一 首歌的響起 ，
就是偉聯 用盡全 力為你唱出的生命樂 章 ！
蕭煌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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