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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封面

內

容

編號：EV3D33391
彼得蓋布瑞爾：新血
(3DBD+BD+DVD)
條碼：0801213339198

專輯封面

內

容

編號：66106563
克魯小丑：罪孽嘉年華
條碼：0890039001204

專輯封面

內

容

編號：66109952
保羅賽門與好友們真情
獻唱
條碼：0890039001426

編號：82666311075
霍爾與奧茲：
《吟唱詩人》現場演唱會

編號：EVOB037
黛安娜．克瑞兒：
情迷里約演唱會

條碼：0826663110753

條碼：4897012121535

編號：EVOB042
肯尼吉：
「拉丁羅曼史」
海灣音樂會實況

編號：EVOB045
維也納兒童合唱團：
絲路 時光漫步之旅

編號：EVBRD33345-9
EVOB047
卡洛斯．聖塔納：
蒙特勒藍調演唱會 2004

條碼：4897012121764

條碼：4897012121887

編號：EVOB051
湖畔演奏會

編號：EVBRD33326-9
EVOB064
傑夫．貝克：現場演唱會

編號：66109335
帕拉摩爾：最後的爆動
條碼：0890039001419

條碼：4897012121993

編號：EVBRD33315-9
EVOB066
皇后樂團：
蒙特婁現場演唱會
條碼：0801213331598
4897012122150
編號：ID5084SJBD
EVOB072
巴瑞．曼尼洛：
現場演唱會
條碼：0014381508451
4897012122273

編號：EVOB086
比吉斯：我們的時代

條碼：0801213332694
4897012122136

編號：EVOB070
雅尼：超體感現場
條碼：4897012122228

編號：ID4952DFBD
EVOB073
芝加哥樂團＆地球風與
火樂團：希臘劇院現場演
唱會
條碼：0014381495256
4897012122280

條碼：0801213334599
4897012121917
編號：EVBRD33338-9
EVOB065
昆西‧瓊斯 - 75 歲生日
快樂
條碼：0801213333899
4897012122143
編號：EVBRD33312-9
EVOB071
深紫色樂團：
他們都到蒙特勒 演唱會
條碼：0801213331291
4897012122266

編號：EVOB075
麥可波頓：
皇家亞伯廳現場
條碼：4897012122303

編號：EVBRD33319-9
EVOB087
傳奇演唱會 - 瑞士蒙特
勒現場演會

編號：EVBRD33344-9
EVOB088
托托合唱團：
墜入情網演唱會

條碼：0801213331994

條碼：0801213334490

條碼：4891012122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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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VBRD33346-9
EVOB089
地球風與火樂團：蒙特勒
現場演唱會 1997
條碼：0801213334698

編號：EVOB095
克里夫里察：盡情搖擺
條碼：4897012122808

編號：EVBRD33373
EVOB100
紅心合唱團：
天堂教堂之夜
條碼：0801213337392
4897012122983

編號：EVOB119
雪瑞兒．可洛：遠離曼菲
斯-潘塔吉劇院演唱會
條碼：4897012123379

編號：EVOB129
荷西．費里斯安奴：
巴黎演奏會
條碼：4897012123621

編號：EVOB091
菲爾．柯林斯：
「重返榮
耀」紐約演唱會

編號：EVOB093
凱瑟琳．詹金斯：
「深信
不疑」倫敦 O2 演唱會

條碼：4897012122761

條碼：4897012122785

編號：EVOB097
滾石合唱團：
各位先生女士

編號：EVBRD33334-9
EVOB098
榮光再現：榮光再現，蒙
特勒現場演唱會

條碼：4897012122822

編號：EVOB102
傑夫．貝克：搖滾派對 獻給 Les Paul
條碼：4897012123003

條碼：0801213333493

編號：EVOB107
大人物合唱團：榮耀歸來
條碼：4897012123096

編號：EVBRD33358
EVOB125
影子樂團：
最後巡迴演唱會

編號：BDWR090005
EVOB127
SHOW CASE 爵士樂傳
說 雷西路易斯

條碼：0801213335893
4897012123560

條碼：0878509000520
4897012123607

編號：EVOB134
貝蒂米勒：舞孃不停歇

編號：EVOB136
外國人樂團：
外國人 LIVE 演唱會

條碼：4897012123812

條碼：4897012123836

編號：EVOB137
B.B. King：藍調大師演奏
會

編號：EVOB139
彼得塞特拉 ＆艾美葛蘭
特：Live 現場

編號：EVOB141
芝加哥合唱團：
LIVE 現場

條碼：4897012123843

條碼：4897012123867

條碼：4897012123881

編號：ID7139HJBDLIT
EVOB143
珠兒：珍藏珠兒演唱會

編號：EVOB145
快速馬車合唱團：
心臟地帶演唱會

編號：EVOB147
亞美利加合唱團：
芝加哥現場演唱會實錄

條碼：014381713954

條碼：4897012123928

條碼：4897012123942

編號：EVOB153
滾石合唱團：「女孩大不
同」德州演唱會
(BD+CD)

編號：EVOB154SD
群星向皇后樂團主唱
佛萊迪．摩克瑞致敬
(SDBD)

編號：EVOB162
鮮奶油合唱團：
皇家亞伯特廳演唱會

條碼：4897012124000

條碼：4897012124017

條碼：4897012124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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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VOB167
深紫色樂團與交響樂
團：蒙特勒 Live 2011

編號：EVOB170
菲爾．柯林斯：
蒙特勒演唱會

編號：EVOB172
聖塔納樂團：
2011 年蒙特勒演唱會

條碼：4897012124130

條碼：4897012124376

條碼：4897012124390

編號：EVOB177
就是紅合唱團：
2003 蒙特勒現場演唱會

編號：EVOB178
李．萊特諾：
加班 演唱會

條碼：5051300511975
4897012124482

條碼：4897012124536

條碼：4897012124550

編號：EVOB180
茱麗安妮．泰勒：
感動 Live 版

編號：EVOB182
杜蘭杜蘭：
意志之鑽現場演唱會

編號：EVOB186
芝加哥：芝加哥

條碼：4897012124574

條碼：4897012124628

編號：EVOB188
蓋瑞．莫爾：吉米漢醉克
斯致敬演唱會

編號：EVOB190
昆西．瓊斯與赫比．漢考
克：2010 蒙特勒現場演
唱會-體驗 3D 蒙特勒
(3DBD+BD)

編號：ERBRD5119
EVOB175
Slash：2011 故鄉演唱會

條碼：4897012124796
條碼：4897012124819
編號：EVB334159
EVOB194
平克．佛洛依德：
願你在此

編號：EVOB196
派特．麥席尼：
樂團自動化
(3DBD)

條碼：4897012124666

編號：EVB334289
EVOB192
保羅麥卡尼：
深情之吻演唱會
條碼：0801213342891

編號：EVOB198
Susan Wong：流金歲月
條碼：4897012125274

條碼：0801213341597
4897012124888

條碼：4897012125021

編號：EVOB200
懷舊女郎：
午夜情深演唱會

編號：EVOB206
芭芭拉．史翠珊與她的朋
友

編號：EVOB207
杜比兄弟：
沃爾夫查普演唱會

條碼：4897012125335

條碼：4897012125427

條碼：4897012125472

編號：EVOB208
詹姆斯．拉斯特：
皇家亞伯特廳現場

編號：EVOB213SD
比吉斯：只有今夜演唱會
(SDBD)

編號：EVOB217
聖塔納和麥克勞克林：蒙
特勒現場－邀光演唱會

條碼：4897012125489

條碼：4897012125670

條碼：4897012125717

編號：EVOB218
史密斯飛船：
太陽升起的搖滾

編號：EVOB231
克里夫里察：依舊狂放與
A 級搖滾演唱會

編號：EVOB233
滾石樂團：甜蜜夏日之海
德公園演唱會

條碼：4897012125748

條碼：4897012125946

條碼：4897012125984

P.3

編號：EVOB234
空中補給樂團：香港之夜
條碼：4897012126011

編號：EVOB242
深紫色樂團：
維洛納圓形劇場演唱會
條碼：4897012126608

編號：EVOB243SD
黛安娜．克瑞兒：
巴黎現場
(SDBD)
條碼：4897012126660

編號：EVOB244
艾瑞克．克萊普頓：
飛機，火車和艾瑞克

編號：EVOB252
披頭四之愛
向保羅麥卡尼致敬

條碼：4897012126875

條碼：4897012127537

編號：EVOB259
艾瑞克．克萊普頓：慢手
70－皇家亞伯特廳現場

編號：EVOB261
天蠍合唱團：永遠的一天
(2BD)

編號：EVOB262
聖塔納樂團：
藍調之家演唱會

條碼：4897012127728

條碼：4897012130636

條碼：4897012130728

編號：EVB333799
原始吶喊合唱團：
吶喊症候群 現場+經典

編號：EVB333809
天堂與地獄：
無線電城音樂廳現場

編號：EVB333839
普洛考哈勒姆：
聯合教堂現場直播

條碼：0801213337996

條碼：0801213338092

條碼：0801213338399

編號：EVB333849
偽裝者合唱團：
鬆動 洛杉磯

編號：EVB333939
門戶合唱團：
「洛城女郎」
40 週年紀念

編號：EVB333949
林賽白金漢：
小機器之歌 實錄演唱會

條碼：0801213338498

條碼：0801213339396

條碼：0801213339495

編號：EVB333959
亞瑟小子：2011 年 OMG
倫敦 O2 演唱會

編號：EVB333979
天佑奧茲．奧斯朋

編號：EVB333999
夢劇場樂團：
東京武道館實錄

條碼：0801213339594

編號：EVB334009
冥河合唱團：
曼菲斯演現場實錄
條碼：0801213340095

條碼：0801213339792

編號：EVB334019
百憂解：我們心碎而至
條碼：0801213340194

編號：EVOB257
向卡洛金致敬演唱會
條碼：4897012127650

條碼：0801213339990

編號：EVB334059
石廟嚮導合唱團：
風城再生
條碼：0801213340590

編號：EVB334069
保羅麥卡尼：
我們創作的愛

編號：EVB334089
貓頭鷹城市：
洛杉磯演唱會

編號：EVB334319
門戶合唱團：1968 年好
萊塢盃現場演唱會

條碼：0801213340699

條碼：0801213340897

條碼：080121334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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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VB334179
卡薩比恩：
O2 搖滾全紀錄！

編號：EVB334799
懷舊女郎：
冬夜寄情演唱會

編號：EVB334829
布魯斯．史普林斯汀：
史普林斯汀與我

條碼：0801213341795

條碼：0801213347995

條碼：0801213348299

編號：EVB334689
卡蘿．艾默洛：
BBC 現場演唱會

編號：EVSBD309949
平克．佛洛伊德：月亮黑
暗面製作特輯 (SDBD)

編號：EVBRD33301-9
派特．曼西尼：
一路向上 現場演唱會

條碼：0801213346899

條碼：0801213099498

條碼：0801213330195

編號：EVBRD33302-9
艾維斯．卡斯堤洛：
曼菲斯現場演唱

編號：EVBRD33303-9
黑烏鴉合唱團：
舊金山演唱會

編號：EVBRD33305-9
托托合唱團：
阿姆斯特丹現場演唱會

條碼：0801213330294

條碼：0801213330393

條碼：0801213330591

編號：EVBRD33311-9
YES 合唱團：
瑞士蒙特勒現場演唱會

編號：EVBRD33313-9
聖塔納樂團：自由讚美詩
蒙特勒演唱會

編號：EVBRD33316-9
ZZ TOP 合唱團：
德州現場演唱會

條碼：0801213331192

條碼：0801213331390

條碼：0801213331697

編號：EVBRD33317-9
KORN 樂團：
瑞士蒙特勒現場演唱會

編號：EVBRD33318-9
傑叟羅圖樂團：
瑞士蒙特勒現場演唱會

編號：EVBRD33320-9
吉他大師 - 2004 倫敦演
唱會

條碼：0801213331796

條碼：0801213331895

條碼：0801213332090

編號：EVBRD33321-9
冥河合唱團：與克里夫蘭
青年管弦樂團

編號：EVBRD33322-9
多莉．艾莫絲：
瑞士蒙特勒現場演會

編號：EVBRD33323-9
雷．查爾斯：
瑞士蒙特勒現場演會

條碼：0801213332199

條碼：0801213332298

條碼：0801213332397

編號：EVBRD33324-9
怪人合唱團：三部曲

編號：EVBRD33325-9
The Who：懷特島音樂節
現場演唱會

編號：EVBRD33328-9
傑米羅奎爾：瑞士蒙特勒
現場演唱會 2003

條碼：0801213332595

條碼：0801213332892

編號：EVBRD33330-9
亞洲合唱團：東京現場

編號：EVBRD33331-9
蓋瑞．莫爾：都柏林之夜

條碼：0801213333097

條碼：0801213333196

條碼：0801213332496

編號：EVBRD33329-9
保羅．羅傑斯：蘇格蘭葛
拉斯哥現場演唱會
條碼：0801213332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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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VBRD33332-9
B.B. King：
蒙特勒現場演唱會

編號：EVBRD33335-9
約翰梅爾：
70 歲慶生音樂會

條碼：0801213333295

條碼：0801213333592

編號：EVBRD33339-9
傑森‧阿爾丁：大放異彩

編號：EVBRD33347-9
現狀樂團：圖像 2009 蒙
特勒現場演唱會

條碼：0801213333998

編號：EVBRD33361
憂鬱藍調：夢的邊界 萊特島音樂節實況
條碼：0801213336197

條碼：0801213334797

編號：EVBRD33364-9
Pixies 合唱團：美國現場
條碼：0801213336494

編號：EVBRD33336-9
泰德納金特：汽車城傳奇
條碼：0801213333691

編號：EVBRD33352-9
匆促樂團：2112
條碼：0801213335299

編號：EVBRD33366-9
Jane's Addiction：
巫毒節現場
條碼：0801213336692

編號：EVBRD33368
迪奧樂團：
神聖的潛水者演唱會

編號：EVBRD33369-9
麥可．麥當勞：
這個聖誕節 芝加哥現場

編號：EVBRD33375-9
洛瑞．蓋勒許：
愛爾蘭之旅

條碼：801213336890

條碼：0801213336999

條碼：0801213337590

編號：EVBRD33378
壞公司合唱團：英國倫敦
溫布利球場演唱會

編號：ERBRD5021
匆促樂團：蛇與箭

編號：ERBRD5082
絲絨左輪：
精選搖滾演唱會

條碼：0801213337897

編號：ERBRD5095
匆促樂團：時光機 2011
克里夫蘭演唱會
條碼：5051300509576

條碼：5051300502171

編號：ID4954OBBD
羅伊‧歐比森：黑白之夜
條碼：0014381495454

條碼：5051300508272

編號：ID4955RQBD
憂鬱藍調：
憂鬱藍調現場演唱會
條碼：0014381495553

編號：ID4953HABDLIT
紅心合唱團：
西雅圖演唱會

編號：ID6701EKBDLIT
群星歡慶史蒂芬．桑德海
姆生日音樂會

編號：ID7122HJBDLIT
湯姆佩蒂與傷心人合唱
團：現場演唱會

條碼：014381495355

條碼：014381670158

條碼：014381712254

編號：ID7133HJBDLIT
雪瑞兒．可洛：狂歡夜

編號：UPS5262BD
凱蒂．蘭與 BBC 管弦樂
團：倫敦演唱會

編號：FN-2630-9
史帝夫范：野獸冒險樂園
(2BD)
＄998
條碼：0690897263093

條碼：014381713350

條碼：0014381526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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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EEB334449
艾拉妮絲．莫莉塞特：
2012 蒙特勒現場演唱會

編號：ERBRD5189
保羅麥卡尼及翅膀合唱
團：搖滾秀 (BD+Book)

條碼：0801213344499

條碼：5051300518974

編號：SFR 357.7062.2
亞倫．泰勒：比利時現場
(BD+DVD)

編號：SFR 357.7063.2
亞倫．泰勒：無盡公路
(BD+DVD)

編號：SFR 357.7093.2
亞倫．泰勒：路上 50 年

條碼：4013357706224

條碼：4013357706323

編號：EEB333829
YES 合唱團：交響樂現場
條碼：0801213338290

太古國際多媒體

條碼：4013357709324

TEL:02-2999-2847 FAX:02-2999-2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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