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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格常⾒錯誤著作權概念及常⾒授權⽅式

RapidILL 國際快速文獻傳遞服務介紹

RapidILL 國際快速文獻傳遞服務係由美國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Library 研發之合作系統，參加單位以美國⼤學圖書館為主，並包括加拿
⼤、香港、台灣等地之圖書館，逾⼀百多所參與資源共享。申請之資料最快可在24⼩時內取得全文。對於國內沒有蒐藏的⻄文期刊，只要透
過此服務，圖書館將於短時間內幫助您獲取所需的文獻。 
申請流程：1.查詢本館館藏⽬錄，確認本校沒有提供所需要的⻄文期刊。
2.進入本校RapidILL國際快速文獻傳遞服務系統提出申請。
3.登入帳號/密碼，⾸次登入需先註冊，待館員確認後即可申請（約需1-2⼯作⽇）。
4.請遵守智財權，單筆申請以單篇期刊文獻為限。
5.各項欄位（含刊名、⾴數、ISSN、年代、及卷期）務必確實查明填寫。
6.接獲E-Mail取件通知後，請⾄圖書館4F閱覽組辦公室取件。
7.如被退件無法由RAPIDILL取得文獻，可再透過國內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申請。
處理時間：
透過RAPIDILL系統，約1-3個⼯作天（最快為24⼩時），視各單位處理狀況⽽定。 
如有問題請洽圖書館： 
館合問題(RapidILL)：邱先⽣
電話：02-27376189
信箱：pychiu@mail.ntust.edu.tw

》回⽬錄

【試⽤電⼦書】HyRead中文電⼦書(PDA讀者需求導向選購模式)，⾄2018/12/31⽌

今年臺灣學術電⼦書暨資料庫聯盟引進HyRead中文電⼦書PDA（Patron driven acquisitions）讀者需求導向選購模式，所有聯盟成員可在正
式採購之前免費試⽤，試⽤期滿後將依照電⼦書使⽤量(下載量)來決定採購書單，您的需求與使⽤(下載)將成為聯盟購書的重要依據，歡迎多
加利⽤！ 
使⽤⽅式： 
1.於館藏⽬錄輸入書名關鍵字查詢。 
2.直接連結HyRead電⼦書PDA專屬網站。 
3.本校電⼦資源網⾴連線HyRead電⼦書使⽤。 
試⽤期限：⾄2018/12/31⽌ 
電⼦書涵蓋主題：⼈文、文學、語⾔、財經、科學、電腦、宗教、醫藥、藝術、休閒、親⼦、考試、漫畫和有聲書等多種電⼦書免費試⽤。

http://library.ntust.edu.tw/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Borrow_Service/Login.php?Accept=1
http://sierra.lib.ntust.edu.tw/*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cht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Borrow_Service/Login.php?Accept=1
https://ndds.stpi.narl.org.tw/
mailto:%E3%80%80pychiu@mail.ntust.edu.tw
http://sierra.lib.ntust.edu.tw/*cht
https://taebc.ebook.hyread.com.tw/taebcTrial.jsp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e1000739~S1*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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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借閱率最⾼的視聽資料

圖書館整理出近10年來借閱率最⾼的10部電影片，快來看看你看了哪些片？

片名：隔離島 
總借閱次數：261次 
館藏索書號：DVD PN 8189  
主演：班⾦斯利、李奧納多狄卡⽪歐、⾺克魯法洛
1954年的夏天，美國聯邦執法官泰迪丹尼爾斯（李奧納多狄卡⽪歐飾）與他的新夥伴恰克（⾺克魯
法洛飾）來到隔離島，這個孤島是⼀個管束精神病患的醫院所在地，他們到這個島嶼調查⼀位女性
精神病患的逃離情事。不過他們發現事情並不像想像中的那般簡單，這個管束精神病患的醫院，似
乎藏有其他不可告⼈的秘密，⽽背後隱藏的事實是他們兩個可以處理的嗎？當他們發現事實後，或
許沒辦法離開這個孤島，⽽他們本⾝是否也藏有其他的秘密？(Yahoo奇摩電影)

片名：⿊暗騎⼠ 
總借閱次數：255次 
館藏索書號：DVD PN 5376 
主演：克⾥斯汀⾙爾、蓋瑞歐德曼、希斯萊傑 
蝙蝠俠全⼒打擊犯罪活動，這次加上正義警官吉姆⼽登和地⽅檢察官哈維丹特的鼎⼒相助，蝙蝠俠
蓄勢待發剷除危害⾼譚市的犯罪組織。蝙蝠俠與兩位官⽅⼈物的合作雖然更具優勢，不過他們很快
就發現⾃⼰成為敵⼈鎖定的⽬標，此⼈便是⾼譚市居⺠聞之喪膽的「⼩丑」（Joker），正是勢⼒漸
⼤的犯罪組織⾸領。他在⾼譚市掀起⼀片混亂，使得替天⾏道的除惡英雄蝙蝠俠再次出擊。(Yahoo
奇摩電影)

片名：醉後⼤丈夫   
總借閱次數：233次 
館藏索書號：DVD PN 6983 
主演：布萊德利古柏、艾德赫姆斯、賈斯汀巴薩
在結婚的前兩天，道格（賈斯丁巴森 飾）跟三位伴郎，也就是他的兩個⿇吉菲爾和史都（布萊德利
古柏和艾德赫姆斯 飾）及未來的⼩舅⼦（查克葛⾥芬納奇 飾），四⼈開⾞到拉斯維加斯，打算展開
他們畢⽣難忘的通宵狂歡派對。 
結果，三位伴郎隔天起來頭痛欲裂，但卻發現記不起任何事。他們的⾼檔飯店套房變得淩亂不堪，
⽽且新郎竟然不⾒了！ 
他們三⼈毫無頭緒發⽣什麼事，不過所剩時間不多，他們必須設法回想前晚幹了什麼蠢事，弄懂到
底犯了哪些錯，以求能及時找到道格，使他能夠趕回洛杉磯參加⾃⼰的婚禮。然⽽，他們發現的事
情愈多，他們愈瞭解他們惹上多⼤的⿇煩。(Yahoo奇摩電影)

片名：名偵探柯南:紺碧之棺 
總借閱次數：218次 
館藏索書號：DVD N 3897   
在⼩五郎的帶領下，柯南⼀⾏⼈來到位於太平洋中的美麗⼩島「神海島」渡假。這座島嶼⾃古流傳
著⼀則有關於沉沒在海底的古代遺跡「海底宮殿」，以及３００年前實際存在的女海盜「安．寶
妮」、「瑪莉．麗德」所遺留下來的寶藏傳說。在海底宮殿附近的海底享受潛⽔樂趣的⼩蘭和園
⼦，意外遇到了⼀群正在尋找寶物的寶藏獵⼈，不料其中⼀名獵⼈突然遭到鯊⿂群的攻擊，⼩蘭和
園⼦雖然幸運逃離，但該名獵⼈最後還是不幸⾝亡，聞訊趕來的柯南發現這名獵⼈的死因相當詭
異，於是便與灰原⼀起展開調查。(博客來)

片名：戀夏500⽇   
總借閱次數：216次 
館藏索書號: DVD PN 7491   
主演：喬瑟夫⾼登李維、柔伊黛絲香奈
男孩湯姆在第⼀次遇⾒女孩夏天的時候，便無可救藥的愛上了她……什麼都好的ok男，遇⾒了精靈古
怪的肛⾨期女孩(超潔癖、⼀絲不苟)，在彼此擁有的500個⽇⼦裡，所有的“愛愛”奇招，都為這段感
情注入了無限火辣的熱情元素，像是淋浴性愛、床上床下、IKEA展⽰間的激情挑逗等，夏天的⼿臂
也變成了湯姆的畫布，這些都在湯姆的⼼裡留下深深的愛戀痕跡，他已經認定了夏天就是這輩⼦要
廝守的伴侶…不過，夏天卻不認為作愛等於戀愛，他倆⼜將如何⾯對500天後全新的開始呢? (Yahoo
奇摩電影)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351182~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351182~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270640~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270640~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295176~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295176~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144187~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144187~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331902~S1*cht


片名：⽡⼒   
總借閱次數：210次 
館藏索書號: DVD N 5278   
這部動畫描述好幾百年以後，地球的垃圾堆積如⼭，污染嚴重，⼈類紛紛移居到外太空居住。
有⼀天⼈類決定派打掃機器⼈⽡⼒到地球打掃環境，希望有⼀天環境變好之後，⼈類能夠再回來地
球定居。⽡⼒每天的⼯作就是打掃，晚上則居住在⼀個鐵⽪貨櫃中，他最⼤的樂趣就是從垃圾堆中
發現各種奇特的物品，當作⾃⼰的收藏。後來⼈類派了另⼀位女性機器⼈來查看整個清理的狀況，
這位專家就好比機器⼈中的名模⼀般，外型有如最時尚的i-pod，閃閃動⼈，⽽純樸的⽡⼒當然也對
她相當的傾⼼，迫不及待要把⾃⼰的好康收藏與她分享…(Yahoo奇摩電影)

片名：攻其不備   
總借閱次數：202次
館藏索書號: DVD PN 21320   
主演：凱⻄⾙茲、珊卓布拉克、提姆麥格羅
《攻其不備》是描述全美美式⾜球明星球員麥可奧赫的動⼈真實故事。少年麥可奧赫（昆東亞倫
飾）⼀直⾃食其⼒，被蓮安杜希（珊卓布拉克 飾）在街頭發現時，幾乎無家可歸，蓮安得知這個少
年是她女兒的同學，於是邀請他去她們家過夜。這個最初的善意表現開啟了麥可跟杜希家的親密關
係，儘管他們的背景南轅北轍，他卻逐漸地成為這個家庭的⼀員。麥可⽣活在新的環境，然⽽他也
必須⾯對⼀連串完全不同的未來挑戰。無論在⾜球場內或場外，杜希家都幫助麥可發揮其潛能，同
時他的出現也使這⼀家⼈的⽣命中產⽣⾃我發掘的深刻⼈⽣領悟… (Yahoo奇摩電影)

片名：天外奇蹟  
總借閱次數：199次
館藏索書號: DVD PN 21320   
八歲的⼩男孩卡爾答應⼩女朋友艾利將來⼀定會帶他去冒險。懷抱著冒險夢想，兩⼈從相識到結婚
到艾利離開⼈間，卡爾從沒能實現他對艾莉的承諾。七⼗年過去，寡居的七⼗八歲卡爾老先⽣，為
了信守對愛妻的承諾終於將在今天起⾶！誰知道，前⼀天⼀直糾纏不清的⼩童⼦軍⼩羅居然出現在
40,000英呎⾼空中，卡爾先⽣屋⼦的前廊，卡爾先⽣百般不願意還是開⾨讓⼩羅進⾨來。但是這個
⾝上背了⼀堆有⽤沒⽤器具的頑⽪搗蛋八歲⼩男孩讓卡爾先⽣很頭痛… (Yahoo奇摩電影)

片名：沒有⽿朵的兔⼦   
總借閱次數：197次
館藏索書號: DVD PN 21320   
主演：約根沃格爾、⾺提亞斯史維克福、諾拉提辛納
路多的⽣活簡直太美好了，直到他出了個⼤紕漏。有次他追蹤獨家八卦時，竟不慎從五星級飯店屋
頂失⾜跌落，⼀絲不掛地趴在⼀場世紳名媛的豪華婚宴上，⽽遭到了法院的判決：罰他去⼀家幼稚
園，執⾏300個⼩時的志⼯服務。路多以為這只是個很⼩兒科的處罰，直到他驚訝發現這幼稚園的園
⻑，竟是他的⼩學同學安娜；⽽⼩時候戴了付⼤眼鏡、看來超呆的安娜，就經常遭到他的惡整…。
(Yahoo奇摩電影)

片名：福爾摩斯 
總借閱次數：196次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331902~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269178~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269178~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340128~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340128~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294110~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294110~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277238~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277238~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337086~S1*cht


館藏索書號: DVD PN 7589   
主演：⼩勞勃道尼、裘德洛
動作冒險推理片《福爾摩斯》由英國名導蓋瑞奇執導。⼩勞勃道尼飾演這位傳奇偵探福爾摩斯；裘
德洛飾演福爾摩斯的忠⼼夥伴約翰華⽣醫⽣，是⾝經百戰的退役軍⼈，也是福爾摩斯的得⼒助⼿；
蕾秋麥亞當斯飾演艾琳亞德勒，是唯⼀能跟福爾摩斯鬥智的女⼈，也是⼀直跟他關係曖昧的美麗女
⼦；⾺克史壯飾演他們的神秘新敵⼈布萊克伍德公爵；以及凱莉雷利飾演約翰華⽣的⼼上⼈瑪麗摩
斯坦。 (Yahoo奇摩電影)

》回⽬錄

新進圖書介紹

書名：琅琊榜風起⻑林
館藏索書號：857.7 230.2-2
作者：海宴著

⼤梁⻑林王育有⼆⼦，⼆公⼦蕭平旌活潑跳脫，與沉穩的世⼦兄⻑平章⼿⾜情深。平旌⻑住琅琊⼭上，師
從老閣主藺晨學藝，平章則統領⼤梁最強防線⻑林軍駐紮北境。⼤渝突然入侵，蕭平章率軍⼒抗，但補給
卻遲遲不到。蕭平旌收到軍需補給船沉沒的消息，立即下⼭趕赴⽢州前線，卻只⾒到硝煙滿地，⼤哥當胸
中了兩箭，昏迷不醒。老王爺蕭庭⽣當即商請濟風堂老堂主出⼿為⻑⼦醫治，但老⼤夫決定讓⼼細⼿穩的
弟⼦林奚執⾏。蕭平旌立刻抗議，兄⻑命懸⼀線，開胸拔箭⼀事怎能兒戲到由⼀少女主理？話聲未落，已
噹噹兩聲，箭頭被剜出擲於盤中！林奚妙⼿極快，蕭平旌不由微感尷尬，但兄⻑⽣命既已無虞，接下來
的，便是揪出幕後⿊⼿……誰以天下蒼⽣做注，賭⼭河換新？⻑風已起，雪覆⾦陵，不到最後關頭，忠奸
難定！(博客來)

書名：好好存在 : ⼀位⼼理學家的療癒書寫
館藏索書號：172.9 369
作者：汪淑媛著
作者在⼤學及研究所教授「⼼理衛⽣」多年。本書 作者邀請同學們認真地以⾃⼰為研究觀察對象，以⼼
理衛⽣這⾨課的現場為窗⼝，寫下所思、所感、所學。請同學好好注意⾃⼰，傾聽⾃⼰，照⾒⾃⼰，學習
以書寫做為⾃我探索與療癒的途徑，以及藉此增強對他⼈的同理與理解能⼒。同學林林總總的疑惑，藉由
師⽣之間的書寫，⽽有了教學以外的⽣命對話和改變，多年下來，也意外啟動了作者個⼈⼼理衛⽣的探索
歷程——回答學⽣的提問，也檢視⾃⼰的內⼼。在作者跌宕起伏的成⻑路和學⽣們的困惑裡，字字句句的
書寫和討論，字裡⾏間呼應及傳達了⼼理專業知識的論述；在每個難以忘懷或承受的⽣命場景裡，梳理了
⼈⼼和⼈性。每個⼈都會⾯臨的外在⼈際情境與內在衝突，都在這本書找到呼應與共鳴。(博客來)

書名：Python⼤數據特訓班
館藏索書號：312.32P97 644-3
作者：文淵閣⼯作室編著

完整學習Python資料處理的三⼤觀念與技術：擷取分析、視覺化呈現與儲存應⽤。■全⾯深入不同應⽤⾯
向，如：網路爬蟲、資料正規化、資料視覺化、資料儲存與讀取(CSV、Excel、Google試算表…)、批次檔
案下載、公開資料應⽤、API建立、驗證碼辨識….■以國內熱⾨實例進⾏⼤數據專案實作，如：運動相簿
下載、股票市場個股分析統計圖、⽤LINE傳送即時股價、新書排⾏榜、取得米其林餐廳資訊、鄉鎮市區
天氣預報及建立API，以及⾃動化訂票…■針對專案實戰提供影⾳輔助教學，加速學習效率。書附超值光
碟：範例程式檔/近300分鐘專案實戰影⾳教學。(⼤學簡體電腦)

書名：深入淺出Android開發
館藏索書號：312.52 363 2018
作者：Dawn Griffiths, David Griffiths著; 賴屹⺠編譯

這本全⾯修訂與翻新的書籍可以協助你立刻建構第⼀個有效運作的應⽤程式，你將學會如何建構app、設
計靈活的互動介⾯、在幕後運⾏服務、讓app在各種智慧型⼿機和平板電腦上運⾏…等等。閱讀這本書，
彷彿有位Android開發老⼿與你並肩作戰，你只要具備⼀些Java知識就可以使⽤它了！這本書為何如此與眾
不同？我們認為你的時間寶貴，不應該浪費在與新概念周旋不下的窘境中。運⽤認知科學與學習理論的最
新研究成果，精⼼建構出⼀段引發多重感知的學習體驗，《深入淺出Android開發》採取專為⼤腦運作⽽
設計的豐富視覺化風格，⽽不是令你昏昏欲睡的冗贅敘述。(⼤學簡體電腦)

書名：有溫度的台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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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索書號：733.21 660
作者：楊渡著

八⼗則台灣故事與老歌，六⼗六張老照片，呼喚久未提及的往昔，無論世界怎麼交會激盪，最感動的仍是
⼩⼈物的⽣命，那才是我們真實的歷史。 思想起啊，唐⼭過台灣／想暗殺袁世凱的台灣學⽣／在東京上
空撒傳單的台灣⼈／⽔⽜般的男⼦漢／鐵軌上的養女／⼀曲〈雨夜花〉，台灣真⼼聲／賣菸婦⼈引起的暴
動／⽜⾁麵和美援／〈綠島⼩夜曲〉的故事／寫⼀⾸看不懂的詩／孤女的願望／明星咖啡屋／唱⾃⼰的歌
─台灣⺠歌運動／世間最爽看禁書／媽祖廟裡燒香的⼈們／瘋狂⼤家樂，悲哀無住屋／想家的老兵………
逐漸匯集的斷片，在亞細亞的風中，建構台灣歷史的溫情與記憶--(博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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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視聽資料介紹

影片名稱：與神同⾏
館藏索書號： DVD PN 21249
主演：河正宇、⾞太鉉、朱智勳、⾦香起、李政宰
⾦⾃鴻（⾞太鉉飾演）是個正直⼜盡責的消防員，卻為了拯救⼀個⼩女孩⽽葬⾝火窟。來⾃地府的三位陰
間使者出現在他⾯前，指引他通往死後的世界。這三位陰間使者分別是：「領袖」江林公⼦（河正宇飾
演）、「護衛」解怨脈（朱智勳飾演）、「助⼿」李德春（⾦香起飾演）。作為19年來的第⼀位「模範死
者」，他們告訴⾦⾃鴻，如果想要「轉世」，他就必須在七七四⼗九天之內，通過七場審判。就在⾦⾃鴻
進⾏審判的同時，他的弟弟蘇鴻（⾦東昱飾演）竟在軍中服役時意外死亡。因為充滿憤怒與不⽢，蘇鴻成
為無法超⽣、徘徊在陽間的冤⿁。這個冤⿁的出現，同時震撼了死後的世界，並影響到⾦⾃鴻在陰間的審
判。當江林公⼦來到⼈間調查蘇鴻冤死實情的同時，⾦⾃鴻的⼈⽣也不斷被揭露，讓他愈來愈難在審判中
證明⾃⼰的清⽩。⾦⾃鴻最後的命運會如何？他能否還有機會託夢給⺟親，並成功轉世為⼈呢？(Yahoo奇
摩電影)

影片名稱：紅雀
館藏索書號： DVD PN 21415
主演：珍妮佛勞倫斯、喬爾埃哲頓、⾺提亞斯修奈爾
正值花樣年華的芭蕾舞名伶多明尼加伊⼽洛娃（珍妮佛勞倫斯 飾），因⼀場表演不幸嚴重受傷，⽽被醫院
宣告無法再繼續⾃⼰的舞蹈⽣涯，這個悲痛的命運轉折危及她與⺟親的未來，然⽽卻也因此讓她被俄國情
報機關相中，被國家強制選入了「⿇雀學校」（Sparrow），成為的⼀位美女特務。多明尼加接受到嚴厲的
訓練，迫使她成為⼀位冷⾯無情的殺⼿，但她內⼼依舊抗拒著這樣的改變，試圖保留住原來的⾃⼰，這也
堅定她在這不⼈道的機構下持續茁壯，進⽽成為組織裡最頂尖也是最致命的特務。 她的⾸位⽬標是美國中
情局的⼀位年輕特務耐特納許（喬爾埃哲頓 飾），然⽽同時納許被賦予的任務則是深入俄國情報部⾨。當
兩⼈在「命運」的安排下交織在⼀起，當中的詭計、⼼機、欺騙也將牽扯出更多驚⼈的情報，兩位年輕的
幹員也在朝暮相處之下產⽣了情愫，這看似羅密歐與茱麗葉般的禁忌之戀，將可能危害著兩⼈的性命，更
或是國家安全…(Yahoo奇摩電影) 

影片名稱：⼤佛普拉斯
館藏索書號： DVD PN 21505
主演：陳⽵昇、莊益增、戴立忍
在佛像⼯廠擔任夜間警衛的菜埔(莊益增飾)，每天最重要的⼯作就是深夜幫董仔啟文（戴立忍飾）開⼤⾨，
他撿破爛的換帖兄弟肚財（陳⽵昇飾）平時沒事就會來這裡看電視卡唬爛。那天凌晨雨很⼤，肚財帶著快
要過期的咖喱飯來找菜埔，偏偏電視⼜壞掉，肚財聽⼈家說有錢⼈的世界都是彩⾊的，於是慫恿菜埔拿出
董仔的⾏⾞紀錄器看看有沒有養眼的東⻄。但2⼈也從⼀個單純享受情⾊廣播劇的⼩確幸夜晚，莫名捲入⼀
個政商勾結、情慾橫流、驚天動地的超完美謀殺計畫。1尊⼤佛、1間⼯廠、8個不同背景的⼩⼈物⼀同刻劃
出最荒謬的⽢味⼈⽣…(Yahoo奇摩電影)

 

影片名稱：⼀級玩家
館藏索書號：DVD PN 21518
主演：奧利薇亞庫克、班曼德森、T.J.米勒、賽⾨佩吉
最新科幻動作冒險片《⼀級玩家》由史蒂芬史匹柏執導，改編⾃恩斯特克萊恩（Ernest Cline）風靡全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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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名暢銷⼩說《⼀級玩家》。《⼀級玩家》電影的背景設定在2045年，全世界正瀕臨混亂和⽡解的邊緣，
但⼈們在「綠洲」中找到慰藉，那是⼀種遼闊的虛擬實境宇宙，由怪胎奇才詹姆哈勒代（⾺克勞倫斯 飾）
所創造。哈勒代死後在遺囑中宣布，他要把巨額的遺產留給第⼀個找到「程式彩蛋」的⼈，那些彩蛋就隱
藏在綠洲中，⽽這引發全球玩家的激烈競爭。當⼀個名不⾒經傳的少年韋德⽡茨（泰謝⾥丹 飾）決定加入
競賽，他頓時在這個神祕、新奇⼜危險的幻想宇宙中，陷入⼀場⽣死攸關⼜扭曲現實的尋寶遊戲。(Simon
Pegg) (Yahoo奇摩電影)

 

影片名稱：鎌倉物語
館藏索書號：DVD PN 21520
主演：堺雅⼈、⾼畑充希、堤真⼀
年輕貌美的⼈妻亞紀⼦（⾼畑充希飾）在嫁給住在鎌倉的懸疑⼩說作家⼀⾊正和（堺雅⼈飾）後，⽣活中
充滿了層出不窮的驚奇。⾛在路上，不僅看得⾒魔物、幽靈、妖怪、佛像，甚⾄還看過死神（安藤櫻 飾）
出沒。城鎮裡有股神奇的⼒量覆蓋著，⼈類與來⾃其他世界的存在，似乎相處地和樂融融。 然⽽有⼀天，
正和⼀覺醒來，亞紀⼦竟已消失，只留下⼀封對丈夫充滿愛意的信。原來亞紀⼦因為意外事故已不幸⾝
亡，她的靈魂仍在黃泉國度遊⾛著。失去了妻⼦的正和，終於第⼀次意識到⾃⼰對亞紀⼦的愛有多深。為
了將亞紀⼦帶回⼈間，他決⼼⼀個⼈前往黃泉國度，但在那裡等著他的，是把亞紀⼦送往黃泉的魔物，以
及那個⼈…。⼀⾊夫婦賭上⾃⼰的性命，展開⼀段冒險奇幻之旅，他們是否能改變⾃⼰命運呢？ (Yahoo奇
摩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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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格常⾒錯誤著作權概念及常⾒授權⽅式

 

網友透過便利的部落格服務，發表⾃⼰的創作或分享其他的網路內容，雖然非常便捷，也容易與其他網友互動。但是，層出不窮的網
路著作權爭議，也經常讓網友困惑。以下即簡單說明幾個網友可能誤解的概念，以避免不⼩⼼就踩到著作權的陷阱喔！內容包括部落
格常⾒錯誤著作權概念、部落客常⾒著作利⽤困擾、如何將⾃⼰的著作授權予網友利⽤？快進來看看哦!

（文章引⾃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

 
 

圖片來源: rawpix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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