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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赞助 

   再次谢谢你们的支持！ 
 

（截止日期：2012/03/06.以上赞助排名不分先后）  

 

 



有你的支持就能走得更远！ 

赞助  

Scatkevin 的资源发布页面：  

主要：VeryCD 页面：

http://home.verycd.com/?1574068  

次要：新浪爱问页面：

http://iask.sina.com.cn/u/1192785515  

 

如果你经常逛 VeryCD，喜欢看电子书，那么你一定知道 Scatkevin。  

Scatkevin 曾制作过东野圭吾、京极夏彦系列的精校文字版 PDF，另外还有一系列的人文社科、

艺术及历史政经类 PDF，且时常分享精心制作的扫描版 PDF，无偿上传于 ed2k 网络，耗时耗

力。  

如果你觉得 Scatkevin 制作的 PDF 不错，欢迎支付一点金钱作为赞助，支持 Scatkevin 继续

分享下去，本人将不甚感激。 

赞助资金的用途：为了不让有的朋友产生误会，你所赞助的资金全将用于更新设备、分享知识的

用途上。  

赞助方式：  

  2 元赞助（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643393820）  

  5 元赞助（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5181156486）  

  10 元赞助（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5181160615）  

赞助的数额请随意，比方你想赞助 4 元，在 2 元赞助页面拍下 2 个即可；如果你想赞助 9 元，再

在 5 元赞助页面拍 1 个即可。 

Scatkevin 的构想是：  

  凡是赞助过的朋友，以后发布的 PDF 会专门留出一页来，列出你的 ID，以表谢意； 

  如果您赞助数额较大，Scatkevin 会视情况为你提供找书服务； 

  如果您的赞助数额巨大，Scatkevin 愿意无偿帮你 OCR 书籍（仅限文字书），并提供忠于

原版面的源文件（docx 格式及 pdf 格式），并无条件提供找书服务。 

http://home.verycd.com/?1574068
http://iask.sina.com.cn/u/1192785515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643393820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5181156486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518116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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