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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Resources

Databases on Trial
Synthesis Digital Library of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Expiry : 10 Dec 2010)
Collections of ebooks and lectures published by Morgan 
& Claypool, covering a range of course areas such as 
circuit and system design, biomedical, environment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s well as key R&D topics in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中國大百科 (Expiry : 30 Nov 2010)
由「中國大百科出版社」出版之大型現代綜合性百科全
書。內容涵蓋了人民學科，社會學科及自然學科三大類。

《世界遺產在中國》 DS706.3.S532 DVD
大型系列紀錄片《世界遺產在中國》,系統集中地展現了中國33處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的文化和自然遺
產、文化遺產、自然遺產、人類口述和非物質遺產。  

該片自2001年起拍攝,歷時7年;行程十萬多公里;雲集各個相關領域的專家,集中中國最優秀的紀錄片製作人,超過200人專業
團隊參與製作;視點獨特、製作精良;採用航空拍攝、水下攝影等多種先進拍攝手法;很多珍貴文物在該片中首次展示。  

該片共31集(16 DVD),一覽中國的26處世界遺產。內容包羅萬象,涵蓋中國的歷史變遷、地理環境、宗教信仰、語言、民
族、軍事、建築、文學、教育、藝術、人物及中國的現狀等。 

Vol.1 : 
Disc 1. 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 : 黃山 -- 人類口述和非物質遺產 : 新疆維吾爾木卡姆 (65 min.)   
Disc 2. 世界文化遺產 : 武當山古建築群 -- 世界文化遺產 -- 周口店北京人遺址 (65 min.)  
Disc 3. 世界文化遺產 : 龍門石窟 -- 人類口述和非物質遺產 : 昆曲 (65 min.)  
Disc 4. 世界文化遺產 : 蘇州古典園林 -- 世界文化遺產 : 承德避暑山莊和周圍寺廟 (65 min.)  
Disc 5. 世界文化遺產 : 澳門歷史城區 -- 世界自然遺產 : 三江並流 (65 min.)  
Disc 6. 世界文化遺產 : 曲阜孔廟, 孔林, 孔府 -- 世界文化遺產 : 雲岡石窟 (64 min.)   
Disc 7. 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 : 泰山 -- 世界文化遺產 : 皖南古村落, 西遞, 宏村 (64 min.)  
Disc 8. 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 : 武夷山 (32 min.) 

Vol.2 : 
Disc 1. 世界文化遺產 : 秦始皇陵 (上) -- 世界文化遺產 : 秦始皇陵 (中) (64 min.)   
Disc 2. 世界文化遺產 : 秦始皇陵 (下) -- 世界文化遺產 : 明清故宮 (上) (64 min.)   
Disc 3. 世界文化遺產 : 明清故宮 (下) -- 世界文化遺產 : 天壇 (64 min.)  
Disc 4. 世界文化遺產 : 開平碉樓與村落 -- 世界文化遺產 : 麗江古城 (64 min.)  
Disc 5. 世界文化遺產 : 河南殷墟 -- 人類口述和非物質遺產 : 古琴 (64 min.)  
Disc 6. 世界文化遺產 : 拉薩布達拉宮和大昭寺, 羅布林卡 -- 世界文化景觀 : 廬山國家公園 (64 min.)  
Disc 7. 世界文化遺產 : 長城 (上) -- 世界文化遺產 : 長城 (下) (65 min.) 
Disc 8. 世界文化遺產 ; 莫高窟 (上) -- 世界文化遺產 : 莫高窟 (下) (64 min.)

e-unwto (世界旅遊組織數據庫)
The e-unwto is a fully cross-searchable interactive database offering 
a vast number of high-quality UNWTO publications including books, 
journals, and statistics in their respective languages. In addition to more 
than 900 books in English, French, Spanish, Russian or Arabic, the 
e-unwto also provides access to a growing number of documents which 
can be defined as “Gray Literature”. (-- http://www.e-unwto.org)

You can check newly published issue from “Latest Title”, view 
books and journals from “Browse by Subject” or search “Tourism 
Factbook” to get the most up-to-date statistics on tourism for all the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台灣學術書知識庫 (Expiry : 30 Nov 2010)
收錄了45家出版社出版之學術書及教科書。主題涵蓋政
治/社會評論、性別研究、中外文學、歷史小說與評論、
傳記及藝術等。特別推薦專題：國史館史料精選、胡適、
柏楊、金庸研究、民間故事等。

mailto:lbviews@polyu.edu.hk
http://www.morganclaypool.com/page/ForthcomingSynthesisLectures
http://www.morganclaypool.com/page/ForthcomingSynthesisLectures
http://www.lib.polyu.edu.hk/cgi-bin/pwd_trial_mcgraw_accessphysiotherapy.pl
http://edu1.wordpedia.com/CPedia/default.htm
http://library.polyu.edu.hk/search/t?SEARCH=oxford+art+online&searchscope=6
http://library.polyu.edu.hk/search/t?SEARCH=e-unwto&searchscope=6
http://tea.wordpedia.com/teawebsite/index.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