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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書籍  Books — 山西 Shanxi  
 
Guide to Shanxi.  Hong Kong : Hong Kong China Tourism Press; [Shanxi Sheng] : 
Shanxi Provincial Tourism Bureau, 2001. 
B 915.117 G9 
 

《大同，五臺山，平遥，祁縣》（中國旅游指南熱線游)，北京：中華書局，2001 年。 

[BC] DS793.S3 D38 2001   

 
《山西古建築通覽》 A panorama of ancient Chinese architecture in 
Shanxi，[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7 年。 

[大 A] NA1546.S53 S53  

 

《山西古塔文化》 Ancient-pagoda culture in Shanxi 

（三普文化硏究論叢)，太原：北岳文藝出版社， 

1999 年。 

[大 A] DS793.S3 W33 1999 

 

《山西名勝》，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 年。 

[中] DS793.S3 S4 1983    

 

《山西通志. 第四十五卷, 旅游志》，[北京] : 中华书局，2000 年。 

[中] DS793.S3 S513 1991 v.45 

 

《中國山東山西の都城遺跡 : 日本都城制の源流を探る : 中國都城制研究學術

友好訪中團報告記錄》，京都市 : 同朋舍，昭和 63 [1988]年。 

[中] DS793.S4 C56 1988 

 

《中国名窟 : 石窟寺，摩崖石刻与造像》，天津市 :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年。 

[中] NB1912.B83 Z46 2005   

 

王永先，李劍平，《山西古代彩塑品賞》，太原市 : 山西科學技術出版

社，2003 年。 

[中] NB1046.S53 W36 2003   

 

王恒，《雲岡石窟佛教造像》 （文化山西書系)，太原市 : 書海出版社，

2004 年。 

[中] NB1912.B83 W353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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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旅游信息港 

http://www.shanxiok.com/ 

 

古城平遙，中國文化研究院 

http://www.chiculture.net/0211/html/a00/a00.html 

 

晉中風光 -- 昭餘古城，祁縣 

http://www.jzgy.net/jzfg/jzfg.files/zhaoyu.htm 

 

縱橫山西，走遍山西 -- 山西省台灣事務辦公室，華夏經緯網絡信息中心 

http://big5.huaxia.com/zhsx/zbsx.html 

 
 

Beijing travel, tours, hotels, Beijing based China Travel Agency 
http://www.tour-beijing.com/ 
 

文化旅遊系列－北京，香港電台及國家旅遊局 

http://www.rthk.org.hk/elearning/travel/04_01.htm 
 

北京大學 (Peking University) 

http://www.pku.edu.cn/ 
 

北京旅游信息網 (Beijing Municipal Bureau of Tourism) 

http://www.bjta.gov.cn/ 
 

China travel information, Lonely Planet Destination Guide 
http://www.lonelyplanet.com/worldguide/destinations/asia/china 
 
World Heritage Sites in Panographies—360 degree imaging, WHTour 
http://www.world-heritage-tour.org/ 
 

中國旅游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旅游局及國家旅游局信息中心 

http://www.cnta.gov.cn/ 
 

江山多嬌 

http://www.jsdj.com/ 
 

看中國 

http://seechina.diy.myrice.com/ 
 

香港自助旅行者協會(Hong Kong Backpacker’s Association) 

http://www.hkba-travel.or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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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期刊 Journal articles 
 

中國期刊網 China Journal Net 

孔祥琴，《山西之最》，〈今日山西〉，第 3 期，2005 年。 

王春元，《晉文化与山西旅游》，〈晉陽學刊〉， 第 5 期，2002 年。 

師煥英，《山西旅游持續發展研究》，〈五台山研究〉，第 2 期，2001

年。 

高潮，姬華，《山西省省長劉振華談山西旅游与城市化》，〈小城鎮建設〉，

第 S1 期 ，2000 年。 

張漢文，《發展中的山西旅游》，〈山西老年〉， 第 12 期，2000 年。 

聞震，《丰富多彩 雄奇古絕——充分認識山西旅游景觀資源的獨特优勢和魅

力》，〈滄桑〉， 第 2 期，2003 年。 

魏曉虹，《注重生態效益，發展山西旅游》，〈今日山西〉， 第 3 期，2001 年。 

 

王軍，《尋找歷史与現實的平衡──貝聿銘的北京之旅》，〈了望〉，第 43 期，1999

年。 

《北京評出十項旅游世界之最》，〈蘭台世界〉，第 5 期，1994 年。 

陳依，《北京之旅》，〈現代交通管理〉， 第 11 期，1999 年。 

郭卉，王迦南，《北京城牆:永遠消失的風景》，〈文明〉， 第 3 期，2005 年。 

張鍵， 李長青，《北京宗教文化旅游資源評价研究》，〈首都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

版)〉， 第 3 期，2005 年。 

 

V. 網上資源  Web resources 
 

山西風光 

http://www.chinahuangshan.com/lyzx/shanxi1.htm 

 

山西風光．三維互動球型全景．虛擬實境, ChinaVR.net 

http://www.chinavr.net/shanxi/index.htm 

 

山西省旅游信息網  

http://www.sxt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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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進，王志強，《晉山・晉水・晉文化》，太原市 : 山西經濟出版

社，2002 年。 

[中] DS793.S3 W36 2002   
 
《古晉風光攬勝》，北京 : 測繪，1992 年。 

[中] DS793.S3 G825 1992  
 

《名人与云冈》，北京 : 文物出版社，2005 年。 

[中] NB1047.Y86 M56 2005   
 
余秋雨，《中國之旅》（跟隨余秋雨的腳步），太原 : 希望出版

社，2004 年。 

[中] DS712 .Y87 2004     
 

《表里山河》（人說山西），太原市 : 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 年。 

[中] DS793.S3 B53 2005   
 
徐家國，《古都名窟 : 敦煌莫高窟・洛陽・大同》（天南地北精華遊），香港 : 明窗出版

社有限公司，2004 年。 

[BC] DS712 .T53 2004 [v.2]     

 

《晉 : 山西》，[太原] :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年。 

[大 A] DS793.S3 J563 1990z    
 
《從西安到平遙 : [西安古城，秦始皇兵馬俑，壼口瀑佈，平遙，大同]》（典藏中國），

济南市 : 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年。  

[中] DS712 .D45 2004 v.3  
 
陳明達，《應縣木塔》，北京 : 文物出版社 : 新華書店發行，

1980 年。  

大 A 926.1 75       
 
楊建鋒，《山西旅遊必讀》，太原 :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年。  

[中] DS793.S3 S428 1990  
  
楊曉國，《山西名山漫話》，太原市 : 山西經濟出版社，2002 年。  

[中] DS793.S3 Y3628 2002       
 
趙一德，《雲岡石窟文化》(三晉文化研究叢書)，太原 : 北岳文藝出版社，1998 年。 

[中] NB1912.B83 C43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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魯順民，《山西古渡口 : 黃河的另一種陳述》(中國文化遺珍叢書. 山西)，瀋陽市 : 遼寧

人民出版出版社，2004 年。 

[中] DS793.S3 L83 2004  

 

燕民，《看山西》(魅力中國 ; 3)，濟南市 : 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 年。  

[中] DS793.S3 Y36 2003    
 
韓振遠，《山西古祠堂 : 矗立在人神之間》(中國文化遺珍叢書. 山西)，瀋陽市 : 遼寧人

民出版出版社，2004 年。  

[中] DS793.S3 H363 2004   

 

II. 書籍  Books — 北京 Beijing 
 

Aldrich, M. A. The Search for a vanishing Beijing : a guide to 
China’s capital through the ages.  Hong Kong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915.1156 A36 
 
Cohn, Don.  Beijing walks.  Hong Kong : Odyssey, 1992. 
915.115604 C67 
 
Hibbard, Peter.  Beijing and Shanghai : China’s hottest cities.  Hong Kong : Odyssey, 
2004. 
915.1132046 H62 
B 915.1132046 H62 

 
Morrison, Hedda.《洋鏡頭里的老北京》，北京 : 北京出版社，

2001 年。 

[中] DS795 .M8412 2001   
 
Storey, Robert. Beijing.  3rd. ed.  Hawthorn, Vic., Australia ; 
Oakland, CA, USA : Lonely Planet Publications, 1998. 
B 915.1156 S88 b    

 
Storey, Robert. Beijing : city guide. (Lonely Planet city guide) Hawthorn : Lonely Planet 
Publications, c1994. 
915.1156 S88 
 
于潤琦，《文人筆下的舊京風情》(品味北京叢書)，北京 : 中國文聯出版社，2003 年。 

[中] DS795.2 .Y83 2003   
 
尹鈞科，高巍，《北京城》 Beijing city (歷史文化名城北京

系列叢書)，北京 : 北京出版社， 2005 年。 

[中] DS795 .B453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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梁思成，《中國雕塑史》，香港 : 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00 年。 

[中] NB1043 .L37 2000      

 

彭瑞芹，《民國旅游地圖 : 探訪民國踪跡，神穿歷史隧道 : 民國經典線路

之旅》Tour map  (人文旅游之歷史文化系列 ; 2)， 北京 : 中央編譯出版

社，2005 年。 

[中] DS710 .P46 2005 

 

費慰梅，《中国建筑之魂 : 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梁思成林徽因夫妇》，上海 : 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 年。 

[中] NA1549.L53 F3512 2003       

 

《夢幻旅游・中國卷 : 人一生要去的 50 个地方》， 西安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年。 

[中] DS712 .M45 2003  

 

《攜程走中國 : 北京， 天津，河北， 山西， 山東》 (旅游系列叢書)， 上海市 : 上海三聯書店， 2001 年。 

[BC] DS712 .X53 2001  

 

IV.  視聽資料  Audio-visual materials 
 

大江北望 [錄影資料] : 大型風光系列片 (v.11 山西， 西藏)，廣州 : 太平洋影

音公司， [1998 年]。  
av 690.87 40-22  v.11 VCD   
 
中國人文雜誌. 山西晉中文化 [錄影資料]，[貴州市] : 貴州東方音像出版社，

[2002 年]。 

[av] NA7449.S53 Z46 2002  VCD (90 mins.)  
 

雲崗石窟雕刻 [電腦檔案] (中國美術全集. 雕塑編 ; 27)，上海 :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 北京 : 文物出版社 : 北

京銀冠電子科技公司，[1997 年]。 

av 902.2 55-1 v.27  CDROM 
 

繡荷包 [錄音資料] : 山西民歌 Embroider a pouch : Shanxi folk song ，香港 : 雨果製作有限公司，p1994

年。 

音 981.4314 25 CD    

 
 

 

中國古都 [錄影資料] : 北京，西安， 南京(中國音樂風光系列 ; 1)，惠州 : 中國音樂家音像出版社， [1998

年]。 

av 690.87 506-3  v.1 VCD (54 mins.) 
 
北京名勝 [電腦檔案]，北京 : 中國標準出版社，1998 年。 
av 671.19 101.6 11-4  CDROM  
 

北京名勝博覽 [電腦檔案]，北京 : 中國地圖出版社，1998 年。 

av 671.19 101.6 11-3  CD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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沈陽，《中國古建築文化之旅. 北京》，北京 : 知識產權出版

社，2002 年。 

[中] NA1547.P6 S54 2002  

 

《舊京史照》 Historical photos of old Beijing  (正陽

門叢書) ，[北京] : 北京出版社， 1996 年。 

[大 A] DS795.3 .C538 1996   

 

譚伊孝，《北京文物勝跡大全. 東城區卷》，北京 : 北京

燕山出版社， 1991 年。 

[中] DS795 .T34 1991       

 

III. 書籍  Books — 相關 Related  
 

Baran, Dominika. 《我獨自走過中國》， 臺北 : 超越出版社，1999 年。 

[中] DS712 .B3612 1999  

 

《中國古建築圖典》，北京 : 北京出版社， 1999 年。 

[大 A] NA1540 .Z454 1999 v.1 

 

《中國風景名勝遊覽》China scenic spots and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西安 : 陜西

人民美術出版社， 2001 年。 

[中] DS712 .Z4857 2001    

 

李振湘，《世界遺產中國行》 Study Chinese world heritage sites and travel，北京市 : 民族出版社， 

2004 年。 

[中] DS712 .L497 2004  

 

林洙，《梁思成林徽因与我》，北京 :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4 年。 

[中] NA1549.L53 L564 2004       

 

林徽因，《林徽因的另面人生 : 泛論古建築之美》，臺北市 : 臺灣商務印書館， 2005 年。 

[中] NA1540 .L5642 2005 

 

林徽因，《林徽因講建築》(花生文庫. 建築館)，西安市 : 陜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4 年。 

[中] NA1540 .L564 2004   

 

林徽音，《林徽音建築文集》，臺北 : 藝術家出版社， 2000 年。 

[中] NA1543 .L535 2000 
 

梁思成，《梁思成建築畫》(中國著名建築師畫系)，天津市 : 天津科學技術出版

社，1996 年。 

[大 A] NA2707.L5 A4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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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同禎，《水鄉北京》，北京市 : 團結出版社，2004 年。 

[中] DS795 .W36 2004   
 
王彬，《舊京街巷》，天津市 : 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 年。 

[中] DS795.7.A2 W36 2002   
 
王彬，徐秀珊，《北京街巷圖志》，北京 : 作家出版社，2004 年。 

[中] DS795.7.A2 W362 2004  
 

《北京》，北京 : 北京出版社，1984 年。 

[中] DS795 .B436 1984  

 

《北京 : 都城找樂》(向日葵旅遊系列)，香港 : 向日葵出版社有限

公司，1999 年。 

[中] DS795 .B4428 1999      

 

《北京大學》Peking University，北京 : 北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1985 年。 

[中] LG51.P28 B452 1985   

 
《北京市》(中國城市百科叢書)，北京 : 光明日報出版社，1990

年。 

[中] DS795 .B464 1990 

 
《北京名勝》 Best sights in Beijing，北京 : 中國世界語出版社， 1994 年。 

[中] DS795 .B449423 1994   

 
《北京建筑图说 : 北京 20 世纪的 100 座建築》(建築創作設計文化叢書 ; 4)，北京市 : 中

国城市出版社，2004 年。 

[中] NA1547.P6 B45 2004   
 

《北京旅游指南》，北京: 北京燕山出版社: 北京市新華書店發行， 1985 年。 

[中] DS795.A4 B45389 1985  
 
《北京旅遊》，香港 : 麒麟書業有限公司，2000 年。 

[中] DS795 .B4488 2000    
 
 



 

 
《北海紀游》(現當代名家遊記散文攝影珍藏版叢書)，濟南市：

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 年。 

[中] DS795 .B4 2003  
 
《古都今昔》The ancient capital today and yesterday ， 北京 : 

北京出版社 ; 香港 : 香港文匯報社， 1995 年。 

[大 A] DS795.1 .G833 1995    

 

《古都舊景 : 65 年前外國人眼中的老北京》，北京 : 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年。 

[中] DS795 .A712 1999       
 
白珍珍，李振西，《北海》 Beihai park (北京覽勝叢書. 第 2 輯 )，北京 : 北京美術攝影

出版社， 2002 年。 

[中] DS795.6.B45 B35 2003   
 
朱英麗， 曾貽萱，《北京鐘鼓樓》Beijing bell and drumtowers (北京

覽勝叢書. 第 2 輯 )，北京 : 北京美術攝影出版社， 2003 年。 

[中] DS795.5.Z55 Z58 2003   
 

汪堯民，《古都舊景精品集》The most famous sights of old 
Beijing，北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02 年。 

[中] DS795.1 .W35 2002      

 
果鴻孝，《昔日北京大觀》Anecdotes of old Beijing，北京 : 中國建

材工業出版社， 1992 年。 

[中] DS795.13 .K8 1992    

 
侯長春，《舊京風情》，北京 : 中國電影出版社， 1999 年。 

[大 A] DS795.2 .H683 1999    

 
施連方，施楓，《趣談老北京》，北京 : 中國旅游出版社， 2001 年。 

[中] DS795.13 .S45 2001       

 
段天順， 王同禎，《京水名橋》 The river system and famous bridges of Beijing 

 Best sights (北京覽勝叢書. 第 2 輯)，北京 : 北京美術攝影出版社， 2003 年。 

[中] DS795 .D84 2003    
 

洪燭，李陽泉，《北京 A to Z : 26 個字母裡的城市體驗》 

Beijing A to Z，北京 : 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 年。 

[中] DS795.13 .H662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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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燭，邱華棟，《北京的前世今生》(品味北京叢書)，北京 : 中國文聯

出版社，2002 年。 

[中] DS795.13 .H66 2002       
     
孫重貴，《北京自助遊》(中國旅遊叢書)，香港 : 文光出版社，1993

年。 

[中] DS795 .S864 1993     
 
徐勇，《胡同壹佰零壹像》101 photos of alley in Peking，臺北 : 淑馨，1992 年。 

[中] DS795.1 .X828 1992    
 
徐城北，《老北京 : 帝都遺韻》(老城市系列)，南京 : 江蘇美術出版社，1998 年。 

[中] DS795.3 .X823 1998  
 

《從北京故宮到避暑山莊 : [北京故宮，天坛，颐和园，萬裏長城， 承德避

暑山莊]》(典藏中國)，济南市 : 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年。 

[中] DS712 .D45 2004 v.1       

 

曾年，《北京 : 曾年攝影》，香港 : Studio publications, 1990 年。 

[大 A] DS795.1 Z455 1990   

 
楊信，《大前門外》Outside the Front gate Peking University (老北京風情

系列彩铅畫之三)，北京 : 新华出版社， 2003 年。 

[中] DS795.13 .Y354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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