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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 

 書名 作者 索書號 連結 

1 科學怪人 瑪麗.雪萊(Mary Shelley)著 873.57 1010 點此 

2 海底兩萬哩 儒勒⋅凡爾納(Jules Verne)著 876.57 4643 點此 

3 世界大戰 赫伯特.喬治.威爾斯著 805.18 7504 點此 

4 時間機器 威爾斯(H. G. Wells)著 873.57 0044 點此 

5 一九八四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著 
873.57 7755 點此 

6 我們 
薩米爾欽(Yevgeny 

Zamyatin)著 
880.57 4915 點此 

7 基地前奏 
以撒⋅艾西莫夫(Isaac 

Asimov)作 
874.57 4444 v.1 點此 

8 基地締造者 :基地前傳之 2 
以撒⋅艾西莫夫(Issac 

Asimov)著 
874.57 4444 點此 

9 基地 
以撒⋅艾西莫夫(Issac 

Asimov)著 
874.57 4444 點此 

10 基地與帝國 
以撒⋅艾西莫夫(Isaac 

Asimov)著 
874.57 4444 點此 

11 第二基地 
以撒⋅艾西莫夫(Isaac 

Asimov)著 
874.57 4444  點此 

12 基地邊緣 :基地後傳之 1 
以撒⋅艾西葛夫(Isaac 

Asimov)著 
874.57 4444 點此 

13 正子人 

艾西莫夫(Isaac Asimov),席

維伯格(Robert Silverberg)

著 

874.57 4105 點此 

14 我, 機器人 艾西莫夫(Isaac Asimov)著 874.57 4444 點此 

15 曙光中的機器人 艾西莫夫(Isaac Asimov)著 874.57 4430 點此 

16 機器人與帝國 艾西莫夫(Isaac Asimov)著 874.57 4430 點此 

17 繁星若塵 艾西莫夫(Isaac Asimov)著 874.57 4444 點此 

18 星空暗流 艾西莫夫(Isaac Asimov)著 874.57 4444 點此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088741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107087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213675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139876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006912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019790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249162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181626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035279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176299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241319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011666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011337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051048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208419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166568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168514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006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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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二 00 一太空漫遊 :太空漫遊首部曲 
亞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著 
873.57 4056 v.1 點此 

20 二0一0太空漫遊 :太空漫遊二部曲 
亞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著 
873.57 4056 v.2 點此 

21 
二 0 六一太空漫遊 :太空漫遊三部

曲 

亞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著 
873.57 4056 v.3 點此 

22 三 00 一太空漫遊 :太空漫遊四部曲 
亞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著 
873.57 4056 v.4 點此 

23 拉瑪再現 
亞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著 
873.57 2182 點此 

24 拉瑪迷境 
亞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著 
873.57 1028 點此 

25 拉瑪真相 
亞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著 
873.57 4714 點此 

26 童年末日 
亞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著 
873.57 4056 點此 

27 怒月 :月亮一生氣,地球就遭殃 
海萊因(Robert A. Heinlein)

著 
874.5754 4446 點此 

28 銀河公民 
海萊因(Robert A. Heinlein)

著 
874.57 2637 點此 

29 沙丘魔堡 
法蘭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著 

874.57 3124 v.1 

874.57 3124 v.2 
點此 

30 沙丘之子 
法蘭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著 
874.57 1119 點此 

31 華氏 451 度 
雷⋅布萊伯利(Ray Bradbury)

著 
874.57 1010 點此 

32 火星紀事 
雷⋅布萊伯利(Ray Bradbury)

著 
874.57 4446 點此 

33 圖案人 
雷⋅布萊伯利(Ray Bradbury)

著 
874.57 1012 點此 

34 十月國度 
雷⋅布萊伯利(Ray Bradbury)

著 
874.57 4454 點此 

35 闇夜嘉年華 
雷⋅布萊伯利(Ray Bradbury)

著 
874.57 1012 點此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071968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111158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108582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074569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211557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223122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132075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189025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023025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147727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139978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072024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128198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202406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243927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056375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082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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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溫柔的謀殺 
雷⋅布萊伯利(Ray Bradbury)

著 
874.57 1012 點此 

37 第五號屠宰場 馮內果(Kurt Vonnegut)原著 874.57 3750 v.1 點此 

38 泰坦星的海妖 馮內果(Kurt Vonnegut)原著 874.57 1122 v.7 點此 

39 心機掃描 
菲利普⋅狄克(Philip K. Dick)

著 
874.57 7594 點此 

40 黑暗的左手 
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著 
874.57 3434 點此 

41 一無所有 
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著 
874.57 4434 點此 

42 我是傳奇 
理察⋅麥特森(Richard 

Matheson)作 
874.57 7531 點此 

43 戰爭遊戲 
歐森⋅史考特⋅卡德(Orson 

Scott Card)著 
874.57 0803 點此 

44 時間迴旋 
威爾森(Robert Charles 

Wilson)著 
885.357 7531 點此 

45 WWW.注視 
羅伯特.索耶(Robert J. 

Sawyer)著 
885.357 0014 點此 

46 六號抽水站 
保羅.巴奇加盧比(Paolo 

Bacigalupi)著 
874.57 1038 點此 

47 末世男女 
瑪格麗特. 愛特伍(Margaret 

Atwood)著 
885.357 403 點此 

48 打鬼戰士 :世界末日求生指南 
麥克斯⋅布魯克斯(Max 

Brooks)著 
874.6 7544 點此 

49 打鬼戰士.II :檔案 Z 
麥克斯⋅布魯克斯(Max 

Brooks)著 
874.57 4926 v.2 點此 

50 末日之戰 
麥克斯⋅布魯克斯(Max 

Brooks)著 
874.57 8810 點此 

51 一級玩家 
恩斯特.克萊恩(Ernest Cline)

著 
874.57 0734 點此 

52 時光機器 
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 G. 

Wells)著 
805.18 7504 點此 

53 最後一戰 :瑞奇之隕 
艾力克⋅尼倫德(Eric Nylund)

著 
874.57 1114 點此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014387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074595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158176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001145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137192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066627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207661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092787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126899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229617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242564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145051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158317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158456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164630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216456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216249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197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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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最後一戰 :短兵鏖戰 
艾力克⋅尼倫德(Eric Nylund)

著 
874.57 1114 點此 

55 戰爭機器 :艾斯方戰役 
凱倫.查維斯(Karen Traviss)

著 
874.57 0803 點此 

56 純淨之子.首部曲 
朱莉安娜.柏格特(Julianna 

Baggott)著 
874.57 1145 v.1 點此 

57 移動迷宮 
詹姆士⋅達許納(James 

Dashner)著 
874.57 7585 v.1 點此 

58 移動迷宮.2,焦土試煉 
詹姆士⋅達許納(James 

Dashner)著 
874.57 7585 v.2 點此 

59 移動迷宮.3,死亡解藥 
詹姆士⋅達許納(James 

Dashner)著 
874.57 7585 v.3 點此 

60 14 號門 彼得.克萊斯(Peter Clines)著 874.57 4060 點此 

61 銀河英雄傳說 田中芳樹著 

861.57 6544 v.1 

861.57 6544 v.2 

861.57 6544 v.3 

861.57 6544 v.4 

861.57 6544 v.5 

861.57 6544 v.6 

861.57 6544 v.7 

861.57 6544 v.8 

861.57 6544 v.9 

861.57 6544 v.10 

第1冊 

第2冊 

第3冊 

第4冊 

第5冊 

第6冊 

第7冊 

第8冊 

第9冊 

第10冊 

62 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 
丹尼爾.凱斯(Daniel Keyes)

作 
874.57 7771 點此 

63 穿越時空的少女 筒井康隆著 861.57 1126 點此 

64 
美麗新世界 :現代科幻小說與電影

始祖典範 

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著 
873.57 2465 點此 

65 奈米獵殺 
麥克.克萊頓(Michael 

Crichton)著 
874.57 3444 點此 

66 時間線 
麥克.克萊頓(Michael 

Crichton)著 
874.57 4444 點此 

67 恐懼之邦 
麥克.克萊頓(Michael 

Crichton)著 
874.57 3444 點此 

68 北京滅亡 張草著 857.83 1144 點此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023076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169301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242414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010001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303377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033898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297412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095379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098001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100628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103231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105862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108478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111051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113690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116289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118883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040642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114230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033193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188135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064170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077103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020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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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諸神滅亡 張草著 857.83 1144 點此 

70 明日滅亡 張草著 857.83 1144 點此 

71 極速飛行 :天使狩獵計劃 
詹姆斯⋅派特森(James 

Patterson)著 
874.57 3224 點此 

72 分歧者 
薇若妮卡.羅斯(Veronica 

Roth)著 
874.577 8824 點此 

73 分歧者.2 :叛亂者 
薇若妮卡.羅斯(Veronica 

Roth)著 
874.57 8824 v.2 點此 

74 分歧者外傳 :Four 
薇若妮卡.羅斯(Veronica 

Roth)著 
874.57 5744 點此 

75 異種人生 倪匡作 857.83 2722 點此 

76 只限老友 倪匡作 857.83 2771 點此 

77 死去活來 倪匡作 857.83 2771 點此 

78 須彌芥子 倪匡作 857.83 2771 點此 

79 非常遭遇 倪匡作 857.83 2771 點此 

80 黑暗大帝 倪匡作 857.83 2771 點此 

81 極地媚惑 倪匡作 857.83 2771 點此 

使用方式：請點選該書連結確認書籍狀態，若書在架上可親至圖書館借閱，若外借中可使用「預約」

館藏查詢系統使用說明功能，若在他館利用「校區互借」功能。（詳細操作方式可參考  ）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173674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082310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009128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031312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247752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297774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117737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223125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066637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171038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212714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246366
http://aleph.lib.nkmu.edu.tw/F?func=find-c&adjacent=Y&local_base=TOP02&ccl_term=sys%3D005243737
http://www.lib.nkmu.edu.tw/lib/elearn_1.php#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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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 
 書名 作者 平台 連結 

1 沉船 倪匡作 遠景 點此 

2 鬼子 倪匡作 遠景 點此 

3 黑靈魂 倪匡作 遠景 點此 

4 後備 倪匡作 遠景 點此 

5 換頭記 倪匡作 遠景 點此 

6 環 倪匡作 遠景 點此 

7 搜靈 倪匡作 遠景 點此 

8 無名髮 倪匡作 遠景 點此 

9 異寶 倪匡作 遠景 點此 

10 支離人 倪匡作 遠景 點此 

11 紙猴 倪匡作 遠景 點此 

使用方式：校園網路內直接點選連結即可連結至該電子書之頁面進行閱覽；非校園網路範圍內，請連

圖書館首頁線至「  →資源查詢→電子資源→新版→電子書」查詢使用。

 

影音資料 
 名稱 內容 典藏地 

1 地心歷險記 

剛被封為爵士的林頓布魯克教授在研究學生亞利克帶來的石頭

後,赫然發現一個驚人的地底秘密,於是教授與艾力克決定前往

探索這個未知的領域,他們一行人一路遭遇許多阻撓卻又經歷種

種奇觀,最後林頓布魯克探險隊如何重返地表。  

楠梓總館 

2 我是傳奇 

羅伯奈佛是一位才華洋溢的科學家,但他也無法遏阻毀滅性病毒

的侵襲.羅伯奈佛成為災後紐約的最後一位倖存人類,甚至也可

能是世界上最後一位人類;三年時間過去了 

楠梓總館 

3 戰爭遊戲 

在即將到來的未來世界, 一個充滿敵意的外星蟲族「佛米克斯

族」想要佔領地球, 要不是因為「國際艦隊(InternationalFleet)」

中的英雄指揮官梅瑟瑞克漢, 人類早已滅亡。為了扺抗「佛米克

斯族」的第二次進攻, 「國際艦隊」的司令葛拉夫(哈里遜福特 

飾)開始招募菁英兒童加以訓練, 希望可以塑造繼梅瑟瑞克漢後

的第二個救世主。而安德威金(阿薩巴特菲德 飾)就是其中之一。 

旗津分館 

4 移動迷宮 

湯瑪士與一群陌生的男孩受困於一座精心設計的殺人迷宮當中, 

他只記得一段很詭異的夢, 以及一個叫「W.C.K.D」的神秘組織

外, 他已喪失對外面世界的記憶。為了脫困, 湯瑪士只能憑藉著

楠梓總館 

http://192.83.194.131/ebookcgi/ttsweb.exe?@ebooksrh~ABY000007
http://192.83.194.131/ebookcgi/ttsweb.exe?@ebooksrh~ABY000020
http://192.83.194.131/ebookcgi/ttsweb.exe?@ebooksrh~ABY000028
http://192.83.194.131/ebookcgi/ttsweb.exe?@ebooksrh~ABY000032
http://192.83.194.131/ebookcgi/ttsweb.exe?@ebooksrh~ABY000018
http://192.83.194.131/ebookcgi/ttsweb.exe?@ebooksrh~ABY000019
http://192.83.194.131/ebookcgi/ttsweb.exe?@ebooksrh~ABY000036
http://192.83.194.131/ebookcgi/ttsweb.exe?@ebooksrh~ABY000027
http://192.83.194.131/ebookcgi/ttsweb.exe?@ebooksrh~ABY000044
http://192.83.194.131/ebookcgi/ttsweb.exe?@ebooksrh~ABY000010
http://192.83.194.131/ebookcgi/ttsweb.exe?@ebooksrh~ABY000033
http://www.lib.nkmu.edu.tw/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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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湊過去的零散記憶, 以及找尋在迷宮中的蛛絲馬跡來解開所

有的謎團。究竟他能揭開什麼樣的驚人祕密?而誰又是設計並操

作這龐大又複雜迷宮的幕後黑手? 

5 
星際大戰二部曲 :複製

人全面進攻 

銀河共和國處於混亂與紛戰之中,分離份子集合數以百計行星聯

盟,威脅脫離共和國 Jedi 也無力遏止,複製人戰爭亦由此展開。  
楠梓總館 

6 
星際大戰三部曲 :西斯

大帝的復仇 

經過多年激烈戰事, 複製人大戰即將結束. 絕地議會派歐比王

將導致戰亂的主謀者繩之以法;不料, 西斯勢力已悄悄深入銀河

系, 勢力漸大的議長白卜庭用黑暗勢力的力量, 誘惑天行者安

納金轉變成黑武士達斯維達, 幫助他達成心願建立銀河帝國, 

剷除絕地武士。 

楠梓總館 

7 瓦力 

動畫裡描述好幾百年以後, 地球的垃圾堆積如山, 人類紛紛移

居到外太空居住. 有一天, 人類留下機器人瓦力在地球打掃環

境, 希望有一天地球環境變好之後, 人類能夠再回來地球定居. 

後來人類派了另一位女性機器人伊芙來查看整個地球環境, 這

位好比機器人中的第一名模, 外型閃閃動人...他們倆會發生什

麼樣的故事呢? 

楠梓總館 

8 全面啟動 

唐姆柯柏(李奧納多狄卡皮歐飾演)是一位擅長心靈犯罪的小偷, 

能進入人的夢境中從潛意識裡偷取有價值的秘密。他的絕技讓

他成為工業間諜中的佼佼者, 卻也使得他必須亡命天涯。現在他

有一個機會能跟家人團聚, 就看他能不能成功的植入想法於目

標中。如果能成功, 柯柏和他的小組就能圓滿達成任務。然而在

行動中有一個危險的敵人似乎能夠預測他們每一個動作, 而他

們卻毫無防備也無法應付, 只有寄望柯柏能夠破解這個神祕敵

人的意圖。 

旗津分館 

9 地心引力 

蕾恩史東博士(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得主珊卓布拉克飾)是一位

傑出的工程師, 跟經驗豐富的太空人麥特科沃斯基(奧斯卡獎得

主喬治克隆尼飾)出使她第一次的太空梭任務, 在一次看似是例

行性的太空漫步中, 災難卻降臨了, 太空梭被徹底摧毀, 讓史東

與科沃斯基獨自徘徊在外太空, 無依無靠只有彼此, 漂流在黑

暗之中, 當恐懼不安轉變成驚慌失措時, 每一口呼吸都吞噬了

自己所剩無幾的氧氣, 然而回家的唯一方法就是往更遠的恐怖

無垠太空前去。 

楠梓總館 

10 環太平洋 

當大批被稱為"怪物"的窮凶惡極外星生物從海上出現時, 就展

開了一場你死我活的戰爭。為了與他們戰鬥, 人類設計了巨大的

機器人作為武器, 叫做機甲獵人, 必須由兩名駕駛同時操作控

制, 然而事實上連機甲獵人都快要無法對抗怪物, 如今局勢已

經處在失敗邊緣, 人類必須轉向仰賴曾經被擊敗的前任駕駛和

一名未經考驗的學員聯手操作一個看似過時機甲獵人, 這兩位

不太像英雄的人物卻是對抗世界末日的最後希望...  

楠梓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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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宇宙大戰 

本片改編自科幻小說家 H.G.威爾斯 1897 的作品,描寫火星人攻

擊地球所引發的世紀大戰, 流線造型的太空船、火星人武器、備

受摧殘的城市、焦黑大地景觀以及駭人的外星異形等,空前的視

覺特效,使得本片贏得奧斯卡最佳特效獎。 

楠梓總館 

12 決戰猩球 

在這人猿是萬物的主宰,人類卻需要為了生存到處覓食,並且可

能被其他的更殘暴強大的動物給奴役,甚至為獵物。這時候有一

個不屬於這裡的人類因為太空船的意外迫降而到臨,他無視於那

裡的社會秩序不畏懼主宰者的壓迫,他帶來了一連串革命性的徹

底顛覆,改變了一切。  

楠梓總館 

13 機器戰警 2014 

西元 2028 年被罪惡貪腐侵蝕的底特律, 跨國大企業掌握著機

器人科技的核心。他們決心要將爭議性十足的最新科技引進美

國本土。此時一名正直的警察, 在打擊犯罪時身受重傷, 大企業

抓緊這個機會, 將他打造成半人半機械的機器戰警。儘管軀體無

堅不摧, 但腦海中慘死的記憶如夢魘般揮之不去...。  

楠梓總館 

14 星際爭霸 :最後戰役 

西元2834年, 經過世代物種的基因交錯, 外來物種在銀河系中, 

對人類進行有系統的大屠殺, 無形中人類已漸消失在浩大的宇

宙。"人類"這個名詞早已失去意義, 所有的感覺都只是基因改造

而被設定出來的, 人類如同機器人一般的生活著。就在人類失去

所有希望時, 在一遙遠星系中的行星上, 發現了最後僅存的純

人類 DNA...這個大發現竟然引來了一場宇宙大戰。 

楠梓總館 

15 遺落戰境 

2015 年人類發射「奧德賽」號的太空船到火星建設首座基地, 

「奧德賽」號太空船以及船上的成員, 卻在途中遇到一個巨大的

白色立方體, 從此失去音訊...。30 年後, 人類因為地球被外星生

物占據, 被迫搬到數千英呎高空一個名為「摩天塔」的雲端上居

住。身為士兵的傑克哈柏是少數還留在地球表面的人類。某日, 

一團火球無預警從天而降, 傑克發現原來那是從失事太空船落

下的逃生艙, 他從中奮力搶救一名美麗的陌生女子茱麗亞,當茱

麗亞醒來以後, 他才曉得原來茱麗亞和當年失事的「奧德賽」號

飛船有關, 傑克更進一步得知, 巨大的白色立方體與「奧德賽」

號的太空船之間的關聯, 以及自已真正的身份。 

旗津分館 

16 地球過後 

地球毀滅的一千年後, 人類被迫離開地球遷往諾瓦星球(Nova 

Prime)定居。傳奇艦長西佛雷吉(威爾史密斯飾)剛從銀河系完成

任務, 準備返家照顧久未謀面的 13 歲兒子奇泰雷吉(杰登史密

斯飾)。一場行星風暴卻摧毀了他們的太空船, 雷吉父子被迫緊

急降落面目全非而充滿危險的地球。奇泰因父親西佛重傷臥倒

於座艙奄奄一息, 必須盡快修復飛船與勇敢跨越未知領域發出

求救訊號, 同時, 他也必須面對已在地球上進化的各種可怕生

物以及兇猛的外星怪獸...從小即渴求與父親一樣勇敢的奇泰, 

如何衝破父子間的隔閡化解致命困境, 找到回家的路?  

旗津分館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圖書館  104.4

 

 名稱 內容 典藏地 

17 極樂世界 

時間為 2159 年, 富人都搬到一個名為極樂世界的人造基地, 而

貧困的下層階級卻在官員羅德(茱蒂福斯特 飾)高壓實行反移民

法下, 被迫住在殘破擁擠的地球。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 麥克斯

(麥特戴蒙 飾)決定放手一搏, 企圖帶領其他百姓改變這個分化

不平的世界… 

楠梓總館 

18 顛倒世界 

想像一個星球裡,連結著兩個世界, 一個在上、一個在下, 一個是

灰濛貧窮的工業世界, 另一則是個明亮富裕的上流世界, 在顛

倒世界中, 人們各自生活工作, 互不干涉, 法律更嚴明規定任何

人不能和另個世界的人們溝通, 亦不能試圖跨越另一端。亞當

(吉姆史特格斯 飾)是貧困底下世界裡面的平凡人, 小時候他偶

然見到了來自富裕上層世界的女孩伊達(克絲汀鄧斯特 飾), 雖

然兩人相距世界之隔, 但童年的兩小無猜, 在長大後漸漸變成

不可能有結果的愛戀。長大成人的亞當, 某天意外在電視上再次

見到伊達, 但他們兩人之間阻隔著地心引力和嚴格律法, 無法

長相廝守, 這兩人該如何跨越重重阻礙, 讓戀情開花結果呢?  

旗津分館 

19 攔截記憶碼 

未來世界裡, 在高科技的輔佐下, 人類可以選擇以植入記憶的

方式進行虛擬體驗。為了感受這前衛技術, 道格(柯林法洛 飾)

不顧疑慮決定前往記憶碼公司進行體驗。沒想到虛擬過程發生

意外, 道格不但從一名平凡工人被誤以為是間諜, 連愛妻蘿莉

(凱特貝琴薩 飾)竟也對他展開猛烈攻擊。道格到底是誰?他眼前

的人事物, 難道都是設計好移植在大腦的假象?  

旗津分館 

20 普羅米修斯 

探索人類起源, 可能自取滅亡...。一群科學家根據古文明壁畫的

指引, 前往遙遠的星系進行太空探測, 意外發現了地球人類起

源的線索, 讓他們直探宇宙最黑暗的角落...。為了人類未來的存

亡, 他們在浩翰的外太空面對一場驚心動魄的磅礡冒險, 並克

服巨大的恐懼, 展現了人類生命力、意志力與勇氣的極限!  

楠梓總館 

21 MIB 星際戰警 

K(湯米李瓊斯飾)和 J(威爾史密斯飾)雙人組是 FBI所屬的一個非

正式情報單位的刑警,他們的任就是監督外星人在地球上的活

動,任何外星人如果圖謀不軌,就會被這兩位身穿黑色西裝的特

警殲滅。另一方面,銀河中的蟲族正祕密的行動-準備刺殺一星球

的大使,並搶奪銀河系的主控權。由於這個舉動將引起宇宙間的

征戰、世界將面臨崩潰,K 和 J 必須在地球被毀滅前找到偽裝成

人類的蟲族。K 和 J 這對黑白搭檔就帶著巨大無敵槍到處對付奇

形怪狀的外星人,結果卻笑料百出,他們到底能不能完成任務呢  

楠梓總館 

22 MIB 星際戰警 2 

邪惡的外星魔女來到地球尋找統治宇宙萬物的關鍵外星人,但是

只有 J 才知 道關鍵外星人的藏匿處,K 必須讓 J 趕緊恢復記憶,

才能阻止邪惡的外星魔女 進行統治地球的行動。 

楠梓總館 

23 MIB 星際戰警 3 
5 年來,MIB 探員 J(威爾史密斯 飾)經歷過各種詭的遭遇,與無數

醜八怪異形交手。不過,他卻一直無法參透沉默寡言的 K 探員(湯
楠梓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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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 內容 典藏地 

米李瓊斯 飾)難以捉摸的心思。 如今眼前迫切的危機,不但直接

威脅到探員 K 性命,還關係著人類未來的亡。而牽動一切危機的

關鍵,就是回到過去,找到探員 K 那段深藏多年、不為人知的秘密,

於是,探 J 找到了 Young 版探員 K(喬許布洛林 飾),兩人再次攜

手扭轉未來  

24 超級戰艦 

本片講述於一次環太平洋軍事演習時, 科學家們驚動了外太空

中一個與地球相似的行星, 外星人做出了回應, 派出了艦隊來

到地球並躲藏於太平洋的深海中, 外星戰艦來者不善, 人類為

了保衛地球, 力阻浩劫, 因此與外星侵略者奮力一戰, 經過了激

烈的戰鬥, 參與戰鬥的驅逐艦全數沉沒, 但希望沒有就此滅絕, 

美國海軍史上的經典戰艦「密蘇里號」在這時候挺身而出與外

星艦隊進行最後的決戰。 

旗津分館 

25 鐘點戰 

21 世紀末, 時間取代金錢成為貨幣單位, 每個人到了 25 歲後, 

就不再變老, 但也只能再活一年, 若不及補充生理時數, 就會立

即死亡。威爾巧遇並解救了擁有超過 100 年以上生命時間資產

的亨利, 原已厭世的亨利決定把這資產轉送威爾。也因此讓威爾

結識了舉足輕重的魏斯家族與其獨生女席薇亞。但這事件引起

時間管理人的注意並展開一連串的追逐。一路艱險中, 他和席薇

亞由對立變成生命共同體, 他們決定改變時間, 改變世界  

楠梓總館 

26 創 :光速戰記 

山姆費林的父親就是創造出大家耳熟能詳的電玩遊戲的電腦天

才凱文費林。有一天, 父親的友人告訴山姆他接到一通來自凱文

的舊辦公室發出的傳呼訊號, 但這支號碼自凱文失蹤後就已停

用多年了。他請山姆去凱文舊辦公室一探究竟, 並再次告訴山

姆, 父親絕不會無故離開他, 這神秘的訊號可能是尋找他父親

的線索。山姆抱持懷疑的態度來到父親的舊辦公室, 居然意外進

入父親所創造的虛擬世界中, 才發現原來父親是被囚禁在電子

世界長達二十年之久!為了救出父親一同返回真實世界, 山姆在

女戰士程式柯拉的幫忙下, 與創界的反派程式展開一場光速戰

役, 雖然這是個虛擬的世界, 但山姆所面對的每一步都是真實

的危險, 這場攸關生死的旅途, 山姆該如何克服層層的挑戰? 

楠梓總館 

27 天際浩劫 

好一場狂歡派對後, 一群熟睡中的男女被窗外神祕詭異的強光

喚醒, 受強光吸引人們如飛蛾撲火般, 恐怖地消失在炫目的藍

光之中, 人間蒸發!他們很快地發現一道道來自外星異種的光束

殺陣, 已經壟罩整個地表, 甚至即將吞噬地球上所有的人類...!

如今, 這群倖存者要如何趕在進入倒數計時的地球末日前, 找

出破解漫天殺機的求生密碼?  

旗津分館 

使用方式：視聽資料不可外借，如有需求請至楠梓總館 4 樓多媒體中心或旗津分館欣賞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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