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1 

極光音樂 產品目錄 

廠牌 / 類別：義大利古典發燒大廠        

專輯封面 內    容 專輯封面 內    容 專輯封面 內    容 

 

編號：CDS001 

帕格尼尼： 

名琴的故事 – 加農砲 

古典 

條碼：8007144060015  

編號：CDS003 

帕格尼尼： 

小提琴與吉他變奏曲 

古典 

條碼：8007144060039  

編號：CDS005 

帕格尼尼讚歌 

古典 

條碼：8007144060053 

 

編號：CDS009 

瓦勒吉：管風琴奏鳴曲 

古典 

條碼：8071440600091 
 

編號：CDS017 

帕格尼尼：吉他四重奏 1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060175  

編號：CDS021 

法蘭克：鋼琴三重奏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060213 

 

編號：CDS026 

高大宜、拉威爾： 

小提琴與大提琴作品 

古典 

條碼：8007144060268  

編號：CDS027 

帕格尼尼：管弦作品 

古典 

條碼：8007144060275 
 

編號：CDS028 

安斯特與韋尼奧夫斯基： 

小提琴練習曲 

古典 

條碼：8007144060282 

 

編號：CDS034 

帕格尼尼： 

小提琴與吉他奏鳴曲 2 

古典 

條碼：8007144060343  

編號：CDS041 

安奈斯可：小提琴奏鳴曲 

古典 

條碼：8007144060411 
 

編號：CDS042 

琴人羅西尼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070425 

 

編號：CDS043 

帕格尼尼： 

小提琴與吉他奏鳴曲 1  

(2CD)   

古典 

條碼：8071440600435  

編號：CDS043SA 

帕格尼尼： 

小提琴與吉他奏鳴曲 1  

(德國原裝進口 2SACD) 

古典 

條碼：4716306185704  

編號：CDS043LP 

帕格尼尼： 

小提琴與吉他奏鳴曲 1  

(德國原裝進口  

 限量發行 2LP) 

古典 

條碼：4716306185742 

 

編號：CDS044 

蕭頌與聖桑：小提琴精品 

古典 

條碼：8007144060442 
 

編號：CDS045 

德弗乍克： 

低音提琴五重奏 

古典 

條碼：8007144060459  

編號：CDS046 

帕格尼尼：吉他四重奏 2 

古典 

條碼：8007144060466 

 

編號：CDS047 

威爾第與鮑羅定： 

兩首弦樂四重奏 

古典 

條碼：8007144060473  

編號：CDS050 

法國弦樂四重奏名曲集 

古典 

條碼：8007144060503 
 

編號：CDS051 

德弗乍克：鋼琴五重奏 

古典 

條碼：8007144070519 

 

編號：CDS056 

向巴哈挑戰 – 巴哈： 

無伴奏大提琴組曲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070564  

編號：CDS059 

歌倫多納吉他秀演集 

古典 

條碼：8007144060596 
 

編號：CDS060 

20 世紀豎笛三重奏名曲 

古典 

條碼：8007144060602 

 

編號：CDS061 

20 世紀中提琴名曲 

古典 

條碼：8007144060619 
 

編號：CDS062 

帕格尼尼： 

小提琴與吉他奏鳴曲 3   

古典 

條碼：8007144060626  

編號：CDS063 

大師的禮讚 – 維歐提 

小提琴協奏曲全集 1 

古典 

條碼：8007144060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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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CDS064 

鋼琴雙重奏的浪漫世界 

古典 

條碼：8007144060640 
 

編號：CDS065 

管風琴觸技曲集 

古典 

條碼：8007144060657 
 

編號：CDS066 

帕格尼尼：24 首隨想曲 

古典 

條碼：8007144060664 

 

編號：CDS067 

理查．史特勞斯、迪特里

希、舒曼、布拉姆斯： 

小提琴奏鳴曲集 

古典 

條碼：8007144060671  

編號：CDS068 

法拉利：小提琴奏鳴曲 

古典 

條碼：8007144060688 
 

編號：CDS069 

愛與冒險之歌 

古典 

條碼：8007144060695 

 

編號：CDS071 

布拉姆斯：鋼琴四重奏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070717  

編號：CDS76 

帕格尼尼：吉他三重奏 

古典 

條碼：8007144060763 
 

編號：CDS080 

帕格尼尼：吉他四重奏 3 

古典 

條碼：8007144060800 

 

編號：CDS081 

布梭尼：室內樂名曲 

古典 

條碼：8007144060817 
 

編號：CDS084 

帕格尼尼： 

小提琴與吉他奏鳴曲 4 

古典 

條碼：8007144060848  

編號：CDS085 

佛瑞：鋼琴四重奏 

古典 

條碼：8007144060855 

 

編號：CDS086 

大師的禮讚 – 維歐提 

小提琴協奏曲全集 2 

古典 

條碼：8007144060862  

編號：CDS088 

克萊斯勒：安可名曲 

古典 

條碼：8007144060886 
 

編號：CDS089 

羅西尼：鋼琴小品選集 

古典 

條碼：8007144060893 

 

編號：CDS092 

塔替尼：小提琴協奏曲 

第一集 

古典 

條碼：8007144060923  

編號：CDS094 

薩拉沙提：讚歌 

古典 

條碼：8007144060947 
 

編號：CDS097 

20 世紀鋼琴與打擊樂 

名曲 

古典 

條碼：8007144060978 

 

編號：CDS098 

帕格尼尼：吉他四重奏 4 

古典 

條碼：8007144060985 
 

編號：CDS099 

馬爾圖齊＆雷史畢基： 

五重奏作品集 

古典 

條碼：8007144060992  

編號：CDS101 

維歐提： 

小提琴與大提琴三重奏 

古典 

條碼：8007144061012 

 

編號：CDS102 

華爾滋作品集 

鋼琴：拉佩提 

古典 

條碼：8007144601027  

編號：CDS103 

大師的禮讚 – 維歐提 

小提琴協奏曲全集 3 

古典 

條碼：8007144061036  

編號：CDS104 

長笛＆鋼琴作品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1041 

 

編號：CDS106 

愛的迴聲：義大利巴洛克

時期清唱劇 

古典 

條碼：8007144601065  

編號：CDS110 

20 世紀小提琴精品 

古典 

條碼：8007144601102 
 

編號：CDS111 

鮑凱里尼：弦樂四重奏 

第一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1119 

 

編號：CDS112 

魏歐當：讚歌 

古典 

條碼：8007144601126 
 

編號：CDS113 

巴哈：平均律大全集 

(4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1133  

編號：CDS115 

西佛里：小提琴作品 

古典 

條碼：800714460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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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CDS118 

泰雷曼：和諧的禮拜式 

第一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1180  

編號：CDS119 

皮才悌： 

鋼琴獨奏作品全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1195  

編號：CDS120 

你的心裡沒有我 –  

帕格尼尼：美妙的小提琴

與大提琴三重奏   

古典 

條碼：8071440601203 

 

編號：CDS122 

鮑特西尼：花腔大牛筋 

第一集 

古典 

條碼：8071440601227  

編號：CDS124 

卡盧里： 

吉他伴奏歌曲全集  

古典 

條碼：8071440601241  

編號：CDS125 

韋瓦第： 

榮耀之神與婚姻之神 

古典 

條碼：8071440601258 

 

編號：CDS127 

鮑凱里尼：弦樂四重奏 

第二集 

古典 

條碼：8071440601272  

編號：CDS130 

泰雷曼：和諧的禮拜式 

第二集 

古典 

條碼：8071440601302  

編號：CDS131 

塔替尼：小提琴協奏曲 

第二集 

古典 

條碼：8071440601319 

 

編號：CDS133 

牛筋巨龍 – 垂岡內提作

品集 

古典 

條碼：8071440601333  

編號：CDS134 

魔鬼的試金石 –  

帕格尼尼：弦樂四重奏 

古典 

條碼：8071440601340  

編號：CDS135 

卡塞拉： 

大提琴＆鋼琴作品集 

古典 

條碼：8071440601357 

 

編號：CDS136 

卡斯特努沃–泰德斯可： 

鋼琴三重奏全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1362  

編號：CDS137 

帕格尼尼：名琴加農砲 

重出江湖精裝版  

(CD+解說本+海報) 

古典 

條碼：8071440601371  

編號：CDS138 

維歐提：第一、二、三號

弦樂四重奏 

古典 

條碼：8071440601388 

 

編號：CDS145 

韋瓦第：歌劇 

《忠誠的仙女》(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1450  

編號：CDS147 

韋瓦第：小提琴協奏曲集

「七弦琴 2」(2CD)  

古典 

條碼：0714406001478  

編號：CDS148 

帕格尼尼： 

小提琴與吉他奏鳴曲 5 

古典 

條碼：0714406001485 

 

編號：CDS149 

韋伯： 

小提琴奏鳴曲與變奏曲 

古典 

條碼：0714406001492  

編號：CDS150 

大師的禮讚 – 維歐提 

小提琴協奏曲全集 4 

古典 

條碼：8007144061508  

編號：CDS152 

魔鬼的柔情 – 帕格尼

尼：夜曲與二重奏 

古典 

條碼：8071440601524 

 

編號：CDS153 

復甦的靈魂 – 孟德爾

頌：早期協奏曲 

古典 

條碼：8071440001537  

編號：CDS155 

馬切洛：大提琴奏鳴曲、

直笛奏鳴曲 

古典 

條碼：8071440601555  

編號：CDS156 

威尼斯之光 – 韋瓦第：

室內協奏曲   

古典 

條碼：8071440601562 

 

編號：CDS157 

帕格尼尼：小提琴與吉他

奏鳴曲 2&4&5  (3CD) 

古典 

條碼：8071440601579  

編號：CDS159 

帕格尼尼：吉他四重奏 

1~4 (5CD) 

古典 

條碼：8071440601593  

編號：CDS160 

流浪小提琴家塔替尼： 

小提琴協奏曲全集 1 

(3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1607 

 

編號：CDS162 

鮑特西尼：花腔大牛筋 

第二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1621  

編號：CDS163 

塔替尼：小提琴協奏曲 

第三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1638  

編號：CDS164 

巴哈：小提琴聖經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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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CDS165 

帕格尼尼：魔鬼炫技曲 

古典 

條碼：8007144601652 
 

編號：CDS168 

馬里沛羅：弦樂四重奏，

作品 1~8 號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1683  

編號：CDS169 

卡塞拉：協奏曲作品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1690 

 

編號：CDS170 

布拉格情歌作曲家演奏

團：班基耶里作品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1706  

編號：CDS171 

羅西尼：歌劇《德梅特里

奧與波利比奧》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1713  

編號：CDS172 

尼諾．羅塔：為長笛而做

的室內樂曲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1720 

 

編號：CDS175 

帕格尼尼：名琴加農砲 

古典 

條碼：4716306186183 
 

編號：CDS175SA 

帕格尼尼：名琴加農砲 

(德國原裝進口 SACD) 

古典 

條碼：4716306186213  

編號：CDS175LP 

帕格尼尼：名琴加農砲 

(德國原裝進口  

 限量發行 2LP) 

古典 

條碼：4716306186220 

 

編號：CDS176 

布拉格情歌作曲家演奏

團：班基耶里作品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1768  

編號：CDS178 

培西尼：歌劇《龐貝城的

最後一日》(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1782  

編號：CDS182 

馬爾圖齊： 

大提琴＆鋼琴作品全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1829 

 

編號：CDS184 

帕格尼尼：大象與小蜜蜂 

古典 

條碼：8007144601843 
 

編號：CDS189 

斯龐提尼： 

歌劇《女人的固執》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1898  

編號：CDS190 

流浪小提琴家塔替尼： 

小提琴協奏曲全集 2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1904 

 

編號：CDS192 

胡麥爾：小提琴、中提琴

與鋼琴作品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1928  

編號：CDS194 

威爾第：歌劇《馬克白》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1942  

編號：CDS195 

威尼斯弦樂四重奏： 

顛覆古典 

古典 

條碼：8007144601959 

 

編號：CDS195SA 

威尼斯弦樂四重奏： 

顛覆古典 

(德國原裝進口 SACD) 

古典 

條碼：4716306186190  

編號：CDS195LP 

威尼斯弦樂四重奏： 

顛覆古典 

(德國原裝進口  

 限量發行 LP) 

古典 

條碼：4716306186237 
 

編號：CDS196 

流浪小提琴家塔替尼： 

小提琴協奏曲全集 3 

古典 

條碼：8007144601966 

 

編號：CDS199 

被遺忘的巴松管協奏曲 

古典 

條碼：8007144601997 
 

編號：CDS202 

波普拉：小提琴奏鳴曲 

第 1~12 號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4417  

編號：CDS203 

70 之華 – 黎奇演奏 70

年代表作   

古典 

條碼：8007144602031 

 

編號：CDS204 

董尼才第：歌劇《拉美莫

爾的露琪亞》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2048  

編號：CDS206 

大師的禮讚 – 維歐提 

小提琴協奏曲全集 5 

古典 

條碼：8007144602062  

編號：CDS207 

熱情邀約 

阿卡多與他的朋友  

(4CD 2 張價) 

古典 

條碼：8007144602079 

 

編號：CDS210 

鮑特西尼： 

花腔大牛筋第三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2109  

編號：CDS214 

康帕諾利：小提琴協奏

曲、長笛協奏曲、交響協

奏曲 

古典 

條碼：8007144602147  

編號：CDS217 

華格納：歌劇《仙女們》  

(3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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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CDS219 

克利斯托斯可夫： 

24 首保加利亞隨想曲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2192  

編號：CDS220 

流浪小提琴家塔替尼： 

小提琴協奏曲全集 4 

古典 

條碼：8007144602208  

編號：CDS221 

向盧．哈里森致敬 

第一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2215 

 

編號：CDS227 

李斯特：三部曲 (3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2277 
 

編號：CDS231 

焦爾達諾：歌劇《國王》、

《聖母月》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2314  

編號：CDS232 

名琴科諾男爵 - 帕格尼

尼：拿破崙奏鳴曲、威格

主題變奏曲 

古典 

條碼：8007144602321 

 

編號：CDS237 

柯瑪：聖樂作品集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2376  

編號：CDS238 

大師的禮讚 – 維歐提 

小提琴協奏曲全集 6 

古典 

條碼：8007144602383  

編號：CDS239 

流浪小提琴家塔替尼： 

小提琴協奏曲全集 5 

古典 

條碼：8007144602390 

 

編號：CDS243 

大師的禮讚 – 維歐提 

小提琴協奏曲全集 7 

古典 

條碼：8007144602437  

編號：CDS244 

帕格尼尼： 

24 首小提琴隨想曲 

古典 

條碼：8007144602444  

編號：CDS245 

流浪小提琴家塔替尼： 

小提琴協奏曲全集 6 

古典 

條碼：8007144602451 

 

編號：CDS249 

魯賓斯坦： 

鋼琴與大提琴奏鳴曲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2499  

編號：CDS250 

卡斯帕．弗斯特納： 

共濟會音樂 

古典 

條碼：8007144602505  

編號：CDS251 

亨德密特：室內樂作品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2512 

 

編號：CDS252 

羅亞的精采 

古典 

條碼：8007144602529 
 

編號：CDS258  

巴西尼：小提琴與鋼琴作

品 第一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2581  

編號：CDS259 

帕格尼尼： 

我的阿瑪悌中提琴 

古典 

條碼：8007144602598 

 

編號：CDS260 

帕格尼尼：寡婦加農砲 

古典 

條碼：4716306186787 
 

編號：CDS260SA 

帕格尼尼：寡婦加農砲 

(德國原裝進口 SACD) 

古典 

條碼：4716306186206  

編號：CDS260LP 

帕格尼尼：寡婦加農砲 

(德國原裝進口  

 限量發行 2LP) 

古典 

條碼：4716306186244 

 

編號：CDS262 

Round Midnight Jazz 

爵士 

條碼：8007144602628 
 

編號：CDS263 

向盧．哈里森致敬 

第二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2635  

編號：CDS264 

巴西尼：小提琴與鋼琴作

品 第二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2642 

 

編號：CDS265 

庫勞：新鍵盤練習曲 

第一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2659  

編號：CDS268 

威爾第：歌劇《西蒙．波

卡奈格拉》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2680  

編號：CDS269 

聖方濟各亞西西之歌 

古典 

條碼：8007144602697 

 

編號：CDS274 

梅蘭尼：清唱劇作品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2741 
 

編號：CDS279 

流浪小提琴家塔替尼： 

小提琴協奏曲全集 7 

古典 

條碼：8007144602796  

編號：CDS280 

邦波爾第作品集 

第一集：經文歌曲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2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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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CDS281 

Giuseppe Sarti: 

Miserere in F minor 

古典 

條碼：8007144602819  

編號：CDS282 

Herold: Overtures and 

Symphonies 

古典 

條碼：8007144602826  

編號：CDS283 

拉富：第五號交響曲 

「蕾諾拉」 

古典 

條碼：8007144602833 

 

編號：CDS286 

胡麥爾： 

大提琴與鋼琴作品全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2864  

編號：CDS288 

羅塔：室內樂作品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2888 
 

編號：CDS293 

羅亞：三首弦樂四重奏，

作品 5 

古典 

條碼：8007144602932 

 

編號：CDS294 

魔鬼情人 - 帕格尼尼： 

小提琴與吉他奏嗚曲 

古典 

條碼：8007144602949  

編號：CDS294SA 

魔鬼情人 - 帕格尼尼： 

小提琴與吉他奏嗚曲 

(德國原裝進口 SACD) 

古典 

條碼：4716306185711  

編號：CDS294LP 

魔鬼情人 - 帕格尼尼： 

小提琴與吉他奏嗚曲 

(德國原裝進口  

 限量發行 2LP) 

古典 

條碼：4716306185759 

 

編號：CDS295 

史麥塔納：歌劇《達利波》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2956  

編號：CDS298 

小提奇大師黎奇： 

暗藏的珍寶 

古典 

條碼：8007144602987  

編號：CDS299 

柯瑞里：十二首大協奏

曲，作品 6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2994 

 

編號：CDS300 

帕格尼尼：寡婦加農砲 2 

古典 

條碼：8007144603007 
 

編號：CDS352 

邦波爾第作品集 

第二集：室內奏鳴曲 

古典 

條碼：8007144603526  

編號：CDS353 

邦波爾第作品集 第三

集：弦樂四重奏協奏曲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3533 

 

編號：CDS354 

巴西小提琴音樂作品 

古典 

條碼：8007144603540 
 

編號：CDS355 

流浪小提琴家塔替尼： 

小提琴協奏曲全集 8 

古典 

條碼：8007144603557  

編號：CDS356 

拉羅：知音難尋 

古典 

條碼：8007144603564 

 

編號：CDS358 

李格第：鋼琴作品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3588 
 

編號：CDS359 

向盧．哈里森致敬 

第三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3595  

編號：CDS360 

向帕格尼尼致敬 - 胡麥

爾、李斯特、布梭尼等作

品 

古典 

條碼：8007144603601 

 

編號：CDS364 

大師的禮讚 – 維歐提 

小提琴協奏曲全集 8 

古典 

條碼：8007144063649  

編號：CDS365 

流浪小提琴家塔替尼： 

小提琴協奏曲全集 9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3656  

編號：CDS366 

帕伊謝洛： 

歌劇《唐吉訶德》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3663 

 

編號：CDS367 

皮契尼：歌劇《羅蘭》

(3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3670  

編號：CDS369 

羅西尼：歌劇《奧泰羅》 

(3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3694  

編號：CDS370 

董尼才第：歌劇 

《安娜．波莉娜》(3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3700 

 

編號：CDS371 

羅亞：長笛與小提琴二重

奏、中提琴隨想曲 

古典 

條碼：8007144603717  

編號：CDS373 

小提琴的故鄉～ 

格里摩那的傳奇 

(CD+書)   

古典 

條碼：8007144603731  

編號：CDS375 

Mandolin in the 

capitals of Europe 

古典 

條碼：8007144603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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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CDS376 

派謝羅： 

歌劇序曲與交響曲 

古典 

條碼：8007144603762  

編號：CDS379 

馬斯卡尼： 

交響作品、合唱作品 

古典 

條碼：8007144603793  

編號：CDS380 

法雅：歌劇《短促的人

生》、格拉納多斯《哥雅

之畫》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3809 

 

編號：CDS381 

皮亞佐拉：探戈 

古典 

條碼：8007144603816 
 

編號：CDS383 

我的阿瑪悌中提琴 II 

古典 

條碼：8007144603830 
 

編號：CDS386 

薩馬丁尼： 

歌劇《Memet》(3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3861 

 

編號：CDS387 

古諾：歌劇《莎巴女王》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3878  

編號：CDS389 

大衛．歐伊斯特拉夫： 

我最鍾愛的琴 

(CD+書) 

古典 

條碼：8007144603892  

編號：CDS393 

黎奇：提琴人生 (10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3939 

 

編號：CDS394 

十八世紀的帕格尼尼  

羅卡泰利：小提琴的藝術 

(3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3946  

編號：CDS399 

流浪小提琴家塔替尼： 

小提琴協奏曲全集 10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3991  

編號：CDS400 

帕格尼尼：寡婦加農砲 3 

古典 

條碼：8007144604004 

 

編號：CDS401 

向盧．哈里森致敬 

第四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4011  

編號：CDS402 

帕格尼尼：小提琴獨奏作

品全集／24 首隨想曲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4028  

編號：CDS403 

韋瓦第： 

歌劇《卡托尼在烏替卡》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4035 

 

編號：CDS405 

薩里耶： 

歌劇《法爾斯塔夫》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4059  

編號：CDS409 

馬札弗烈塔： 

雙小提琴奏鳴曲，作品 5 

古典 

條碼：8007144604097  

編號：CDS410 

巴哈：約翰受難曲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4103 

 

編號：CDS411 

帕格尼尼： 

魔鬼的吉他情結 II 

古典 

條碼：8007144604110  

編號：CDS412 

鮑特西尼： 

低音提琴的帕格尼尼 

(4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4127  

編號：CDS413 

向迪諾西亞尼致敬 

(6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4134 

 

編號：CDS415 

比才： 

歌劇《唐．波柯皮歐》 

古典 

條碼：8007144604158  

編號：CDS419 

康帕諾利：賦格與嬉遊曲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4196  

編號：CDS421 

羅西尼：歌劇《羅伯特．

布魯斯》(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4219 

 

編號：CDS422 

Giacomo Meyerbeer: 

Les Huguenots (3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4226  

編號：CDS424 

邦波爾第作品集 

第四集：創意曲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4240  

編號：CDS425 

大師的禮讚 – 維歐提 

小提琴協奏曲全集 9 

古典 

條碼：8007144604257 

 

編號：CDS429 

羅亞： 

奏鳴曲＆交響曲作品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4295  

編號：CDS430 

柴可夫斯基： 

歌劇《禁衛軍》(3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4301  

編號：CDS431 

韓德爾：歌劇《阿格比納》 

(3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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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CDS432 

貝多芬：鋼琴奏鳴曲全集 

(9CD 3 張價) 

古典 

條碼：8007144604325  

編號：CDS433 

塞戈維亞與他最鐘愛的

吉他 

古典 

條碼：8007144604332  

編號：CDS434 

李格第：鋼琴獨奏、雙鋼

琴、四首聯彈作品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4349 

 

編號：CDS435 

帕格尼尼： 

魔鬼的吉他情結 

古典 

條碼：8007144604356  

編號：CDS437 

韋瓦第：歌劇《忠實的羅

斯米拉》 (3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4370 
 

編號：CDS440 

帕格尼尼： 

魔鬼的吉他情結 III 

古典 

條碼：8007144604400 

 

編號：CDS441 

向帕格尼尼致敬 - 舒

曼、蕭邦、李斯特、布拉

姆斯等作品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4417  

編號：CDS443 

馬斯奈：歌劇《維特》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4431  

編號：CDS445 

流浪小提琴家塔替尼： 

小提琴協奏曲全集 11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4455 

 

編號：CDS447 

韋瓦第：室內協奏曲

+DYNAMIC 最新目錄 

古典 

條碼：8007144604479  

編號：CDS448 

馬丁納弗蘭卡音樂祭 

30 周年紀念專輯 (3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4486  

編號：CDS450 

帕格尼尼：寡婦加農砲完

整版 (4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4509 

 

編號：CDS452 

莫札特：鋼琴協奏曲 

K466 & 491 

古典 

條碼：8007144604523  

編號：CDS456 

邦波爾第作品集 

第四集：創意曲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4561  

編號：CDS461 

威爾第、普契尼、詹多

奈：弦樂四重奏作品 

古典 

條碼：8007144604615 

 

編號：CDS462 

流浪小提琴家塔替尼： 

小提琴協奏曲全集 12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4622  

編號：CDS466 

魔鬼的情歌 –  

帕格尼尼：小提琴與吉他

作品大全集 

(9CD 3 張價) 

古典 

條碼：8007144604660 
 

編號：CDS479 

大師的禮讚 – 維歐提 

小提琴協奏曲全集 10 

古典 

條碼：8007144064790 

 

編號：CDS480 

董尼才第： 

歌劇《愛情靈藥》(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4806  

編號：CDS484 

貝多芬：弦樂五重奏全集  

(2SA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4844  

編號：CDS485 

流浪小提琴家塔替尼： 

小提琴協奏曲全集 13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4851 

 

編號：CDS486  

義大利弦樂四重奏曲集  

(10CD 3 張價) 

古典 

條碼：8007144604868  

編號：CDS498 

維歐提： 

小提琴協奏曲全集  

(10CD 3 張價) 

古典 

條碼：8007144604981  

編號：CDS511 

拉爾夫．陶納： 

我的祕密花園 

爵士 

條碼：8007144605117 

 

編號：CDS514 

巴哈： 

曼陀林與吉他作品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5148  

編號：CDS522  

浪漫．烏托烏季 

古典 

條碼：8007144605223 
 

編號：CDS533 

梅耶貝爾： 

歌劇《塞密拉米德》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5339 

 

編號：CDS544  

珍藏帕格尼尼 

( 6CD+多媒體 CD+彩色

型錄) 

古典 

條碼：8007144605445  

編號：CDS547  

羅西尼：晚年之歌 

古典 

條碼：8007144605476 
 

編號：CDS548 

流浪小提琴家塔替尼： 

小提琴協奏曲全集 14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5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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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CDS552 

貝里尼：歌劇作品大全集  

(25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5520  

編號：CDS553 

帕格尼尼： 

室內樂作品大全集  

(10CD 3 張價) 

古典 

條碼：8007144605537  

編號：CDS554 

Hummel: Selected 

Masterpieces (6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5544 

 

編號：CDS555 

帕格尼尼： 

吉他奏鳴曲全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5551  

編號：CDS594 

拉羅：長笛室內樂曲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5940 
 

編號：CDS595  

雅瑪瑞里．妮莎與普契尼 

古典 

條碼：8007144605957 

 

編號：CDS599 

普契尼：歌劇《蝴蝶夫人》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45991  

編號：CDS620 

維歐提：長笛與鋼琴室內

樂作品集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6206  

編號：CDS622  

帕格尼尼：小提琴與管弦

樂作品大全集 

(8CD 3 張價) 

古典 

條碼：8007144606220 

 

編號：CDS629  

巴哈： 

兩聲部與三聲部創意曲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606299  

編號：CDS640  

魏歐當： 

第四、五號小提琴協奏曲 

古典 

條碼：8007144606404  

編號：CDS654  

普羅高菲夫： 

小提琴與鋼琴作品全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6541 

 

編號：CDS658  

巴哈：觸技曲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6589  

編號：CDS659  

巴哈：郭德堡變奏曲 

古典 

條碼：8007144606596 
 

編號：CDS665  

柴可夫斯基： 

鋼琴獨奏作品全集 

(7CD 3 張價) 

古典 

條碼：8007144606657 

 

編號：CDS676  

普羅高菲夫： 

兩首小提琴協奏曲 

古典 

條碼：8007144606763  

編號：CDS689  

維歐提的音樂世界 

(9CD 3 張價) 

古典 

條碼：8007144606893  

編號：CDS690  

畢安奇的音樂藝術 

(10CD 3 張價) 

古典 

條碼：8007144606909 

 

編號：CDS703  

卡拉揚在義大利 

第一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7036  

編號：CDS706  

卡拉揚在義大利 

第二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07067  

編號：CDS715  

魔鬼帕格尼尼的第一把

交椅 阿卡多的絕世琴藝 

(9CD 3 張價) 

古典 

條碼：8007144607159 

 

編號：CDS760 

義大利音樂家合奏團：首

演《四季》60 週年紀念 

古典 

條碼：8007144607609  

編號：CDS7661 

卡克布雷納：三首鋼琴奏

鳴曲／鋼琴：葛羅薩 

古典 

條碼：8007144076610  

編號：CDS7671 

再見琴魔帕格尼尼 

古典 

條碼：8007144076719 

 

編號：CDS7672 

帕格尼尼的祈禱 

古典 

條碼：8007144076726  

編號：CDS7708 

楊納傑克：第一、二號弦

樂四重奏、「荒煙小徑」 

古典 

條碼：8007144077082  

編號：CDS7733 

傳說中的名琴系列～ 

名琴「貝蒂埃元帥」 

(CD+書) 

古典 

條碼：8007144077334 

 

編號：CDS7749 

女巫與惡魔 

古典 

條碼：8007144077495  

編號：CDS7772 

喬達諾：歌劇《費多拉》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077723  

編號：CDS7795 

帕格尼尼：魔鬼的名琴 

古典 

條碼：8007144077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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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CDS7797 

魔鬼提琴手～馬里奧．侯

森演奏帕格尼尼作品 

古典 

條碼：8007144077976  

編號：CDS7808 

帕格尼尼之魂 (2CD) 

古典 

條碼：8007144078089 
 

編號：CDS7823 

巴哈：郭德堡變奏曲 

古典 

條碼：8007144078232 

 

編號：CDS7825 

一個偉大的藝術家的回

藝 

古典 

條碼：8007144078256  

編號：CDS7956 

重新發掘卡盧里 

古典 

條碼：8007144079567 
 

編號：CDS7977 

德弗札克：大提琴協奏曲

與管弦樂作品 

古典 

條碼：8007144079772 

 

編號：S2001 

愛之讚歌 

古典 

條碼：8007144620011 
 

編號：S2002 

維歐提： 

小提琴與鋼琴奏鳴曲 1 

古典 

條碼：8007144620028  

編號：S2003 

維歐提： 

小提琴與鋼琴奏鳴曲 2 

古典 

條碼：8007144620035 

 

編號：S2004 

維歐提： 

小提琴與鋼琴奏鳴曲 3 

古典 

條碼：8007144620042  

編號：S2007 

雷庫奧納：鋼琴曲集 1 

古典 

條碼：8007144620073 
 

編號：S2008 

維歐提：琴弓飛揚 

古典 

條碼：8007144620080 

 

編號：S2012 

史邦替尼：室内歌曲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20127 
 

編號：S2013 

卡斯泰爾諾沃-泰代斯科：

大提琴與鋼琴作品全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20134  

編號：S2014 

雷翁卡伐洛：鋼琴作品 

古典 

條碼：8007144620141 

 

編號：S2015 

夏里諾：鋼琴作品全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20158 
 

編號：S2019 

LECUONA: Piano 

Works, Vol. 2 

古典 

條碼：8007144620196  

編號：S2024 

畢德邁雅時期奏鳴曲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20240 

 

編號：S2027 

羅伊布克／舒恩克： 

鋼琴作品集 

古典 

條碼：8007144620271  

編號：S2037 

李帕第：鋼琴小奏鳴曲 

古典 

條碼：8007144620370 
 

編號：S2039 

蕭士塔高維契： 

24 首前奏曲與賦格  

(3CD) 

古典 

條碼：8007144620394 

 

編號：S2042 

希那斯特拉：小提琴奏鳴

曲＆巴爾托克：小提琴奏

鳴曲／小提琴：阿卡多 

古典 

條碼：8007144620424  

編號：CDT5004 

大師的禮讚 – 維歐提小

提琴協奏曲全集 3 

(CD+目錄) 

古典 

條碼：8007144650049  

編號：CDT5015 

錯過的一齣戲： 

歌劇首演之夜 

古典 

條碼：8007144650155 

 

編號：CDT5092  

魅惑之木  

(CD+全彩解說本+海報) 

古典 

條碼：80071446509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