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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情追踪 4:06

柔情地抱紧  是这夜豪情在发生
谁人在您身边  亦深感兴奋

这刻有危情在发生  为您把爱情尽醉心

逃离闹市拘紧  再激烈拥吻
从来没有发现  是您的操纵

让这刻可再尽意 倾心相拥

谁料这背後  是您的冰冻

未有想过逗留  无影无踪

为甚为甚爱在作弄  爱跌进猛火里失控

您您您置身我交错的梦
为甚为甚要共相拥  碰上了却不知所踪

我我我为何在每夜来放纵  危险情追踪

是每夜忘形地抱拥  堕进是迷蒙夜雨中

谁人在您身边亦一般失控

再将那危情在接通  为您将爱情尽扑空

那双眼神和热彻的心是否真冰冻
Repeat

PolyGram  M s  Publ HK  Ltd

曲／编：山本洋太 词：姚沁

电子乐器：山本洋太

结他：Adrian Chan/邓建明

混音：Adrian  Chan

和音：雷有晖

    每个人都有简单、任性的一面，偶然只会希望想有一段欢乐，宣泄肌肉的疲
劳，随著这首歌的的速度而带动的舞步，虽然人生有时追求的，未必是所要需求
的，但在当时，肯定是一种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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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有时会有莫名的恐惧，或许因为工作，或许因为环境，那时候特别需要安全感，

渴望一份怀中的宁静
我很容易相信人，因为，我觉得这样可以令到大家都有回忆，而且能够享受到人与

人之间，坦诚相对时的安全感，但又害怕因此令自己付出受伤的代价。
    这首歌与其说是关於爱，不如说是关於关怀。当然，人不可能每分每秒都得到关怀，

但是，当有需要时，别人一刹那的关怀，令自己回复平静，得到鼓励，那是最重要的。
大家都只是人群中一个角色，谁又不需要被关怀的感觉？

告诉我你会在梦境中等我 3:55

灯光  就当看不见  蒙著眼忘怀中入眠

在这世界 最宁静处  不幻想  不挂念

风声就当听不见 谁愿信模糊的誓言
寻觅到永远 永恒伴侣 未必碰得见
直到你说你明白爱 不因眼前 一张脸
夜夜望著无涯灯火 告诉我你会在梦境中等我

OH BABY是你懂得给我最多
旧日就像没有真正爱过 谁人才能平静心中的火

只得你 OH BABY 是你懂得怎爱我
Repeat*

夜夜望著无涯灯火  告诉我你会在梦境中等我

OH BABY是你懂得给我最多

旧日就像没有真正爱过 谁人才能平静心中的火
只得你 OH BABY 是你懂得给我最多

旧日就像没有真正爱过 谁人才能平静心中的火

只得你 OH  BABY BABY I Love You

Sony Ms Publishing Japan (Sony)

曲：玉置浩二  词：林夕 编：Adrian  Chan

电子乐器：Adrian  Chan

结他：Adrian Chan

小提琴：黄衞明 混音：Adrian  Chan
和音：Barry Chung ，雷有晖，天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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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目的，没有时间限制，
随意消磨一个无聊晚上 ，可以令
自己觉得开心。於是拿起风筒吹
头发，发现自己需要一把梳，於
是问风筒：「喂，把梳喺边」。

有点像我朋友拍的电影的感觉。

有意无 �意� 3:55

时间在表中兜圈

我已共世界在里面

昨日再见又一天

难过是啤酒跟烟

对我又诉说著爱念

镜在看著我困倦

如梳不见 头发会乱

传真的恋爱  遥远

如痴心不变  难以兑现

有你那照片  我怕变做碎片

Woo⋯全情投入往事

我发觉你最是有意思

Woo⋯原来全是偶遇

你每每有意无意  爱上你你便犹疑

存心的离去矣  会错意

Repeat

PolyG ram  M s  Publ  H K  Ltd.

曲：唐奕聪 词：刘卓辉 编：店奕聪

          电子乐器/ 键琴 ：唐奕聪

                      混音：吴子良

                      和音 ：雷有 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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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名字的歌，无名字的你 4:12

多孤单 也习惯随时随地 将寂寞承受
泪纵使不停流  不可停留 路始终都要走
即使失去爱  梦仍然长久

缘份不可寻求  在歌声里补够

只可阶 我自觉无能为力竟日夜回望

就算多腐繁忙  总不能忘  别要让你失望
一心想要你  无论人在何方

仍旧听得见我  旧爱并未遗忘

爱是没名字的歌  留给这世上无名字的你

就算应该忘记 偏不记得忘记

要让来日你想起 一曾拥有那段情怀是多细腻

用我歌中每个字  亲吻著你

多可惜  我自觉无能为力竟日夜回望

就算多麽繁忙  总不能忘  别要让你失望

一心想要你  无论人在何方

仍旧听得见我  旧爱并未遗忘

Repeat*

彷似是全无痕踪一段传奇  但偷偷感动你

谁在乎歌声背后  曾爱过的你

仍渴望歌中每字  都可抱紧你

Kingfisher Ms Pte Ltd. (Spraylot) /
PolyGram  M s  Publ HK  Ltd.

��曲 Calvin  Ho  词：林夕  编 ：赵增熹

  键琴  赵增熹  结他：Danny Leung
混音：吴子良

和音：雷有曜，张伟文，李小梅 ，陈碧清

    许多人以为我是不会受伤的人, 所以没有人为我写一些伤感的歌词，大家都在写一
个他们想像的黎明。感情的成败得失，每个人其实都要平等地经历，如果有些歌曲是为
人而唱，有些歌曲是为自己而唱 ，我想，这首是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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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在梦境中发生的场面，对於今天的黎明，这只能在梦境中发生。

梦境 4 :08

燃烧心底全是你眼神
浅笑意态似火靠近

红色窗纱围住了光阴

这刹那如进人迷阵

狂歌欢呼全没法听真
因醉意舆我心翻滚

热恋的歌声产生高温 Ah-  
烧烫爱侣如痴的心
趁这高温一刻狂歌中双起舞

火烧的心不能等

泛起心中的激情，火般的拥吻
迷人豪情和放任！

愿心中的恋曲与爱意翻腾
令被此的心灵震撼！

愿一颗痴心给我最爱的人

忘记过去继续性感 ！

Repeat*

PolyGram  Ms Publ HK Ltd.

曲：天濛光/ 天恩 词：简宁 编：岸村正实
键琴：岸村正实

电结他：梶原顺

木结他：千代正行

混音；吴子良

和音：李小梅，陈美凤，谭锡禧，雷有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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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指三度至五度的冬天, 我喜欢那时候的一切气味·童年时,北方的农村那种传
墙、烁炉、薄饼混合的温暖感觉，特别乾净。我们周围有许多不同的气味，可以溶进大家
的记亿，但是许多人却没有富意，想与人分享气味，成了自己一个愿望，许多年前，我想
将它放进第一本写真集，却没有实现。现在选了树叶的气味放进这张唱片，散发出来，其
实是我令天能力可及，所要表达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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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有事情发生，不必
太执著那一方面的对与错，只要
能够令事情缩短，谁主动道歉都无所谓，
做人应该拿出适量的风度出来，许多磨擦便可以避免了。

原谅我 3:45

一点斗滴累积的寂寞
是心中二把无形的锁
谁能够带领我在伤悲中渡过
思念日日夜夜的折磨
告诉我 你是爱我 爱里有承诺
告诉我 你还爱我 原谅我无心（犯过）的错
原谅我的错我曾经迷惑
让我的心不再软弱不再迷惑不再无处可停泊*

将我的手 紧紧握

彼此交托 爱更多

一点一滴累积的脆弱

是心中一把无形的锁

请你能带领我在无奈中渡过
后悔日日夜夜的折磨

Repeat*

Take my hand If you can

你不要如此的沉默

原谅我的错让你我能
一天一天一夜一夜一分一秒共渡过

将心紧紧的交错

彼此的爱 爱更 多

M usic  W eek  Int 'l Ltd./

PolyGram  Ms Publ Ltd. Tai Wan (PolyGram)

曲：单立文 词 ：林明阳 编：Adrian  Chan

电子乐器：Adrian  C han 结他：Adrian  Chan

低音结他：林志宏 鼓 ：Ricky  Chu

混音：Adrian  Chan

和音 ：张伟文，雷有晖，李小梅，陈美凤，天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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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那心情 4:36

谁呼召  不紧要

朋友  不多不少

难得可  挤出一分一秒

提我  应该怎笑

但记得  当初只需要

陪你静悄悄  走过天晓

如今  谁来将舞乱跳

没有你  也觉缺少

为何怕热闹而爱寂寞只因爱你

人堆当中抱於一起也像流离

仍爱寂寞唯有寂寞的空气

传呼声里听得见你

如爱热闹而怕寂寞都因你

在喧哗里不必记起

人走掉  灯熄了

留低 不多不少

谁都知  只因这些欢笑

回忆 不敢骚扰
Repeat*

PolyG ram  M s  Publ  H K  Ltd.

曲：天濛光 词：林夕 编：岸村正实

键琴：岸村正实

结他：千代正行

混音：吴子良

和合：李小梅，陈美凤，

谭锡禧 ，雷有晖

写这首歌时，没有任何期待，没有任何复杂的意念，只是身为歌手的本能反应，
觉得要写一首歌，歌词中有我刹那的心情写照，是那种偶然会存在的感觉，很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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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够分得清，那只是当时的最真一吻，抑或是事後仍然觉得，
又或者将来会消失在回忆以外。

可能有些人拥有过太多 ，但至於我的⋯⋯

最真一吻 4：02

曾独个望向天与地
曾独个在听海浪 有点伤悲

因这个未世纪 只得染污的空气
引至树林共鸟 亦说别离
陪伴你是我的趣味

陪伴你令此生 一再得惊喜

於这个未世纪虽不很珍忧美
我发现唯独你是个传奇
难抗拒你的吸引迎接这最真一吻
神圣的接触感受就如乐韵
心心深深相印能与你爱恋我感到无限荣幸
WoW 难抗拒你的吸引 迎接这最真一吻
情爱可以惊天地造成剧震
讲不出的兴奋  一点都不过份
传说是世上爱人最深一吻 为最真一吻

（称最真一吻，你的一吻，我的一吻，最真一吻）

然後再望向天与地

然後再静听海浪  再不伤悲

於这个未世纪 爱好比清新空气

看快乐延续了 没有限期

陪伴你是我的趣味

陪伴你令我生命 再得惊喜

使这个未世纪仿佛很优美

我发现唯独你令我希冀

Repeat*

PolyGram  Ms Publ HK Ltd.

曲：C . Y  K ong 词：李敏 编：C. Y  Kong

结他/电子乐器：C. Y  Ko ng

混音 ：吴子良

和音：张伟文，雷有晖，李小梅 ，陈美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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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爱你 3:38

没有问我问你 是这样不合理

常在知不知之间摸索道理

梦会是这样美 热爱是这样美
来让彼此的初恋碰运气

自我没有完美没结局总合理
含泪将伤心开心写进日记
让我又再是我让你又再是你
然後兜兜转转中再遇你
到了痴恋不再时会心知这滋味
情路远近往往似是而非
与你相恋相爱时才知怎麽叫旖旎
才明白我一世一生等你
来让你相信我等你
我只盼每天一起
来让你相信我想你

这感觉没有限期

忘掉过去放开一切来让我爱你
Repeat*

Mama's & Papa's Co Ltd (PolyGram )/

PolyGram  Ms Publ HK Ltd.

曲：谷村新司 词：向雪 怀 编： 唐奕聪
色士�纾� Paulo  Levi

键寥：唐奕聪
结他：Tommy  H o

低音结他：林志宏
鼓：Ricky Chu

混音：吴子良
和音： 李小梅，张伟文，雷有曜，陈碧清

    这首歌是谷村先生特别为我而写的，我有很多说不出的感受，只想简单说一句j
［多谢，谷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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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朋友 4:50

怎麽亦记起

当天我伴你晚晚没顾忌
唱唱歌

天空说完谈对地

当心事满堆

开解责骂哄笑擦掉眼泪
到破晓

才疲倦各自抗睡去

隔别了 人大了 忙坏了
怎麽抽空都要找你

昨日去 回望去 明日去

期待去 以这天说起

曾经跟你永远也跟你

直直接接以心 诚恳相对

没有谁人能代你

我这永远的知已
问世上有几许

这世界缺少你

就像旱季缺少水

怎可有乐趣
一生中最好
永远只得你

讲起又记起

多天已没有与你又再聚

暗暗想
这刻的你仍无意睡

抓起电话
打给你就算远隔在两地

我这心
仍然像昨日陪住你

Repeat *

LA LA LA LA......LA LA...

LA LA LALA......LALA

在英国读书，晚上想念香港的好朋友，用仅
有的零用钱，拨长途电话匆匆的说几句。这是我
童年美丽的画面，时常提醒我，未踏足社会时的
愉快日子，甚至可能是一生中最愉快的日子 ，各
位老朋友，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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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命到了某个阶段会特别旺盛，所以我想趁现在说一些话，虽然许多提出的

问题，未必会有答案，但我觉得如果没有伤害其他人，我应该保留一些说话的空间，

这是自己的机会，也是一个心愿。
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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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记得的梦，在相识以前。并坐在沙发，电视

播放著他得奖的映象，我问：「黎明可不可以告诉我，你

心之真处」，没有答案，便已醒来，很长的日子，沾满这梦的气味。

迥转在真与梦、识与未识的曲折边界，黎明说：「想你替我纪录点感受，
放在新的唱片，是时候向他们讲点我要讲的话」。我想，为了那曾经盘旋的熟悉

的气味，是要答应的。

「《原谅我》这首歌，像是一个男孩子 被女朋友为了小事而Kick off，他在街上
游荡，暗橙色的街灯照著他长长的 背影，走到海旁，凭在灰色的金属栏
杆，像 《前程锦绣》那些男孩子。 一口气喝完手中拿著的Corona，
脑海里在想，到底自己有没有错， 然後将空瓶抛进海中，望著夜晚的
天空，感情上有没有错他不知道 ，但这动作肯定是不对的，因为他
做了垃 圾虫。摸一摸无线电话， 他想应该要找朋友帮忙，一直跑回
家。消防员朋友已经准备好消防车 ，他戴上鲜黄色的消防头盔，爬上
云梯。云梯一边升，他望著女朋友， 从黑色的结他盒取出一支结他，边弹
边唱：原谅我的错，我曾经迷惑.......。 忘记了对与错的问题，只希望回到她身边。］

然后在纷扰的location，一边拍摄这张唱片的茫丽映像，一边说他要说的话。

许多次，我刚绉绉眉，他总急迫地说：「不要紧，照写，照写」。

杨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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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情追踪
告诉我你会在梦境中等我
有意无意

没名字的歌，无名字的你
梦境

原谅我
刹那心情
最真一吻
让我爱你

好朋友

Producer:陈永明

1995 PolyGram  Records Ltd.,Hong Kong.

Marketed by PolyGram Records Ltd.,

Hong Kong /Singapore/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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