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輯封面

太古國際 DVD 產品目錄

更新日期：
2015/03/10

內

容

專輯封面

內

容

編號：TAD0001
製琴教父～
史特拉底瓦里

編號：TAD0002
從毛澤東到莫札特～
史坦在中國

條碼：4716306182222

條碼：4716306182260

編號：TAC0001
德佛乍克第九號交響曲：
新世界

編號：TAC0002
史麥塔納《我的祖國》

條碼：4716306182475

編號：TAD0006
顧爾德的時光之旅
條碼：4716306182925

編號：2090501
傳奇鋼琴師～
李希特的莫札特淬思
條碼：4716306183199

條碼：4716306182499

編號：2080501
貝多芬鋼琴協奏曲全集
(2DVD)
條碼：4716306183083

編號：2090701
～永遠的指揮帝王～
卡拉揚 100 歲冥誕紀念
音樂會
條碼：471630618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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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4716306183571

條碼：4716306183649

條碼：4716306182291

編號：38910116
愛之夜～
2010 年溫布尼音樂會

編號：38911016
馬勒：第四號交響曲＆
呂克特之歌

編號：38911026
柏林除夕音樂會
卡爾．奧夫：布蘭詩歌

編號：TAD0005
製琴師與百年名琴
(DVD+CD)

條碼：4716306183687

條碼：4716306183700

條碼：4716306183724

條碼：4716306182741

編號：38911027
葛莉茉與尤洛夫斯基
巴黎音樂城浪漫合奏

編號：38911046
馬勒紀念音樂會
慶祝馬勒 150 歲冥誕

編號：38911056
華格納：
無言的「尼貝龍指環」

編號：2080601
～與庫特馬舒之旅～
庫特馬舒 80 大壽生日音
樂會

條碼：4716306183755

條碼：4716306183793

條碼：4716306183816

編號：38911066
馬勒：第七號交響曲
阿巴多指揮琉森節慶管
弦樂團

編號：38911076
阿格麗希的舒曼之夜～
舒曼逝世 150 週年紀念
音樂會

編號：38911086
阿格麗希
在韋爾比亞音樂節

條碼：4716306183823

條碼：4716306183892

編號：38911096
2002 歐洲音樂會
在義大利西西里

編號：38911097
2003 歐洲音樂會
在葡萄牙里斯本

編號：38911106
2004 歐洲音樂會
在希臘雅典

條碼：4716306183922

條碼：4716306183939

條碼：4716306183960

編號：38911107
2011 歐洲音樂會
在西班牙馬德里

編號：38911116
馬勒：第五號交響曲
阿巴多指揮琉森節慶管
弦樂團

編號：38911117
拉圖&阿丘卡羅
西班牙花園之夜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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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TAD0003
史麥塔納我的祖國＆
庫貝利克與他的祖國
(2DVD)

條碼：4716306183090

編號：2091001
破冰之旅～
紐約愛樂在北韓
條碼：4716306183304

編號：2010001
鋼琴女皇 阿格麗希與她
的朋友們

編號：20100201
馬勒 二號「復活」～
阿巴多 在琉森音樂節

條碼：4716306183311

條碼：4716306183366

條碼：4716306183373

編號：20100202
「俄羅斯旋律」
溫布尼音樂會

編號：20100203
聖彼得堡建城 300 週年
紀念音樂會演出實況

編號：20100301
蕭邦的浪漫 李雲迪

條碼：4716306183380

條碼：4716306183397

編號：20100401
最後的浪漫 波哥雷里奇

編號：20100501
柏林愛樂 125 週年紀念
音樂會
條碼：4716306183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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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38910106
馬勒六號「悲劇」
阿巴多指揮琉森節慶管
弦樂團

編號：2091101
2008 歐洲音樂會
柏林愛樂重返莫斯科

條碼：4716306183502

容

編號：38910076
2009 年諾貝爾獎音樂會
～阿格麗希與泰米卡諾
夫的音樂禮讚

類別：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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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4716306184004

條碼：4716306184028

編號：38910107
2010 歐洲音樂會
在英國牛津
條碼：4716306183656

條碼：4716306183908

條碼：4716306184035

條碼：4716306183496

編號：38910066
馬勒一號「巨人」～
王羽佳與阿巴多在琉森
音樂節

編號：38911126
羅浮宮的火鳥
向布列茲致敬

編號：38912016
為日本祈福
佐渡裕指揮柏林愛樂

條碼：4716306184080

條碼：4716306184134

編號：38912036
誰懂顧爾德
顧爾德逝世 30 週年紀念
(DVD+CD)
條碼：4716306184196

條碼：4716306183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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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38912046
電影之夜～
2011 年溫布尼音樂會
費里尼、爵士＆羅馬想像
條碼：4716306184219

編號：38912066
黃金相遇
巴倫波因 & 傑利畢達克
條碼：4716306184264

編號：38912076
馬勒：第九號交響曲
阿巴多指揮馬勒青年管
弦樂團
條碼：4716306184301

編號：38912086
蓋西文之夜～
2003 溫布尼音樂會

編號：38912096
安可之夜～
2002 溫布尼音樂會

編號：38912106
黃金之夜 柏林愛樂
2011 年除夕音樂會

條碼：4716306184394

條碼：4716306184400

條碼：4716306184417

編號：38912116
柏林愛樂 12 把大提琴
40 週年慶祝音樂會
(2DVD)

編號：38912126
席夫的巴哈 法國組曲
(2DVD)

編號：38913016
以色列愛樂
75 週年音樂會
(2DVD)

條碼：4716306184455

編號：38913026
謎樣李希特
神秘鋼琴大師的琴聲世
界
(2DVD)
條碼：4716306184523

條碼：4716306184486

葛濟夫指揮馬林斯基劇院管弦樂團

編號：38913126
2013 歐洲音樂會
在布拉格城堡西班牙大
廳

條碼：4716306184707

條碼：4716306184745

編號：38913066
辻井伸行
在俄羅斯白夜音樂節

編號：38914106
泰米卡諾夫與馬祖耶夫
俄羅斯的浪漫

編號：38915036
2014 歐洲音樂會
莎士比亞紀念年

條碼：4716306185339

條碼：4716306185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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