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光音樂 產品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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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TKCV-35001
朱利安．柯瑞亞：
沒有你
爵士
條碼：4988008326437

編號：TKCV-35011
阿黛拉．達圖：
誘惑天使
爵士
條碼：4988008335637

編號：TKCV-35012
李奇．柯爾：西城故事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337136

編號：TKCV-35018
VHCD-2045
李．柯立茲＆巴西樂團：
巴西小夜曲
(巴西狂想曲二)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346435
4571292520454

編號：TKCV-35020
海勒姆．布洛克：
昨夜絮語
爵士
條碼：4988008354034

編號：TKCV-35022
布蘭登．菲爾德：
更高境界
爵士
條碼：4988008364538

編號：TKCV-35023
瑪嘉．阿涅：
裘賓教我的歌
爵士
條碼：4988008364637

編號：TKCV-35024
VHCD-2002
阿奇西普四重奏：
你微笑的倩影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367737
4571292520027

編號：TKCV-35034
VHCD-2001
艾迪．希金斯三重奏：
偷心計畫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378030
4571292520010

編號：TKCV-35035
VHCD-2051
約翰．希克斯三重奏：
淚流成河
爵士
條碼：4988008387735
4571292520515

編號：TKCV-35036
史帝夫．庫恩三重奏：
維納斯．星空下
爵士
條碼：4988008387834

編號：TKCV-35038
VHCD-2052
理查．韋德斯鋼琴三重
奏：薰衣草迷霧小姐
爵士
條碼：4988008393736
4571292520522

編號：TKCV-35039
VHCD-2021
丹尼．賽特林三重奏：
音樂不停歇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402933
4571292520218

編號：TKCV-35040
VHCD-2053
菲爾．伍茲：追鳥
爵士
條碼：4988008399639
4571292520539

編號：TKCV-35041
墜入愛河
爵士
條碼：4988008399738

編號：TKCV-35042
星知我心
爵士
條碼：4988008399837

編號：TKCV-35043
親密愛人
爵士
條碼：4988008405736

編號：TKCV-35044
心中的秘密
爵士
條碼：4988008405835

編號：TKCV-35045
彩虹彼端
爵士
條碼：4988008405934

編號：TKCV-35046
北村秀人四重奏：But
Beautiful
爵士
條碼：4988008408034

編號：TKCV-35047
聽！愛人
爵士
條碼：4988008410235

編號：TKCV-35048
好心情
爵士
條碼：4988008410334

編號：TKCV-35049
愛人別問
爵士
條碼：4988008410433

編號：TKCV-35050
愛我好嗎
爵士
條碼：498800841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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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TKCV-35051
你的風采
爵士
條碼：4988008410631

編號：TKCV-35058
舊情人
爵士
條碼：4988008417838

編號：TKCV-35059
紅伶心事
爵士
條碼：4988008417937

編號：TKCV-35060
跟我說愛我
爵士
條碼：4988008418033

編號：TKCV-35061
永駐我心
爵士
條碼：4988008418132

編號：TKCV-35062
VHCD-2003
史帝夫．庫恩三重奏：
悄悄接近的愛情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421033
4571292520034

編號：TKCV-35063
VHCD-2046
李．柯立茲四重奏＆肯尼
巴倫：天堂爵士
爵士
條碼：4988008421132
4571292520461

編號：TKCV-35064
艾迪．哈里斯四重奏：
搖擺到天明
爵士
條碼：4988008421231

編號：TKCV-35065
馬利歐．布朗五重奏：
奉獻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421330

編號：TKCV-35066
VHCD-2022
傑基．泰拉森爵士三重
奏：夢中琴人
爵士
條碼：4988008421439
4571292520225

編號：TKCV-35069
羅素．馬龍：所有貓
爵士
條碼：4988008429039

編號：TKCV-35072
巴尼．威良：
事物要點=音樂本質
爵士
條碼：4988008429336
編號：TKCV-35075
VHCD-2050
法老王．山德斯四重奏：
愛的敘事曲
爵士
條碼：4988008435139
4571292520508
編號：TKCV-35078
VHCD-2007
比爾．夏拉普三重奏：
夏日戀人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440539
4571292520072
編號：TKCV-35084
VHCD-2004
李奇．貝拉齊三重奏：
愛是什麼東西？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502930
4571292520041

編號：TKCV-35067
VHCD-2023
阿奇．西普四重奏：
倩影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423433
4571292520232
編號：TKCV-35070
VHCD-2044
李．柯立茲＆西西樂團：
巴西狂想曲
爵士
條碼：4988008429138
4571292520447
編號：TKCV-35073
VHCD-2049
克勞帝．威廉森三重奏：
國境之南、太陽之西
爵士
條碼：4988008429435
4571292520492
編號：TKCV-35076
萊雅．傑克森：玻璃心
爵士
條碼：4988008435238
編號：TKCV-35082
VHCD-2024
喬．貝克三重奏：夜裡的
陌生人～獻給法蘭克辛
納屈
爵士
條碼：4988008446432
4571292520249
編號：TKCV-35085
VHCD-2048
史坦利．考威爾三重奏：
舞蹈中的戀人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512137
4571292520485

編號：TKCV-35068
VHCD-2006
艾迪．希金斯三重奏：
心動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425932
4571292520065
編號：TKCV-35071
法老王．山德斯：
愛的新月
爵士
條碼：4988008429237

編號：TKCV-35074
菲爾．伍茲四重奏：
夜的旋律
爵士
條碼：4988008435030
編號：TKCV-35077
VHCD-2047
大衛．海索汀三重奏：
給黛比的華爾茲
爵士
條碼：4988008438635
4571292520478
編號：TKCV-35083
VHCD-2025
山本剛三重奏：低語
爵士
條碼：4988008452136
4571292520256

編號：TKCV-35086
大衛．海索汀：
藍調先生
爵士
條碼：498800853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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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TKCV-35087
VHCD-2008
艾迪．希金斯三重奏：
別在床上抽菸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540734
4571292520089

編號：TKCV-35088
VHCD-2009
史帝夫．庫恩三重奏：
拉丁情挑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554236
4571292520096

編號：TKCV-35090
TKCV-35394
巴瑞．哈里斯三重奏：
巴黎最後的時光
爵士
條碼：4988008560732
4988008922332

編號：TKCV-35091
VHCD-2026
李奇．貝拉齊三重奏：
浪漫狂想曲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584431
4571292520263

編號：TKCV-35092
大衛．海索汀三重奏：
珍珠
爵士
條碼：4988008588033

編號：TKCV-35093
VHCD-2010
艾迪．希金斯三重奏：
愛情俘虜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593037
4571292520102

編號：TKCV-35094
VHCD-2054
羅蘭．漢納三重奏：夢
爵士
條碼：4988008600032
4571292520546

編號：TKCV-35095
VHCD-2043
「我為人人」樂團：
情事的盡頭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605235
4571292520430

編號：TKCV-35096
VHCD-2027
阿奇．西普四重奏：
我的愛與愁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615739
4571292520270

編號：TKCV-35097
VHCD-2028
紐約三重奏：夜晚的藍調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620733
4571292520287

編號：TKCV-35098
VHCD-2029
史帝夫．庫恩三重奏：
誘惑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636437
4571292520294

編號：TKCV-35099
VHCD-2030
哈羅德．馬本三重奏：
為愛而愛
爵士
條碼：4988008641431
4571292520300

編號：TKCV-35100
VHCD-2012
艾迪．希金斯四重奏＆史
考特．漢彌頓：煙霧瀰漫
你的眼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647532
4571292520126

編號：TKCV-35301
VHCD-2011
哈羅德．馬本三重奏＆艾
瑞克亞歷山大：火之吻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648638
4571292520119

編號：TKCV-35302
恩瑞科．拉瓦：爵士浮生
爵士
條碼：4988008654837

編號：TKCV-35303
VHCD-2031
羅蘭．漢納爵士三重奏：
米蘭、巴黎、紐約
爵士
條碼：4988008671339
4571292520317

編號：TKCV-35304
VHCD-2015
紐約三重奏：
記得去年夏天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676631
4571292520157

編號：TKCV-35305
VHCD-2055
李奇．貝拉齊三重奏：
哀歌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685633
4571292520553

編號：TKCV-35306
VHCD-2056
史帝夫．庫恩三重奏：
華爾茲～藍面
爵士
條碼：4988008681932
4571292520560

編號：TKCV-35307
VHCD-2057
史帝夫．庫恩三重奏：
華爾茲～紅面
爵士
條碼：4988008682038
4571292520577

編號：TKCV-35308
史帝法諾．柏那尼三重
奏：飛翔
爵士
條碼：4988008692532

編號：TKCV-35309
維納斯經典爵士鋼琴錄
音：極致精選
爵士
條碼：4988008692631

編號：TKCV-35310
維納斯經典爵士法國號
錄音：極致精選
爵士
條碼：4988008696837

編號：TKCV-35089
VHCD-2064
吉田秀晃：時刻之間
《日本 SJ 制作企劃獎》

爵士
條碼：4988008544633
4571292520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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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TKCV-35311
野本晴美三重奏：
另一個平凡日
爵士
條碼：4988008697537

編號：TKCV-35312
VHCD-2014
艾迪．希金斯三重奏：
難忘的斯德歌爾摩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702132
4571292520140

編號：TKCV-35313
VHCD-2058
史帝法諾．柏那尼三重
奏：黑與褐雞尾酒狂想曲
爵士
條碼：4988008702231
4571292520584

編號：TKCV-35314
VHCD-2032
菲爾．伍茲與弦樂：
心動不再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712834
4571292520324

編號：TKCV-35315
VHCD-2033
羅蘭．漢納爵士三重奏：
夢醒之後
爵士
條碼：4988008712933
4571292520331

編號：TKCV-35316
VHCD-2013
艾迪．希金斯四重奏＆史
考特．漢彌頓：痴心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718836
4571292520133

編號：TKCV-35317
VHCD-2059
史帝法諾．柏那尼三重
奏：愛的世界
爵士
條碼：4988008725636
4571292520591

編號：TKCV-35318
喬．貝克三重奏＆喬伊．
德佛朗杰西可：女人心事
爵士
條碼：4988008725735

編號：TKCV-35319
VHCD-2060
哈羅德．馬本三重奏：
不知為何
爵士
條碼：4988008729030
4571292520607

編號：TKCV-35320
VHCD-2034
紐約三重奏：瘋狂愛妳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733235
4571292520348

編號：TKCV-35321
法老王．山德斯四重奏：
創作者的大師計畫
爵士
條碼：4988008733334

編號：TKCV-35322
「我為人人」樂團：
不用多禮
爵士
條碼：4988008737332

編號：TKCV-35323
VHCD-2035
瑞秋．齊三重奏：
初見你的臉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741032
4571292520355

編號：TKCV-35324
彼得．伯恩斯坦：
天堂的陌生人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751734

編號：TKCV-35325
VHCD-2061
席夢：月光小夜曲
爵士
條碼：4988008758832
4571292520614

編號：TKCV-35326
里昂．哈特三重奏：帶我
去月球～向雷．布朗致敬
爵士
條碼：4988008758931

編號：TKCV-35327
VHCD-2005
大衛．海索汀三重奏：
愛麗絲夢遊仙境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760439
4571292520058

編號：TKCV-35328
夏諾．多明桂茲三重奏：
活色生香
爵士
條碼：4988008760538

編號：TKCV-35329
約翰．迪．馬替農浪漫三
重奏：最甜蜜的聲音
爵士
條碼：4988008766233

編號：TKCV-35330
鳥尾さん：Be Bop
爵士
條碼：4988008767636

編號：TKCV-35331
VHCD-2036
查爾斯．麥客佛森四重奏
＆史帝夫庫恩：
就是這麼美麗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770735
4571292520362

編號：TKCV-35332
丹尼洛．瑞三重奏：
羅曼史
爵士
條碼：4988008770834

編號：TKCV-35333
史帝法諾．柏那尼三重
奏：不變的愛
爵士
條碼：4988008775839

編號：TKCV-35334
VHCD-2037
鮑伯．金德瑞得四重奏：
藍月
爵士
條碼：4988008780536
4571292520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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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TKCV-35335
VHCD-2020
艾瑞克．亞歷山大四重
奏：輕柔情歌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786934
4571292520201

編號：TKCV-35336
史帝夫．庫恩三重奏：
簡單愛
爵士
條碼：4988008792638

編號：TKCV-35337
VHCD-2016
哈羅德．馬本三重奏：
綺麗世界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796735
4571292520164

編號：TKCV-35338
四個新鮮人樂團：
年輕與愚蠢
爵士
條碼：4988008796834

編號：TKCV-35339
珍珠串樂團：
那不代表什麼
爵士
條碼：4988008796933

編號：TKCV-35340
VHCD-2063
艾迪．希金斯三重奏：
白色聖誕 I
爵士
條碼：4988008797039
4571292520638

編號：TKCV-35341
VHCD-2062
席夢：羅曼史
爵士
條碼：4988008803334
4571292520621
編號：TKCV-35344
VHCD-2018
紐約三重奏：星空階梯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813531
4571292520188

編號：TKCV-35347
安德烈．波齊鋼琴三重
奏：甜美的洛琳
爵士
條碼：4988008823738

編號：TKCV-35342
VHCD-2017
艾迪．希金斯三重奏：
美夢成真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807431
4571292520171
編號：TKCV-35345
VHCD-2039
約翰．迪．馬替農浪漫三
重奏：深陷愛河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821437
4571292520393
編號：TKCV-35348
VHCD-2019
艾迪．希金斯四重奏＆史
考特．漢彌頓：可笑的情
人節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831733
4571292520195

編號：TKCV-35343
VHCD-2038
超級三重奏：超級標準
爵士
條碼：4988008807530
4571292520386
編號：TKCV-35346
VHCD-2040
妮可．亨利與艾迪．希金
斯三重奏：今夜請教我
爵士
條碼：4988008821536
4571292520409
編號：TKCV-35349
VHCD-2041
悉達．華爾頓三重奏：
午夜圓舞曲
爵士
條碼：4988008831634
4571292520416

編號：TKCV-35350
VHCD-2042
艾瑞克．亞歷山大四重
奏：周日在紐約
爵士
條碼：4988008836233
4571292520423

編號：TKCV-35351
「我為人人」樂團：
殺手喬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332537

編號：TKCV-35352
艾迪．希金斯三重奏：
愛戀的感覺
爵士
條碼：4988008839630

編號：TKCV-35353
艾迪．希金斯四重奏：
當你的愛遠離
爵士
條碼：4988008839739

編號：TKCV-35354
法蘭西斯科．卡菲索紐約
四重奏：現代紐約經典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842531

編號：TKCV-35355
大衛．海索汀三重奏：
埃及豔后的夢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845235

編號：TKCV-35356
艾迪．希金斯三重奏：
名曲精選
爵士
條碼：4988008850338

編號：TKCV-35357
艾迪．希金斯三重奏：
經典歌曲
爵士
條碼：4988008850437

編號：TKCV-35358
羅伯．安傑伯克三重奏：
對你的思念
爵士
條碼：4988008850536

編號：TKCV-35359
紐約三重奏：開始跳舞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855739

編號：TKCV-35360
丹．尼默三重奏：
鴛鴦茶
爵士
條碼：4988008855838

編號：TKCV-35361
史帝夫．庫恩三重奏：
死公主的孔雀舞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859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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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TKCV-35362
爵士歌謠
爵士
條碼：4988008859539

編號：TKCV-35363
經典旋律
爵士
條碼：498808859638

編號：TKCV-35364
約翰．希克斯：
呻吟～亞特．布雷基
爵士
條碼：4988008859737

編號：TKCV-35365
小華特．畢修普：
再度低語
爵士
條碼：4988008859836

編號：TKCV-35367
克勞帝．威廉森三重奏：
給父親的歌
爵士
條碼：4988008860030

編號：TKCV-35368
芭芭拉．卡蘿三重奏：
多愁善感
爵士
條碼：4988008864731

編號：TKCV-35369
艾迪．希金斯三重奏：
愛慕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867336

編號：TKCV-35370
喬．貝克三重奏：
巴西人的夢
爵士
條碼：4988008871937

編號：TKCV-35371
哈羅德．馬本三重奏：
彩虹彼端
爵士
條碼：4988008876734

編號：TKCV-35372
肯．皮普洛斯基四重奏：
你的回憶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882636

編號：TKCV-35373
約翰．迪．馬替農浪漫三
重奏：夜晚的音樂
爵士
條碼：4988008882735

編號：TKCV-35374
法蘭西斯科．卡菲索四重
奏：咫尺天堂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887938

編號：TKCV-35375
大衛．海索汀三重奏：
花花公子
爵士
條碼：4988008888034

編號：TKCV-35376
VHCD-2092
艾瑞克．亞歷山大四重
奏：銷魂情歌
爵士
條碼：4988008891737
4571292520928

編號：TKCV-35377
喬瓦尼．圭迪三重奏：
未知的明天
爵士
條碼：4988008891836

編號：TKCV-35378
泰德．羅森修三重奏：
國王與我
爵士
條碼：4988008895834

編號：TKCV-35379
丹．尼默三重奏：
憂鬱凱莉
爵士
條碼：4988008896435

編號：TKCV-35380
李奇．貝拉齊三重奏：
曼哈頓狂想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900033

編號：TKCV-35381
艾迪．希金斯三重奏：
白色聖誕 II
爵士
條碼：4988008903638

編號：TKCV-35382
約翰．迪．馬第奴浪漫三
重奏：爵士莫札特
爵士
條碼：4988008903737

編號：TKCV-35383
艾迪．希金斯五重奏、史
考特．漢彌頓＆肯．皮普
洛斯基：浪漫魔咒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909333

編號：TKCV-35384
紐約三重奏：我心中的歌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913132

編號：TKCV-35385
艾迪．希金斯三重奏：
完美的戀曲
爵士
條碼：4988008917734

編號：TKCV-35386
艾迪．希金斯三重奏：
充滿愛的夜晚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921533

編號：TKCV-35387
VHCD-2084
巴尼．威良四重奏：
紐約羅曼史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921632
4571292520843

編號：TKCV-35388
VHCD-2085
巴尼．威良五重奏：
激情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921731
4571292520850

編號：TKCV-79306
TKCV-35389
VHCD-2096
比爾．克勞四重奏：
從鳥地俱樂部到百老匯
爵士
條碼：4988008313635
4988008921830
4571292520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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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TKCV-35390
VHCD-2097
比爾．克勞四重奏：
爵士佳話
爵士
條碼：4988008921939
4571292520973

編號：TKCV-35391
克勞帝．威廉森三重奏：
紐約的秋天
爵士
條碼：4988008922035

編號：TKCV-79307
TKCV-35392
VHCD-2086
阿奇．西普四重奏：
藍色敘事曲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319132
4988008922134
4571292520867

編號：TKCV-35395
史帝夫．庫恩三重奏：
最愛爵士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926330

編號：TKCV-35396
史帝法諾．柏那尼三重
奏：我在戀愛中
爵士
條碼：4988008926439

編號：TKCV-35397
席夢：抓住愛情
爵士
條碼：4988008929539

編號：TKCV-35398
芭芭拉．卡蘿三重奏：
對月亮許願
爵士
條碼：4988008929638

編號：TKCV-35399
肯．皮普洛斯基四重奏：
屬於你的回憶 (2CD)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929737

編號：TKCV-35401
羅馬三重奏：慕情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934137

編號：TKCV-35402
鮑伯．金德瑞得四重奏：
藍調與波麗露之夜
爵士
條碼：4988008934236

編號：TKCV-35403
喬治．伽中與達帕茲巴西
爵士三重奏：我們鍾愛的
夜晚
爵士
條碼：4988008941135

編號：TKCV-35404
十人十色．薩克斯風
爵士
條碼：4988008941234

編號：TKCV-35405
十人十色．爵士鋼琴
爵士
條碼：4988008941333

編號：TKCV-35406
肯．皮普洛斯基四重奏：
當你向星星許願 (2CD)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945232

編號：TKCV-35407
哈羅德．馬本：霧
爵士
條碼：4988008945331

編號：TKCV-35408
約翰．迪．馬第奴浪漫三
重奏：魔幻的神秘
爵士
條碼：4988008948233

編號：TKCV-35409
艾迪．希金斯三重奏：
祕密戀情
爵士
條碼：4988008954937

編號：TKCV-35410
艾瑞克．亞歷山大四重
奏：我最喜愛的事物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958737

編號：TKCV-35411
「我為人人」樂團：
怎麼了？
爵士
條碼：4988008958836

編號：TKCV-35412
妮基．派洛特：月河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962031

編號：TKCV-35413
艾迪．希金斯三重奏：
是你太美
爵士
條碼：4988008962130

編號：TKCV-35414
肯．皮普洛斯基薩克斯風
四重奏：當你向星星許願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962239

編號：TKCV-35415
肯．皮普洛斯基豎笛四重
奏：當你向星星許願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962338

編號：TKCV-35416
泰德．羅森修三重奏：
海倫．瑪芮爾愛唱集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965131

編號：TKCV-35417
李奇．貝拉齊三重奏：
夏夜
爵士
條碼：4988008965230

編號：TKCV-35418
紐約三重奏：
艾文柏林歌曲集
爵士
條碼：4988008968439

編號：TKCV-35419
瑪莉．蓮史考特：
每次我們說再見
爵士
條碼：4988008968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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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TKCV-79084
保羅．布雷三重奏：
Emerald Blue～
Inspiration from
Gregorian Chant
爵士
條碼：4988008277234

編號：TKCV-79085
阿黛拉達圖：巴西情事
爵士
條碼：4988008279832

編號：TKCV-79091
Charisse & The
Moffett Family Jazz
Band: It's Luv
爵士
條碼：4988008281934

編號：TKCV-79092
The Moffett Family
Jazz Band: Africano
爵士
條碼：4988008282030

編號：TKCV-79097
菲爾．伍茲四重奏：
紀念物
爵士
條碼：4988008293531

編號：TKCV-79301
朱利安．柯瑞亞：
爵士波動
爵士
條碼：4988008298833

編號：TKCV-79305
阿黛拉達圖：和平
爵士
條碼：4988008311136

編號：TKCZ-36028
艾迪．希金斯三重奏：
黑白肖像
爵士
條碼：4988008381436

編號：TKCZ-36035

編號：TKCZ-79528
道子：九點以後
爵士
條碼：4988008316131

編號：TKGV-1001
艾迪希金斯：愛是何物
(SACD)
爵士
條碼：4988008744330

編號：TKGV-1002
艾迪希金斯：致命溫柔
(SACD)
爵士
條碼：4988008744439

編號：TKGV-1003
艾迪希金斯與弦樂團：
象白月光
(SACD)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988008748734

編號：TKGV-1004
吉米史考特：
78 歲，靈魂正咆哮！
(SACD)
爵士
條碼：4988008748833

編號：VS-001
Bravo！為 Venus 喝采
爵士
條碼：4716306182956

編號：VNSJ-1001
隨著爵士舞動 (2CD)

編號：VNSJ-1002
在午後暫歇 (2CD)

編號：VNSJ-1003
感受浪漫夜 (2CD)

【TSUTAYA 限定販售】

【TSUTAYA 限定販售】

【TSUTAYA 限定販售】

爵士
條碼：4988008909036

爵士
條碼：4988008909135

爵士
條碼：4988008909234

編號：VNSJ-1004
再次隨著爵士自由舞動
(2CD)

編號：VNSJ-1005
與艾迪．希金斯在酒吧休
憩 (2CD)

編號：VNSJ-1006
對夜貓族唱民謠
(2CD)

【TSUTAYA 限定販售】

【TSUTAYA 限定販售】

【TSUTAYA 限定販售】

爵士
條碼：4988008964530

爵士
條碼：4988008964639

爵士
條碼：4988008964738

編號：VNSJ-1007
I.W. 哈柏：城市之夜
(2CD)

編號：VHCD-1001
雷納托．塞拉尼三重奏：
我愚蠢的心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0011

編號：VHCD-1002
羅馬三重奏：
再見了！愛人
爵士
條碼：4571292510028

編號：VHCD-1004
肯佩普洛夫斯基吉普賽
爵士樂團：吉普賽嘆息
爵士
條碼：4571292510042

編號：VHCD-1005
丹尼默三重奏：
你是我心裡的唯一
爵士
條碼：4571292510059

【TSUTAYA 限定販售】

爵士
條碼：4571292590075
編號：VHCD-1003
史帝夫．庫恩三重奏：
手鐲與項鍊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0035

阿萊格里亞：
生命的禮讚
爵士
條碼：4988008615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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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VHCD-1006
蘿拉安＆昆陀那布沙樂
團：夏日森巴
爵士
條碼：4571292510066

編號：VHCD-1007
雷納托．塞拉尼&丹尼
洛．雷依：小罌粟花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0073

編號：VHCD-1008
雷納托．塞拉尼三重奏：
我的太陽
爵士
條碼：4571292510080

編號：VHCD-1009
法蘭西斯科．卡菲索西西
里四重奏：黑與白的肖像
爵士
條碼：4571292510097

編號：VHCD-1010
席夢：來談戀愛吧！
爵士
條碼：4571292510103

編號：VHCD-1011
艾瑞克．亞歷山大四重
奏：誘魂情歌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0110

編號：VHCD-1012
錢璸．富爾頓三重奏：
有時快樂
爵士
條碼：4571292510127

編號：VHCD-1013
肯尼．維納三重奏：
我聽到的那一天
爵士
條碼：4571292510134

編號：VHCD-1014
艾迪．希金斯：爵士經典
點歌集，第一日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0141

編號：VHCD-1015
艾迪．希金斯：爵士經典
點歌集，第二日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0158

編號：VHCD-1016
娜歐蜜．葛雷絲：
鎂光燈獨奏
爵士
條碼：4571292510165

編號：VHCD-1017
泰莎．索特：大礁島之夜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0172

編號：VHCD-1018
吉昂尼．貝索&雷納托．
塞拉尼：身體與靈魂
爵士
條碼：4571292510189

編號：VHCD-1019
迪諾．魯比諾：我愛你
爵士
條碼：4571292510196

編號：VHCD-1020
艾迪．希金斯五重奏、史
考特．漢彌頓＆肯．皮普
洛斯基：滿手星光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0202

編號：VHCD-1021
菲爾．伍茲四重奏：
民謠與藍調
爵士
條碼：4571292510219

編號：VHCD-1022
羅馬三重奏：四季
爵士
條碼：4571292510226

編號：VHCD-1023
妮基．派洛特：
帶我去月球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0233

編號：VHCD-1024
李．奇貝拉齊：慢版爵士
爵士
條碼：4571292510240

編號：VHCD-1025
純粹爵士女聲：
維納斯精選
爵士
條碼：4571292510257

編號：VHCD-1026
紐約三重奏＆肯．皮普洛
斯基：星塵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0264

編號：VHCD-1027
艾瑞克．亞歷山大四重
奏：慵懶下午茶～純民謠
IV
爵士
條碼：4571292510271

編號：VHCD-1028
德瑞克．史密斯三重奏：
美麗的愛
爵士
條碼：4571292510288

編號：VHCD-1029
布萊恩．林區非洲古巴爵
士樂隊：波麗露舞曲之夜
- 給比莉哈樂黛
(HQCD)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0295

編號：VHCD-1030
艾迪．希金斯三重奏：
愛情的肖像
(HQCD)
爵士
條碼：4571292510301

編號：VHCD-1031
約翰．迪．馬替農浪漫三
重奏：研磨咖啡
(HQCD)
爵士
條碼：4571292510318

編號：VHCD-1032
肯尼．巴倫三重奏：
藍調小曲 (HQCD)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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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VHCD-1033
德瑞克．史密斯：
再愛一次 (HQCD)
爵士
條碼：4571292510332

編號：VHCD-1034
艾米爾．維克利三重奏：
小交響曲～爵士楊納傑
克 (HQCD)
爵士
條碼：4571292510349

編號：VHCD-1035
愛麗克絲．柯爾：
我的王子終將到來
(HQCD)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0356

編號：VHCD-1036
亞倫．希克及浪漫爵士三
重奏：歐洲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0363

編號：VHCD-1037
VHCD-78198
約翰．迪．馬替農浪漫三
重奏：爵士披頭四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0370
4571292514989

編號：VHCD-1038
艾瑞克．亞歷山大四重
奏：歡樂滿人間
爵士
條碼：4571292510387

編號：VHCD-1039
喬伊．佛萊姆四重奏：
交叉路口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0394

編號：VHCD-1040
約翰．迪．馬替農浪漫三
重奏：蕭邦爵士
爵士
條碼：4571292510400

編號：VHCD-1041
妮基．派洛特：黑咖啡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0417

編號：VHCD-1042
丹．尼默三重奏：
摩登藍調
爵士
條碼：4571292510424

編號：VHCD-1043
比爾．夏拉普、彼得．伯
恩斯坦、彼得．華盛頓：
我是老派流行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0431

編號：VHCD-1044
史帝夫．庫恩三重奏：
我會等你～麥可李葛南
爵士
條碼：4571292510448

編號：VHCD-1045
席夢＆她的夏威夷爵士
樂團：夏威夷香氣
爵士
條碼：4571292510455

編號：VHCD-1046
愛麗克絲．柯爾及「我為
人人」樂團：能回家真好
爵士
條碼：4571292510462

編號：VHCD-1047
西莉亞．愛美＆狄亞哥．
菲格雷多：就我們倆
爵士
條碼：4571292510479

編號：VHCD-1048
西達．華頓三重奏：
向維克多．楊致敬
爵士
條碼：4571292510486

編號：VHCD-1049
佛萊德．赫許三重奏：
除了我的歌
爵士
條碼：4571292510493

編號：VHCD-1050
妮基．派洛特與肯．佩普
洛夫斯基：宛如戀人
爵士
條碼：4571292510509

編號：VHCD-1051
蒙蒂．亞力山大三重奏：
溫柔的愛我
爵士
條碼：4571292510516

編號：VHCD-1052
席夢：新的羅曼史
爵士
條碼：4571292510523

編號：VHCD-1053
迪克．海曼三重奏：
你是我的一切
爵士
條碼：4571292510530

編號：VHCD-1054
艾瑞克．亞歷山大四重
奏：溫柔情歌 V
爵士
條碼：4571292510547

編號：VHCD-1055
泰莎．索特：藍調之外
爵士
條碼：4571292510554

編號：VHCD-1056
約翰．迪．馬替農浪漫三
重奏：李斯特狂熱
爵士
條碼：4571292510561

編號：VHCD-1057
妮基．派洛特：
眼光無法離開你
爵士
條碼：4571292510578

編號：VHCD-1058
妮基．派洛特：
狂熱精選輯
爵士
條碼：4571292510585

編號：VHCD-1059
須永辰緒：整晚爵士樂維納斯爵士樂精選 1
爵士
條碼：4571292510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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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VHCD-1060
艾米．維克奇三重奏：
海邊的卡夫卡～獻給村
上春樹
爵士
條碼：4571292510608

編號：VHCD-1061
須永辰緒：整晚爵士樂維納斯爵士樂精選 2
爵士
條碼：4571292510615

編號：VHCD-1062
希羅斯．卻斯那特三重
奏：月光奏鳴曲
爵士
條碼：4571292510622

編號：VHCD-1063
須永辰緒：整晚爵士樂維納斯爵士樂精選 3
爵士
條碼：4571292510639

編號：VHCD-1064
戴斯隆．道格拉斯四重
奏：日本加油！
爵士
條碼：4571292510646

編號：VHCD-1065
莎莉．奈特：出售愛情
爵士
條碼：4571292510653

編號：VHCD-1066
須永辰緒：整晚爵士樂維納斯爵士樂精選 4
爵士
條碼：4571292510660

編號：VHCD-1067
維納斯咖啡館 (2CD)
爵士
條碼：4571292510677

編號：VHCD-1068
妮基．派洛特：櫻花戲春
爵士
條碼：4571292510684

編號：VHCD-1069
須永辰緒：整晚爵士樂維納斯爵士樂精選 5
爵士
條碼：4571292510691

編號：VHCD-1070
維納斯下午茶 (2CD)
爵士
條碼：4571292510707

編號：VHCD-1071
約翰．迪．馬替農浪漫三
重奏：爵士披頭四 2
爵士
條碼：4571292510714

編號：VHCD-1072
約翰．迪．馬替農浪漫三
重奏：爵士麥可．傑克森
爵士
條碼：4571292510721

編號：VHCD-1073
維納斯酒吧
《雞尾酒時光》(2CD)
爵士
條碼：4571292510738

編號：VHCD-1074
丹．尼默三重奏：
一切全是你
爵士
條碼：4571292510745

編號：VHCD-1075
鶴田紗也加：一切全是你
爵士
條碼：4571292510752

編號：VHCD-1076
鶴田紗也加＆丹．尼默三
重奏：一切全是你
(2CD)
爵士
條碼：4571292510769

編號：VHCD-1077
弗拉迪米爾．沙法諾夫三
重奏：呢喃無語
爵士
條碼：4571292510776

編號：VHCD-1078
維納斯巴莎咖啡館 《維
納斯 20 週年紀念大碟》
(2CD)
爵士
條碼：4571292510783

編號：VHCD-1079
妮基．派洛特：夏日時光
爵士
條碼：4571292510790

編號：VHCD-1080
戴斯隆．道格拉斯三重
奏、卻斯那特與納許：
與寶貝漫步回家
爵士
條碼：4571292510806

編號：VHCD-1081
維納斯酒吧 《維納斯 20
週年紀念大碟》(2CD)
爵士
條碼：4571292510813

編號：VHCD-1082
羅馬三重奏：真情相約
爵士
條碼：4571292510820

編號：VHCD-1083
約翰．迪．馬替農浪漫三
重奏：瑪丹娜的禁忌愛戀
爵士
條碼：4571292510837

編號：VHCD-1084
約翰．迪．馬替農浪漫三
重奏：女神卡卡的愛情遊
戲
爵士
條碼：4571292510844

編號：VHCD-1085
艾迪．希金斯：
維納斯酒吧 (2CD)
爵士
條碼：4571292510851

編號：VHCD-1086
妮基．派洛特：秋葉翩翩
爵士
條碼：457129251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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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VHCD-1087
維納斯混音精選
DJ：大塚廣子
爵士
條碼：4571292510875

編號：VHCD-1088
艾瑞克．亞歷山大：
維納斯酒吧 (2CD)
爵士
條碼：4571292510882

編號：VHCD-1089
佩佩．瑞維諾三重奏：
蕭邦波麗露舞曲
爵士
條碼：4571292510899

編號：VHCD-1090
維納斯鋼琴酒吧《維納斯
20 週年紀念 雞尾酒特
調》(2CD)
爵士
條碼：4571292510905

編號：VHCD-1091
妮基．派洛特：冬之仙境
爵士
條碼：4571292510912

編號：VHCD-1092
維納斯咖啡館－爵士名
伶《維納斯 20 週年紀念
威士忌特調》(2CD)
爵士
條碼：4571292510929

編號：VHCD-1094
艾瑞克．亞歷山大四重
奏：輕柔情歌+銷魂情歌

編號：VHCD-1095
艾迪．希金斯四重奏＆史
考特漢彌頓：
煙霧瀰漫你的眼+痴心

編號：VHCD-1093
艾迪．希金斯三重奏：
白色耶誕 I+II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爵士
條碼：4571292510936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0943

編號：VHCD-1096
紐約三重奏：
開始跳舞+我心中的歌

編號：VHCD-1097
阿奇．西普四重奏：藍色
敘事曲+你微笑的倩影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0967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0974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0950
編號：VHCD-1098
莎莉．奈特：
Ballads For You
爵士
條碼：4571292510981

編號：VHCD-1100
妮基．派洛特：
月河+帶我去月球

編號：VHCD-1101
肯．皮普洛斯基四重奏：
當你向星星許願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1001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1018

編號：VHCD-1102
約翰．迪．馬第奴浪漫三
重奏：蕭邦爵士+爵士莫
札特

編號：VHCD-1103
艾迪．希金斯：爵士經典
點歌集，第一日+第二日

編號：VHCD-1104
比爾．克勞四重奏：
從鳥地俱樂部到百老匯+
爵士佳話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1032

編號：VHCD-1099
Venus Jazz Wine Bar
-The Great Italian Jazz
& Wine- (2CD)
爵士
條碼：4571292510998

爵士
條碼：4571292511025
編號：VHCD-1105
李．柯立茲&巴西樂團：
巴西狂想曲+巴西小夜曲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1056

編號：VHCD-1108
Enoteca presents
Venus Jazz Wine Bar
(2CD)
爵士
條碼：4571292511087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編號：VHCD-1106
艾迪希金斯五重奏、史考
特漢彌頓＆肯皮普洛斯
基：浪漫魔咒 第一集+
第二集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1063
編號：VHCD-1109
大衛．海索汀三重奏：
愛麗絲夢遊仙境+埃及豔
后的夢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1094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爵士
條碼：4571292511049

編號：VHCD-1107
Jon Davis Trio:
Beauty And The Blues
爵士
條碼：4571292511070

編號：VHCD-1110
肯．皮普洛斯基四重奏：
你的回憶第一集+第二集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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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VHCD-1111
史帝夫．庫恩三重奏：
死公主的孔雀舞+手鐲與
項鍊

編號：VHCD-1112
艾迪．希金斯：愛戀的感
覺+當你的愛遠離

編號：VHCD-1113
艾瑞克．亞歷山大四重
奏：我最喜愛的事物+歡
樂滿人間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1117

爵士
條碼：4571292511124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1131

編號：VHCD-1114
法老王．山德斯四重奏：
愛的新月+愛的敘事曲

編號：VHCD-1115
妮基．派洛特：四季之歌
爵士
條碼：4571292511155

編號：VHCD-1116
Nicolas Montier and
Saxomania: Lullaby
爵士
條碼：4571292511162

編號：VHCD-1117
Venus Jazz
Champagne Bar
(2CD)
爵士
條碼：4571292511179

編號：VHCD-1118
山本剛三重奏：溫柔藍調
爵士
條碼：4571292511186

編號：VHCD-1119
Cinema Jazz (2CD)
爵士
條碼：4571292511193

編號：VHCD-1120
妮基．派洛特：
最後的巴黎
爵士
條碼：4571292511209

編號：VHCD-1121
This Is Venus Jazz
2013 (2CD)
爵士
條碼：4571292511216

編號：VHCD-1122
山本剛三重奏：
多麼美好的世界
爵士
條碼：4571292511223

編號：VHCD-1123
This Is Venus Jazz～
Great Piano Trio (2CD)
爵士
條碼：4571292511230

編號：VHCD-1124
艾瑞克．亞歷山大四重
奏：午夜藍調
爵士
條碼：4571292511247

編號：VHCD-1125
Venus Jazz Cafe 2013
(2CD)
爵士
條碼：4571292511254

編號：VHCD-1126
Keissy Costa:
海之女神
爵士
條碼：4571292511261

編號：VHCD-1127
This Is Venus Jazz～
80 Gold Discs Vol.1～
From 1993 To 2000
(2CD)
爵士
條碼：4571292511278

編號：VHCD-1128
This Is Venus Jazz～
80 Gold Discs Vol.2～
From 2001 To 2004
(2CD)
爵士
條碼：4571292511285

編號：VHCD-1129
This Is Venus Jazz～
80 Gold Discs Vol.3～
From 2004 To 2007
(2CD)
爵士
條碼：4571292511292

編號：VHCD-1130
This Is Venus Jazz～
80 Gold Discs Vol.4～
From 2007 To 2010
(2CD)
爵士
條碼：4571292511308

編號：VHCD-1131
愛麗克絲．柯爾：
閉上雙眼
爵士
條碼：4571292511315

編號：VHCD-1132
Jacob Fischer Trio:
My Romance ～
tribute to Bill Evans
爵士
條碼：4571292511322

編號：VHCD-1133
Keissy Costa:
Agua De Beber
爵士
條碼：4571292511339

編號：VHCD-1134
Keissy Costa:
Nos E O Mar
爵士
條碼：4571292511346

編號：VHCD-1135
SCENT OF JAZZ
Compilation Jazz
Album for Dr. Vranjes
30th Anniversary
爵士
條碼：4571292511353

編號：VHCD-1136
Keissy Costa: Iemanja
爵士
條碼：4571292511360

編號：VHCD-1137
Keissy Costa:
Fauna E A Flora
爵士
條碼：4571292511377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爵士
條碼：457129251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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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VHCD-1138
Jacob Fischer Trio:
Black Orpheus
爵士
條碼：4571292511384

編號：VHCD-1141
妮基．派洛特：愛的目光
爵士
條碼：4571292511414

編號：VHCD-1145
艾迪．希金斯三重奏：完
美的戀曲+充滿愛的夜晚

編號：VHCD-1139
Jazz Christmas
爵士
條碼：4571292511391

編號：VHCD-1140
VENUS JAZZ PIANO
LOUNGE Relaxin’
Afternoon Tea Time
(2CD)
爵士
條碼：4571292511407

編號：VHCD-1143
艾迪．希金斯三重奏：
偷心計畫+心動

編號：VHCD-1144
艾迪．希金斯三重奏：
愛情俘虜+難忘的斯德歌
爾摩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1438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1445

編號：VHCD-1146
艾迪．希金斯三重奏：
祕密戀情+是你太美

編號：VHCD-1147
席夢：
月光小夜曲+羅曼史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爵士
條碼：4571292511469

爵士
條碼：4571292511476

編號：VHCD-1149
馬斯莫．法羅三重奏：
Luiza
爵士
條碼：4571292511490

編號：VHCD-1150
艾瑞克．亞歷山大四重
奏：雷卡多巴莎諾瓦
爵士
條碼：4571292511506

編號：VHCD-1151
Enoteca Presents
Venus Jazz Wine Bar
Vol. 2 (2CD)
爵士
條碼：4571292511513

編號：VHCD-1152
席夢：It Don't Mean A
Thing 〜Live At
Heidi's Jazzclub〜
爵士
條碼：4571292511520

編號：VHCD-1153
Venus Salon Jazz
Romantic Piano
Melody (2CD)
爵士
條碼：4571292511537

編號：VHCD-1154
Tete Montoliu Trio:
Catalonian Rhapsody
爵士
條碼：4571292511544

編號：VHCD-1155
samA & EAU DE
MOND: Jazz
Animations
爵士
條碼：4571292511551

編號：VHCD-1156
Sharel Cassity
Quartet: Manhattan
Romance
爵士
條碼：4571292511568

編號：VHCD-1157
Venus Jazz Bar～Sexy
& Sweet Lady Vocals
爵士
條碼：4571292511575

編號：VHCD-1158
如月まみ：
酒場のおんな
爵士
條碼：4571292511582

編號：VHCD-1159
馬斯莫．法羅& Aldo
Zunino: Bohemia After
Dark ~ The Tribute To
The Legends
爵士
條碼：4571292511599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1452
編號：VHCD-1148
妮基．派洛特：
黑咖啡+眼光無法離開你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1483

編號：VHCD-1160
Venus Jazz Bar - Urban
Night Sophisticated
Jazz Time
爵士
條碼：4571292511605

編號：VHCD-1163
馬斯莫．法羅三重奏：
秋葉
爵士
條碼：4571292511636

編號：VHCD-1161
Joe Farnsworth
Quartet featuring Eric
Alexander, Harold Mabern &
Nat Reeves: My Heroes ~

tribute to the Legends
爵士
條碼：4571292511612
編號：VHCD-1164
Venus Jazz Bar Urban Night
Sophisticated Jazz
Time Vol.2
爵士
條碼：4571292511643

編號：VHCD-1162
Venus Plays Cole
Porter
爵士
條碼：4571292511629

編號：VHCD-1165
馬斯莫．法羅三重奏：
可笑的情人節
爵士
條碼：457129251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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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VHCD-1166
馬斯莫．法羅三重奏：
我把心留在舊金山
爵士
條碼：4571292511667

編號：VHCD-1167
妮基．派洛特：天使之眼
爵士
條碼：4571292511674

編號：VHCD-1168
安娜．科奇娜：
Street Of Dreams
爵士
條碼：4571292511681

編號：VHCD-1172
須永辰緒：
維納斯爵士世界標準曲
爵士
條碼：4571292511728

編號：VHCD-1173
弗拉迪米爾．沙法諾夫三
重奏：來自俄羅斯的愛
爵士
條碼：4571292511735

編號：VHCD-1174
愛麗克絲．柯爾：
美妙的友誼
爵士
條碼：4571292511742

編號：VHCD-1175
Venus Jazz Cafe ~
Brunocafé & Italian
Jazz
爵士
條碼：4571292511759

編號：VHCD-1176
莎莉．奈特：Night Time
爵士
條碼：4571292511766

編號：VHCD-1177
馬斯莫．法羅三重奏：
Io Che Non Vivo
Senza Te
爵士
條碼：4571292511773

編號：VHCD-1178
妮基．派洛特：感性旅程
爵士
條碼：4571292511780

編號：VHCD-1179
samA & EAU DE
MOND: White Night
Waltz
爵士
條碼：4571292511797

編號：VHCD-1180
Al Haig:
Jazz Will O The Wisp
爵士
條碼：4571292511803

編號：VHCD-1181
Al Haig: On Period
爵士
條碼：4571292511810

編號：VHCD-1182
Charlie Mariano Trio:
A Jazz Portrait Of
Charlie Mariano
爵士
條碼：4571292511827

編號：VHCD-1183
Roger Keppaway:
A Jazz Portrait Of
Roger Kellaway
爵士
條碼：4571292511834

編號：VHCD-1184
Eddie Thompson: A
Jazz Portrait Of Eddie
Thompson
爵士
條碼：4571292511841

編號：VHCD-1185
Duke Jordan: Les
Liaisons Dangereuses
爵士
條碼：4571292511858

編號：VHCD-1187
艾瑞克．亞歷山大四重
奏：誘魂情歌+慵懶下午
茶～純民謠 IV

編號：VHCD-1188
艾迪．希金斯、史考特．
漢彌頓＆肯．皮普洛斯
基：可笑的情人節+滿手
星光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1872
編號：VHCD-1190
山本剛三重奏：午夜藍調
+多麼美好的世界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爵士
條碼：4571292511902
編號：VHCD-1193
艾迪．希金斯三重奏：
名曲精選+經典歌曲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爵士
條碼：4571292511933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1889
編號：VHCD-1191
愛麗克絲．柯爾：我的王
子終將到來+閉上雙眼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1919

編號：VHCD-1186
紐約三重奏：記得去年夏
天+夜晚的藍調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1865
編號：VHCD-1189
約翰．迪．馬替農浪漫三
重奏：爵士披頭四 1+2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1896

編號：VHCD-1192
妮基．派洛特：
櫻花戲春+夏日時光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爵士
條碼：4571292511926

編號：VHCD-1194
史帝夫．庫恩三重奏：
最愛爵士+誘惑

編號：VHCD-1195
阿奇西普四重奏：
倩影+我的愛與愁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1940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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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VHCD-1196
席夢：
抓住愛情+來談戀愛吧！

編號：VHCD-1197
妮基．派洛特：
秋葉翩翩+冬之仙境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爵士
條碼：4571292511964

爵士
條碼：4571292511971

編號：VHCD-1199
紐約三重奏：星空階梯+
艾文柏林歌曲集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1995

編號：VHCD-1200
史帝夫．庫恩三重奏：
華爾茲～藍面+紅面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爵士
條碼：4571292512008

編號：VHCD-1198
艾迪．希金斯三重奏：
愛慕+美夢成真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1988
編號：VHCD-1201
比爾．夏拉普三重奏：
夏日戀人+我是老派流行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2015

編號：VHCD-1202
李奇．貝拉齊三重奏：
愛是什麼東西？+夏夜

編號：VHCD-1203
巴尼．威良四重奏：
紐約羅曼史+激情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2022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12039

編號：VHCD-1205
安娜．科奇娜：
Dark Eyes
爵士
條碼：4571292512053

編號：VHCD-1206
馬斯莫．法羅三重奏：
盡情搖擺
爵士
條碼：4571292512060

編號：VHCD-1207
弗拉迪米爾．沙法諾夫與
哈利．艾倫：親愛的老斯
德哥爾摩
爵士
條碼：4571292512077

編號：VHCD-1208
馬斯莫．法羅：十大鼓王
爵士
條碼：4571292512084

編號：VHCD-1209
康拉德．帕庫斯基三重
奏：愛的機遇
爵士
條碼：4571292512091

編號：VHCD-1210
潔西卡．楊：
當我墜入愛河
爵士
條碼：4571292512107

編號：VHCD-1211
艾瑞克．亞歷山大三重
奏：那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爵士
條碼：4571292512114

編號：VHCD-1212
康拉德．帕庫斯基三重
奏：與我共舞
爵士
條碼：4571292512121

編號：VHCD-1213
妮基．派洛特：永誌難忘
～納金高經典歌曲集
爵士
條碼：4571292512138

編號：VHCD-1214
戴斯隆．道格拉斯四重
奏：靈魂爵士
爵士
條碼：4571292512145

編號：VHCD-1215
喬伊斯．尤里：端莊淑女
爵士
條碼：4571292512152

編號：VHCD-1216
馬斯莫．法羅非裔古巴鋼
琴四重奏：藍色芭莎
爵士
條碼：4571292512169

編號：VHCD-1217
丹妮絲．金恩：玫瑰人生
爵士
條碼：4571292512176

編號：VHCD-1218
達莉兒．多法莉：
愛情十字路口
爵士
條碼：4571292512183

編號：VHCD-1219
馬斯莫．法羅雙鋼琴四重
奏：化裝舞會結束了
爵士
條碼：4571292512190

編號：VHCD-1220
傑里．威爾登與馬斯莫．
法羅：有什麼新鮮事？
爵士
條碼：4571292512206

編號：VHCD-1221
康拉德．帕庫斯基三重
奏：日日夜夜
爵士
條碼：4571292512213

編號：VHCD-1222
妮基．派洛特：靠近你～
伯特．巴克瑞克歌曲集
爵士
條碼：4571292512220

編號：VHCD-1204
妮基．派洛特：
昨日重現～木匠兄妹經
典歌曲集
爵士
條碼：457129251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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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VHCD-1223
康拉德．帕庫斯基三重
奏：絕妙節奏～喬治．蓋
希文歌曲集
爵士
條碼：4571292512237

編號：VHCD-1224
感受浪漫夜
爵士
條碼：4571292512244

編號：VHCD-1225
在午後暫歇
爵士
條碼：4571292512251

編號：VHCD-1226
隨著爵士舞動
爵士
條碼：4571292512268

編號：VHCD-1227
康拉德．帕庫斯基三重
奏：這就是浪漫～理查．
羅傑斯歌曲集
爵士
條碼：4571292512275

編號：VHCD-1228
安娜．科奇娜：狂野的風
(UHQCD)
爵士
條碼：4571292512282

編號：VHCD-1229
史提夫．尼爾森：
悠閒生活 (UHQCD)
爵士
條碼：4571292512299

編號：VHCD-1230
2017 艾索拉爵士音樂節
現場 (2UHQCD)
爵士
條碼：4571292512305

編號：VHCD-1231
馬斯莫．法羅三重奏：
我心歌唱
爵士
條碼：4571292512312

編號：VHCD-1232
馬斯莫．法羅三重奏：
我的浪漫
爵士
條碼：4571292512329

編號：VHCD-1233
哈利．艾倫四重奏：
法式搖籃曲
爵士
條碼：4571292512336

編號：VHCD-1234
大衛．帕拉汀三重奏：
愛的藝術
爵士
條碼：4571292512343

編號：VHCD-1235
馬斯莫．法羅：
Standards 101 ~ A to Z
(7CD)
$
／ 爵士
條碼：4571292512350

編號：VHCD-1236
馬斯莫．法羅三重奏：
Standards 101 ~ A to Z
(8CD)
$
／ 爵士
條碼：4571292512367

編號：VHCD-1237
鶴田紗也加：不再低語
爵士
條碼：4571292512374

編號：VHCD-1238
妮基．派洛特：經典爵唱
～獻給艾拉與路易斯
爵士
條碼：4571292512381

編號：VHCD-1239
亞歷珊卓．夏姬娜：
一路走來
爵士
條碼：4571292512398

編號：VHCD-1240
超級三重奏：晨光輕柔
爵士
條碼：4571292512404

編號：VHCD-1241
維納斯 25 週年超精選
(UHQCD)
爵士
條碼：4571292512411

編號：VHCD-1242
馬斯莫．法羅三重奏：
古典心，爵士情
爵士
條碼：4571292512428

編號：VHCD-1243
米拉斯拉夫．維特斯與艾
米爾．維克利基：
摩拉維亞浪漫
爵士
條碼：4571292512435

編號：VHCD-1244
馬斯莫．法羅三重奏：
演奏巴哈
爵士
條碼：4571292512442

編號：VHCD-1245
康拉德．帕庫斯基三重
奏：夏日回憶
爵士
條碼：4571292512459

編號：VHCD-1246
法拉維歐．鮑托四重奏：
懷念克里夫
爵士
條碼：4571292512466

編號：VHCD-1247
康拉德．帕庫斯基三重
奏：藍色夢境
爵士
條碼：4571292512473

編號：VHCD-1253
莉塔．帕耶斯：
我的理想國
爵士
條碼：4571292512534

編號：VHCD-1259
肯．皮普洛斯基四重奏：
錦上添花
爵士
條碼：4571292512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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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VHCD-1260
丹．尼默三重奏：地平線
爵士
條碼：4571292512602

編號：VHCD-1261
妮基．派洛特：
老爹愛曼波
爵士
條碼：4571292512619

編號：VHCD-1262
安娜塔西亞．柳托娃：
爵士情迷
爵士
條碼：4571292512626

編號：VHCD-1263
馬斯莫．法羅三重奏：
世界搖籃曲
爵士
條碼：4571292512633

編號：VHCD-1264
史提夫．尼爾森：
吉魯巴華爾滋
爵士
條碼：4571292512640

編號：VHCD-1265
弗拉迪米爾．沙法諾夫三
重奏：今晚的你
爵士
條碼：4571292512657

編號：VHCD-1266
三大次中音薩克手：
最閃亮的星
爵士
條碼：4571292512664

編號：VHCD-1267
亞歷珊卓．夏姬娜：
深藍情調
爵士
條碼：4571292512671

編號：VHCD-1268
莉塔．帕耶斯：
紐約情未了
爵士
條碼：4571292512688

編號：VHCD-1269
超級五重奏：
愛的巴莎諾瓦
爵士
條碼：4571292512695

編號：VHCD-1270
馬斯莫．法羅三重奏：
法式情歌
爵士
條碼：4571292512701

編號：VHCD-1272
妮基．派洛特：永誌難忘
～納金高經典歌曲集+感
性旅程

編號：VHCD-1273
妮基．派洛特：愛的目光
+靠近你～伯特．巴克瑞
克歌曲集

編號：VHCD-1274
妮基．派洛特：宛如戀人
+經典爵唱～獻給艾拉與
路易斯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爵士
條碼：4571292512725

爵士
條碼：4571292512732

爵士
條碼：4571292512749

編號：VHCD-1276
迷霧～山本剛 2019 橫濱
現場 (2CD)
爵士
條碼：4571292512763

編號：VHCD-1278
馬斯莫．法羅三重奏與亞
里古尼音樂學院弦樂
團：優雅如美酒
爵士
條碼：4571292512787

編號：VHCD-1279
馬斯莫．法羅非裔古巴鋼
琴四重奏：梅賽德斯女士
爵士
條碼：4571292512794

編號：VHCD-1282
克勞迪亞．贊諾妮：
小鎮女孩
爵士
條碼：4571292512824

編號：VHCD-1283
路卡．貝弋尼亞：
甜蜜華爾茲
爵士
條碼：4571292512831

編號：VHCD-1284
馬斯莫．法羅：白色聖誕
爵士
條碼：4571292512848

編號：VHCD-1285
克勞迪歐．基亞拉＆埃曼
努埃萊．契西：民謠時光
爵士
條碼：4571292512855

編號：VHCD-1286
馬斯莫．法羅：
電影新樂園
爵士
條碼：4571292512862

編號：VHCD-1287
弗拉迪米爾．沙法諾夫三
重奏：月夜迷情
爵士
條碼：4571292512879

編號：VHCD-1288
克勞迪亞．贊諾妮：
給我你的愛
爵士
條碼：4571292512886

編號：VHCD-1289
弗拉迪米爾．沙法諾夫三
重奏：月色如你
爵士
條碼：4571292512893

編號：VHCD-1275
馬斯莫．法羅三重奏：
秋葉+我把心留在舊金山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爵士
條碼：4571292512756

編號：VHCD-1271
妮基．派洛特：昨日重現
～木匠兄妹經典歌曲集+
最後的巴黎
<限量 2CD 豪華決定盤>

爵士
條碼：4571292512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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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VHCD-1290
馬斯莫．法羅四重奏與亞
里古尼音樂學院弦樂
團：風和日麗的一天
爵士
條碼：4571292512909

編號：VHCD-1291
妮基．派洛特：
我的 70 年代
爵士
條碼：4571292512916

編號：VHCD-1292
亞倫．希克及約翰．迪．
馬替農浪漫爵士三重
奏：愛情玩家
爵士
條碼：4571292512923

編號：VHCD-1293
錢璸．富爾頓三重奏：
夢中相見
爵士
條碼：4571292512930

編號：VHCD-1294
路易吉．博納菲德五重
奏：燈籠
爵士
條碼：4571292512947

編號：VHCD-1295
路卡．曼努查三重奏：
艾瑞金
爵士
條碼：4571292512954

編號：VHCD-1296
艾瑞克．亞歷山大四重
奏：挑逗情歌
爵士
條碼：4571292512961

編號：VHCD-1297
馬斯莫．法羅與爵士魔術
師管弦樂團：魔法搖擺樂
～向貝西伯爵致敬
爵士
條碼：4571292512978

編號：VHCD-2065
艾迪希金斯三重奏：
極致民謠精選
爵士
條碼：4571292520652

編號：VHCD-2066
艾迪希金斯三重奏：
絕對至尊經典
爵士
條碼：4571292520669

編號：VHCD-2067
維納斯精選鋼琴爵士三
重奏：極致民謠
爵士
條碼：4571292520676

編號：VHCD-2068
維納斯精選鋼琴爵士三
重奏：至尊經典
爵士
條碼：4571292520683

編號：VHCD-2111
李奇．柯爾：西城故事
(HQCD)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21116

編號：VHCD-2112
彼得．伯恩斯坦：
天堂的陌生人 (HQCD)
《日本 SJ 金賞獎》
爵士
條碼：4571292521123

編號：VHCD-2113
海勒姆．布洛克：
昨夜絮語 (HQCD)
爵士
條碼：4571292521130

編號：VHCD-2114
布蘭登．菲爾德：
兼職情人 (HQCD)
爵士
條碼：4571292521147

編號：VHCD-2115
保羅．布雷三重奏：
現代聖詠 (HQCD)
爵士
條碼：4571292521154

編號：VHCD-2116
艾迪希．金斯三重奏：
精選之最
爵士
條碼：4571292521161

編號：VHCD-2117
艾迪．希金斯三重奏：
浪漫極精選
爵士
條碼：4571292521178

編號：VHCD-2118
艾迪．希金斯：
永遠的浪漫
爵士
條碼：4571292521185

編號：VHCD-2119
艾迪．希金斯之標準爵
士：純粹優選
爵士
條碼：4571292521192

編號：VHCD-8001
艾迪．希金斯、史考特．
漢彌頓＆肯．皮普洛斯基
超級精選 (HQCD)
爵士
條碼：4571292580014

編號：VHCD-8002
紐約三重奏超級精選
(HQCD)
爵士
條碼：4571292580021

編號：VHCD-8003
艾瑞克．亞歷山大四重奏
超級精選 (HQCD)
爵士
條碼：4571292580038

編號：VHCD-8004
阿奇．西普四重奏超級精
選 (HQCD)
爵士
條碼：4571292580045

編號：VHCD-8005
Jazz Standards
Essential Best
(HQCD)
爵士
條碼：4571292580052

編號：VHCD-8006
艾迪．希金斯超級精選
(HQCD)
爵士
條碼：457129258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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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VHCD-8007
巴尼．威良超級精選
(HQCD)
爵士
條碼：4571292580076

編號：VHCD-8008
史帝夫．庫恩三重奏超級
精選 (HQCD)
爵士
條碼：4571292580083

編號：VHCD-8009
席夢超級精選 (HQCD)
爵士
條碼：4571292580090

編號：VHCD-8010
Jazzy Classics
Essential Best
(HQCD)
爵士
條碼：4571292580106

編號：VHCD-8011
Mona Lisa ~ Romantin
Jazz Piano Solo ~
(HQCD)
爵士
條碼：4571292580113

編號：VHCD-8012
Embraceable You
Romantic Dinner For
Lovers (HQCD)
爵士
條碼：4571292580120

編號：VHCD-8013
Romantic Highway
Harlem Nocturne
(HQCD)
爵士
條碼：4571292580137

編號：VHGD-310
馬斯莫．法羅三重奏：
意亂情迷 (SACD)
爵士
條碼：4580051150252

編號：VHGD-353
馬斯莫．法羅三重奏：
非愛可言 (SACD)
爵士
條碼：4580051151129

編號：VHGD-355
愛的容貌～山本剛 2019
橫濱現場 第一集
(SACD)
爵士
條碼：4580051151242

編號：VHGD-356
迷霧～山本剛 2019 橫濱
現場 第二集 (SACD)
爵士
條碼：458005115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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