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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臺灣學術電子資源永續發展計畫」共用性電子資料庫
中文資料庫：
1. 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空中英語教室每日學習頻道
　使用期限：永久使用空中英語教室
　資料庫說明：配合大家說英語與空中英語教室電視教學節目及雜誌出刊進度，經由語音辨
　　　　　　　識技術及影音文字同步功能整合成為全新的線上教學服務，每年可提供超過
　　　　　　　500 小時的電視教學內容，每日自動線上更新。
2. 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商業職場主題頻道(103年採購)
　使用期限：永久使用
　資料庫說明：無影片，為文字與聲音之學習模式，內容收錄總計65集
3. 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彭蒙惠科技面面觀主題頻道(104年採購)
　使用期限：永久使用
　資料庫說明：無影片，為文字與聲音之學習模式，內容收錄總計65集
4. CJTD中文學術期刊暨學位論文全文資料庫
　使用期限：可使用至2018年12月31日止
　資料庫說明：收錄大量中文學術期刊、學術會議論文及學位論文，整合於「Airiti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搜尋平台」，是目前全球唯一收錄繁中及簡中規模最大的學
　　　　　　　術全文資料庫。該平台提供多元化的資料類型，可搜尋到學術期刊、學位論
　　　　　　　文、及會議論文集等資料，一站滿足使用者對簡繁中文資料全文之需求。

西文資料庫：
1. Journal Citation Report(JCR)
　使用期限：可使用至2018年10月17日止
　資料庫說明：JCR 為美國 Thomson Scientific 所建置之網際網路版期刊引用文獻評比統
　　　　　　　計資料庫系統 。 本資料庫特有之影響係數  ( Impact  Factor )  、 立即索引
　　　　　　　(Immediacy Index)、被引用半衰期(Cited Half-Life)及引用半衰期(Citing
　　　　　　　Half-Life ) 等皆可引導使用者瞭解某一期刊在某一主題、年度、或國家之整
　　　　　　　體學術表現，更進而協助如圖書館、出版單位、期刊編輯、學術作者等對學
　　　　　　　術期刊之管理及利用。

2. Web of Science (WOS)
　使用期限：可使用至2018年10月17日止
　資料庫說明：Web of Science ( 簡稱 WOS) 為美國Thomson Reuters於 1997 年間建置
　　　　　　　之網際網路版引用文獻索引資料庫系統，提供使用者理、工、醫、農、人文
　　　　　　　、及社會科學等各學科領域之文獻書目、作者摘要、及引用文獻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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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精選影片
片名：魍美(NET I DIE)

導演：披迪維拉坦 、
　　　納塔猜吉拉阿農
演員：莎蘭通凱烏東 、 
　　　琪洽安瑪達雅婫 、
　　　基薩納馬若孫提
類型：懸疑、驚悚、恐怖
片長：1 時 26 分
索書號：DVD 987.83 8786
典藏地點：數位影音光碟專櫃

★2018開年最離奇恐怖之作 
★直播好賺嗎？當網美輕鬆嗎？準備好分享死亡了嗎？
★性感、可愛、美麗的各式網美陸續死亡，死法各異，
　畫面驚人，挑戰你的膽量
人氣網紅莫妮卡突然死亡，1 年後她的自殺影片在網路瘋傳，這段影
片的標籤竟列出其他許多網紅的名字。而其中一個名字是成功經營自
創化妝品牌的瑪莉莎，她開始遭遇到怪異事件，而其他被標記的人則
接連死亡。瑪莉莎的男友阿杰決心要找出這事件背後的真相，他暗自
著手調查。瑪莉莎能夠活下來嗎？阿杰要怎麼幫助她？超越瘋狂想像的駭人故事即將上演！

故事講述30年前有一家專門替人消憂解惑的「浪矢雜貨店」
，只要在晚上把寫了煩惱的信投入鐵捲門中，隔天就可以在
店後的牛奶箱得到回信。投信者包括一心想成為音樂人，不
惜離家又休學的魚店老闆兒子；為了還巨債而猶豫是否該去
當有錢人情婦的心荒女生；也有爸爸的公司倒閉，被帶著全
家逃走的徬徨少年等等。30年後的晚上，3 個剛犯完案的小
偷為了躲避追捕，誤打誤撞進到已經廢棄的浪矢雜貨店，意
外經歷了一個奇妙的夜晚。一瞬間的交匯，跨越30年時空，
雜貨店再一次散發出溫暖奇異的光芒……

片名：解憂雜貨店
索書號：DVD 987.83 8274
典藏地點：數位影音光碟專櫃

髮型設計師阿利夫來自排灣族，由於哥哥突然掛點，他的頭
目老爸於是宣布將由他接下頭目一職。此舉影響了阿利夫想
變成「阿莉芙」的變性計畫，只得逃回台北，頭目老爸追到
台北想要說服他，竟發現了他的秘密…。

「阿莉芙」上班時總是美美登場，嬌俏嫵媚吸引不少死忠客
戶。隨著繼承頭目的日子逼近，他快樂無憂的生活也被打亂
，心情陷入了低潮。此時，對他呵護備至的帥氣室友佩真，
卻也開始對美麗的「阿莉芙」產生了愛憐…。

片名：阿莉芙
索書號：DVD 987.83 8434
典藏地點：數位影音光碟專櫃

在京都就讀美術大學的20歲男大生，對電車中偶然邂逅的女
孩一見鍾情，乍看恬淡而浪漫的戀愛物語，卻伴隨逐漸明朗
化的驚人事實。

「如果我知道你的未來，你會怎麼樣？」原來，兩人的相遇
並非偶然，而是命運交錯之下的必然。

究竟愛美流淚的秘密是什麼？而高壽又該如何與她真愛相守
呢？

片名：明天，我要和昨天的妳約會
索書號：DVD 987.83 8474
典藏地點：數位影音光碟專櫃

敘述王政忠老師在南投爽文國中實習時一心想逃離偏鄉學區
回到城市擔任補教名師，卻因為一場921 大地震，喚醒了王
政忠老師對教育的初衷的真實故事。

1999 年9 月21 號發生的一場大地震，不僅震垮爽文國中校
園，也震碎爽文國中學生的心，因為學生一句“老師，你會
不會回來”而改變他原本想逃的心，從此留在南投爽文國中
，協助學生走出地震後的傷痛，牽引學生克服弱勢，擺脫等
待失敗的宿命，實踐一場偏鄉教育革命的真實故事。

片名：老師你會不會回來
索書號：DVD 987.83 8777
典藏地點：數位影音光碟專櫃

“十三歲”奏響了青春序曲的第一個音符。七月與安生從踏
入中學校門的一刻起，便宿命般成為了朋友。她們一個恬靜
如水，一個張揚似火，性格截然不同、卻又互相吸引。她們
以為會永遠陪伴在彼此的生命裡，然而青春的陣痛帶來的卻
是對同一個男生的愛—十八歲那年，她們遇見了蘇家明。安
生本想克制對家明的愛戀，但年輕的情感一觸即燃，三人糾
纏在隱秘的三角關係中。安生藉故跟男人遠走，想逃離家明
。遠行當天，七月發現了她和家明的關係，卻隱忍下來。心
照不宣的兩人漸行漸遠，她們都明白，再不能像以前一樣了。

片名：七月與安生
索書號：DVD 987.83 8354
典藏地點：數位影音光碟專櫃

高校男孩立花瀧在半夢半醒間睜開睡眼，竟發現自己變成一
個陌生女孩！而高校女生宮水三葉，醒來時也發現自己變成
男孩，原來是他們的身體對調了！驚醒的兩人跳起床後發現
又回到了自己的身體裡，但只要睡覺或半夢半醒之際，他們
兩個人就會互換身份。一頭霧水的宮水決定循著片段的線索
想要找到男孩，而男孩也透過在房間留下便條紙試著跟女孩
溝通，兩人想盡辦法，在現實世界找到彼此，過程中更漸漸
了解彼此，甚至開始產生好感，但沒想到兩人的奇遇並非隨
機巧合，突如其來的事件也讓一切美好想像有了變化…

片名：你的名字
索書號：DVD 987.85 8422
典藏地點：數位影音光碟專櫃

歐美精選影片
你是我的勇氣
比爆炸更轟動的，是我們義無反顧的愛情

在大賣場工作的 27 歲平凡男子傑夫鮑曼 ，因為波士頓馬拉松爆
炸案，成為了整座城市的英雄。站在馬拉松終點線的他，想為參
賽的女友打氣加油，試圖挽回她的心，卻因恐怖攻擊爆炸失去雙
腿。

面臨終身殘疾的困境下，鮑曼仍挺身而出提供犯人線索，成為警方破案的關鍵，也被波士頓市民視
為帶領大家重新振作的希望。即便勇敢堅強的形象烙印在大眾腦海，但在愛情中他卻是徹底的失敗
者，直到失去真愛才懂得珍惜，在一次次地復健中，他還得努力重建愛情，才能和心愛的人一起走
向未來。

導演：大衛高登格林(David Gordon Green)
演員：傑克葛倫霍(Jake Gyllenhaal) 、
　　　塔緹安娜瑪斯蘭尼(Tatiana Maslany) 、
　　　米蘭達李察生(Miranda Richardson) 、
　　　克藍西布朗(Clancy Brown)
類型：愛情、劇情
片長：1 時 59 分
索書號：DVD 987.83 8773
典藏地點：數位影音光碟專櫃

殘缺的記憶要如何面對一無所知的現在......
在過去吞噬現在前，她要如何治癒他們的傷口......

賈斯柏罹患家族遺傳的阿茲海默症，他的兒子李維無法 24 
小時看護著父親，於是請來一位美麗且富含耐心地看護瑪姬
，賈斯柏將瑪姬當作他已過世的妻子絲薇，父子間的相處也
趨見好轉，然而一場意外降臨，他們要如何面對即將改變的
現況…

片名：我的阿茲海默症爸爸
索書號：DVD 987.83 8356
典藏地點：數位影音光碟專櫃

《郵報：密戰 》一片描述《華盛頓郵報》的凱瑟琳葛蘭姆（
梅莉史翠普飾演），也是美國第一位女性報紙發行人，以及
報社編輯班布萊德利（湯姆漢克斯飾演）攜手合作，他們必
須使出全力和時間賽跑，趕在《紐約時報》之前揭露一件歷
經四屆美國總統任期、長達三十餘年的龐大掩蓋事件。

這兩個人必須消弭他們之間的差異，各自拿他們的事業、甚
至人身自由冒險，讓長久以來埋藏在黑暗深處的真相重見光
明。

片名：郵報：密戰
索書號：DVD 987.83 8867
典藏地點：數位影音光碟專櫃

《移動迷宮》系列電影改編自同名小說。如今終於進入到史
詩級的最終篇章，湯馬士〈狄倫歐布萊恩飾〉將帶領著他的
幽地戰士團隊們，進入他們最終同時也將會是有史以來最嚴
峻的任務之中。為了要拯救自己的夥伴 ，他們必須要鋌而走
險 ，闖入一個被WCKD組織所完全控制住的「末日之都」，
稍有一個不小心，他們便會深陷這個致命的迷宮永遠無法離
開。然而，只要任何一個幽地戰士能夠活著離開這裡，他們
便能夠得到自己從第一天抵達迷宮後便一直不斷在尋求的解
答...

片名：移動迷宮：死亡解藥
索書號：DVD 987.53 855
典藏地點：數位影音光碟專櫃

命運對他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但愛讓生命化為不可思議的
奇蹟！

他是奧吉，一個遺傳罕見基因，天生臉部有殘缺的男孩。一
出生，醫生就斷定他活不過三個月，但奧吉卻憑著旺盛的生
命力活了下來，經過多次的面部整容手術，他逐漸朝「正常
人」的路走去，但五官仍然非常扭曲，像有人用大鉗子把他
的臉從中間壓扁。小時候，他不論走到哪都戴著一頂太空人
頭盔，因為唯有躲在頭盔之下，才不會引來別人異樣的眼光。

片名：奇蹟男孩
索書號：DVD 987.83 8867
典藏地點：數位影音光碟專櫃

驗屍官的老行規：會在查殮屍體腳踝綁上銅鈴，若有任何靈
動現象，都能即刻警覺。

市區發一件神秘的凶殺案，整屋的人都死了，一具完好的女
屍被埋在樹下，驗屍官父子受警方所託，調查屍體死亡原因
。

當他們解剖後發現死亡關鍵，她的可怕秘密也喚醒所有躺在
太平間的屍體，鈴聲大噪…

片名：驗屍官
索書號：DVD 987.83 8353
典藏地點：數位影音光碟專櫃

繼《史瑞克》、《功夫熊貓》之後，夢工廠動畫再度邀請《
馬達加斯加》系列導演攜手，創作顛覆想像的幽默冒險新作
《寶貝老闆》。劇情描述一個穿西裝打領帶、說話像大老闆
（亞歷鮑德溫 配音）而且智慧過於常人的嬰兒，來到七歲男
孩提姆的家中，憑著好口才擄獲了提姆父母的關注，為這個
家帶來劇烈轉變，並引發一連串驚奇有趣的故事。夢工廠動
畫的全新力作《寶貝老闆》運用機智詼諧、溫馨且顛覆想像
的角度，講述一個再平凡不過的「家庭問題」，傳達親情的
牽絆，帶給大小朋友最真實的感動！

片名：寶貝老闆
索書號：DVD 987.85 8593
典藏地點：數位影音光碟專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