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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光音樂 產品目錄 
廠牌 / 類別：        Silva Screen 

專輯封面 內    容 專輯封面 內    容 專輯封面 內    容 

 

編號：FILMCD719 

阿拉伯的勞倫斯 

電影配樂 (HDCD) 

電影配樂 

條碼：5014929071923  

編號：FILMXCD349 

約翰．巴瑞：40年電影

配樂精選輯 (4HDCD)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034924  

編號：FILMLP367 

黑獄亡魂 電影原聲帶 

(LP) 

彩膠（透明紅色）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036775 

 

編號：SIL71458 

戴麗雅：聲音的煉金師 

電影原聲帶 (7" LP) 

彩膠（藍色）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45873  

編號：SIL71639 

大國民 電影原聲帶 

(7" LP)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63976  

編號：SIL71650 

超空人 電視原聲帶 

(7" LP) 

彩膠（透明紅色） 

電視配樂 

條碼：0738572165079 

 

編號：SILCD1183 

傑瑞．高史密斯：40年

電影配樂精選輯 (4CD)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18327  

編號：SILCD1238 

漢斯．季默電影配樂 

珍藏版 (2CD)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23826  

編號：SILCD1264 

鋼鐵人 電影原聲帶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26421 

 

編號：SILLP1264 

鋼鐵人 電影原聲帶 

(LP)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26476  

編號：SILCD1320 

最後一封情書  

電影原聲帶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32026  

編號：SILCD1323 

摯愛無盡 電影原聲帶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32323 

 

編號：SILLP1323 

摯愛無盡 電影原聲帶 

(2LP)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32385  

編號：SILCD1351 

詹姆斯．霍納經典電影主

題曲 (2CD)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35126  

編號：SILCD1377 

新世紀福爾摩斯 

第一季 電視原聲帶 

電視配樂 

條碼：0738572137724 

 

編號：SILCD1383 

新世紀福爾摩斯 

第二季 電視原聲帶 

電視配樂 

條碼：0738572138325  

編號：SILCD1438 

新世紀福爾摩斯 

第三季 電視原聲帶 

電視配樂 

條碼：0738572143824  

編號：SILCD1530 

新世紀福爾摩斯 

第四季 電視原聲帶

(2CD) 

電視配樂 

條碼：0738572153021 

 

編號：SILCD1535 

新世紀福爾摩斯 

特別篇：地獄新娘 

電視原聲帶 

電視配樂 

條碼：0738572153526  

編號：SILLP1456 

新世紀福爾摩斯 

電視原聲帶 (LP) 

電視配樂 

條碼：0738572145675  

編號：SILCD1382 

約翰．威廉斯：決定版電

影配樂精選 (6CD)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38226 

 

編號：SILCD1433 

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 

第三季 電視原聲帶 

電視配樂 

條碼：0738572143329  

編號：SILLP1433 

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 

第三季 電視原聲帶 

(2LP) 

彩膠（紅色） 

電視配樂 

條碼：0738572143374 
 

編號：SILCD1441 

地心引力 電影原聲帶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4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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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SILCD1453 

漢斯．季默電影配樂 

全紀錄 (6CD)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45323  

編號：SILCD1461 

法蘭克 電影原聲帶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46122 
 

編號：SILLP1478 

法蘭克 電影原聲帶 

(LP) 

彩膠（玫瑰粉紅色）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47877 

 

編號：SILCD1501 

摩天樓 電影原聲帶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50129 
 

編號：SILLP1501 

摩天樓 電影原聲帶 

(LP)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50174  

編號：SILCD1510 

活力星球 電視原聲帶 

電視配樂 

條碼：0738572151034 

 

編號：SILLP1510 

活力星球 電視原聲帶 

(LP) 

彩膠（珍珠白色） 

電視配樂 

條碼：0738572150172  

編號：SILCD1514 

飢餓遊戲傳奇 配樂選集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51430 
 

編號：SILCD1515 

夜班經理 電視原聲帶 

電視配樂 

條碼：0738572151539 

 

編號：SILCD1516 

顏尼歐與布拉格城市愛

樂：電影配樂選集 

(2CD)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51638  

編號：SILCD1518 

亂 電影原聲帶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51829 
 

編號：SILLP1518 

亂 電影原聲帶 (2LP)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51874 

 

編號：SILCD1524 

坂本龍一電影配樂 

全紀錄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52420  

編號：SILLP1524 

坂本龍一電影配樂 

全紀錄 (2LP)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52475  

編號：SILLP1524RS 

坂本龍一電影配樂 

全紀錄 (2LP) 

彩膠（飛濺紅色）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52499 

 

編號：SILCD1525 

夜行動物 電影原聲帶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52529 
 

編號：SILCD1526 

漢斯．季默：地球脈動２ 

電視原聲帶 (2CD) 

電視配樂 

條碼：0738572152628  

編號：SILCD1558 

喬治．芬頓：藍色星球 

電視原聲帶 

電視配樂 

條碼：0738572155827 

 

編號：SILCD1560 

漢斯．季默：藍色星球２ 

電視原聲帶 

電視配樂 

條碼：0738572156022  

編號：SILCD1564 

喬治．芬頓：地球脈動 

電視原聲帶 (2CD) 

電視配樂 

條碼：0738572156428  

編號：SILCD1587 

卡特．包威爾電影配樂 

全紀錄 

電視配樂 

條碼：0738572158729 

 

編號：SILCD1648 

披頭四與印度 

電影原聲帶 (2CD)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64829  

編號：SILCD1652 

梅林茂電影配樂全紀錄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65222 
 

編號：SILLP1652WT 

梅林茂電影配樂全紀錄

(2LP) 

彩膠（白色）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65277 

 

編號：SILLP1652SA 

梅林茂電影配樂全紀錄

(2LP) 

彩膠（砂岩色）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65284  

編號：SILCD1653 

蓋布瑞．雅德電影配樂 

全紀錄 (2CD)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65321  

編號：SILCD1654 

麥可．唐納電影配樂 

全紀錄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65420 

 

編號：SILCD1659 

教父 電影配樂選集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65925 
 

編號：SILCD1687 

漢斯．季默：冰凍星球Ⅱ 

電視原聲帶 (2CD) 

電視配樂 

條碼：0738572168728  

編號：SILCD1696 

馬克．伊夏電影配樂 

全紀錄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69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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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SILKD6053 

麗莎．佛列德：電影情懷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605322 
 

編號：SILKD6055 

克萊兒．瓊絲： 

女孩與金色豎琴 

古典音樂 

條碼：0738572605520  

編號：SILKD6056 

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 

配樂選集 

電視配樂 

條碼：0738572605629 

 

編號：SILLP192 

不死殭屍－恐慄交響曲 

(2LP) 

彩膠（透明紅色）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019273  

編號：SILLP319 

重現鐵達尼 電影配樂 

(LP)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031978  

編號：SILLP1174 

尋找新方向 電影原聲帶 

(LP) 

彩膠（酒紅色）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17474 

 

編號：SILLP1301 

鬼霧 電影原聲帶 (2LP) 

彩膠（綠色+白色）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30176  

編號：SILLP1316 

蝙蝠俠：開戰時刻 

電影原聲帶 (2LP)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31678  

編號：SILLP1361 

最後的美麗 

電影原聲帶 (2LP) 

彩膠（綠色）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50778 

 

編號：SILLP1369 

諜影行動 電影原聲帶 

(2LP)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36970  

編號：SILLP1386 

派對 X計劃 

電影原聲帶 (LP)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38677  

編號：SILLP1428 

小教父 電影原聲帶 

(45RPM 2LP) 

彩膠（綠松色+螢光橘色）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42872 

 

編號：SILLP1440 

異教徒 40週年特別版 

電影原聲帶 (LP)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44074  

編號：SILLP1485 

末世餘生 第一季 

電視原聲帶 (LP) 

彩膠（藍色） 

電視配樂 

條碼：0738572148577  

編號：SILLP1486 

綠箭俠 第一季 

電視原聲帶 (2LP) 

彩膠（螢光綠色） 

電視配樂 

條碼：0738572148676 

 

編號：SILLP1492 

黑魔王 電影原聲帶 

(2LP)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49277  

編號：SILLP1500 

亞倫．席維斯崔 

電影配樂全紀錄 (2LP) 

彩膠（珍珠白色）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50075  

編號：SILLP1503 

BBC無線電音樂工場：

21週年紀念專輯 (LP) 

彩膠（紫羅蘭色） 

電視配樂 

條碼：0738572150372 

 

編號：SILLP1505 

鬼上門 電影原聲帶 

(2LP)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50570  

編號：SILLP1511 

BBC無線電音樂工場：

聲音之家 (LP) 

彩膠（螢光黃色） 

電視配樂 

條碼：0738572151171  

編號：SILLP1517 

雌雄莫辯 電影原聲帶 

(2LP) 

彩膠（藍色＋粉紅色）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51775 

 

編號：SILLP1521 

漢默恐怖片經典配樂 

(LP) 

彩膠（綠色）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52178  

編號：SILLP1523 

北西北 電影原聲帶 

(2LP)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52376  

編號：SILLP1551 

安娜貝爾：造孽 

電影原聲帶 (LP) 

彩膠（慘白色）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55179 

 

編號：SILLP1553 

超時空奇俠 20週年特

輯：五任博士 

電視原聲帶 (2LP) 

電視配樂 

條碼：0738572155377  

編號：SILLP1559 

衝鋒飛車隊 電影原聲帶 

(LP) 

彩膠（透明紅色）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55971  

編號：SILLP1576 

惡女 電影原聲帶 (2LP)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5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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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SILLP1582 

異事奇班 電視原聲帶 

(2LP) 

彩膠（藍色＋橘色） 

電視配樂 

條碼：0738572158279  

編號：SILLP1586 

沖鋒隊 電影原聲帶 

(LP)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58675  

編號：SILLP1593 

好預兆 電視原聲帶 

(2LP) 

彩膠（紅色＋藍色） 

電視配樂 

條碼：0738572159375 

 

編號：SILLP1606 

狂魔雷克斯 電影原聲帶 

(2LP) 

彩膠（透明紅色）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60678  

編號：SILLP1612 

黑暗元素 電視原聲帶 

(2LP)  

電視配樂 

條碼：0738572161279  

編號：SILLP1619 

德古拉 電視原聲帶 

(2LP)  

彩膠（血紅色） 

電視配樂 

條碼：0738572161972 

 

編號：SILLP1628 

街頭有嘻哈 電影原聲帶 

(LP)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62870  

編號：SILLP1631 

天造地設 電視原聲帶 

(2LP) 

彩膠（茉莉黃色＋紫紅

色） 

電視配樂 

條碼：0738572163174 
 

編號：SILLP1634 

奧黛莉 電影原聲帶 

(2LP) 

彩膠（白色）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63471 

 

編號：SILLP1642 

太空：1999 第一季 

電視原聲帶 (2LP) 

彩膠（白色） 

電視配樂 

條碼：0738572164270  

編號：SILLP164ˇ 

太空：1999 第二季 

電視原聲帶 (2LP) 

彩膠（白色） 

電視配樂 

條碼：0738572164379  

編號：TADLOWLP032 

德古拉+科學怪人的詛咒 

電影原聲帶 (2LP) 

彩膠（透明紅色） 

電影配樂 

條碼：07385721621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