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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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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VSA146S
茱麗安妮．泰勒：
內心深處 (SACD)

編號：EVSA147HQ
茱麗安妮．泰勒：
內心深處 (HQCD)

編號：EVSA248
茱麗安妮．泰勒：
感動 Live 版

條碼：4897012123492

條碼：4897012123508

條碼：4897012125342

編號：EVSA019
麗莎．希爾頓：
黑夜之後

編號：EVSA052
麗莎．希爾頓：
這就是愛

編號：EVSA023
Susan Wong：
像你的人

編號：EVSA225S
茱麗安妮．泰勒：
感動 Live 版 (SACD)

編號：EVSA224HQ
茱麗安妮．泰勒：
感動 Live 版 (HQCD)

編號：EVSA381
茱麗安妮．泰勒：
真情相伴

條碼：4897012120699

條碼：4897012121443

條碼：4897012121047

條碼：4897012125076

條碼：4897012125069

條碼：4897012131282

編號：EVSA023S
Susan Wong：
像你的人 (SACD)

編號：EVSA115HQ
Susan Wong：
像你的人 (HQCD)

編號：EVLP002
Susan Wong：
像你的人 (LP)

編號：EVSA194
香朵：我們的時光

編號：EVSA058
香朵：驚喜街頭

編號：EVSA117HQ
香朵：驚喜街頭
(HQCD)

條碼：4897012121023

條碼：4897012122921

條碼：4897012121641

條碼：4897012124598

條碼：4897012121597

編號：EVSA057
Susan Wong：511

編號：EVSA057S

Susan Wong：511

編號：EVSA114HQ
Susan Wong：511

編號：EVSA059
香朵：沉浸靛藍

條碼：4897012122945

編號：EVSA177HQ
香朵：沉浸靛藍
(HQCD)

(SACD)

(HQCD)

編號：EVLP004
香朵：驚喜街頭
(2LP)

條碼：4897012121559

條碼：4897012121566

條碼：4897012122914

條碼：4897012125113

編號：EVLP001
Susan Wong：511
(LP)

編號：EVSA102
Susan Wong：
請到我夢中

編號：EVSA103S
Susan Wong：
請到我夢中 (SACD)

編號：EVSA060
香朵：另一個女人

編號：EVSA187
香朵 5 號

編號：EVSA203HQ
香朵 5 號 (HQCD)

條碼：4897012121580

條碼：4897012122600

條碼：4897012122617

條碼：4897012121610

條碼：4897012124468

條碼：4897012124741

編號：EVSA110HQ
Susan Wong：
請到我夢中 (HQCD)

編號：EVLP008
Susan Wong：
請到我夢中 (LP)

編號：EVSA249
Susan Wong：
流金歲月

編號：EVSA291
香朵的晚宴

編號：EVLP010
香朵的晚宴 (2LP)

編號：EVSA335
香朵：傳記

條碼：4897012122877

條碼：4897012125861

條碼：4897012125359

條碼：4897012126707

條碼：4897012126837

條碼：4897012127766

編號：EVSA243S
Susan Wong：
流金歲月 (SACD)

編號：EVLP006
Susan Wong：
流金歲月 (2LP)

編號：EVSA219
Susan Wong：
戀愛的女人

編號：EVLP015
香朵：傳記 (LP)

編號：EVSA050A
SHOW CASE 爵士樂
傳說 (CD+DVD)

編號：EVSA067
無限&拉提交響樂團：
Queen

條碼：4897012125267

條碼：4897012125847

條碼：4897012124987

條碼：4897012127827

條碼：4897012121412

條碼：4897012121788

編號：EVSA220S
Susan Wong：
戀愛的女人(SACD)

編號：EVLP011
Susan Wong：
戀愛的女人(LP)

編號：EVSA054
茱麗安妮．泰勒：
戀愛時光

編號：EVSA066HQ
茱蒂．柯林斯：
民謠經典 (HQCD)

編號：EVLP018
茱蒂．柯林斯：
民謠經典 (LP)

編號：EVSA092A
茱蒂．柯林斯：
超級精選 (CD+DVD)

條碼：4897012124994

條碼：4897012127407

條碼：4897012121474

條碼：4897012121771

條碼：4897012131367

條碼：4897012122426

編號：EVSA118HQ
茱麗安妮．泰勒：
戀愛時光 (HQCD)

編號：EVLP007
茱麗安妮．泰勒：
戀愛時光 (2LP)

編號：EVSA145
茱麗安妮．泰勒：
內心深處

編號：EVSA093
茱蒂．柯林斯：樂園

編號：EVSA068
愛情萬歲！
全球美聲歌后精選

編號：EVLP005
愛情萬歲！
全球美聲歌后精選
(LP)

條碼：4897012122952

條碼：4897012125854

條碼：4897012123485

條碼：4897012122457

P.1

條碼：4897012121603

條碼：4897012121795

條碼：4897012124307

條碼：4897012125120

P.2

編號：EVSA217
愛情萬歲！2
全球美聲歌后精選

編號：EVSA074
維也納兒童合唱團：絲
路 - 時光漫步之旅

編號：EVSC025
維也納少年合唱團：
～聖誕饗宴～

條碼：4897012124963

條碼：4897012121863

條碼：4897012120255

編號：EVSD014
維也納少年合唱團：
純淨之聲 (2CD)

編號：EVSA080A
霍爾與奧茲：
《吟唱詩
人》現場演唱會
(2CD+1DVD)

編號：EVSA082
曼哈頓轉運站：
奇克柯瑞亞之旅

條碼：4897012120613

條碼：4897012122006

編號：EVSA155HQ
理查．克萊德門：
給愛德琳的詩
(HQCD)

編號：EVSA161
理查．克萊德門：
讓愛降臨

編號：EVSA162HQ
理查．克萊德門：
讓愛降臨 (HQCD)

條碼：4897012123744

條碼：4897012123751

編號：EVSA179
理查．克萊德門：
最愛 ABBA

編號：EVSA173HQ
理查．克萊德門：最愛
ABBA (HQCD)

編號：EVSA180
理查．克萊德門：安德
魯洛伊韋柏情歌精選

條碼：4897012122174

條碼：4897012124338

條碼：4897012124253

條碼：4897012124345

編號：EVSA172HQ
理查．克萊德門：安德
魯洛伊韋柏情歌精選
(HQCD)

編號：EVSA181
理查．克萊德門：
最愛木匠兄妹

編號：EVSA174HQ
理查．克萊德門：
最愛木匠兄妹
(HQCD)

條碼：4897012123669

編號：EVSD091
國王歌手超級精選
(2CD)

編號：EVSA122HQ
國王歌手超級精選
(HQCD)

編號：EVSA090
國王歌手合唱團：
漫遊倫敦

條碼：4897012122419

條碼：4897012123041

條碼：4897012122402

編號：EVSA094A
海灘男孩：Knebworth
最後一夜演唱會
(CD+DVD)

編號：EVSA095A
凱特．史帝文斯：
Majikat 演唱會
(CD+DVD)

編號：EVSA096A
地球、風與火樂團：
日本演唱會
(CD+DVD)

編號：EVSD152
理查．克萊德門：精選
理查－古典鋼琴名曲
(2CD)

編號：EVSD178
理查．克萊德門：我們
的愛－世紀情歌精選
(2CD)

條碼：4897012122471

條碼：4891012122488

條碼：4897012122495

條碼：4897012123638

條碼：4897012124321

編號：EVSA097A
英格伯．漢柏汀克：LA
演唱會 (CD+DVD)

編號：EVSA099A
影子樂團：最後巡迴演
唱會 (CD+DVD)

編號：EVSA109
約翰福克利：情歌集

編號：EVSD206
理查．克萊德門：
感性的回憶 (2CD)

編號：EVSD262
理查．克萊德門：
愛在巴黎 (2CD)

編號：EVSE261
理查．克萊德門：曠世
名曲全紀錄 (3CD)

條碼：4897012122501

條碼：4897012122525

條碼：4897012124772

條碼：4897012125632

條碼：4897012125625

編號：EVSA132HQ
約翰福克利：情歌集
(HQCD)

編號：EVSD020
肯尼羅傑斯：
情歌全記錄 (2CD)

編號：EVSA112HQ
肯尼羅傑斯：
情歌全記錄 (HQCD)

編號：EVSA157
Lobo 灰狼羅伯：
愛我如本色

編號：EVSA158HQ
Lobo 灰狼羅伯：
愛我如本色 (HQCD)

編號：EVSA159
提兒妮．莎頓：
美國大道

條碼：4897012123690

條碼：4897012120705

條碼：4897012122891

條碼：4897012123683

條碼：4897012123270

條碼：4897012123706

編號：EVLP014
肯尼羅傑斯：
情歌全記錄 (3LP)

編號：EVSA116HQ
凱特瑪露：真情歌手
新歌加精選 (HQCD)

編號：EVSA186HQ
凱特瑪露：神祕交響曲
(HQCD)

編號：EVSA175
卡蘿．艾默洛：
剪接室裡的遺珠

編號：EVSA253
卡蘿．艾默洛：
驚豔的艾默洛小姐

編號：EVSA182
羅賓．吉布 & RJ 吉
布：鐵達尼安魂曲

條碼：4897012127520

條碼：4897012122938

條碼：4897012124444

條碼：4897012124277

條碼：4897012125502

條碼：4897012124369

編號：EVSA119HQ
空中補給樂團：
三十年榮光 (HQCD)

編號：EVLP009
空中補給樂團：
香港之夜
(2LP+BD+2CD)

編號：EVSA130HQ
安德烈．瑞歐：美麗圓
舞曲 (HQCD)

編號：EVSA191
安．梅耶：情訴巴哈

編號：EVSA200
安．梅耶：夢．四季

編號：EVSA201
安．梅耶：微笑

條碼：4897012124512

條碼：4897012124710

條碼：4897012124727

編號：EVSA273
安．梅耶：四季

編號：EVSA311
安．梅耶：美利堅大師

編號：EVSA334
安．梅耶：小夜曲～愛
的專輯

條碼：4897012126035

條碼：4897012127124

條碼：4897012122969

編號：EVSA133
雪洛．班婷：我們的歌
條碼：4897012123287

條碼：4897012126158

條碼：4897012122860

條碼：4897012123171

編號：EVSA125HQ
雪洛．班婷：我們的歌
(HQCD)

編號：EVSA153
理查．克萊德門：
給愛德琳的詩

條碼：4897012123119

條碼：4897012123645

P.3

條碼：4897012124246

條碼：4897012124352

條碼：4897012124260
編號：EVSD183
理查．克萊德門：
電影感 (2CD)
條碼：4897012124406

條碼：4897012127759

P.4

編號：EVSA195
格雷高爾．瑪雷
同名專輯
條碼：4897012124604

編號：EVSA196
卡珊卓．威爾森：他城
條碼：4897012124697

編號：EVSA205A
史帝夫范：光之物語
(CD+DVD)

編號：FN2620-2
史帝夫范：
野獸冒險樂園

條碼：4897012124765

條碼：0690897262027

編號：EVSA234A
李．萊特諾：節奏情懷
(CD+DVD)

編號：EVSA245HQ
小康妮：美麗新世界
(HQCD)

條碼：4897012125182

條碼：4897012125298

編號：EVSA373
卡兒：時光愛戀

編號：EVSA375S
卡兒：時光愛戀
(SACD)

條碼：4897012130742

編號：EVSA333A
艾瑞克．克萊普頓：慢
手 70－皇家亞伯特廳
現場 (2CD+DVD)

條碼：4897012130780

編號：EVSA197
爵士光環樂團：
異國戀史

編號：EVSD138
史黛西．肯特：
真性情精選 (2CD)

編號：EVSA139HQ
史黛西．肯特：
真性情精選 (HQCD)

編號：EVSD170
漢斯．季默：經典電影
主題曲 (2CD)

條碼：4897012124680

條碼：4897012123331

條碼：4897012123348

條碼：4897012124222

編號：EVSA209
雷平頓樂團：歷久彌新

編號：EVSD223
約翰．威廉斯：經典電
影主題曲 (2CD)

編號：EVSD198
雷村黑斧合唱團：雷村
黑斧合唱團與好友
(2CD)

編號：EVSD207
湯米．艾曼紐：漸漸
(2CD)

條碼：4897012124871

編號：EVSA260
卡兒：無法抵擋

條碼：4897012125052

條碼：

編號：FN2760-2
巴西音樂俱樂部：巴西
嘉年華（2016 里約奧
運特別版）(2CD)

編號：FN2760-2
安迪．帝摩斯：披頭四
＜比伯軍曹寂寞芳心
俱樂部＞

條碼：4897012130445

條碼：0690897276024

編號：0211952EMU
龍族悍將：無限境界
(CD+DVD)

編號：0210317EMU
龍族悍將：火線狙擊
(CD+DVD)

編號：EVSD126
思維成長系列 寶貝搖
籃曲全集 (3CD)

條碼：4029759119524

條碼：4029759103172

條碼：4897012123126

條碼：4897012125618

編號：EVSA271A
滾石樂團：甜蜜夏日之
海德公園演唱會
(2CD+DVD)
條碼：4897012125991

條碼：4897012124840

編號：EAGCD448
林賽白金漢：
我們撒的種子
條碼：0826992021423

編號：EVSA356S
喬絲林 B. 史密斯：此
時此刻 (SACD)

編號：EVSA372A
聖塔納樂團：藍調之家
演唱會 (2CD+DVD)

編號：EVSC035
思維成長系列 VOL.1
兒童古典音樂

編號：EVSC036
思維成長系列 VOL.2
自然的聲音

編號：EVSC037
思維成長系列 VOL.3
搖籃曲

條碼：4897012129470

條碼：4897012130735

條碼：4897012121115

條碼：4897012121122

條碼：4897012121139

編號：EVSD124
大人物合唱團：
榮耀歸來 (2CD)

編號：EVSD051
約翰．丹佛：最好的演
唱會 (2CD)

編號：EVSC086
思維成長系列 VOL.4
為兒童挑選的莫札特
音樂

編號：EVSC087
思維成長系列 VOL.5
福音搖籃曲

編號：EVSC088
思維成長系列 VOL.6
睡眠時間

條碼：4897012123072

條碼：4897012121146

條碼：4897012122365

條碼：4897012122372

編號：EVSD081
五黑寶：偉大情歌精選
(2CD)

編號：EVSD077
莫札特：英國皇家愛樂
管弦樂團 (3CD)

編號：EVSC044
莫札特效應 嬰兒系列
VOL.1 - 遊戲到睡眠

編號：EVSC045
莫札特效應 嬰兒系列
VOL.2 - 夜晚睡眠時
間

編號：EVSC046
莫札特效應 嬰兒系列
VOL.3 - 日間聆聽系
列

條碼：4897012122167

條碼：4897012121962

條碼：4897012121344

條碼：4897012121351

條碼：4897012121368

編號：EVSD079
貝多芬：英國皇家愛樂
管弦樂團 (3CD)

編號：EVSD084
蕭邦 200 周年紀念專
輯 (3CD)

編號：EVSD078
皇家愛樂管弦樂團：最
受歡迎的電影主題曲
(2CD)

編號：EVSB039
拉丁 Hi-Fi 系列(1)
騷莎

編號：EVSB040
拉丁 Hi-Fi 系列(2)
森巴

編號：EVSB041
拉丁 Hi-Fi 系列(3)
探戈

條碼：4897012121986

條碼：4897012122242

條碼：4897012121184

條碼：4897012121191

條碼：4897012121207

編號：EVSD136
給孩子的讚美詩
(2CD)

編號：EVSD137
50 首給孩子的童謠
(2CD)

編號：EVSB042
拉丁 Hi-Fi 系列(4)
巴沙諾瓦

編號：EVSB043
拉丁 Hi-Fi 系列(5)
曼波

編號：EVSA047
拉丁 Hi-Fi 系列(6)
拉丁舞曲

條碼：4897012123317

條碼：4897012123324

條碼：4897012121214

條碼：4897012121221

條碼：4897012121238

條碼：4897012127742
編號：EVSA423A
大人物合唱團：
抵抗萬力 (CD+DVD)
$ 650
條碼：4897012132234
編號：EVSD075
聖菲利浦兒童合唱
團：天使之音～40 首
最精選 (2CD)
條碼：4897012121894

條碼：4897012121894

編號：EVSD154
寶貝卡拉 (2CD)
條碼：4897012123652

P.5

條碼：4897012122358

P.6

編號：EVSA048
拉丁 Hi-Fi 系列(7)
拉丁羅曼史
條碼：4897012121245

編號：EVSA164
理查．克萊德門的溫馨
聖誕集

編號：EVSA166
國王歌手合唱團：
歡樂國度

編號：EVSA235
屈結慶典合唱團：
耶誕聖樂經典

條碼：4897012123775

條碼：4897012124154

條碼：4897012125199

編號：EVSA236
曼托凡尼樂團：
耶誕美聲

編號：EVSA237
肯尼．羅傑斯：
真心耶誕情

編號：EVSB026
聖誕故事 (2CD)

條碼：4897012125205

條碼：4897012125212

編號：EVSB028
克莉絲朵．蓋兒：
美好的聖誕節

編號：EVSC019
聖誕派對

編號：EVSC027
兒童的繽紛聖誕

條碼：4897012120194

條碼：4897012120279

編號：EVSC070
哈德斯菲爾合唱團：
聖誕頌歌

編號：EVSC072
寶貝聖誕

條碼：4897012120286

編號：EVSC028
最佳聖誕精選
條碼：4897012121054

條碼：4897012121825

編號：EVSC106
康西諾兒童合唱團：
聖誕節兒童合唱

編號：EVSC107
淘氣兔寶寶：
奇妙的聖誕舞會

條碼：4897012122679

條碼：4897012122716

編號：EVSC167
理查．克萊德門：
琴迷耶誕

編號：EVSC229
眾星雲集：耶誕大集合

條碼：4897012124185

編號：EVSC233
親親寶貝的第一次耶
誕
條碼：4897012125175

極光音樂

極致美聲

條碼：4897012125137

條碼：4897012120262

條碼：4897012121849

編號：EVSC108
艾爾巴諾：義大利聖誕
條碼：4897012122846

編號：EVSC232
聖菲利浦兒童合唱
團：耶誕天使之聲
條碼：4897012125168

編號：EVSD012
聖誕回憶 (2CD)
條碼：4897012120552

TEL:02-2999-2811

FAX:02-2999-2780
P.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