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古國際 DVD 產品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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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VOD010
深紫色樂團：他們都到蒙
特勒現場演唱會(2DVD)

編號：EVOD011
聖塔納樂團：自由讚美詩
蒙特勒演唱會 (2DVD)

編號：EVOD012
艾爾迪．米奧拉：
蒙特勒現場

條碼：4897012120873

條碼：4897012120880

條碼：4897012120897

編號：EVOD013
尼爾．西達卡：好戲上場
條碼：4897012120903

編號：EVOD015
音樂紳士 - 詹姆斯．拉
斯特

編號：EVOD017
萊絲莉．葛瑞特：
電影歌曲精選

條碼：4897012120927

條碼：4897012120941

編號：EVOD044
維也納兒童合唱團：
絲路 時光漫步之旅

編號：EVOD049
克利夫＆影子合唱團：
最後團聚演唱

編號：EVOD050
昆西‧瓊斯 - 75 歲生日
快樂 (2DVD)

條碼：4897012121870

條碼：4897012121931

條碼：4897012121948

編號：EVOD052
保羅賽門與好友們真情
獻唱

編號：EVOD055
深紫色樂團＆倫敦交響
樂團演唱會

編號：EVOD058
詹姆斯．拉斯特：柏林溫
布尼 現場演唱會

條碼：4897012122013

條碼：4897012122044

條碼：4897012122075

編號：EVOD059
詹姆斯．拉斯特：
音樂的世界

編號：EVOD060
保羅．賽門：費城演唱會

編號：EVOD062
齊聚一堂 - 約翰藍儂致
敬之夜

條碼：4897012122082
編號：EVOD018
艾瑞克．克萊普頓：
蒙特勒現場
條碼：4897012120958

編號：EVOD020A
皇后樂團：
蒙特婁現場演唱會
(2DVD)
條碼：4897012121078

編號：EVOD022
群星紀念艾迪絲．皮雅夫

編號：EVOD025
麥可波頓最精選

條碼：4897012121108

條碼：4897012121276

編號：EVOD027
詹姆斯．拉斯特：
皇家亞伯特廳現場
條碼：4897012121290

編號：EVOD031
英格柏．漢普汀克：
完美無瑕演唱會
條碼：4897012121399

編號：EVOD036
傑夫．貝克：現場演唱會
條碼：4897012121528

編號：EVOD040
深紫色樂團：
歷史、精選＆花絮
(2DVD)
條碼：4897012121740

編號：EVOD029
芝加哥樂團＆地球風與
火樂團：希臘劇院現場演
唱會 (2DVD)

編號：EVOD021
傑米羅奎爾：瑞士蒙特勒
現場演唱會 2003

編號：EVOD074
麥可波頓：
皇家亞伯廳現場

條碼：4897012121092
條碼：4897012122297
編號：EVOD026
卡洛斯．聖塔納：
蒙特勒藍調演唱會 2004
條碼：4897012121283

編號：EVOD030
雅尼：超體感現場

編號：EVOD078
艾佛利兄弟：重聚演唱會
條碼：4897012122334

編號：EVOD082
EV 30059-9
比吉斯：只有今夜演唱會

條碼：4897012121382
條碼：4897012121375

編號：EVOD034
喬治．班森：絕對現場
條碼：4897012121450

條碼：4897012122440
0801213005994
編號：EVOD035
黛安娜．克瑞兒：
情迷里約演唱會

編號：EVOD085
EE 39179-9
大衛．山朋：
蒙特勒演唱會

條碼：4897012122099

編號：EVOD076
約翰丹佛：鄉村小路
條碼：4897012122310

編號：EVOD079A
群星齊聚 Knebworth 演
唱會 (2DVD+2CD)
＄990
條碼：4897012122341

編號：EVOD083
史班杜．芭蕾：O2 現場
演唱會
條碼：4897012122464

條碼：4897012122112

編號：EVOD077
肯尼吉：蒙特勒現場演唱
會 1987-1988
條碼：4897012122327

編號：EVOD080
滾石樂團：出走記
條碼：4897012122396

編號：EVOD084
比吉斯：我們的時代
條碼：4897012122693

編號：EVOD090
菲爾．柯林斯：
「重返榮耀」紐約演唱會

編號：EVOD092
凱瑟琳．詹金斯：「深信
不疑」倫敦 O2 演唱會

條碼：4897012122631
0801213917990

條碼：4897012122754

條碼：4897012122778

編號：EVOD096
滾石合唱團：
各位先生女士

編號：EVOD099
紅心合唱團：
天堂教堂之夜

編號：EVOD101
傑夫．貝克：搖滾派對 獻給 Les Paul

條碼：4897012122815

條碼：4897012122853

條碼：4897012123034

編號：EVOD105
壞公司合唱團：英國倫敦
溫布利球場演唱會

編號：EVOD109
EE 39109-9
爵士四人行之夜：
第一集＆第二集

編號：EVOD110
EE 39095-9
李．萊特諾：
加班 演唱會 (2DVD)

條碼：4897012123195
0801213910991

條碼：4897012123201
0801213909599

條碼：4897012121511

編號：EVOD038
安．瑪麗：
多美好的世界啊！

編號：EVOD039
平克．佛洛伊德：
月亮黑暗面製作特輯

條碼：4897012121627

條碼：4897012121634

編號：EVOD041
肯尼吉：
「拉丁羅曼史」
海灣音樂會實況

編號：EVOD043
約翰．丹佛：
洛磯山高 日本現場

條碼：4897012121757

條碼：4897012121801
條碼：489701212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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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VOD111
EE 39182-9
榮光再現：榮光再現，蒙
特勒現場演唱會
條碼：4897012123218
0801213918294

編號：EVOD115
火燒島 群星慈善演唱會
條碼：4897012123256

編號：EVOD112
天蠍合唱團：光榮時刻－
與柏林愛樂
條碼：4897012123225

編號：EVOD118
雪瑞兒．可洛：遠離曼菲
斯-潘塔吉劇院演唱會
條碼：4897012123362

編號：EVOD173
「彼得、保羅與瑪莉」三
重唱：25 周年紀念演唱
會

編號：EVOD174
「彼得、保羅與瑪莉」三
重唱：假期演唱會

編號：EVOD176
就是紅合唱團：
2003 蒙特勒現場演唱會

條碼：4897012124451

條碼：4897012124529

編號：EVOD179
平克．佛洛依德：
願你在此

編號：EVOD181
杜蘭杜蘭：
意志之鑽現場演唱會

編號：EVOD183
彼得．蓋布瑞爾：
祕密國度

條碼：4897012123430
0801213014491

條碼：4897012124567

條碼：4897012124611

條碼：4897012124635

編號：EVOD124
麥爾．戴維斯：Live 精選

編號：EVOD185
芝加哥：芝加哥

編號：EVOD187
蓋瑞．莫爾：吉米漢醉克
斯致敬演唱會

編號：EVOD189
佛萊迪．摩克瑞：
大偽善家

條碼：4897012123553

條碼：4897012124659

條碼：4897012124789

條碼：4897012124802

編號：EVOD202
Susan Wong：流金歲月

編號：EVOD113
超脫合唱團：從不介意
條碼：4897012123232

條碼：4897012124413
編號：EVOD120
EV 30144-9
凱特．史帝文斯：
Majikat 演唱 (DVD+CD)

編號：EVOD122
英格伯．漢柏汀克：
LA 演唱會

編號：EVOD123
杜比兄弟合唱團：
告別之旅演唱會

條碼：4897012123416

條碼：4897012123546

編號：EVOD126
羅賓．吉布＆丹麥國家管
弦樂團：里德瑞柏格城堡
演唱會

編號：EVOD128
荷西．費里斯安奴：
巴黎演奏會

編號：EVOD130
SHOWCASE 爵士樂傳
說 雷西路易斯

編號：EVOD195
派特．麥席尼：
樂團自動化 (2DVD)

編號：EVOD199
懷舊女郎：
午夜情深演唱會

條碼：4897012123614

條碼：4897012123713

條碼：4897012125014

條碼：4897012125328

編號：EVOD135
外國人樂團：
外國人 LIVE 演唱會

編號：EVOD138
彼得塞特拉 & 艾美葛蘭
特：Live 現場

編號：EVOD203
茱麗安妮．泰勒：感動
Live 版

編號：EVOD205
芭芭拉．史翠珊與她的朋
友

編號：EVOD210
史密斯飛船：
太陽升起的搖滾

條碼：4897012123829

條碼：4897012123850

條碼：4897012125397

條碼：4897012125410

條碼：4897012125571

編號：EVOD140
芝加哥合唱團：
LIVE 現場

編號：EVOD143
菲爾．柯林斯：
蒙特勒演唱會 (2DVD)

編號：EVOD144
快速馬車合唱團：
心臟地帶演唱會

編號：EVOD212
聖塔納和麥克勞克林：蒙
特勒現場－邀光演唱會

編號：EVOD226
群星向皇后樂團主唱 佛
萊迪．摩克瑞致敬
(3DVD)

編號：EVOD230
克里夫里察：依舊狂放與
A 級搖滾演唱會

條碼：4897012123874

條碼：4897012123904

條碼：4897012123911

條碼：4897012123591

編號：EVOD133
貝蒂米勒：舞孃不停歇
條碼：4897012123805

編號：EVOD148A
滾石合唱團：「女孩大不
同」德州演唱會
(DVD+CD)
條碼：4897012123959
編號：EVOD156
EV304069
貓頭鷹城市：
洛杉磯演唱會
條碼：4897012124031
0801213040698
編號：EVOD165
深紫色樂團與交響樂
團：蒙特勒 Live 2011
條碼：4897012124123

編號：EVOD151A
卡薩比恩：O2 搖滾全紀
錄！ (DVD+CD)
條碼：4897012123980

編號：EVOD161
Slash：2011 故鄉演唱會
條碼：4897012124086

編號：EVOD169A
民謠天后 瓊拜雅：
甜美的記憶
(DVD+CD)
條碼：4897012124314

條碼：4897012125601

條碼：4897012125878

編號：EVOD152A
穆迪．華特斯與滾石樂
團：1981 年芝加哥棋盤
酒吧演唱會 (DVD+CD)

編號：EVOD241
深紫色樂團：
維洛納圓形劇場演唱會

編號：EVOD245
艾瑞克．克萊普頓：
飛機，火車和艾瑞克

條碼：4897012123997

條碼：4897012126592

條碼：4897012126882

編號：EVOD253
披頭四之愛
向保羅麥卡尼致敬

編號：EVOD258
向卡洛金致敬演唱會

編號：EVOD163
亞瑟小子：2011 年 OMG
倫敦 O2 演唱會
條碼：4897012124109

編號：EVOD171
聖塔納樂團：2011 年蒙
特勒演唱會 (2DVD)
條碼：4897012124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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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4897012127544

條碼：4897012127667

條碼：4897012125380

條碼：4897012125939

編號：EVOD250
木匠兄妹：輝煌年代
條碼：4897012127186

編號：EE 39173-9
尼爾森＆溫頓．馬薩爾
斯：紐約林肯中心演唱會
條碼：0801213917396

編號：EE 39180-9
邁爾斯．戴維斯：
發生啥事！德國演唱

編號：EE 39181-9
BB King：
蒙特勒現場演唱會

編號：EE 391959
保羅．羅傑斯&好友們：
1994 蒙特勒現場實錄

條碼：0801213918096

條碼：0801213918195

條碼：0801213919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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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UDVD521
B.B. King：
皇家亞伯特廳演現場

編號：EV 302189
天堂與地獄：光耀黑夜 威肯音樂節現場

條碼：5036369852191

條碼：0801213021895

編號：EV 303349
法蘭克扎帕：
永無止盡的折磨

編號：EV303819
冥河合唱團：
曼菲斯演現場實錄

條碼：0801213033492

條碼：0801213038190

編號：EV306369
卡蘿．艾默洛：BBC 現
場演唱會

編號：EV306649
布魯斯．史普林斯汀：史
普林斯汀與我

編號：EREDV881
天堂與地獄：
無線電城音樂廳現場

條碼：0801213063697

條碼：0801213066490

條碼：5034504988170

編號：EREDV882
絲絨左輪：
搖滾吧！德國演唱會

編號：EREDV978
保羅麥卡尼及翅膀合唱
團：搖滾秀 (DVD+Book)

編號：FN2610-9
史帝夫范：野獸冒險樂園
(2DVD)

條碼：5034504988279

條碼：5034504997875

條碼：0690897261099

太古國際多媒體

編號：EV 303229
印克斯合唱團：迷惑
條碼：0801213032297

編號：EV303829
百憂解：我們心碎而至
條碼：0801213038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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