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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話題 . E世代的官宜昌車查詢系統一資源探索系統(DDS)

書的二二摹 ﹒興閱坊的美味悅緩地國

電子資源
• ASi'v1E 電子期刊資料庫

• Westlaw Intemational法律全文資料庫

. 在音樂聲中輕車是閑言賣一「與樂悠揚」音樂主鐘書展
活動看破

﹒ 100年國家文官學院j撞車喜好害無

多媒體 ﹒科幻電影面面觀

志工園地 ﹒愉悅的志工~程

科幻電影茵茵草草

本來五月份，應該是要來個坎城月，介紹坎城影展的得獎電影，但是過常大家

聽到影展的片子，第一個念頭就是悶，還是算了!來點有趣的吧，科幻電影，前四

都是餓時間有闋的，後四部則是服人爐、機器人有闋的。小編雖然看了很多影展，

但是一般的商業片、娛樂片也看，曾經有人間說，介紹的這些片是不是都有看過?

那是當然，有的電影甚至還看了十幾遁魄。就算是沒看過，小編也會到園書館3梭

的多媒體中心抱片子借出來，已經忘記了的也還是要「複習J '好書可以看很多

遍，好的電影當然也是!

您覺得這項訊息 : 0很有用 。有用 。不知道 匡歪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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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暫縛停止(GlOundhog Day) 

導演 :H帥ldR胡us 年份: 1993 國別:美國

國 謝爾簡介

一位氣象播報員困在一個小鎮上，每天都過著同一

天的生活。

國 小續說

每天一醒來就是同樣的生活，好像玩遊戲一樣，這

一關沒過怎麼辦?砍掉重練!不知道怎麼破關怎麼辦?

沒關係，可以試到飽。走路不小心踩到水坑?沒關係，

重走一次，這回注意一點就不會踩到，因為說錯話讓女

朋友翻臉，沒關係，再來一次，注意不要說到那句話就

好了。 E皮不了闖不想玩了，不行，甚至死縛，也遂得再

重來，就像寫程式寫成了無限迴圈。小編是不太玩遊

戲，但是卻喜歡看過場動室，例如首先太7降臨神子的那部

(FF x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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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自次 圓

局長:約 101分鐘

對了，片名，小編小時候本來以為這都是殭屍片或是鬼怪片，因為從小被

《暫時停止呼吸》給嚇大的，結果不對，再看英文片名，原來叫「土撥鼠節」

就是2月2日那天。

﹒ 查看Jt.lHJ直8億扇狀態 ﹒

未來總動員 (Twelve Monkeys) 

| 導演: T問 G伽， I 年份:即 國別:美國

回 歸傍簡介

當世界爆發大病毒之後，科學家想用時光機器把人送

回到以前，盡力避免病毒爆發。

國 小須說

這部如果第一次看的話，寞的會看不懂，簡單來說，

像在《魔鬼終結者》裡面，未來是機器人統治，因為有人

類反抗軍，所以就送機器人回到過去解決掉反抗軍首領的

母親，結果人類也送個人回去要保護，反而跟那個母親發

生關條，才生下未來的反抗軍首領......咦?小編怎麼話到

這個? r回到過去，就不會變成現在 ?J 還是「回到過

去，就會變成現在? J r不管固不回到過去，都會變成現

在 ?J 映。別艾呀，小編的腦袋打絕了。

﹒ 查看JtJf目前f當聽拔高農 ﹒

時光機器(The Time Machine) 

導演: Simon W必 | 年份心ω 國別:美國

固 樹精簡介

科學家的未婚妻發生意外喪生，他想利用自己發明的

時光機器回到過去，解救心愛的人。

回 小續說

這部片是重拍1960年的舊片，重拍之後的特效做得很

棒，但是那台時光機器也太簡陋了吧! (2002年的電影，

小編就不要太苛求人家10年前做的機器啦。)片子裡的未

來園書館真是太棒了，真希莖小編有生之年，能夠看到咱

家園書館變成那樣。

圓白白之 圖

月長:約 129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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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因豆豆 圖

局長:約96分鐘

小編覺得那台時光機器長得很像水車耶， (霍爾的城堡》也有一個水孽，話說

回來，擁有時光機器之後最大的問題會是:你想要到過去?還是未來?大陸人游穿

越，你最想穿越到哪一個時代呢?回到過去可以確認歷史的真相，跑去未來可以看

看科技的進步。或許就像電影裡面拍的，跑到未來幾萬年以後，卻發現是穴居人時

代。

﹒ 查看JtJf目前f當聽拔高農 ﹒

領鍵報告 (Minorily Reporl) 

導演: Sleven Spie1berg 年份: 2002 國別:美國

E 鋼管簡介

最完美的防範犯罪采統，就是預知有案件要發生，在

發生之前就去阻止並逮捕罪犯。

國 小翁昌說

這片其實有個很大的邏輯上的問題，在犯罪前就逮

捕，可是人家還沒犯呃，既然沒有犯，文何罪之有?也許

在最?愛0.5秒改變心意，但是警察卻在最後l秒前就逮捕罪

犯，只要不想這個問題，電影還是很好看的。還有男一部

電影更絕， (童裝任務Equilibrium) (小編想了好久才想起

來這個片名) ，這都說犯罪來源在責令人類的t情六慾，只

要表現出情戚，通過抓去關。

﹒ 查看JtJf目前借閱狀態 ﹒

第五元素 (The Fiflh Elemenl) 

且因豆豆 圖

F司長:約 127分鐘

巴巴且不 圖

導演: L耶 Be棚 | 年份:側 國別:美國 | 月長:約 126分鐘

回 蚵倩筒介

由外星球來的高等生命題殘骸復原的完美女人，與見

義勇為的計程車司機，拯救地球的故事。

回 小續談

這部裡頭有一互惠E刷、編之前介紹遁的《工受教機動隊》

很像，就是 rj敵人」那一段，不是那個 rj敵人」的意思

啦，是「製造人體」。還有還有，在影片~G較後面那逸事可

一段Diva的歌劇表演，相信大家看完打打殺澈的外星人，

過很久之後記起這部片，應該還是歌創造一幕。

﹒ 查看JtJf目前f當聽拔高農 ﹒



魔鬼複製人(The 6th Day) 

導演: Roger Spo:tiswoode 年份: 2000 國別:美國

回 劇情簡介

可經由保存下來的細胞完美慢製人燈，遠記憶也可

以回存。一位飛行員大難不死後，回家卻發現已經有男

一個「自己」在家裡。

D '1、翁言談

話說這一回介紹的片子怎麼好幾部都是數字 ?f十麼

12ðt頁子啦，第5元素、第6天啦，還有2月2日，這是偶然

加上巧合，改天不要讓小編來介紹l到12的電影就好

(汗') ! 

自1早已空-

F司長:約 123分鐘

這部其實也有一個很有趣的邏輯問題，小編還是不要爆管好了(PS :爆雷就是洩

鴻劇情)。甲知這要死了，趕快綾裂出一個乙來，其實乙的身體跟甲一模一樣，還把

記憶也都「存」過去，之後甲車先變成乙繼續生活下去，但是後來甲沒死，怎麼辦

呢?必須要砍掉一個，是砍掉乙讓甲回去生活呢?還是反正就已經變成乙啦，甲車竟

沒用了峰。 H艾喲，好複雄!第六天是f十麼意思、?除了片頭大概吉普一下第六天的由來

之外，跟電影內容是沒{十麼關條。

﹒ 查看ItM目前信11狀態 ﹒

E 巴巴之 . 
老人Z( Roujin -Z ) 

軍事演:北久保弘Z 年份: 1991 國別:日本 | 局長:約8日分鐘

固 樹情簡介

開發出以居家看龍為主要功能的機器，無法自理生

活的老年人只要躺在上面，就可安度晚年。

D '1、續說

這是20年前的片耶，日本就意當聽到老人1t社會的解

決方案，用現在的自晨光來看，還是非常有前瞻性(還目)。

整部片是喜劇，片子文蠻短的，很好看晴，雖然是應該

在上次小編介紹動室的時候排進去，不過現在介紹也可

以，符合機器人的這羲騙(這表示小編其實是很喜歡看卡

通片，叫動畫片才華勛。

﹒ 查看ItM fJ直直信11狀態 ﹒

雙人( Bicentennial Man ) 

| 導演: Chris臼wnbus I 年份: 1明 國別:美國

回 蚵倩筒介

智能機器人管家，學會了人類的威惰，想要拋棄機

器身體，變成真正的人類。

回 小續蓋寬

木偶皮話丘要變成人，只是童話裡的故事，機器人

要變成人，怎麼變?後面有提到一點社會議題，會有點

沉重喔(悶。今年的四月的小金馬影展，有一部片子，會

吃人的活僵屍那種，政府把{憂民都隔離起來，但是卻認

為僵屍沒死，都還有人權，不肯處死他們。變人這部片

卻是反過來，嗯， f十麼反過來?請大家去看這部片之後

就知道了。

中興大學回寄給台中市商區國光緒250!iLt

電話: (04)22840290 

傳真: (04)22873454 

﹒ 查看ItM目前借閱狀態 ﹒

且因且不 . 
F司長:約 132分鐘

發行人:詹颺萍

召黛人:，!;j\中商

紛紛華是:周恩婷

聯絡信箱: 1加tews@nchu. edu.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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