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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獲兩項贈書！

「傑出中國訪問學人計劃」贈書

為慶祝本計劃〸周年紀念
，歷屆傑出學人將其學術
著作共150多冊贈予包玉
剛圖書館供本校師生借閱
，有關著作涵蓋專科學術
研究之課題，必能達到啟
迪同人治學和追求學問之
道。

高等教育出版社贈予圖書館共130種出版品

高等教育出版社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所屬的出版社，該社
慷慨捐贈予本校包玉
剛圖書館共130種書籍
及多媒體產品，包括
文科、理工科、計算
機科學、生命科學、
當代科學，是次贈書

不單使圖書館館藏豐富，並且讓本校師生能分享該社之高
等教材成果。



新增外語錄音資料

圖書館近月新增了超過120套外語錄音資料及50多套聽講
書，為推動自學用途，所有有關語言學習的錄音光碟及錄
音帶等均可外借。外借期限為7天，外借的數量為2件，並
可續借1次。

如有查詢，請致電視聽資料部(2766-6871)或親臨視聽資料
部服務台查詢。

外語錄音資料有如下選項：

日語基礎講座
日語一日一題
實用韓語會話
法語入門
德語入門
意大利語入門
西班牙語入門
Linguaphone PDQ quick language courses
The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 (audiobook)
King Lear (audiobook)
Classic American short stories (audiobook)
A Christmas carol (audiobook)
The Pickwick papers (audiobook)
Treasure Island (audiobook)

查詢圖書館目錄提示：
*     檢索 audiobooks，可於 Subject 一項輸入 “audiobooks”
*   檢索學習日語的錄音鐳射碟，可於 Keyword 一項輸入 
    “s:(Japanese language)”，並於 Material Type 一項選擇                     
    “Audio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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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tream
提供國際市場上多達十四萬種證券及投資工具的最新及過往業績，內容涵蓋廣泛
的市場指標，例如投資回報、利潤估計、資產負債表及信貸評級等，對評估投資
風險、公司業績及國際市場有極大的幫助。

Factiva.com
它是一間主要提供商業新聞的機構，並已取代了Dow Jones Interactive及Reuters 
Business Briefing。這數據庫提供最新的國際新聞及商業資訊，內容來自一百一十
八個國家，其中包括二十二種語言，並與九十三間新聞網同日報導。

Bankscope
這財經資料庫提供分佈在世界各地約一萬一千所銀行的資料。

ISI Emerging Market Service
提供最新的公司資訊、企業資料、財經分析、法律及時事報導，並對分佈在亞洲
、拉丁美洲及歐洲的三十五個新興市場作宏觀經濟的分析。

Perfect Analysis
前稱H ydra的數據庫提供環球一萬四千間上市公司、三萬四千種證券、二千四百
種股票指數及多達一百六十種貨幣匯率的資料。其中包括過去五年的資產負債表
和過去十年的股票、物價指數及貨幣匯率。 這個數據庫的資料是每日更新的。

Global Market Information Database
這數據庫詳列市場規模、各國的市場推廣特性、市場的預測數據、消費者的生活
模式、貿易來源及市場推廣的簡介與分析。

這期我們重點介紹最常用的財經分析及市場研究的數據庫。在圖書館裡有更多資
料豐富的數據庫、網址、公司年報及研究刊物可供參考使用。如有查詢，請向圖
書館詢問處的圖書館主任或致電2766-6863 尋求協助。

尋找財經分析及市場研究資料 ! 尋找財經分析及市場研究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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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ibrary.polyu.edu.hk/search/t?SEARCH=datastream
http://bankscope.bvdep.com/cgi/template.dll?product=4&user=ipaddress
http://big5.securities.com/
http://library.polyu.edu.hk/search/t?SEARCH=perfect%20analysis
http://www.euromonitor.com/gmid/
http://global.factiva.com/en/sess/login.asp?xsid=S000Gjm3XmnNdmnMDIqN9AmNpQv5DByMU38ODJ9RcyqUUFBQUFBQUFBQUFBQUFBQUFBQUFBQUFBQUFBQUFBQUFBQUEA&cookie=on


 

備小貼士: 
y-  Step-b step 指引 

 預早為考試作好準備, 並充份利用圖書館資源, 是你考試成功的先訣條件。 

 重點 習策略 :  

 課程概覽: 檢索 PolyU Course Scheme Database (香港理工大學課程綱要資料庫)
查閱各課程對學生之要求 
o 列出所讀課程的所有課題; 
o 找出你最有把握及最弱的課題，並擬定 習課題的先後次序 

 查閱以往的考試試題: 檢索 PolyU Examination Paper Database  (香港理工大學考試試

題資料庫)。利用以往的考試試卷，測試自己在指定時 內完成試題的能力 

 

 擬定複習時間表 
o 設定每課題所需的時間，並訂定複習的日期、時間及地點 

 找一個能令你專注的 習場所。 圖書館於考試期間之開放時間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六日

至二十八日) : 

星期一至五 : 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十一時正 
星期六 及日 : 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七時三十分 
聖誕日(十二月二十五日) : 休息 
二十四小時閱讀室設於圖書館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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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以下的複習資料: 
 課程筆記，講義及推薦讀物 
 利用圖書館目錄， 搜尋推薦讀物 : 

�  書類: 用 Title Search 輸入書名， 
�  輯錄於期刊內的文章: 用 Title Search 輸入期刊名稱， 

例如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o 通過圖書館之網頁，搜查網上參考工具: 例如 Oxford 
Reference Online, XreferPlus 包含了各科目的字典及百科

全書, 可幫助你更清晰地理解字匯和概念  

 
 

 參考有關學習指南及測驗技考的圖書館資源， 
利用圖書館目錄之 Subject Search， 搜尋有關以下題目的書籍 : 

o Examinations study guides 
o Study skills 
o Test-taking skills 
o Independent study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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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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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base.lib.polyu.edu.hk/polycs
http://ebase.lib.polyu.edu.hk/exam/
http://www.oxfordreference.com/views/GLOBAL.html?&authstatuscode=202
http://www.oxfordreference.com/views/GLOBAL.html?&authstatuscode=202
http://www.xreferplus.com/search.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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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base.lib.polyu.edu.hk/exam/


視聽資料網上薦購表格 
(Online AV Recommendation Form)

讀者現在可以利用圖書館新增的網上薦購表格推薦視聽資料。表格可於圖書館
網頁內的“Collection & Services > Electronic Forms”中提取。為方便圖書館進

行採購，請讀者在提交表格時盡量提供有關資料，包括所需之視聽格式、
出版社資料、相關網址和資料來源等。如有查詢，請致電 

2766-6869 與圖書館視聽資料部主任聯絡。

再見裝釘部
鑑於圖書館逐漸轉向訂購電子版本的期刊，負責精裝期刊及紙面本書籍的裝釘
部將於年底功成身退。圖書館內的裝釘工場將會改建成密集書架閱覽室擺放期

刊合訂本，圖書館並因此增添了70 個座位。

Citation Databases and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2 Dec 03

Accessing E-journal Collections of the PolyU Library 	   4 Dec 03

Current Awareness 	 10 Dec 03

Surfing the Internet for Useful Information 	 11 Dec 03

Accessing E-book Collections of the PolyU Library 	 12 Dec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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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mber 2003

February 2004

圖書館講座預告
請登入圖書館網頁報名參加

Accessing E-journal Collections of the PolyU Library 	   9 Feb 04  (暫 定)
Citation Databases and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10 Feb 04  (暫 定)
Key Library Resources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11 Feb 04  (暫 定)
Searching Specialized Financial Databases: 
	 Datastream & Perfect Analysis 	 12 Feb 04  (暫 定)
Learn How to Search the Library Catalogue Effectively: 
	 Some Advanced Techniques and Features 	 13 Feb 04  (暫 定)
Accessing E-book Collections of the PolyU Library 	 16 Feb 04  (暫 定)
Searching Chinese Databases and E-journals 	 18 Feb 04  (暫 定)
Mastering Techniques in Searching Specialized 
	 Databases i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19 Feb 04  (暫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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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lib.polyu.edu.hk
lbms

http://www.lib.polyu.edu.hk/collser/e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