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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光音樂 產品目錄  
廠牌 / 類別： 

專輯封面 內    容 專輯封面 內    容 專輯封面 內    容 

 

編號：Carmo12 

Ernesto Snajer, Palle 
Windfeldt: Guitarreros 

爵士 

條碼：0731454729925 
 

編號：JAPO60002 

Abdullah Ibrahim: 
African Piano 

爵士 

條碼：0602537435524 
 

編號：ECM0017 

   JAPO60017 
史蒂芬．米格：

Implosions 

世界音樂 

條碼：0042282920126 

 

編號：ECM0026 

   JAPO60026 
史蒂芬．米格： 

Till The End Of Time 

世界音樂 

條碼：0731451378621  

編號：ECM0041 

   JAPO60041 
史蒂芬．米格： 

East Of The Night 

世界音樂 

條碼：0042282565525  

編號：ECM1001 

Mal Waldron Trio: 
Free At Last 
(Extended Edition) 

爵士 

條碼：0042283133228 

 

編號：ECM1007 

楊．葛伯瑞克四重奏：

Afric Pepperbird 

爵士 

條碼：0042284347525 
 

編號：ECM1011 

戴夫．荷蘭／巴爾．菲利

浦斯：Music From Two 

Basses 

爵士 

條碼：0602498717660  

編號：ECM1016 

特耶．雷普達爾 

爵士 

條碼：0731452764522 

 

編號：ECM1017 

奇斯．傑瑞特： 

Facing You 

爵士 

條碼：0602517758452 
 

編號：ECM1018-19 

Circle: Paris Concert 
(2CD) 

爵士 

條碼：0042284316323 
 

編號：ECM1021 

奇斯．傑瑞特／傑克．狄

強奈：Ruta And Daitya 

爵士 

條碼：0731451377624 

 

編號：ECM1022 

奇克．柯瑞亞： 

回歸永恆 

爵士 

條碼：0042281197826 
 

編號：ECM1024 

奇克．柯瑞亞／蓋瑞．波

頓：Crystal Silence 

爵士 

條碼：0042283133129 
 

編號：ECM1027 

戴夫．荷蘭四重奏： 

群鳥會議 

爵士 

條碼：0042282937322 

 

編號：ECM1029 

楊．葛伯瑞克三重奏：

Triptykon 

爵士 

條碼：0042284732123 
 

編號：ECM1032 

拉爾夫．陶納：日記 

爵士 

條碼：0602567434832 

 

編號：ECM1033-34 

奇斯．傑瑞特： 

In The Light (2CD) 

爵士 

條碼：0042283501126 

 

編號：ECM1035-37 

奇斯．傑瑞特：布萊梅／

洛桑音樂會 (2CD) 

爵士 

條碼：0042282774729 
 

編號：ECM1040 

蓋瑞．波頓：Seven Songs 

For Quartet And 
Chamber Orchestra 

爵士 

條碼：0602537435166  

編號：ECM1041 

楊．葛伯瑞克＆波波．史

坦生四重奏：

Witchi-Tai-To 

爵士 

條碼：0602567431114 

 

編號：ECM1042 

艾伯哈德．韋伯： 

The Colours Of Chloë 

爵士 

條碼：0042283333123 
 

編號：ECM1045 

特耶．雷普達爾：

Whenever I Seem To 
Be Far Away 

爵士 

條碼：0042284316620  

編號：ECM1047 

約翰．亞伯孔比／楊．漢

默／傑克．狄強奈：

Timeless 

爵士 

條碼：0042282911421 

 

編號：ECM1048 

保羅．莫頓：Tribute 

爵士 

條碼：0731451928123 

 

編號：ECM1049 

奇斯．傑瑞特／楊．葛伯瑞

克：Luminessence - 

Music For String 
Orchestra and Saxophone 

爵士 

條碼：0042283930728  

編號：ECM1050 

奇斯．傑瑞特歐洲四重

奏：Belonging 

爵士 

條碼：004228291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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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CM1051 

蓋瑞．波頓五重奏與艾伯

哈德．韋伯：Ring 

爵士 

條碼：0042282919120 
 

編號：ECM1056 

拉爾夫．陶納／蓋瑞．波

頓：Matchbook 

爵士 

條碼：0602567434825 
 

編號：ECM1060 

拉爾夫．陶納：Solstice 

爵士 

條碼：0602517758575 

 

編號：ECM1064-65 

奇斯．傑瑞特： 

柯隆音樂會 

爵士 

條碼：0042281006722 
 

編號：ECM1069 

肯尼．惠勒／奇斯．傑瑞

特／傑克．狄強奈／Dave 

Holland：Gnu High 

爵士 

條碼：0602517775985  

編號：ECM1070 

奇斯．傑瑞特： 

Arbour Zena 

爵士 

條碼：0042282559227 

   0602537527526 

 

編號：ECM1071 

托瑪士．斯坦科：

Balladyna 

爵士 

條碼：0731451928925 
 

編號：ECM1072 

蓋瑞．波頓五重奏：

Dreams So Real - 
Music of Carla Bley 

爵士 

條碼：0602517758308  

編號：ECM1073 

派特．麥席尼： 

Bright Size Life 

爵士 

條碼：0042282713322 

 

編號：ECM1080 

約翰．亞伯孔比／拉爾

夫．陶納：馬尾藻海 

爵士 

條碼：0042283501522 
 

編號：ECM1084 

艾伯哈德．韋伯：The 

Following Morning 

爵士 

條碼：0042282911629 
 

編號：ECM1085 

奇斯．傑瑞特： 

The Survivors’ Suite 

爵士 

條碼：0042282713124 

 

編號：ECM1086-87 

奇斯．傑瑞特： 

即興讚美詩 (2CD) 

爵士 

條碼：0602537163915 
 

編號：ECM1089 

艾伯托．吉斯蒙提：

Dança Das Cabeças 

爵士 

條碼：0042282775023 
 

編號：ECM1093 

楊．葛伯瑞克：Dis 

爵士 

條碼：0042282740823 

 

編號：ECM1097 

派特．麥席尼：

Watercolors 

爵士 

條碼：0602567434757 
 

編號：ECM1100 

奇斯．傑瑞特：太陽熊音

樂會全集 (6CD) 

爵士 

條碼：0042284302821 
 

編號：ECM1102 

肯尼．惠勒：Deer Wan 

爵士 

條碼：0042282938527 

 

編號：ECM1105 

約翰．亞伯孔比／傑克．

狄強奈／戴夫．荷蘭：

Gateway II 

爵士 

條碼：0042284732321  

編號：ECM1108 

保羅．莫頓三重奏：

Dance 

爵士 

條碼：0731451928222 
 

編號：ECM1110 

特耶．雷普達爾：Waves 

爵士 

條碼：0042282741929 

 

編號：ECM1112 

奇斯．傑瑞特：Ritual 

爵士 

條碼：0602537435173 

 

編號：ECM1114 

派特．麥席尼樂團 

爵士 

條碼：0042282559326 

 

編號：ECM1115 

奇斯．傑瑞特歐洲四重

奏：我的歌 

爵士 

條碼：0042282140623 

 

編號：ECM1118 

楊．葛伯瑞克：Places 

爵士 

條碼：0042282919526 

 

編號：ECM1121 

拉爾夫．陶納：Batik 

爵士 

條碼：0042284732529 

 

編號：ECM1126 

Art Ensemble Of 
Chicago: Nice Guys 

爵士 

條碼：0042282787620 

 

編號：ECM1129 

Steve Reich: Music 
For 18 Musicians 

古典 

條碼：0042282141729 
 

編號：ECM1131 

派特．麥席尼： 

New Chautauqua 

爵士 

條碼：0042282547125 
 

編號：ECM1135 

楊．葛伯瑞克樂團：

Photo With... 

爵士 

條碼：0042284316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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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CM1137 

艾伯哈德．韋伯： 

Fluid Rustle 

爵士 

條碼：0042282938121 
 

編號：ECM1139 

Mick Goodrick:  
In Pas(s)ing 

爵士 

條碼：0042284732727 
 

編號：ECM1143 

Wadada Leo Smith: 
Divine Love 

爵士 

條碼：0731452912626 

 

編號：ECM1150 

奇斯．傑瑞特美國四重

奏：Eyes of The Heart 

爵士 

條碼：0042282547620 
 

編號：ECM1151 

魔術三重奏：Magico 

爵士 

條碼：0042282347428 

 

編號：ECM1152 

傑克．狄強奈： 

Special Edition 

爵士 

條碼：0042282769428 

 

編號：ECM1155 

派特．麥席尼： 

American Garage 

爵士 

條碼：0602517758483 
 

編號：ECM1161 

大衛．達林： 

Journal October 

新世紀音樂 

條碼：0042282741028 
 

編號：ECM1162 

Sam Rivers: 
Contrasts 

爵士 

條碼：0602537435081 

 

編號：ECM1169 

楊．葛伯瑞克／Kjell 

Johnsen: Aftenland 

爵士 

條碼：0042283930421 
 

編號：ECM1170 

魔術三重奏： 

Folk Songs 

爵士 

條碼：0042282770523 
 

編號：ECM1171-72 

奇斯．傑瑞特／楊．葛伯瑞

克／Jon Christensen／

Palle Danielsson：Nude 

Ants (2CD) 

爵士 

條碼：0042282911926 

 

編號：ECM1174 

奇斯．傑瑞特：Sacred 

Hymns of G. I. Gurdjieff 

現代音樂 

條碼：0042282912220 
 

編號：ECM1180-81 

派特．麥席尼：80/81 

(2CD) 

爵士 

條碼：0042284316927 
 

編號：ECM1185 

Miroslav Vitous Group 

爵士 

條碼：0602537435104 

 

編號：ECM1187 

Rainer Brüninghaus: 
Freigeweht 

爵士 

條碼：0042284732925 
 

編號：ECM1193 

約翰．舒曼／傑克．狄強

奈：The Amazing 

Adventures of Simon 
Simon 

爵士 

條碼：0042282916020  

編號：ECM1196 

Thomas Demenga, 
Heinz Reber: 
Cellorganics 

爵士 

條碼：0042282938923 

 

編號：ECM1197 

梅芮迪斯．蒙克：

Dolmen Music 

古典 

條碼：0042282545923 
 

編號：ECM1201-02 

奇斯．傑瑞特：

Invocations / The 
Moth And The Flame 
(2CD) 

爵士 

條碼：0042282547323 
 

編號：ECM1207 

約翰．亞伯孔比／拉爾

夫．陶納：Five Years 

Later 

爵士 

條碼：0602537435128 

 

編號：ECM1209 

Lester Bowie:  
The Great Pretender 

爵士 

條碼：0042282936929 
 

編號：ECM1216 

派特．麥席尼：Offramp 

爵士 

條碼：0042281713828 

 

編號：ECM1218 

Steve Tibbetts: 
Northern Song 

爵士 

條碼：0042282937827 

 

編號：ECM1219 

大衛．達林：Cycles 

新世紀音樂 

條碼：0042284317221 

 

編號：ECM1222 

保羅．莫頓樂團：Psalm 

爵士 

條碼：0042284733021 

 

編號：ECM1223 

楊．葛伯瑞克／比爾．伏立

索／艾伯哈德．韋伯／Jon 

Christensen: Paths, 
Prints 

爵士 

條碼：0042282937728 

 

編號：ECM1227-29 

奇斯．傑瑞特： 

德奧獨奏會 (3CD) 

爵士 

條碼：0602527945705 
 

編號：ECM1231 

艾伯哈德．韋伯： 

Later That Evening 

新世紀音樂 

條碼：0042282938220 
 

編號：ECM1240 

梅芮迪斯．蒙克： 

Turtle Dreams 

古典 

條碼：0042281154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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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CM1245 

麥可．葛拉索：場景 

新世紀音樂 

條碼：0042282939029 

 

編號：ECM1251 

迪諾．薩魯茲：Kultrum 

爵士 

條碼：0422821407224 

 

編號：ECM1252-53 

派特．麥席尼樂團：

Travels (2CD) 

爵士 

條碼：0042281062223 

 

編號：ECM1258 

Oregon 

爵士 

條碼：0042281171123 

 

編號：ECM1259 

楊．葛伯瑞克：Wayfarer 

爵士 

條碼：0042281196829 

 

編號：ECM1262 

肯尼．惠勒： 

Double, Double You 

爵士 

條碼：0042281567520 

 

編號：ECM1271 

派特．麥席尼：Rejoicing 

爵士 

條碼：0042281779527 

 

編號：ECM1275 

阿爾沃．帕爾特： 

Tabula Rasa 

古典 

條碼：0028947638780 
 

編號：ECM1286 

Shankar:  
Song For Everyone 

爵士 

條碼：0042282379528 

 

編號：ECM1292 

戴夫．荷蘭四重奏：

Seeds Of Time 

爵士 

條碼：0602567430797 
 

編號：ECM1293 

蓋瑞．波頓四重奏： 

Real Life Hits 

爵士 

條碼：0042282523525 
 

編號：ECM1294 

楊．葛伯瑞克樂團： 

It's OK To Listen To 
The Gray Voice 

新世紀音樂 

條碼：0042282540621 

 

編號：ECM1302 

奇斯．傑瑞特：Spheres 

爵士 

條碼：0042282746320 

 

編號：ECM1306 

拉爾夫．陶納／蓋瑞．波

頓：Slide Show 

爵士 

條碼：0042282725721 
 

編號：ECM1316 

金．卡許卡湘／Robert 

Levin: Elegies 

古典 

條碼：0042282774422 

 

編號：ECM1317 

奇斯．傑瑞特：

Standards Live 

爵士 

條碼：0602517758476 
 

編號：ECM1321 

約翰．亞伯孔比： 

Getting There 

爵士 

條碼：0042283349421 
 

編號：ECM1322 

David Torn: Cloud 
About Mercury 

爵士 

條碼：0042283110823 

 

編號：ECM1325 

阿爾沃．帕爾特： 

Arbos 

古典 

條碼：0042283195929 
 

編號：ECM1330-32 

亨德密特：中提琴與鋼琴

奏鳴曲｜中提琴：金．卡許

卡湘 (2CD) 

古典 

條碼：0042283330924  

編號：ECM1336 

梅芮迪斯．蒙克： 

Do You Be 

現代音樂 

條碼：0042283178229 

 

編號：ECM1339 

Edward Vesala: Lumi 

爵士 

條碼：0042283151727 
 

編號：ECM1344-45 

奇斯．傑瑞特：藝之書 

(2CD) 

爵士 

條碼：0602577514807 
 

編號：ECM1349 

Zakir Hussain: Making 
Music 

新世紀音樂 

條碼：0042283154421 

 

編號：ECM1351 

Marc Johnson's Bass 
Desires: Second Sight 

爵士 

條碼：0602517758254 
 

編號：ECM1352 

蓋瑞．皮考克：Guamba 

爵士 

條碼：0042283303928 

 

編號：ECM1354 

Oregon: Ecotopia 

爵士 

條碼：0042283312029 

 

編號：ECM1359 

Rabih Abou-Khalil: 
Nafas 

爵士 

條碼：0042283578128 
 

編號：ECM1360-61 

奇斯．傑瑞特三重奏： 

Still Live (2CD) 

爵士 

條碼：0042283500822 
 

編號：ECM1362-63 

巴哈：鋼琴平均律第一

冊｜鋼琴：奇斯．傑瑞特 

(2CD) 

古典 

條碼：0042283524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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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CM1370 

阿爾沃．帕爾特：Passio 

古典 

條碼：0042283710924 

 

編號：ECM1379 

奇斯．傑瑞特： 

Dark Intervals 

爵士 

條碼：0042283734227 
 

編號：ECM1381 

楊．葛伯瑞克：Legend 

Of The Seven Dreams 

爵士 

條碼：0042283734425 

 

編號：ECM1385 

希利亞合唱團：Perotin 

古典 

條碼：0042283775121 

 

編號：ECM1386 

Paul Giger: Chartres 

現代音樂 

條碼：0042283775121 

 

編號：ECM1392 

奇斯．傑瑞特三重奏：

Changeless 

爵士 

條碼：0042283961821 

 

編號：ECM1393 

First House: Cantilena 

爵士 

條碼：0042283961920 

 

編號：ECM1395 

巴哈：郭德堡變奏曲 

大鍵琴：奇斯．傑瑞特 

古典 

條碼：0042283962224 
 

編號：ECM1399 

梅芮迪斯．蒙克： 

Book Of Days 

現代音樂 

條碼：0042283962422 

 

編號：ECM1401 

奇斯．傑瑞特： 

巴黎音樂會 

爵士 

條碼：0042283917323 
 

編號：ECM1402 

亞妮絲．布恩．葛尼斯／

楊．葛伯瑞克：

Rosensfole 

爵士 

條碼：0042283929326  

編號：ECM1403 

Shankar: M.R.C.S. 

世界音樂 

條碼：0042284164221 

 

編號：ECM1411 

約翰．亞伯孔比 / Jon 

Christensen / Vince 
Mendoza: Animato 

爵士 

條碼：0602517798700  

編號：ECM1415-16 

肯尼．惠勒：Music For 

Large & Small 
Ensembles 

爵士 

條碼：0042284315227  

編號：ECM1417 

肯尼．惠勒五重奏：The 

Widow In The Window 

爵士 

條碼：0042284319829 

 

編號：ECM1418 

約翰．舒曼： 

Road To Saint Ives 

爵士 

條碼：0042284384926 
 

編號：ECM1419 

楊．葛伯瑞克：I Took Up 

The Runes 

新世紀音樂 

條碼：0602517798779 
 

編號：ECM1420-21 

奇斯．傑瑞特三重奏： 

Tribute (2CD) 

爵士 

條碼：0042284713528 

 

編號：ECM1429 

伊蓮妮．卡蘭卓： 

電影配樂集總 

電影配樂 

條碼：0042284760928 
 

編號：ECM1430 

阿爾沃．帕爾特：

Miserere 

古典 

條碼：0042284753920 
 

編號：ECM1431 

阿爾沃．帕爾特 / Peter 

Maxwell Davies / 
Philip Glass: Trivium 

古典 

條碼：0042284965521 

 

編號：ECM1432 

阿瑙爾．伯拉罕：屏障 

爵士 

條碼：0042284754026 

 

編號：ECM1433-34 

巴哈：鋼琴平均律第二

冊｜大鍵琴：奇斯．傑瑞特 

(2CD) 

古典 

條碼：0042284793629  

編號：ECM1438-39 

Jimmy Giuffre / 保羅．布

雷 / 史蒂夫．史瓦洛：
Jimmy Giuffre 3, 1961 
(2CD) 

爵士 

條碼：0042284964425 

 

編號：ECM1440 

奇斯．傑瑞特三重奏： 

The Cure 

爵士 

條碼：0042284965026 
 

編號：ECM1442 

楊．葛伯瑞克/Ustad Fateh 

Ali Khan & Musicians 
from Pakistan: Ragas 
and Sagas 

爵士 

條碼：0731451126321  

編號：ECM1450 

奇斯．傑瑞特：光之橋 

古典 

條碼：0028944535020 

 

編號：ECM1456 

伊蓮妮．卡蘭卓： 

鸛鳥躑躅 

電影配樂 

條碼：0731451151422 
 

編號：ECM1458 

Louis Sclavis Quintet: 
Rouge 

爵士 

條碼：0731451192920 
 

編號：ECM1463 

約翰．舒曼：Adventure 

Playground 

爵士 

條碼：073145119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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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CM1464 

大衛．達林：大提琴 

新世紀音樂 

條碼：0731451198229 

 

編號：ECM1467 

奇斯．傑瑞特三重奏： 

再見，黑鳥 

爵士 

條碼：0602517762305 
 

編號：ECM1472-73 

亨氏．霍利格：

Scardanelli-Zyklus 
(2CD) 

古典 

條碼：0028943744126 

 

編號：ECM1474 

特耶．雷普達爾：Q.E.D. 

爵士 

條碼：0731451337420 

 

編號：ECM1475 

Miroslav Vitous, Jan 
Garbarek: Atmos 

爵士 

條碼：0731451337321 
 

編號：ECM1478 

John Surman, John 
Warren: The Brass 
Project 

爵士 

條碼：0731451736223 

 

編號：ECM1479 

Parnasso Quartet / 
Jens-Peter Ostendorf: 
String Quartet 

古典 

條碼：0028943719223  

編號：ECM1481 

奇斯．傑瑞特： 

維也納音樂會 

爵士 

條碼：0731451343728 
 

編號：ECM1484 

Hal Russell:  
Hal's Bells 

爵士 

條碼：0731451378126 

 

編號：ECM1485 

麥可爾．曼德勒： 

Folly Seeing All This 

爵士 

條碼：0731451736322 
 

編號：ECM1486 

史蒂芬．米格： 

To The Evening Child 

世界音樂 

條碼：0602567434849 
 

編號：ECM1495 

Górecki: O Domina 
Nostra / Satie / 
Milhaud / Bryars 

古典 

條碼：0028943795623 

 

編號：ECM1497 

Peter Erskine:  
You Never Know 

爵士 

條碼：0731451735325 
 

編號：ECM1499 

Red Sun, SamulNori: 
Then Comes The 
White Tiger 

爵士 

條碼：0731452173423  

編號：ECM1500 

楊．葛伯瑞克： 

12 個月亮 

爵士 

條碼：0731451950025 

 

編號：ECM1501 

巴哈：三首古大提琴與大

鍵琴奏鳴曲 

大鍵琴：奇斯．傑瑞特 

中提琴：金．卡許卡湘 

古典 

條碼：0028944523027 
 

編號：ECM1503 

凱特爾．畢卓斯坦：

Water Stories 

新世紀音樂 

條碼：0731451907623 
 

編號：ECM1505 

阿爾沃．帕爾特： 

Te Deum 

古典 

條碼：0028943916226 

 

編號：ECM1508 

Kurtág/Schumann: 
Hommage à R. Sch. 
中提琴：金．卡許卡湘 

古典 

條碼：028943795722  

編號：ECM1509 

Egberto Gismonti 
Group: Música de 
Sobrevivência 

爵士 

條碼：0731451970627  

編號：ECM1512 

William Byrd: Motets 
and Mass for four 
voices 

古典 

條碼：0028943917223 

 

編號：ECM1513-14 

巴哈：法國組曲｜大鍵

琴：奇斯．傑瑞特 (2CD) 

古典 

條碼：0028943795524 
 

編號：ECM1515 

楊．葛伯瑞克／阿瑙爾．

伯拉罕／Shaukat 

Hussain：Madar 

爵士 

條碼：0731451907524  

編號：ECM1516 

波波．史坦生三重奏：

Reflections 

爵士 

條碼：0731452316028 

 

編號：ECM1519 

大衛．達林：黑森林 

新世紀音樂 

條碼：0731452375025 

 

編號：ECM1522 

查爾斯．洛伊德四重奏：

The Call 

爵士 

條碼：0731451771927 
 

編號：ECM1523 

Frederico Mompou: 
Música Callada 

古典 

條碼：0028944569926 

 

編號：ECM1525 

楊．葛伯瑞克／希利亞合

唱團：聖禱 

古典 

條碼：0028944536928 
 

編號：ECM1530 

韓德爾：鍵盤組曲 

鋼琴：奇斯．傑瑞特 

古典 

條碼：0028944529821 
 

編號：ECM1533 

Gavin Bryars:  
Vita Nova 

古典 

條碼：002894453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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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CM1535 

Giya Kancheli: Exil 

古典 

條碼：0028944780826 

 

編號：ECM1536 

Lena Willemark: 
Nordan 

爵士 

條碼：0731452316127 
 

編號：ECM1537 

保羅．布雷 / Evan 

Parker / Barre Phillips: 
Time Will Tell 

爵士 

條碼：0731452381927 

 

編號：ECM1541 

Edward Vesala: 
Nordic Gallery 

爵士 

條碼：0731452329424 
 

編號：ECM1542 

奇斯．傑瑞特三重奏：

Standards In Norway 

爵士 

條碼：0731452171726 
 

編號：ECM1545 

凱特爾．畢卓斯坦： 

海洋 

新世紀音樂 

條碼：0731452171825 

 

編號：ECM1551 

史蒂芬．米格：Athos 

世界音樂 

條碼：0731452329226  

編號：ECM1553 

約翰．舒曼： 

Nordic Quartet 

爵士 

條碼：0731452712028 
 

編號：ECM1556 

麥可爾．曼德勒：Cerco 

un paese Innocente 

爵士 

條碼：0731452709226 

 

編號：ECM1560 

Nils Petter Molvæ r: 
Khmer 

爵士 

條碼：0731453779822 
 

編號：ECM1561 

阿瑙爾．伯拉罕：

Khomsa 

爵士 

條碼：0731452709325 
 

編號：ECM1562 

Gateway: 
Homecoming 

爵士 

條碼：0731452763723 

 

編號：ECM1569 

Herbert Henck: 
Alexandr Mosolov 

古典 

條碼：0028944946024 
 

編號：ECM1570 

伊蓮妮．卡蘭卓： 

尤里西斯生命之旅 

電影配樂 

條碼：0028944915327 
 

編號：ECM1575-80 

奇斯．傑瑞特三重奏： 

At The Blue Note 
(6CD) 

爵士 

條碼：0731452763822 

 

編號：ECM1581 

Heinz Reber:  
MA - Two Songs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4915921 
 

編號：ECM1582 

Egberto Gismonti: 
ZigZag 

爵士 

條碼：0731452934925 
 

編號：ECM1583 

Alfred Schnittke: 
Psalms of Repentance 

古典 

條碼：0028945351322 

 

編號：ECM1585 

楊．葛伯瑞克： 

Visible World 

爵士 

條碼：0731452908629 
 

編號：ECM1590 

厄克-斯文．圖爾：

Cristallisatio 

古典 

條碼：0028944945928 
 

編號：ECM1591 

阿爾沃．帕爾特：阿琳娜 

古典 

條碼：0028944995824 

 

編號：ECM1592 

阿爾沃．帕爾特：Litany 

古典 

條碼：0028944981025 

 

編號：ECM1593 

凱特爾．畢卓斯坦／ 

大衛．達林：河流 

新世紀音樂 

條碼：0731453117020 
 

編號：ECM1594 

Peter Erskine: As It Is 

爵士 

條碼：0731452908520 

 

編號：ECM1596 

Misha Alperin:  
North Story 

爵士 

條碼：0731453102224 
 

編號：ECM1597 

Joe Maneri, Joe 
Morris, Mat Maneri: 
Three Men Walking 

爵士 

條碼：0731453102323  

編號：ECM1598 

Keller Quartett / 
György Kurtág: Music 
For Strings 

古典 

條碼：0028945325828 

 

編號：ECM1600-01 

Jean-Luc Godard: 
Nouvelle Vague 
(Complete 
Soundtrack) (2CD) 

電影配樂 

條碼：0028944989120  

編號：ECM1603 

Tomasz Stanko: 
Leosia 

爵士 

條碼：0731453169326 
 

編號：ECM1604 

波波．史坦生三重奏：

War Orphans 

爵士 

條碼：073145397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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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CM1606 
Variations - Anton 
Webern / Galina 
Ustvolskaya / Valentin 
Silvestrov / Pierre Boulez 

古典 

條碼：0028944993622  

編號：ECM1611 

拉爾夫．陶納：Ana 

爵士 

條碼：0731453702325 

 

編號：ECM1614-15 

希利亞合唱團： 

A Hilliard Songbook - 
New Music for Voices 

古典 

條碼：0028945325927 

 

編號：ECM1616 

迪諾．薩魯茲： 

Cité de la Musique 

爵士 

條碼：0731453331624 
 

編號：ECM1619 

捷爾吉．庫爾塔克：

Játékok 

古典 

條碼：0028945351124 
 

編號：ECM1622 

Michael Cain, Ralph 
Alessi, Peter Epstein: 
Circa 

爵士 

條碼：0731453704725 

 

編號：ECM1630 

布拉姆斯：中提琴奏鳴曲 

中提琴：金．卡許卡湘 

古典 

條碼：0028945706825 
 

編號：ECM1633 

凱特爾．畢卓斯坦： 

海洋 II 

新世紀音樂 

條碼：0731453734128 
 

編號：ECM1636 

Tomasz Stanko: 
Litania - The Music of 
Krzysztof Komeda 

爵士 

條碼：0731453755123 

 

編號：ECM1638 

迪諾．薩魯茲／羅莎蒙四

重奏：Kultrum 

爵士 

條碼：0028945785424 
 

編號：ECM1640 

奇斯．傑瑞特： 

史卡拉歌劇院獨奏 

爵士 

條碼：0731453726826 
 

編號：ECM1641 

阿瑙爾．伯拉罕／約翰．

舒曼／戴夫．荷蘭：

Thimar 

爵士 

條碼：0731453988828 

 

編號：ECM1643 

Maya Homburger, 
Barry Guy: Ceremony 

古典 

條碼：0028945384726 
 

編號：ECM1647 

Dominique Pifarély, 
François Couturier: 
Poros 

爵士 

條碼：0731453972421  

編號：ECM1648-49 

麥可爾．曼德勒：School 

of Understanding 
(Sort-of-an-Opera) 

古典 

條碼：0731453796324 

 

編號：ECM1652 

巴哈：賦格的藝術 

凱勒四重奏 

古典 

條碼：0028945784922 
 

編號：ECM1654-55 

阿爾沃．帕爾特：Kanon 

Pokajanen (2CD) 

古典 

條碼：0028945783420 
 

編號：ECM1659 

Hans Otte: Buch der 
Klänge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6265529 

 

編號：ECM1660 

Mats Edén, Jonas 
Simonson, Cikada 
String Quartet: Milvus 

古典 

條碼：0731455765120  

編號：ECM1661 

Joe Maneri / 麥特．曼

內里：Blessed 

爵士 

條碼：0731455736526 
 

編號：ECM1666 

奇斯．傑瑞特三重奏：

1996 東京演奏會 

爵士 

條碼：0731453995529 

 

編號：ECM1671-72 

Jan Dismas Zelenka: 
Trio Sonatas (2CD) 

古典 

條碼：0028946254226 
 

編號：ECM1673 

厄克-斯文．圖爾：Flux 

古典 

條碼：0028946513422 

 

編號：ECM1674 

查爾斯．洛伊： 

Voice In The Night 

爵士 

條碼：0731455944525 

 

編號：ECM1675 

奇斯．傑瑞特：夜未央 

爵士 

條碼：0731454794923 

 

編號：ECM1676-77 

雙鋼琴作品集｜鋼琴：席

夫／彼得．塞爾金 (2CD) 

古典 

條碼：0028946506226 
 

編號：ECM1679 

魯比莫夫：Messe Noire 

古典 

條碼：0602446513726 

 

編號：ECM1682 

舒伯特：降 B 大調鋼琴

奏鳴曲 

鋼琴：阿方納西夫 

古典 

條碼：028946270721  

編號：ECM1684 

凱特爾．畢卓斯坦／ 

大衛．達林：碑文 

新世紀音樂 

條碼：0731454315920 
 

編號：ECM1685-86 

楊．葛伯瑞克：Rites 

(2CD) 

爵士 

條碼：073145590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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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CM1688 

Heiner Goebbels: 
Surrogate Cities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6533826 
 

編號：ECM1692 

伊蓮妮．卡蘭卓： 

永遠的一天 

電影配樂 

條碼：0028946512524 
 

編號：ECM1699 

舒伯特：C 小調幻想曲 

鋼琴：席夫／小提琴：塩川

悠子 

古典 

條碼：0028946432020 

 

編號：ECM1700-01 

楊．葛伯瑞克／希利亞合

唱團：Mnemosyne 

古典 

條碼：0028946512227 
 

編號：ECM1713 

麥可．葛拉索： 

High Lines 

爵士 

條碼：0602498240496 
 

編號：ECM1718 

阿瑙爾．伯拉罕三重奏：

Astrakan Café 

爵士 

條碼：0601215949421 

 

編號：ECM1719 

Mat Maneri: Trinity 

爵士 

條碼：0731454344425 

 

編號：ECM1721 

麥可爾．曼德勒：Songs 

And One Symphony 

古典 

條碼：0731454303620 
 

編號：ECM1722 

Nils Petter Molvæ r: 
Solid Ether 

爵士 

條碼：0731454336529 

 

編號：ECM1723 

Bruno Ganz: Wenn 
Wasser wäre - T.S. 
Eliot / Giorgos Seferis 

朗誦 

條碼：0028946578025  

編號：ECM1724-25 

奇斯．傑瑞特三重奏：

Whisper Not (2CD) 

爵士 

條碼：0731454381628 
 

編號：ECM1727 

Zehetmair Quartett: 
Karl Amadeus 
Hartmann / Béla Bartók 

古典 

條碼：0289465776228 

 

編號：ECM1728 

阿里爾德．安德森三重

奏：Achirana 

爵士 

條碼：0601215746228 
 

編號：ECM1730 

György Kurtág: Signs, 
Games and Messages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6183328 
 

編號：ECM1731 

亞歷山大．涅菲爾：

Amicta Sole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7208327 

 

編號：ECM1732 

Robin Williamson: 
The Seed-At-Zero 

民謠 

條碼：0731454381925 
 

編號：ECM1735 

Kim Kashkashian / 
Luciano Berio: Voci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6180822 
 

編號：ECM1736 

楊納傑克：雜草漫徑的花

園｜鋼琴：席夫 

古典 

條碼：0028946166024 

 

編號：ECM1737 

瓦西里斯．薩博普魯斯：

講義 

新世紀音樂 

條碼：0044006743523 
 

編號：ECM1739 

Ensemble Belcanto: 
Come un'ombra di 
lunal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6171929  

編號：ECM1740-41 

波波．史坦森：寂靜 

(2CD) 

爵士 

條碼：0731454361125 

 

編號：ECM1744 

特萊格維．賽姆： 

殊途之河 

爵士 

條碼：0601215952124 
 

編號：ECM1746 

查理．海登／艾伯托．吉

斯蒙提：In Montreal 

爵士 

條碼：0731454381321 
 

編號：ECM1751 

John Taylor / Marc 
Johnson / Joey 
Baron: Rosslyn 

爵士 

條碼：0601215992427 

 

編號：ECM1752 

阿里爾德．安德森三重

奏：The Triangle 

爵士 

條碼：0044003812123 
 

編號：ECM1753 

Trio Mediaeval:  
Words of The Angel 

古典 

條碼：0028946178225 
 

編號：ECM1754 

金．卡許卡湘：Hayren - 

Music of Komitas and 
Tigran Mansurian 

古典 

條碼：0028946183120 

 

編號：ECM1757 

史蒂芬．米格： 

Desert Poems 

世界音樂 

條碼：0601215973921 
 

編號：ECM1758 

Dave Holland Quintet:  
Not For Nothin' 

爵士 

條碼：0044001400421 
 

編號：ECM1762 

Anders Jormin: Xieyi 

爵士 

條碼：0044001399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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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CM1771 

魯比莫夫：Der Bote - 

Elegies for piano 

古典 

條碼：0028946181225 
 

編號：ECM1772 

德布西與莫札特之歌 

鋼琴：席夫 

女高音：茱莉安．班絲 

古典 

條碼：0028946189924  

編號：ECM1779 

Heiner Goebbels: 
Eislermaterial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6164822 

 

編號：ECM1780 

奇斯．傑瑞特三重奏：

Inside Out 

爵士 

條碼：0044001400520 
 

編號：ECM1786 

保羅．布雷：蒙德塞獨奏 

爵士 

條碼：0602517097759 

 

編號：ECM1788 

托瑪士．斯坦科四重奏：

Soul of Things 

爵士 

條碼：0044001637421 

 

編號：ECM1789 

Lachenmann: 
Schwankungen am 
Rand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6194928  

編號：ECM1790 

Valentin Silvestrov: 
Metamusik / 
Postludium 

古典 

條碼：0028947208129  

編號：ECM1792 

阿瑙爾．伯拉罕三重奏：

Le pas du chat noir 

爵士 

條碼：0044001637322 

 

編號：ECM1793 

舒曼：第一、三號弦樂四

重奏 

齊赫梅爾弦樂四重奏 

古典 

條碼：0028947216926  

編號：ECM1795 

阿爾沃．帕爾特： 

東方與西方 

古典 

條碼：0028947208020 
 

編號：ECM1800-01 

奇斯．傑瑞特三重奏：

Always Let Me Go 
(2CD) 

爵士 

條碼：0044001878626 

 

編號：ECM1806-07 

舒曼音樂會 

鋼琴：席夫 (2CD) 

古典 

條碼：0028947211921 
 

編號：ECM1810 

伊蓮妮．卡蘭卓： 

特洛伊女人 

電影配樂 

條碼：0028947213925 
 

編號：ECM1811 
Heiner Goebbels: 
Landschaft mit 
entfernten Verwandten 

古典 

條碼：0028947658382 

 

編號：ECM1817 

Elliott Carter / Paul 
Griffiths: What Next?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7218821 
 

編號：ECM1819-20 

貝多芬：鋼琴與大提琴作

品全集｜鋼琴：席夫／大提

琴：斐瑞尼 (2CD) 

古典 

條碼：0028947240129  

編號：ECM1824 

L. Kavakos / P. Nagy: 
Ravel / Enescu 

古典 

條碼：0028947605324 

 

編號：ECM1825 

巴哈：郭德堡變奏曲 

鋼琴：席夫 

古典 

條碼：0028947218524 
 

編號：ECM1830 

厄克-斯文．圖爾：

Exodus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7249726 
 

編號：ECM1832-33 

查爾斯．洛伊德： 

聲聲不息 (2CD) 

爵士 

條碼：0044001878329 

 

編號：ECM1834 

托．葛斯塔森三重奏：

Changing Places 

爵士 

條碼：0044001639722 
 

編號：ECM1836 

Paul Giger: 
Vindonissa 

新世紀音樂 

條碼：0044006606927 
 

編號：ECM1840 

Ghazal: The Rain 

世界音樂 

條碼：0044006662725 

 

編號：ECM1850-51 

Tigran Mansurian／

金．卡許卡湘：Monodia 

(2CD) 

古典 

條碼：0028947278429  

編號：ECM1853-54 

巴哈 : 鋼琴平均律第一

冊｜綱琴：蒂爾．費爾納 

(2CD) 

古典 

條碼：0028947604822  

編號：ECM1858-59 
Helmut Lachenmann: 
Das Mädchen mit den 

Schwefelhölzern(2CD)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7612834 

 

編號：ECM1860 

奇斯．傑瑞特三重奏：

Up For It 

爵士 

條碼：0044003831728 
 

編號：ECM1871 

蜜雪兒．瑪卡斯基： 

在水面上歌唱 

古典 

條碼：0028947631026 
 

編號：ECM1880 

楊．葛伯瑞克： 

In Praise of Dreams 

爵士 

條碼：0602498110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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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CM1883 

舒伯特：G 大調弦樂四重

奏｜基頓．克萊曼／波羅的

海弦樂團 

古典 

條碼：0028947619390  

編號：ECM1885 

伊蓮妮．卡蘭卓： 

悲傷草原 

電影配樂 

條碼：0602498133279 
 

編號：ECM1888 

Gurdjieff/Tsabropoulo
s: Chants, Hymns and 
Dances 

現代音樂 

條碼：0602498196137 

 

編號：ECM1891 

馬爾辛．瓦西拉斯基三重

奏 

爵士 

條碼：0602498206324 
 

編號：ECM1892 

托．葛斯塔森三重奏：

The Ground 

爵士 

條碼：0028947619383 
 

編號：ECM1895 

提格蘭．曼修靈： 

Ars Poetica 

爵士 

條碼：0028947630708 

 

編號：ECM1896 

馬紐．卡契：

Neighbourhood 

爵士 

條碼：0602498698150 
 

編號：ECM1897 

史蒂芬．米格：Life 

世界音樂 

條碼：0602498188118 

 

編號：ECM1900 

奇斯．傑瑞特三重奏：

The Out-of-Towners 

爵士 

條碼：0602498196106 

 

編號：ECM1902 

保羅．莫頓三重奏： 

I Have The Room 
Above Her 

爵士 

條碼：0602498240564  

編號：ECM1904 

波波．史坦生三重奏：

Goodbye 

爵士 

條碼：0602498251737 
 

編號：ECM1906 

蘇珊．艾波爾：Compass 

爵士 

條碼：0602567435303 

 

編號：ECM1909 

巴哈無伴奏小提琴 

小提琴：John Holloway 

(2CD) 

古典 

條碼：0028947631521  

編號：ECM1915 

阿瑙爾．伯拉罕三重奏：

Le Voyage de Sahar 

爵士 

條碼：0602498746516 
 

編號：ECM1917 

保羅．莫頓樂團： 

Garden of Eden 

爵士 

條碼：0602498760277 

 

編號：ECM1923 

The Return - Music for 
the film by Andrey 
Zvyagintsev 

電影配樂 

條碼：0602498713181  

編號：ECM1926-27 

巴哈無伴奏小提琴 

小提琴：基頓．克萊曼 

(2CD) 

古典 

條碼：0028947672913  

編號：ECM1929 

Trio Mediaeval:  
Stella Maris 

古典 

條碼：0028947630210 

 

編號：ECM1930 

阿爾沃．帕爾特：

Lamentate 

古典 

條碼：0028947630487 
 

編號：ECM1940-41 

貝多芬鋼琴奏鳴曲集 1 

鋼琴：席夫 (2CD) 

古典 

條碼：0028947630548 
 

編號：ECM1942 

貝多芬鋼琴奏鳴曲集 2 

鋼琴：席夫 

古典 

條碼：0028947631002 

 

編號：ECM1943 

貝多芬鋼琴奏鳴曲集 3 

鋼琴：席夫 

古典 

條碼：0028947631552 
 

編號：ECM1944 

貝多芬鋼琴奏鳴曲集 4 

鋼琴：席夫 

古典 

條碼：0028947658757 
 

編號：ECM1945-46 

貝多芬鋼琴奏鳴曲集 5 

鋼琴：席夫 (2CD) 

古典 

條碼：0028947661863 

 

編號：ECM1947 

貝多芬鋼琴奏鳴曲集 6 

鋼琴：席夫 

古典 

條碼：0028947661870 
 

編號：ECM1948 

貝多芬鋼琴奏鳴曲集 7 

鋼琴：席夫 

古典 

條碼：0028947661894 
 

編號：ECM1949 

貝多芬鋼琴奏鳴曲集 8 

鋼琴：席夫 

古典 

條碼：0028947661924 

 

編號：ECM1950 

席夫：Encores after 

Beethoven 

古典 

條碼：0028948129195 
 

編號：ECM1952-53 

伊蓮妮．卡蘭卓：Elegy 

of the Uprooting 

電影配樂 

條碼：0028947652786 
 

編號：ECM1958 

帕布羅．馬爾克斯／

Luys de Narváez: 
Musica del Delphin 

古典 

條碼：002894765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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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CM1959 

魯比莫夫 / Alexander 

Trostiansky / Kirill 
Rybakov: Misterioso 

古典 

條碼：0028947631088  

編號：ECM1960-61 

奇斯．傑瑞特：Radiance 

(2CD) 

爵士 

條碼：0602498698181 
 

編號：ECM1962 

瑪麗蓮．馬祖爾／楊．葛

伯瑞克：靈藥 

爵士 

條碼：0602517373204 

 

編號：ECM1964 

史帝法諾．柏那尼：

Piano Solo 

爵士 

條碼：0602498773727 
 

編號：ECM1965 

捷爾吉．庫爾塔克： 

卡夫卡斷章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7630999 
 

編號：ECM1975 

阿斯圖里亞－西班牙與

阿根廷之歌 

中提琴：金．卡許卡湘 

世界民族 

條碼：0028947661498 

 

編號：ECM1979 

François Couturier: 
Nostalghia - Song for 
Tarkovsky 

爵士 

條碼：0602498773796  

編號：ECM1987 

史蒂芬．米格：在風中 

世界音樂 

條碼：0602498545164 

 

編號：ECM1988 

瓦倫丁．西爾韋斯特羅

夫：Bagatellen und 

Serenaden 

古典 

條碼：0028947661788 

 

編號：ECM1989-90 

奇斯．傑瑞特：卡內基大

廳音樂會 (2CD) 

爵士 

條碼：0602498562246 
 

編號：ECM1991 

迪諾．薩魯茲／安雅．萊

希納：Ojos Negros 

爵士 

條碼：0602517097575 
 

編號：ECM1992 

保羅．莫頓三重奏： 

Time and Time Again 

爵士 

條碼：0602517011373 

 

編號：ECM1993 

約翰．亞伯孔比： 

The Third Quartet 

爵士 

條碼：0602517097766 
 

編號：ECM2000 

席夫：貝多芬鋼琴奏鳴曲

全集 (11CD) 

古典 

條碼：0028948129089 
 

編號：ECM2001-02 

巴哈：六首鋼琴組曲 

鋼琴：席夫 (2CD) 

古典 

條碼：0028947669913 

 

編號：ECM2003 

Trio Mediaeval:  
Folk Songs 

古典 

條碼：0028947661795 
 

編號：ECM2006 

特耶．雷普達爾： 

旋律戰士 

爵士 

條碼：0602537295043 
 

編號：ECM2017 

托．葛斯塔森三重奏： 

異處 

爵士 

條碼：0602517235175 

 

編號：ECM2018 

道蘭計畫：夜間會議 

古典 

條碼：0028947659686 

 

編號：ECM2019 

馬爾辛．瓦西拉斯基三重

奏：一月 

爵士 

條碼：0602517373457 
 

編號：ECM2020 

恩利科．拉瓦／史帝法

諾．柏那尼：第三人 

爵士 

條碼：0602517373228 

 

編號：ECM2021-22 

奇斯．傑瑞特三重奏： 

我愚蠢的心 (2CD) 

爵士 

條碼：0602517373266 
 

編號：ECM2025 

舒尼特克：第九號交響曲

＆拉斯卡托夫：Nunc 

dimittis 

古典 

條碼：0028947669944  

編號：ECM2026 

梅芮迪斯．蒙克： 

impermanence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7663911 

 

編號：ECM2028 

諾瑪．溫斯頓：

Distances 

爵士 

條碼：0602517549234 
 

編號：ECM2030-32 

奇斯．傑瑞特三重奏：

Setting Standards 
(3CD) 

爵士 

條碼：0602517373440  

編號：ECM2033-35 

Don Cherry / Nana 
Vasconcelos / Collin 
Walcott: The Codona 

Trilogy (3CD) 

爵士 

條碼：0602517674202 

 

編號：ECM2036-39 

蓋瑞．波頓／奇克．柯瑞

亞：Crystal Silence - The 

ECM Recordings 1972-79 
(4CD) 

爵士 

條碼：0602517680579  

編號：ECM2040 

厄克-斯文．圖爾：Strata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7637998 

 

編號：ECM2042 

喬恩．巴爾克／Amina 

Alaoui: Siwan 

世界音樂 

條碼：06025178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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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CM2043 

巴哈：兩聲部與三聲部創

意曲＆第五號法國組曲 

鋼琴：蒂爾．費爾納 

古典 

條碼：0028947663553  

編號：ECM2046 

John Surman: 
Brewster's Rooster 

爵士 

條碼：0602527011127 
 

編號：ECM2047 

舒曼：小提琴奏鳴曲 

小提琴：卡洛琳．韋德曼 

古典 

條碼：0028947667445 

 

編號：ECM2048 

瓦西里斯．薩博普魯斯：

旋律 

爵士 

條碼：0602517579804 
 

編號：ECM2049 

聶．巴奇浪人樂隊： 

Holon 

爵士 

條碼：0602517486720 
 

編號：ECM2050 

阿爾沃．帕爾特：原則 

古典 

條碼：0028947669906 

 

編號：ECM2051 

艾伯哈德．韋伯：總結 

爵士 

條碼：0602537094578 

 

編號：ECM2052 

凱特爾．畢卓斯坦： 

生活在萊比錫 

新世紀音樂 

條碼：0602517558915 
 

編號：ECM2053 

查爾斯．洛伊德四重奏：

Rabo de Nube 

爵士 

條碼：0602517548114 

 

編號：ECM2056 

凱特爾．畢卓斯坦： 

光亮－愛與恐懼之歌 

新世紀音樂 

條碼：0602517579774 
 

編號：ECM2060 

奇斯．傑瑞特三重奏： 

昨日往事 

爵士 

條碼：0602517744479 
 

編號：ECM2061 

奧特馬．薛克：Notturno 

古典 

條碼：0028947669951 

 

編號：ECM2063 

史蒂芬．米格：雪 

世界音樂 

條碼：0602517625334 

 

編號：ECM2064 

恩利科．拉瓦五重奏： 

紐約時光 

爵士 

條碼：0602517727151 
 

編號：ECM2065 

金．卡許卡湘：Neharót 

世界民族 

條碼：0028947632818 

 

編號：ECM2070 

伊蓮妮．卡蘭卓： 

時光灰燼 

電影配樂 

條碼：0028947667667 
 

編號：ECM2072 

普羅米修斯弦樂四重奏： 

重塑．再造 

古典 

條碼：0028947648505 
 

編號：ECM2075 

阿瑙爾．伯拉罕： 

驚異的麗塔之眼 

爵士 

條碼：0602517986282 

 

編號：ECM2080 

史帝法諾．柏那尼三重

奏：水中石 

爵士 

條碼：0602517941618 
 

編號：ECM2081 

瓦西里斯．薩博普魯斯：

誓言 

爵士 

條碼：0602517733770 
 

編號：ECM2082-83 

艾伯托．吉斯蒙提： 

問候 (2CD) 

爵士 

條碼：0602517972803 

 

編號：ECM2085 

拉爾夫．陶納／保羅．佛

雷蘇：Chiaroscuro 

爵士 

條碼：0602517975101 
 

編號：ECM2090-92 

史帝夫．庫恩： 

Life's Backward Glances 
- Solo And Quartet (3CD) 

爵士 

條碼：0602517799462  

編號：ECM2095 

細川俊夫：Landscapes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7639381 

 

編號：ECM2096 

菊地雅章三重奏：

Sunrise 

爵士 

條碼：0602527895550 
 

編號：ECM2099 

史帝夫．庫恩三重奏：

Mostly Coltrane 

爵士 

條碼：0602527011141 
 

編號：ECM2100-01 

楊．葛柏瑞克： 

德勒斯登現場 (2CD) 

爵士 

條碼：0602527095721 

 

編號：ECM2104 

Alexander Lonquich: 
Schumann / Holliger 

古典 

條碼：0028947638261 
 

編號：ECM2106 
Holloway Trio / Castello / 
Fontana: Sonate 
concertate in stil modern 

古典 

條碼：0028947646419  

編號：ECM2108 

凱特爾．畢卓斯坦 / 

Svante Henryson： 

夜歌 

新世紀音樂 

條碼：0060252709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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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CM2109 

Anat Fort: And If 

爵士 

條碼：0602527332161 

 

編號：ECM2110 

Jörg Widmann: Elegie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7633099 

 

編號：ECM2111 

Thomas Larcher: 
Madhares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7636519 

 

編號：ECM2112 

C.P.E.巴哈：幻想曲、奏

鳴曲、輪旋曲與視唱曲 

鋼琴：魯比莫夫 

古典 

條碼：0028947636526  

編號：ECM2114 

貝多芬鋼琴協奏曲第

4、5 號 

鋼琴：蒂爾．費爾納 

古典 

條碼：0028947633150  

編號：ECM2119 

約翰．波特： 

Secret History - 
Josquin / Victoria 

古典 

條碼：0028948114634 

 

編號：ECM2122-23 

舒曼：幽靈變奏曲 

鋼琴：席夫 (2CD) 

古典 

條碼：0028947639091 
 

編號：ECM2124 

帕格尼尼：24 首隨想曲 

小提琴：湯瑪斯．齊赫梅爾 

古典 

條碼：0028947633181 
 

編號：ECM2125 

楊．葛伯瑞克／希利亞合

唱團：Officium Novum 

古典 

條碼：0028947638551 

 

編號：ECM2128 

保羅．莫頓三重奏： 

Lost In A Dream 

爵士 

條碼：0602527321325 
 

編號：ECM2130-32 

奇斯．傑瑞特：聖約 

(3CD) 

爵士 

條碼：0602527095837 
 

編號：ECM2133-35 

艾伯哈德．韋伯：

Colours (3CD) 

爵士 

條碼：0602527196381 

 

編號：ECM2136-38 

特耶．雷普達爾：Odyssey 

- In Studio & In Concert 
(3CD) 

爵士 

條碼：0602527945668  

編號：ECM2139 

Michael Mantler:  
For Two 

古典 

條碼：0602527637839 
 

編號：ECM2140-42 

奇克．柯瑞亞： 

Solo Piano (3CD) 

爵士 

條碼：0602527196527 

 

編號：ECM2143-45 

阿里爾德．安德森：

Green In Blue (3CD) 

爵士 

條碼：0602527334486 
 

編號：ECM2146-48 

楊．葛伯瑞克：Dansere 

(3CD) 

爵士 

條碼：0602527551784 
 

編號：ECM2149 

凱特爾．畢卓斯坦： 

往事回憶 

爵士 

條碼：0602527324906 

 

編號：ECM2150 

Thomas Zehetmair / 
Ruth Killius: Manto 
and Madrigal 

古典 

條碼：0028947638278  

編號：ECM2152 

Miklós Perényi: 
Britten / Bach / Ligeti 

古典 

條碼：0028947641667 
 

編號：ECM2154 

梅芮迪斯．蒙克： 

Songs of Ascension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7643074 

 

編號：ECM2155 

迪諾．薩魯茲： 

El Encuentro 

爵士 

條碼：0028947638346 
 

編號：ECM2156 

馬紐．卡契： 

Third Round 

爵士 

條碼：0602527321318 
 

編號：ECM2157 

Garth Knox: Saltarello 

古典 

條碼：0028947645016 

 

編號：ECM2158 

諾瑪．溫斯頓： 

Stories Yet To Tell 

爵士 

條碼：0602527374260 
 

編號：ECM2159 

塔可夫斯基四重奏： 

鄉愁 

爵士 

條碼：0602527425269 
 

編號：ECM2160 

阿爾沃．帕爾特： 

第四號交響曲 

古典 

條碼：0028947639572 

 

編號：ECM2161 

基頓．克萊曼／波羅的海

弦樂團：Hymns and 

Prayers 

古典 

條碼：0028947639121  

編號：ECM2162 

Konitz / Mehldau / 
Haden / Motian:  
Live At Birdland 

爵士 

條碼：0602527369877  

編號：ECM2164 

西敏學：Saburi 

爵士 

條碼：0602527538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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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CM2165 

奇斯．傑瑞特／查理．海

登：茉莉花 

爵士 

條碼：0602527334851 
 

編號：ECM2166 

Trio Mediaeval:  
A Worcester Ladymass 

古典 

條碼：0028947642152 
 

編號：ECM2169 

Witold Lutosławski / 
Béla Bartók: Musique 
funèbre 

古典 

條碼：0028947646723 

 

編號：ECM2170-71 

凱特爾．畢卓斯坦： 

赤楊叢之歌 (2CD) 

爵士 

條碼：0602527912493 
 

編號：ECM2172 

Iro Haarla: Vespers 

爵士 

條碼：0602527436166 

 

編號：ECM2173 

史蒂芬．米格： 

Bold As Light 

世界音樂 

條碼：0602527430867 

 

編號：ECM2175 

Carlo Gesualdo: 
Quinto Libro di 
Madrigali 

古典 

條碼：0028947647553  

編號：ECM2176 

查爾斯．洛伊德四重奏：

Mirror 

爵士 

條碼：0602527404998 
 

編號：ECM2177 

茱莉亞．荷斯曼三重奏：

銘記 

爵士 

條碼：0602527442624 

 

編號：ECM2178 

聶．巴奇浪人樂隊： 

深海魚 

爵士 

條碼：0602527428208 
 

編號：ECM2179 

Nils Okland / Sigbjørn 
Apeland: Lysøen - 
Hommage à Ole Bull 

古典 

條碼：0602527402468  

編號：ECM2180 

Amina Alaoui:  
Arco Iris 

世界音樂 

條碼：0602527637587 

 

編號：ECM2181 

凱漢．卡勒／伊爾達．埃

爾津坎：沉思布爾薩 

爵士 

條碼：0602527909462 
 

編號：ECM2182-83 

喬恩．巴爾克：Magnetic 

Works 1993-2001 
(2CD) 

爵士 

條碼：002527751566  

編號：ECM2184 

Wolfert Brederode 
Quartet: Post 
Scriptum 

爵士 

條碼：0602527645001 

 

編號：ECM2185 

科林．瓦倫 / Patrice 

Moret / Samuel 
Rohrer: Rruga 

爵士 

條碼：0602527493503  

編號：ECM2187 

Mathias Eick: Skala 

爵士 

條碼：0602527432281 

 

編號：ECM2188 

Giya Kancheli: 
Themes From The 
Songbook 

爵士 

條碼：0602527432304 

 

編號：ECM2189 

約翰．霍洛維：七滴眼淚 

古典 

條碼：0028948104307 

 

編號：ECM2190-94 

基頓．克萊曼：Edition 

Lockenhaus (5CD) 

古典 

條碼：0028947645092 
 

編號：ECM2195-96 

齊赫梅爾弦樂四重奏：德

奧古今弦樂之旅 (2CD) 

古典 

條碼：0028947639428 

 

編號：ECM2197 

凱勒四重奏：現代之聲 

古典 

條碼：0028948100262 

 

編號：ECM2198-99 

奇斯．傑瑞特：里約 

(2CD) 

爵士 

條碼：0602527766454 
 

編號：ECM2200 

奇斯．傑瑞特三重奏： 

天國某處 

爵士 

條碼：0602527663708 

 

編號：ECM2201 

Heinz Holliger: 
Induuchlen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7639770 
 

編號：ECM2202 

柴可夫斯基／維克多．克

辛尼：鋼琴三重奏作品集 

古典 

條碼：0028947641711 
 

編號：ECM2203 

保羅佛雷蘇／丹尼爾迪波

尼文圖拉／A Filetta: 

Mistico Mediterraneo 

爵士 

條碼：0602527456218 

 

編號：ECM2204 

Saluzzi / Lechner / 
Saluzzi: Navidad De 
Los Andes 

爵士 

條碼：0602527456218  

編號：ECM2205-06 

查爾斯．洛伊德 / Maria 

Farantouri: Athens 
Concert (2CD) 

爵士 

條碼：0602527678337  

編號：ECM2207 

克雷格．塔波恩： 

復仇天使 

新世紀音樂 

條碼：0602527636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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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CM2208 

馬爾辛．瓦西拉斯基三重

奏：忠誠 

爵士 

條碼：0602527591056 
 

編號：ECM2209 

Reto Bieri: 
Contrechant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7644040 
 

編號：ECM2210 

絲妮卡．朗米蘭： 

那不是土地 

爵士 

條碼：0602527620367 

 

編號：ECM2211-12 

Ricardo Villalobos: 
Max Loderbauer (2CD) 

新世紀音樂/電子音樂 

條碼：0602527586816 
 

編號：ECM2213-14 

韓德爾：八首大組曲 

鋼琴：Lisa Smirnova 

(2CD) 

古典 

條碼：0028947641070  

編號：ECM2215 

舒伯特：瞬想曲 

鋼琴：阿方納西夫 

古典 

條碼：0028947645801 

 

編號：ECM2216 

Heiner Goebbels: 
Stifters Dinge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7641933 
 

編號：ECM2217 

Gianluigi Trovesi / 
Gianni Coscia:  
Frère Jacques 

爵士 

條碼：0602527811352  

編號：ECM2218 

恩利科．拉瓦五重奏：

Tribe 

爵士 

條碼：0602527669700 

 

編號：ECM2219 

希德嘉．馮．賓根： 

美德典律 

古典 

條碼：0028947646334 
 

編號：ECM2220 

伊蓮妮．卡蘭卓： 

伊蓮妮在雅典 

電影配樂 

條碼：0028947649847 
 

編號：ECM2221 

伊蓮妮．卡蘭卓：大衛 

新世紀音樂 

條碼：0028948144990 

 

編號：ECM2222 

奇克．柯瑞亞／史帝法

諾．柏那尼：Orvieto 

爵士 

條碼：0602527796925 
 

編號：ECM2223 

舒伯特：C 大調鋼琴與小

提琴幻想曲、A 大調小提

琴奏鳴曲 

小提琴：卡洛琳．韋德曼 

古典 

條碼：0028947645467 
 

編號：ECM2224 

亨氏．霍利格： 

馬肖轉錄集 

古典 

條碼：0028947651215 

 

編號：ECM2225 

阿爾沃．帕爾特： 

亞當的輓歌 

古典 

條碼：0028947648253 
 

編號：ECM2226 

Giovanna Pessi:  
If Grief Could Wait 

新世紀音樂 

條碼：0602527771977 
 

編號：ECM2227 
Arianna Savall / Petter 
Udland Johansen: 
Hirundo Maris 
新世紀音樂 

條碼：0602527843957 

 

編號：ECM2228 

瑪麗蓮．馬祖爾：

Celestial Circle 

爵士 

條碼：0602527680569 
 

編號：ECM2229 

J. S. Bach: Ich hatte 
viel Bekümmernis 

古典 

條碼：0028947643869 
 

編號：ECM2230-31 

凝視巴哈～六首小提琴

與鋼琴奏鳴曲集 

鋼琴：奇斯．傑瑞特 

小提琴：蜜雪兒．瑪卡斯基

(2CD) 

古典 

條碼：0028947645825 

 

編號：ECM2232 

安德斯．裘敏： 

Ad Lucem 

爵士 

條碼：0602527861456 
 

編號：ECM2233 

波波．史坦生三重奏： 

野生 

爵士 

條碼：0602527945750 
 

編號：ECM2234 

Tim Berne: Snakeoil 

爵士 

條碼：0602527786544 

 

編號：ECM2235 

Fly: Year of the Snake 

爵士 

條碼：0602527766447 

 

編號：ECM2236 
The Gurdjieff Folk 
Instruments Ensemble - 
Levon Eskenian 

世界音樂 

條碼：0602527719139  

編號：ECM2237 

托．葛斯塔森四重奏：

The Well 

爵士 

條碼：0602527858968 

 

編號：ECM2238 

加扎納二重奏： 

Five Pieces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7644286 
 

編號：ECM2239 

朵布琳卡．塔芭高娃： 

弦之道 

新世紀音樂 

條碼：0028947648260 
 

編號：ECM2240 

庫爾塔克／李格第： 

給中提琴的歌 

中提琴：金．卡許卡湘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7647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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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CM2241-42 

德布西：前奏曲全集 

鋼琴：魯比莫夫 (2CD) 

古典 

條碼：0028947647355 
 

編號：ECM2243 

海倫娜．杜妃：哭樹雨 

古典音樂 

條碼：0028947645009 

 

編號：ECM2244 

Vox Clamantis / 
Jan-Eik Tulve:  
Filia Sion 

古典 

條碼：0028947644996 

 

編號：ECM2245 

Jon Balke / Batagraf: 
Say And Play 

爵士 

條碼：0602527804903 
 

編號：ECM2246 

José Luis Montón： 

西班牙吉他獨奏曲 

爵士 

條碼：0602527909493 
 

編號：ECM2247 

Dénes Várjon: 
Precipitando 

古典 

條碼：0028947645856 

 

編號：ECM2248 

Billy Hart:  
All Our Reasons 

爵士 

條碼：0602527866314 
 

編號：ECM2250 

寂靜之音 ECM 

電影原聲帶 

電影配樂 

條碼：0602527700809 
 

編號：ECM2252 

安迪．謝帕德： 

自由人三重奏 

爵士 

條碼：0602527866307 

 

編號：ECM2253 

哈里森．伯特威斯爾： 

詩詞音樂論 

古典 

條碼：0028947650508 
 

編號：ECM2254 

約翰．亞伯孔比四重奏：

在歌中 

爵士 

條碼：0602527895314 
 

編號：ECM2255 

黑暗頌歌 

鋼琴：安娜．高菈麗 

古典 

條碼：0028947646617 

 

編號：ECM2256 

Sofia Gubaidulina: 
Canticle of the Sun 

古典 

條碼：0028947646624 
 

編號：ECM2257 

史帝夫．庫恩三重奏：

Wisteria 

爵士 

條碼：0602527945781 
 

編號：ECM2258 

克里斯．波特：海妖 

爵士 

條碼：0602527945798 

 

編號：ECM2259 

阿里爾德．安德森：

Celebration 

爵士 

條碼：0602527909479 
 

編號：ECM2260-65 

保羅．莫頓全紀錄 

(6CD) 

爵士 

條碼：0602537223466 
 

編號：ECM2266 

John Surman:  
Saltash Bells 

新世紀音樂 

條碼：0602527981086 

 

編號：ECM2268 

約翰．凱吉：As It Is 

古典 

條碼：028947649335 

 

編號：ECM2270-73 

巴哈平均律鋼琴曲集 

鋼琴：席夫 (4CD) 

古典 

條碼：0028947648277 
 

編號：ECM2274 

喬瓦尼．圭迪三重奏： 

夢碎之城 

爵士 

條碼：0602537066568 

 

編號：ECM2275 

伊娃．比托瓦：捷克呢喃 

世界音樂 

條碼：0602537178964 

 

編號：ECM2276 

瓊．泰珀三重奏：橡樹 

爵士 

條碼：0602537245550 

 

編號：ECM2277 

艾莉娜．杜尼四重奏： 

後山 

世界民族 

條碼：0602537064571 

 

編號：ECM2278 

木森林：樹之冠 

爵士 

條碼：0602527959177 

 

編號：ECM2279 

瓦倫丁．西爾韋斯特羅

夫：聖曲 

基輔室內合唱團 

古典 

條碼：0028947649908  

編號：ECM2280-81 

魔術三重奏：情書(2CD) 

爵士 

條碼：0602527890043 

 

編號：ECM2282 

Louis Sclavis Atlas 
Trio: Sources 

爵士 

條碼：0602527995328 
 

編號：ECM2283 

莫頓．費爾德曼： 

現代提琴交響作 

古典 

條碼：0028947649298 
 

編號：ECM2284 

馬紐．卡契同名專輯 

爵士 

條碼：0602537094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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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CM2285 

弗里德里希．荷爾德林：

塔樓之詩 

朗誦 

條碼：0028947649373 
 

編號：ECM2286 

斯特凡諾．巴塔利亞三重

奏：音樂面向 

爵士 

條碼：0602537245543 
 

編號：ECM2287 

卡拉．布雷 ECM 三重奏 

爵士 

條碼：0602537245512 

 

編號：ECM2288 

Rolf Lislevand:  
La Mascerade 

古典 

條碼：0028948117161 
 

編號：ECM2289 

克里斯坦．維烏姆羅德：

房外之音 

爵士 

條碼：0602537330621 
 

編號：ECM2290-91 

奇斯．傑瑞特歐洲四重

奏：睡夢者 (2CD) 

爵士 

條碼：0602537055708 

 

編號：ECM2292 

蓋瑞．皮考克／瑪麗蓮．

克麗絲佩兒：碧藍 

爵士 

條碼：0602537088690 
 

編號：ECM2293 

恩利科．拉瓦：《舞池》

─麥可傑克森致敬專輯 

爵士 

條碼：0602537066544 
 

編號：ECM2294-95 

貝多芬：狄亞貝里變奏曲 

鋼琴：席夫 (2CD) 

古典 

條碼：0028948104468 

 

編號：ECM2300 

凱特爾．畢卓斯坦：夜 

爵士 

條碼：0602537245536 

 

編號：ECM2301 

Eivind Aarset： 

夢幻邏輯 

爵士 

條碼：0602537136575 
 

編號：ECM2302-03 

聶．巴奇浪人樂隊： 

現場精選集總 (2CD) 

爵士 

條碼：0602537140930 

 

編號：ECM2304-05 

波蘭樂詩～獻給維斯瓦

娃．辛波絲 (2CD) 

爵士 

條碼：0602537137725 
 

編號：ECM2306 

茱莉亞．荷斯曼四重奏：

全貌 

爵士 

條碼：0602537177776 
 

編號：ECM2307 

阿里爾德．安德森三重

奏：米拉 

爵士 

條碼：0602537287826 

 

編號：ECM2308 

史蒂芬．米格： 

聖母瑪利亞 

世界音樂 

條碼：0602537163953 
 

編號：ECM2309 

康絲坦提亞．葛魯茲： 

希臘民琴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8109883  

編號：ECM2310 

拉爾夫．陶納：旅遊指南 

爵士 

條碼：0602537295081 

 

編號：ECM2311 

查爾斯．洛伊德／傑森．

摩倫：祖母之歌 

爵士 

條碼：0602537245505 
 

編號：ECM2312 

維克多．克辛尼： 

波紋之間 

古典 

條碼：0028948101047 
 

編號：ECM2313 

盧西恩．班／麥特．曼內

里：外西凡尼亞音樂會 

爵士 

條碼：0602537282586 

 

編號：ECM2314 

第三卷樂團：第三卷 

爵士 

條碼：0602537282692 

 

編號：ECM2315 

班妮狄克．馬爾塞斯／安

室奈．薇蘭：弦外之音 

爵士 

條碼：0602537688807 
 

編號：ECM2316-20 

查爾斯．勞埃德：75 歲

四重奏紀念版 (5CD) 

爵士 

條碼：0602537295128 

 

編號：ECM2321 

拉爾夫．阿萊西： 

拜達號角 

爵士 

條碼：0602537253043 
 

編號：ECM2322 

蘇珊．艾波爾：贈禮 

爵士 

條碼：0602537270842 

 

編號：ECM2323 

提格蘭．曼修靈： 

語氣轉折 

古典 

條碼：0028948106677 

 

編號：ECM2324 

凱勒四重奏：平靜的如歌 

古典 

條碼：0028948110520 

 

編號：ECM2326 

克雷格．塔波恩三重奏：

詠唱 

爵士 

條碼：0602537245437 
 

編號：ECM2327 

Tõnu Kõrvits: Mirror 

古典 

條碼：002894812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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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CM2328 

索非亞．波洛絲：別處 

古典 

條碼：0602537287833 

 

編號：ECM2329 

鐵鎚女士 - 加林娜．烏

斯特沃爾斯卡婭 

古典 

條碼：0028948108831 
 

編號：ECM2332 

史帝法諾．柏那尼： 

安特衛普熱演 

爵士 

條碼：0602537404599 

 

編號：ECM2333 

諾瑪．溫斯頓： 

舞無應答 

爵士 

條碼：0602537430475 
 

編號：ECM2334 

約翰．亞伯孔比四重奏：

三十九步 

爵士 

條碼：0602537427109 
 

編號：ECM2335 

比利．哈特四重奏： 

彼此之間 

爵士 

條碼：0602537597338 

 

編號：ECM2336 

凱特爾．畢卓斯坦： 

日出 

新世紀音樂 

條碼：0602537454792 
 

編號：ECM2337 

Yeahwon Shin： 

露亞搖籃曲 

爵士 

條碼：0602537440306  

編號：ECM2338 

亞倫．帕克斯：樹狀音程 

爵士 

條碼：0602537444014 

 

編號：ECM2339 

提姆．伯恩之蛇油樂隊：

影中人 

爵士 

條碼：0602537477081  

編號：ECM2340 

瑪麗亞．皮婭．德．維托：

裴高雷西現代之聲 

古典 

條碼：0028948104277  

編號：ECM2341 

圖爾的鋼琴與交響詩歌

～獻給達賴喇嘛 

古典 

條碼：0028948106752 

 

編號：ECM2342 

鄭明勳：回歸琴鍵 

古典 

條碼：0028948107650 

 

編號：ECM2343 

兒玉桃：鐘聲谷 

古典 

條碼：0028948104260 

 

編號：ECM2344 

凱特．摩兒：舞蹈與教條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8109630 

 

編號：ECM2345 

金．卡許卡湘／碧芝莉妮

／馬根：三種聲音 

古典 

條碼：0028948108800 
 

編號：ECM2346 

希利亞合唱團：神曲 

古典 

條碼：0028948106370 

 

編號：ECM2347 

科林．瓦倫：微風 

爵士 

條碼：0602537627820 

 

編號：ECM2348 

尚．路易斯．馬丁尼爾／

馬可．安布羅西尼： 

發現之旅 

爵士 

條碼：0602537594290  

編號：ECM2349 

沃爾夫岡．馬斯俾爾： 

漂流木 

爵士 

條碼：0602537564002  

編號：ECM2350-55 

特選音符 III-VIII 

ECM 音樂展覽特選－慕尼

黑藝術之家的文化考古學 

(6CD) 

爵士 

條碼：0602537289714 

 

編號：ECM2356 

加扎納二重奏： 

歐洲百年巡禮 

古典 

條碼：0028948108947  

編號：ECM2357 

馬克．透納四重奏： 

天鈞 

爵士 

條碼：0602537806638  

編號：ECM2358 

托．葛斯塔森四重奏： 

延伸迴圈 

爵士 

條碼：0602537602391 

 

編號：ECM2359 

瓦倫丁．西爾維斯特羅

夫：獨立廣場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8580842  

編號：ECM2360 

史帝法諾．柏那尼： 

苦中作樂 

爵士 

條碼：0602537844593  

編號：ECM2361-62 

奇斯．傑瑞特： 

音樂無止盡 (2CD) 

爵士 

條碼：0602537555192 

 

編號：ECM2363 

凱普勒／祖姆特： 

巴比倫組曲 

爵士 

條碼：0602537597413  

編號：ECM2364 

Miroslav Vitous: 
Music Of Weather 
Report 

爵士 

條碼：0602537729562  

編號：ECM2366 

雅各布．楊：青春永駐 

爵士 

條碼：0602537688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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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CM2367 

安雅．萊希納／法蘭西

斯．考圖里爾：琴聲如訴 

古典 

條碼：0028948109920  

編號：ECM2368-69 

范貝格：異鄉人之歌 

基頓．克萊曼／波羅的海弦

樂團 (2CD) 

古典 

條碼：0028948106691  

編號：ECM2370 

迪諾．薩魯茲：童年之谷 

爵士 

條碼：0602537700325 

 

編號：ECM2371 

薇爾德／英加：微型生物 

爵士 

條碼：0602537675906 

 

編號：ECM2372 

維杰．艾耶：突變 

爵士 

條碼：0602537647989 

 

編號：ECM2373 

保羅．布雷： 

憂鬱奧斯陸 

爵士 

條碼：0602537661909 

 

編號：ECM2374 

梅芮迪斯．蒙克：琴歌 

古典 

條碼：0028948107124 

 

編號：ECM2375 

秘學 

中提琴：金．卡許卡湘 

鋼琴：樂娃．奧爾巴克 

古典 

條碼：0028948123223  

編號：ECM2376 

伊蓮妮．卡蘭卓： 

美狄亞 

新世紀音樂 

條碼：0602537628162 

 

編號：ECM2377 

絲妮卡．朗米蘭： 

半完成的天堂 

爵士 

條碼：0602537771554  

編號：ECM2378 

莫頓．費爾德曼： 

羅斯科教堂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8117963  

編號：ECM2380 

追憶古斯塔沃 

吉他：帕布羅．馬爾克斯 

世界音樂 

條碼：0028948109722 

 

編號：ECM2381 

雅各布三重奏： 

女神吉菲昂 

爵士 

條碼：0602547091390  

編號：ECM2382 

阿奈．福特三重奏： 

觀鳥 

爵士 

條碼：0602547323576  

編號：ECM2384 

瞬間幻影 

鋼琴：安娜．高菈麗 

古典 

條碼：0028948111572 

 

編號：ECM2385 

Glauco Venier: 
Miniatures 

爵士 

條碼：0602547802668 
 

編號：ECM2386 

大衛．維勒萊斯： 

非洲古巴儀式 

爵士 

條碼：0602537829668  

編號：ECM2387 

克里斯．波特： 

假想城市 

爵士 

條碼：0602547040756 

 

編號：ECM2388 

肯尼．惠勒： 

五重奏之歌 

爵士 

條碼：0602547046536  

編號：ECM2389 

瓦倫丁．西爾韋斯特羅

夫：象形文字之夜 

大提琴：安雅．萊希納／阿

尼亞斯．韋斯特曼 

古典 

條碼：0028948156924 
 

編號：ECM2390 

詹路易吉．特羅韋西／斯

蒂法諾．蒙塔納里：奢華

之音 

爵士 

條碼：0602448286000 

 

編號：ECM2391 

麥可爾．曼德勒： 

爵士作曲家大樂團 2.0 

爵士 

條碼：0602537907892  

編號：ECM2392 

傑克．狄強奈： 

芝加哥同學會 

爵士 

條碼：0602537809356  

編號：ECM2393 

羅賓．威廉姆森： 

倚靠晨光 

爵士 

條碼：0602537802876 

 

編號：ECM2394 

凱特爾．畢卓斯坦： 

狂戀鄧約翰 

新世紀音樂 

條碼：0602537959853  

編號：ECM2395 

舒曼／霍利格： 

音樂灰燼 

古典 

條碼：0028948109579  

編號：ECM2396 

舒曼作品集 

小提琴：湯瑪斯．齊赫梅爾 

巴黎室內管弦樂團 

古典 

條碼：0028948113699 

 

編號：ECM2397 

西敏學：鳳凰 

爵士 

條碼：0602547091475 

 

編號：ECM2398 

莎維娜．雅納多／薩洛尼

克之春：塞薩洛尼基之歌 

世界音樂 

條碼：0602547091512  

編號：ECM2399 

奇斯．傑瑞特／查理．海

登：最後一支舞 

爵士 

條碼：0602537805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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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CM2400 

馬爾辛．瓦西拉斯基三重

奏：生命火花 

爵士 

條碼：0602537929573  

編號：ECM2401 

艾莉娜．杜尼四重奏：

Dallëndyshe 

爵士 

條碼：0602547092823 
 

編號：ECM2402 

路易．史克拉維斯四重

奏：絲路旋律 

爵士 

條碼：0602537865376 

 

編號：ECM2403 

喬瓦尼．圭迪三重奏： 

就在今日 

爵士 

條碼：0602547092717  

編號：ECM2405 

Gavin Bryars:  
The Fifth Century 

古典 

條碼：0028948144952 
 

編號：ECM2406 

安德斯．裘敏／莉娜．維

萊瑪克／中川花梨： 

光之樹 

爵士 

條碼：0602547082329 

 

編號：ECM2407 

克拉蒂斯．西諾普尤斯四

重奏：八風 

新世紀音樂 

條碼：0602547094087  

編號：ECM2408 

希利亞合唱團：前往 

古典 

條碼：0028948111060 

 

編號：ECM2410 

瑪西亞斯．伊克： 

中西部計畫 

爵士 

條碼：0602547089106 

 

編號：ECM2411 

Dominique Pifarély: 
Time Before And Time 
After 

爵士 

條碼：0602547215635  

編號：ECM2412 

保羅．佛雷蘇／丹尼爾．

迪．波尼文圖拉： 

南美風琴 

爵士 

條碼：0602547100511  

編號：ECM2413 

Jøkleba：謎域 

爵士 

條碼：0602537977734 

 

編號：ECM2414-15 
Tigran Hamasyan / Arve 
Henriksen / Eivind 
Aarset / Jan Bang: 
Atmosphères (2CD) 

爵士 

條碼：0602547142696  

編號：ECM2417 

Food:  
This is not a miracle 

爵士 

條碼：0602547390394 
 

編號：ECM2418 

茱莉亞．荷斯曼四重 

奏／希歐．布雷克門： 

晴朗午夜 

爵士 

條碼：0602547092762 

 

編號：ECM2419 

精粹馬紐卡契 

爵士 

條碼：0602537939060 

 

編號：ECM2420 

維杰．艾耶三重奏： 

打破現狀 

爵士 

條碼：0602547089373  

編號：ECM2421 

Ben Monder: 
Amorphae 

爵士 

條碼：0602547195555 

 

編號：ECM2422 

奇斯．傑瑞特／查理．海

登／保羅．莫頓： 

德國漢堡 1972年演奏會 

爵士 

條碼：0602547042569  

編號：ECM2423-24 

阿瑙爾．伯拉罕：回憶 

(2CD) 

爵士 

條碼：0602537977765 
 

編號：ECM2425-26 

席夫：舒伯特印象 

(2CD) 

古典 

條碼：0028948115723 

 

編號：ECM2427 

愛與崇拜～孟德爾頌與

舒曼的小提琴協奏曲集 

小提琴：卡洛琳．韋德曼 

歐洲室內樂團 

古典 

條碼：0028948126354 
 

編號：ECM2428 

蓋瑞．皮考克三重奏：

Now This 

爵士 

條碼：0602547153883 
 

編號：ECM2429 

斯特凡諾．巴塔利亞三重

奏：In The Morning - 

Music of Alec Wilder 

爵士 

條碼：0602547386731 

 

編號：ECM2430 
Andrew Cyrille Quartet: 
The Declaration Of 
Musical Independence 

爵士 

條碼：0602547195753  

編號：ECM2434 

Lumen Drones： 

迷幻挪威 

爵士 

條碼：0602547006882  

編號：ECM2436 

亞歷山大．涅菲爾： 

路克莫尼亞 

古典 

條碼：0028948112593 

 

編號：ECM2438 

拉爾夫．阿萊西：Quiver 

爵士 

條碼：0602547703828 

 

編號：ECM2439 

艾伯哈德．韋伯：安可 

爵士 

條碼：0602547120519 

 

編號：ECM2440 

凱特爾．畢卓斯坦： 

詩歌組曲 

新世紀音樂 

條碼：0602567283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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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CM2442 

基雅．肯奇里：明暗對比 

基頓．克萊曼／帕特里夏．

科帕欽斯卡雅／波羅的海

弦樂團 

古典 

條碼：0028948117840 
 

編號：ECM2444 

喬恩．巴爾克：Warp 

爵士 

條碼：0602547660473 

 

編號：ECM2445 

奇斯．傑瑞特： 

鋼琴協奏狂想 

古典 

條碼：0028948115808 

 

編號：ECM2446 
Miranda Cuckson / Blair 
McMillen: Bartók, Alfred 
Schnittke, Witold 
Lutosławski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8117888  

編號：ECM2447 

里蘭．哈瑪斯漢：光 

世界音樂 

條碼：0602547323835 

 

編號：ECM2448 

絲妮卡．朗米蘭： 

魔法森林 

爵士 

條碼：0602547768315 

 

編號：ECM2449 

特里夫．塞姆： 

魯米詩歌 

爵士 

條碼：0602547322531  

編號：ECM2450 

奇斯．傑瑞特：即興創作 

爵士 

條碼：0602547212252 

 

編號：ECM2451 

葛吉夫民族樂器合奏團： 

科米塔斯 

現代音樂 

條碼：0602547322463 

 

編號：ECM2452 

厄克-斯文．圖爾 / Brett 

Dean: Gesualdo 

古典 

條碼：0028948118007 
 

編號：ECM2453 

丹麥弦樂四重奏：Adès / 

Nørgård / Abrahamsen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8123858 
 

編號：ECM2454-55 

艾赫的帕爾特選輯 

(2CD) 

古典 

條碼：0028948119059 

 

編號：ECM2456 

恩利科．拉瓦四重奏： 

狂野之舞 

爵士 

條碼：0602547322289  

編號：ECM2457 

Iro Haarla: Ante 
Lucem - for Symphony 

爵士 

條碼：0602547323712 
 

編號：ECM2458 

Ferenc Snétberger:  
In Concert 

爵士 

條碼：0602547322210 

 

編號：ECM2459 

菊地雅章：黑色奧菲斯 

爵士 

條碼：0602547322159 

 

編號：ECM2460-61 

Mette Henriette (2CD) 

爵士 

條碼：0602547352125 

 

編號：ECM2462 
Giovanni Guidi / 
Gianluca Petrella / Louis 
Sclavis / Gerald Cleaver: 
Ida Lupino 

爵士 

條碼：0602547854766 

 

編號：ECM2463 

Hommage À  Eberhard 
Weber 

爵士 

條碼：0602547323422 
 

編號：ECM2464 

聶．巴奇浪人樂團：

Continuum 

爵士 

條碼：0602547593689 
 

編號：ECM2465 

托．葛斯塔森： 

曾經說過 

爵士 

條碼：0602547586971 

 

編號：ECM2466 

阿爾沃．帕爾特： 

The Deer's Cry 

古典 

條碼：0028948124497 
 

編號：ECM2467 

湯瑪士．斯勒能： 

導盲時刻 

爵士 

條碼：0602547541154  

編號：ECM2468 

法蘭茲．史尼伯格／安德

斯．裘敏／喬伊．巴倫：

秘密 

爵士 

條碼：0602557406702 

 

編號：ECM2469 

Mats Eilertsen: 
Rubicon 

爵士 

條碼：0602547743152 
 

編號：ECM2470-72 

聯絡：對於桑坦的重新想

像 (3CD) 

爵士 

條碼：0028948117802  

編號：ECM2473 

梅芮迪斯．蒙克樂團：

On Behalf Of Nature 

古典 

條碼：0028948127948 

 

編號：ECM2474 

Ches Smith: The Bell 

爵士 

條碼：0602547529541 

 

編號：ECM2475 

Golfam Khayam / 
Mona Matbou Riahi: 
Narrante 

爵士 

條碼：0602547794406  

編號：ECM2476 

Wolfert Brederode 
Trio: Black Ice 

爵士 

條碼：060254779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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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CM2477 

Markus Stockhausen / 
Florian Weber: Alba 

爵士 

條碼：0602547593580 
 

編號：ECM2478-80 

約翰．亞伯孔比四重奏：

The First Quartet 
(3CD) 

爵士 

條碼：0602547324375  

編號：ECM2481 

Dominique Pifarély 
Quartet: Tracé 
Provisoire 

爵士 

條碼：0602547817969 

 

編號：ECM2482 

艾維沙伊．科恩： 

進入寂靜 

爵士 

條碼：0602547594358  

編號：ECM2483 

米歇爾．貝尼塔： 

銀之河 

爵士 

條碼：0602547593931  

編號：ECM2484 

Michael Formanek / 
Ensemble Kolossus: 
The Distance 

爵士 

條碼：0602547594075 

 

編號：ECM2485 

義大利瑞士管弦樂團／

丹尼斯．羅素．戴維斯：

Now, And Then 

古典 

條碼：0028948150342  

編號：ECM2486 

維杰．艾耶 / Wadada 

Leo Smith: a cosmic 
rhythm with each 
stroke 

爵士 

條碼：0602547699565 
 

編號：ECM2487 

卡拉布雷 ECM 三重奏：

時光流逝 

爵士 

條碼：0602547797117 

 

編號：ECM2488 

傑克．狄強奈 / Ravi 

Coltrane / Matthew 
Garrison: In Movement 

爵士 

條碼：0602547815989  

編號：ECM2489 

亞倫．帕克斯： 

發現途徑 

爵士 

條碼：0602547818416  

編號：ECM2490-93 

Peter Erskine / Palle 
Danielsson / John 
Taylor: As It Was 
(4CD) 

爵士 

條碼：0602547558329 

 

編號：ECM2494-95 

Roscoe Mitchell: Bells 
For The South Side 
(2CD) 

爵士 

條碼：0602557119527  

編號：ECM2496 

Frode Haltli: Air - Bent 
Sørensen, Hans 
Abrahamsen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8128020  

編號：ECM2497 

Marco Ambrosini / 
Ensemble Supersonus: 
Resonances 

現代音樂 

條碼：0602577636080 

 

編號：ECM2498 

索非亞．波洛絲： 

Local Objects 

古典 

條碼：0602547916075 
 

編號：ECM2499 

雅各布三重奏：Streams 

爵士 

條碼：0602547818652 

 

編號：ECM2500-03 

奇斯．傑瑞特： 

天使之眾 (4CD) 

爵士 

條碼：0602557024661 

 

編號：ECM2504 

路易．史克拉維斯三重

奏：亞洲田園變奏曲 

爵士 

條碼：0602557326680  

編號：ECM2505-07 

György Kurtág: 
Complete Works for 
Ensemble and Choir 
(3CD)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8128839  

編號：ECM2508 

提格蘭．曼修靈： 

亞美尼亞安魂曲 

古典 

條碼：0028948141012 

 

編號：ECM2509 

兒玉桃： 

Point and Line - 
Debussy & Hosokawa 

古典 

條碼：0028948147380  

編號：ECM2510 

巴哈、布梭尼、貝多芬：

小提琴奏鳴曲集 

鋼琴：席夫 

小提琴：塩川悠子 

古典 

條碼：0028948157679 
 

編號：ECM2511 

費爾納： 

李斯特、貝多芬音樂會 

古典 

條碼：0028948168378 

 

編號：ECM2512 

希歐．布雷克門：輓歌 

爵士 

條碼：0602547997173 

 

編號：ECM2513 

約瑟夫．布羅茨基： 

鄧約翰的輓歌 

朗誦 

條碼：0028948144853  

編號：ECM2514 

科米塔斯：鋼琴作品集 

世界音樂 

條碼：0028948125562 



 

 

P.24 

 

編號：ECM2515 

沃爾夫岡．馬斯俾爾：

Rising Grace 

爵士 

條碼：0602547979629 
 

編號：ECM2516 

拉爾夫．陶納： 

我愚蠢的心 

爵士 

條碼：0602557145823  

編號：ECM2517 

科林．瓦倫三重奏： 

舞蹈 

爵士 

條碼：0602557093230 

 

編號：ECM2518 

多米尼克．米勒： 

寂靜之光 

爵士 

條碼：0602557284843  

編號：ECM2519 

克里斯．波特：夢者如夢 

爵士 

條碼：0602557406610 

 

編號：ECM2520 

Trio Mediaeval / Arve 
Henriksen: Rímur 

古典 

條碼：0028948147427 

 

編號：ECM2521 

丹尼斯．瓦里翁：夜色 

古典 

條碼：0028948170036 

 

編號：ECM2522 

橡樹樂隊：黃昏 

爵士 

條碼：0602557430783 

 

編號：ECM2523 

貝尼迪克特．賈內爾三重

奏：不變量 

爵士 

條碼：0602557128376 

 

編號：ECM2524 

塔可夫斯基四重奏： 

白晝之夜 

爵士 

條碼：0602557290677  

編號：ECM2525 

比爾．伏立索／湯瑪斯．

摩根：小鎮 

爵士 

條碼：0602557463415  

編號：ECM2526 

大衛．維勒萊斯：靈知 

爵士 

條碼：0602557651157 

 

編號：ECM2527 

克雷格．塔波恩： 

白晝幽靈 

爵士 

條碼：0602557138054  

編號：ECM2528 

約翰．亞伯孔比四重奏：

Up and Coming 

爵士 

條碼：0602557233773 
 

編號：ECM2530-31 

巴哈：無伴奏大提琴組曲 

大提琴：托馬斯．德門加 

(2CD) 

古典 

條碼：0028948131952 

 

編號：ECM2532 

托瑪士．斯坦科紐約四重

奏：December Avenue 

爵士 

條碼：0602557263022  

編號：ECM2533 

蓋瑞．皮考克三重奏：

Tangents 

爵士 

條碼：0602557419108 
 

編號：ECM2535-36 

舒伯特：奏鳴曲＆即興曲 

鋼琴：席夫 (2CD) 

古典 

條碼：0028948172528 

 

編號：ECM2538-39 

范貝格：異鄉人之歌 II 

基頓．克萊曼／波羅的海弦

樂團 (2CD) 

古典 

條碼：0028948146048  

編號：ECM2540-42 

Steve Reich 
Ensemble: The ECM 
Recordings (3CD) 

古典 

條碼：0028948128662  

編號：ECM2545 

康絲坦提亞．葛魯茲： 

阿納吉孔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8558407 

 

編號：ECM2546 

雅各布：歸途 

爵士 

條碼：0602567058502 

 

編號：ECM2547 

茱莉亞．荷斯曼三重奏：

Sooner and Later 

爵士 

條碼：0602557238587 
 

編號：ECM2548 

艾維沙伊．科恩四重奏： 

各取所需 

爵士 

條碼：0602557290578 

 

編號：ECM2549 

亞蕾妮．阿格貝比：綻放 

爵士 

條碼：0602567525905 

 

編號：ECM2550 

丹麥弦樂四重奏： 

Last Leaf 

世界音樂 

條碼：0028948157464 
 

編號：ECM2551-52 

巴哈：無伴奏小提琴組曲 

中提琴：湯瑪斯．齊赫梅爾 

(2CD) 

古典 

條碼：0028948185580 

 

編號：ECM2553-54 

巴哈：六首無伴奏組曲 

中提琴：金．卡許卡湘 

(2CD) 

古典 

條碼：0028948171767  

編號：ECM2555 

舒伯特：夜色 

大提琴：安雅．萊希納 

吉他：帕布羅．馬奎茲 

古典 

條碼：0028948171729  

編號：ECM2556 

加扎納二重奏：法國印象 

古典 

條碼：0028948167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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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CM2557 

Reto Bieri and Meta4: 
Quasi Morendo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8180820 
 

編號：ECM2558 

馬克．西南與歐格斯．畢

尤柏格：純白 

爵士 

條碼：0602567170549  

編號：ECM2559 

基特．多恩斯：黑曜石 

爵士 

條碼：0602557826517 

 

編號：ECM2560 

Larry Grenadier:  
The Gleaners 

爵士 

條碼：0602567578413 
 

編號：ECM2561 

丹麥弦樂四重奏：稜鏡Ⅰ 

古典 

條碼：0028948172672 
 

編號：ECM2562 

丹麥弦樂四重奏：稜鏡Ⅱ 

古典 

條碼：0028948185641 

 

編號：ECM2563 

丹麥弦樂四重奏：稜鏡Ⅲ 

古典 

條碼：0028948554171 

 

編號：ECM2564 

丹麥弦樂四重奏：稜鏡Ⅳ 

古典 

條碼：0028948573059 

 

編號：ECM2566 

Björn Meyer: 
Provenance 

爵士 

條碼：0602557419177 

 

編號：ECM2567 

諾瑪．溫斯頓：電影之歌 

爵士 

條碼：0602557869897 

 

編號：ECM2568 

近東四重奏 

爵士 

條碼：0602567658771 

 

編號：ECM2569 

史蒂芬．米格：內海 

世界音樂 

條碼：0602557565478 

 

編號：ECM2570-71 

斯特凡諾．巴塔利亞：

Pelagos (2CD) 

爵士 

條碼：0602557689631 
 

編號：ECM2572 

喬恩．巴爾克＆西萬：

Nahnou Houm 

世界音樂 

條碼：0602557895605 
 

編號：ECM2574 

福盛進也三重奏： 

給兩個 Aki 

爵士 

條碼：0602557888171 

 

編號：ECM2575 

巴爾．菲利浦斯：點對點 

爵士 

條碼：0602567251842 

 

編號：ECM2576 

湯瑪士．斯勒能：魯卡斯 

爵士 

條碼：0602557790580 

 

編號：ECM2577 

安迪．謝帕德四重奏： 

朝聖 

爵士 

條碼：0602557869804 

 

編號：ECM2578 

尼可拉斯．曼森四重奏：

旅行家 

爵士 

條碼：0602567058083  

編號：ECM2579 

提姆．伯恩之蛇油樂隊：

Incidentals 

爵士 

條碼：0602557672572 
 

編號：ECM2580 

阿瑙爾．伯拉罕： 

藍色旋律 

爵士 

條碼：0602557672657 

 

編號：ECM2581 

維杰．艾耶六重奏： 

遙不可及 

爵士 

條碼：0602557673869  

編號：ECM2582 

波波．史坦生三重奏： 

不再遲疑 

爵士 

條碼：0602557869767  

編號：ECM2583 

馬克．透納與伊森．艾佛

森：暫時為王 

爵士 

條碼：0602567369882 

 

編號：ECM2584 

瑪西亞斯．伊克： 

拉芬斯堡 

爵士 

條碼：0602567102397  

編號：ECM2585 

瑪麗亞．法蘭特瑞／奇

汗．特古洛：超越國界 

世界音樂 

條碼：0602567526049  

編號：ECM2586 

克里斯蒂安．朗達魯： 

缺席 

爵士 

條碼：0602567226796 

 

編號：ECM2587 

艾莉娜．杜尼：離別 

爵士 

條碼：0602567086413 

 

編號：ECM2588 

約翰．舒曼：無形的線 

爵士 

條碼：0602567113171 

 

編號：ECM2589 

Andrew Cyrille, 
Wadada Leo Smith, 
Bill Frisell: Lebroba 

爵士 

條碼：0602567755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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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CM2590-91 

奇斯．傑瑞特三重奏： 

秋天之後 (2CD) 

爵士 

條碼：0602567165064  

編號：ECM2592 

馬爾辛．瓦西拉斯基三重

奏：現場 

爵士 

條碼：0602567384861  

編號：ECM2593 

Florian Weber:  
Lucent Waters 

爵士 

條碼：0602567515883 

 

編號：ECM2594 

阿里爾德．安德森三重

奏：內部科學 

爵士 

條碼：0602567168973  

編號：ECM2595 

湯瑪斯．齊赫梅爾：命運 

古典 

條碼：0028948583911 

 

編號：ECM2597 

蘇黎世弦樂團：荒煙小徑 

古典 

條碼：0028948564323 

 

編號：ECM2598 

斯特凡諾．斯寇丹尼比

歐：Alisei 

古典 

條碼：0028948170418  

編號：ECM2599 

史蒂芬．泰伯特： 

某某的生活 

爵士 

條碼：0602567235453  

編號：ECM2600 

阿爾沃．帕爾特： 

交響曲全集 

古典 

條碼：0028948168026 

 

編號：ECM2601-02 

奇斯．傑瑞特： 

鳳凰劇院現場 (2CD) 

爵士 

條碼：0602567658535  

編號：ECM2603 

聶．巴奇浪人樂隊： 

同步 

爵士 

條碼：0602567358671  

編號：ECM2604 

喬瓦尼．圭迪： 

Avec Le Temps 

爵士 

條碼：0602577062803 

 

編號：ECM2605-06 

Jörg Widmann: Arche 
(2CD) 

古典 

條碼：0028948170074 
 

編號：ECM2607 

特里夫．塞姆： 

赫爾辛基之歌 

爵士 

條碼：0602567515807  

編號：ECM2608 

托．葛斯塔森三重奏： 

另一面 

爵士 

條碼：0602567516187 

 

編號：ECM2609 

米榭．拉比亞／伊文德．

阿瑟特／喬凡路卡．皮特

拉：失落之河 

爵士 

條碼：0602577456077  

編號：ECM2610 

沃爾夫岡．馬斯俾爾： 

大江入海 

爵士 

條碼：0602567517122  

編號：ECM2611 

約拿森．艾維沙伊： 

歡樂與孤獨 

爵士 

條碼：0602567516248 

 

編號：ECM2612 

變化莫測 

鋼琴：安娜．高菈麗 

古典 

條碼：0028948181315 
 

編號：ECM2613 

David Torn, Tim 
Berne, Ches Smith: 
Sun Of Goldfinger 

爵士 

條碼：0602577319198  

編號：ECM2614 

多米尼克．米勒：

Absinthe 

爵士 

條碼：0602567884682 

 

編號：ECM2615 

Joe Lovano:  
Trio Tapestry 

爵士 

條碼：0602567964261 
 

編號：ECM2616 

夏伊．馬斯特洛三重奏：

盜夢賊 

爵士 

條碼：0602567711124  

編號：ECM2617 

尚．路易．馬丁尼爾＆凱

文．塞迪基：海岸 

爵士 

條碼：0602508648007 

 

編號：ECM2618 

雅各布：彩虹灣 

爵士 

條碼：0602567711209 

 

編號：ECM2619 

麥特．艾利特森三重奏：

夜晚降臨 

爵士 

條碼：0602577025679  

編號：ECM2620 

克瑞克：巴比倫的豎琴 

古典 

條碼：0028948190416 

 

編號：ECM2621 

布拉姆斯：豎笛奏鳴曲 

鋼琴：席夫 

豎笛：約格．魏德曼 

古典 

條碼：0028948195121  

編號：ECM2622-23 

亨氏．霍利格：歌劇 

《月神》 (2CD)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8563227  

編號：ECM2624 

細川俊夫與莫札特 

兒玉桃、小澤征爾指揮水戶

室內管弦樂團 

古典 

條碼：002894855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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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CM2625 

楊．葛伯瑞克／希利亞合

唱團：親愛的，勿忘我 

古典 

條碼：0028948179718  

編號：ECM2626 

比爾．伏立索／湯瑪斯．

摩根：回歸正軌 

爵士 

條碼：0602557701562  

編號：ECM2627-28 

巴哈 : 鋼琴平均律第一冊 

鋼琴：奇斯．傑瑞特 (2CD) 

古典 

條碼：0028948180165 

 

編號：ECM2629 

拉爾夫．阿萊西：

Imaginary Friends 

爵士 

條碼：0602577018176 
 

編號：ECM2630 
The Art Ensemble of 
Chicago and Associated 
Ensembles (21CD) 

爵士 

條碼：0602567920892  

編號：ECM2631 

克拉蒂斯．西諾普尤斯四

重奏：意在言外 

新世紀音樂 

條碼：0602577025532 

 

編號：ECM2632 

基特．多恩斯： 

Dreamlife of Debris 

爵士 

條碼：0602577837555 
 

編號：ECM2633 

湯瑪士．斯勒能／瑪爾

特．莉亞／田中彩友美：

河口 

爵士 

條碼：0602507242985  

編號：ECM2634 

伊蓮妮．卡蘭卓：群鳥 

新世紀音樂 

條碼：0028948177417 

 

編號：ECM2635-36 

席夫：迷戀小鍵琴～ 

巴哈作品集 (2CD) 

古典 

條碼：0028948579488  

編號：ECM2638 

迪諾．薩魯茲：黎明 

爵士 

條碼：0602577477546 

 

編號：ECM2639 

史蒂芬．米格：白夜 

世界音樂 

條碼：0602577362200 

 

編號：ECM2640 

弗雷德．湯瑪斯／艾莎．

奧拉茲巴耶娃／露西．賴

爾頓：三或一 

古典 

條碼：0028948561414  

編號：ECM2641 

艾維沙伊．科恩／約拿

森．艾維沙伊：玩轉空間 

爵士 

條碼：0602577522772  

編號：ECM2642 

保羅．布雷／蓋瑞．皮考

克／保羅．莫頓： 

藍調何時會離開？ 

爵士 

條碼：0602577404238 

 

編號：ECM2644 

維杰．艾耶／克雷格．塔

波恩：The Transitory 

Poems 

爵士 

條碼：0602577301193  

編號：ECM2645 

路易．史克拉維斯四重

奏：牆上角色 

爵士 

條碼：0602577832239  

編號：ECM2648 

喬恩．巴爾克：話語 

爵士 

條碼：0602577995415 

 

編號：ECM2649 

派克四重奏：捷爾吉．庫

爾塔克＆德弗札克 

古典 

條碼：0028948559848  

編號：ECM2652 
Gianluigi Trovesi / Gianni 
Coscia: La misteriosa 
musica della Regina 
Loana 

爵士 

條碼：0602577387876  

編號：ECM2653 

法蘭茲．史尼伯格＆凱勒

四重奏：哈爾加特 

爵士 

條碼：0602435193953 

 

編號：ECM2654 

恩利科．拉瓦／喬．洛瓦

諾：羅馬 

爵士 

條碼：0602577424281  

編號：ECM2655 

沃爾夫岡．馬斯俾爾： 

尖角藍調 

爵士 

條碼：0602508145063  

編號：ECM2656-57 

史蒂芬．泰伯特： 

地獄列車－作品選集 

爵士 

條碼：0602445574803 

 

編號：ECM2658 

特耶．雷普達爾： 

合謀計畫 

爵士 

條碼：0602508959110  

編號：ECM2659 

班傑明．穆薩：海角 

爵士 

條碼：0602508728778 

 

編號：ECM2660 

瑪西亞斯．伊克： 

當我們離開時 

爵士 

條碼：0602438563081 

 

編號：ECM2661 

豪爾赫．羅西三重奏：門 

爵士 

條碼：0602438225965 

 

編號：ECM2662 

馬奇．歐巴拉四重奏： 

三冠王 

爵士 

條碼：0602508069703  

編號：ECM2663 

米歇爾．貝尼塔四重奏：

凝望琴音 

爵士 

條碼：0602508728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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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CM2664 

茱莉亞．荷斯曼三重奏：

不遠之處 

爵士 

條碼：0602508060885  

編號：ECM2665 

亨氏．霍利格／捷爾吉．

庫爾塔克：

Zwiegespräche 

古典 

條碼：0028948182657  

編號：ECM2666 

厄克-斯文．圖爾： 

失落禱告 

古典 

條碼：0028948195404 

 

編號：ECM2667-68 

奇斯．傑瑞特：2016 慕

尼黑音樂會 (2CD) 

爵士 

條碼：0602577937484  

編號：ECM2669 

卡拉．布雷 ECM 三重

奏：日子繼續 

爵士 

條碼：0602508320637  

編號：ECM2671 

馬可．強森：天橋 

爵士 

條碼：0602438108190 

 

編號：ECM2672 

恩利科．拉瓦：獨一無二 

爵士 

條碼：0602438718733 

 

編號：ECM2674 

絲妮卡．朗米蘭：狼符文 

爵士 

條碼：0602435426006 

 

編號：ECM2675 

田中彩友美：水下寂靜 

爵士 

條碼：0602438429127 

 

編號：ECM2676 

歐迪．提佐：有龍則靈 

爵士 

條碼：0602508359989 

 

編號：ECM2677 

馬爾辛．瓦西拉斯基三重

奏：等待 

爵士 

條碼：0602438100057  

編號：ECM2678 

馬爾辛．瓦西拉斯基三重

奏／喬．洛瓦諾：北極即

興 

爵士 

條碼：0602508359835 

 

編號：ECM2679 

約翰．史考菲／史蒂夫．

史瓦洛／比爾．史都華：

燕子的故事 

爵士 

條碼：0602508360367  

編號：ECM2680 

艾維沙伊．科恩：大邪惡 

爵士 

條碼：0602508360251 

 

編號：ECM2681 

安德魯．西里爾：新聞 

爵士 

條碼：0602435207032 

 

編號：ECM2682 

安雅．萊希納／法蘭西

斯．考圖里爾：遠方 

古典 

條碼：0602508577055  

編號：ECM2683 

馬修．波德納夫：穿越 

爵士 

條碼：0602508829284 

 

編號：ECM2684 

馬克．透納四重奏： 

從星辰中歸來 

爵士 

條碼：0602438428717 

 

編號：ECM2685 

喬．洛瓦諾三重奏： 

告白花園 

爵士 

條碼：0602435187211  

編號：ECM2686 

多明尼克．瓦尼亞：寂影 

爵士 

條碼：0602508695834 

 

編號：ECM2687 

璀璨－提格蘭．曼修靈的

室內音樂 

古典 

條碼：0028948195220 

 

編號：ECM2688 

夏伊．馬斯特洛四重奏：

人類 

爵士 

條碼：0602508906701 
 

編號：ECM2689 

艾莉娜．杜尼：迷航的船 

爵士 

條碼：0602507393229 

 

編號：ECM2690-91 

布拉姆斯：第一、二號鋼

琴協奏曲 

鋼琴：席夫 (2CD) 

古典 

條碼：0028948557707 

 

編號：ECM2692 

維杰．艾耶／胡美菡／泰

尚．索雷：不安 

爵士 

條碼：0602435206967 
 

編號：ECM2693 

克雷格．塔伯恩：影子戲 

爵士 

條碼：0602438190218 

 

編號：ECM2696 

西敏．莎瑪瓦提／奇登．

波堤：騙子管弦樂團 

爵士 

條碼：0602435502434 

 

編號：ECM2697 

麥可爾．曼德勒： 

尾聲－管弦樂組曲 

爵士 

條碼：0602507349516 
 

編號：ECM2698 

史蒂芬．米格： 

冬天的盡頭 

世界音樂 

條碼：0602435927718 
 

編號：ECM2699 

艾伯哈德．韋伯： 

亞維農往事 

爵士 

條碼：060243833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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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CM2700-01 

奇斯．傑瑞特： 

布達佩斯音樂會 (2CD) 

爵士 

條碼：0602507301941 
 

編號：ECM2702 

雅各布三重奏： 

烏瑪艾莫 

爵士 

條碼：0602435282275 
 

編號：ECM2703 

聶．巴奇：聽覺感知 

爵士 

條碼：0602435281100 

 

編號：ECM2706 

加扎納二重奏：克爾維

茨、舒曼與葛利格 

古典 

條碼：0028948581177 
 

編號：ECM2705 

范貝格：小提琴獨奏奏鳴

曲 

小提琴：基頓．克萊曼 

古典 

條碼：0028948569434  

編號：ECM2709 

卡洛琳．韋德曼：黎明 

古典 

條碼：0028948568031 

 

編號：ECM2710-16 

莫札特：鋼琴奏鳴曲全

輯｜鋼琴：羅伯特．萊文 

(7CD) 

古典 

條碼：0028948557769  

編號：ECM2721 

基特．多恩斯三重奏： 

朱紅 

爵士 

條碼：0602438800018 
 

編號：ECM2722 

拉爾夫．阿萊西四重奏：

片刻即永恆 

爵士 

條碼：0602448832634 

 

編號：ECM2724 

賈德．尼爾森與聯合聲

學：彈性聲波 

爵士 

條碼：0602438995868 
 

編號：ECM2726 

喬恩．巴爾克＆西萬： 

哈夫拉 

爵士 

條碼：0602445375943 
 

編號：ECM2727 

約翰．史考菲 同名專輯 

爵士 

條碼：0602445311644 

 

編號：ECM2728-29 

海納．戈培爾：呼喚之屋

～我想像的筆記本 

(2CD)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8580392  

編號：ECM2734 

沃爾弗特．布雷德羅德：

廢墟和遺跡 

爵士 

條碼：0602445818648 
 

編號：ECM2735 

巴爾．菲利浦斯＆小捷爾

吉．庫爾塔克：面對面 

爵士 

條碼：0602438996421 

 

編號：ECM2736 

班傑明．拉克納： 

十年過往 

爵士 

條碼：0602438990245 
 

編號：ECM2737 

艾維沙伊．科恩四重奏：

赤裸裸的真相 

爵士 

條碼：0602438995943 
 

編號：ECM2739 

歐迪．提佐：伊莎貝拉 

爵士 

條碼：0602445060146 

 

編號：ECM2740 

奇斯．傑瑞特： 

波爾多音樂會 

爵士 

條碼：0602445766079 
 

編號：ECM2742 

托．葛斯塔森三重奏： 

開場 

爵士 

條碼：0602445402434 
 

編號：ECM2744 

葉夫根尼．加爾佩林： 

理論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8572823 

 

編號：ECM2746 

恩利科．拉瓦＆佛萊德．

赫許：此歌如你 

爵士 

條碼：0602445343959 
 

編號：ECM2747 

雅各布＆喬．洛瓦諾：音

樂滿屋～向保羅．莫頓致

敬 

爵士 

條碼：0602445994908  

編號：ECM2749 

塞巴斯蒂安．羅奇福德／

基特．多恩斯：小日記 

爵士 

條碼：0602445349449 

 

編號：ECM2750 

梅芮迪斯．蒙克 

錄音作品全集 (13CD) 

古典音樂 

條碼：0028948573349 
 

編號：ECM2756 

保羅．吉格：死亡藝術 

現代音樂 

條碼：0028948577651 

 

編號：ECM2757 

史蒂芬．米格：雷神 

爵士 

條碼：0602448419378 

 

編號：ECM2758 

拉爾夫．陶納：曙光 

爵士 

條碼：0602448610355 

 

編號：ECM2759 

茱莉亞．荷斯曼四重奏：

隔壁 

爵士 

條碼：0602448073709 
 

編號：ECM2761 

安德斯．裘敏： 

清晰的往事 

爵士 

條碼：0602448759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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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CM2763 

阿里爾德．安德森樂團：

肯定 

爵士 

條碼：0602448285935 
 

編號：ECM2766 

梅特．亨利埃特：漂流 

爵士 

條碼：0602448419521 

 

編號：ECM2768 

皮耶．保羅．帕索里尼：

勞動之國 

朗誦 

條碼：0028948582105 

 

編號：ECM2775 

波波．史坦生三重奏： 

天地 

爵士 

條碼：0602448738080 
 

編號：XtraWatt4 

Orchestra Jazz 
Siciliana: Plays The 
Music Of Carla Bley 

爵士 

條碼：0042284320726  

編號：XtraWatt13 

史蒂夫．史瓦洛五重奏：

保護色 

爵士 

條碼：0602527983806 

 

編號：XtraWatt14 

凱倫．曼特勒： 

生意慘澹 

爵士 

條碼：0602537686803  

編號：Watt34 

卡拉．布雷：The Lost 

Chords find Paolo 
Fresu 

爵士 

條碼：0602517377509  

編號：RJAL397041 

安迪．埃勒三重奏： 

有益的報告 

爵士 

條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