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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文獻的圖書館 
凡是有您要的舘藏項目的圖書館都會被展示在此螢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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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舘藏項目的圖書館: "Xianggang xin Xiangjiang ..."( 文獻記錄 | 獲此文獻 ) 

文獻記錄: "Xianggang xin Xiangjiang ..."( 有舘藏項目的圖書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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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選的資料庫：WorldCat 所有的圖書館：1 

題名: Xianggang xin Xiangjiang qing Hong Kong heart 著者: Zuo, Yongye 

位置 圖書館 代碼 

AS CHINESE UNIV OF HONG KONG CVU  

獲此文獻

舘藏地點: 檢查貴圖書館的館藏 

世界各地擁有文獻的圖書館: 1  
 連結到貴圖書館的目錄中 

外部資源:   

查找相關文獻

其他類似記錄: 同題名和同著者版本 | 進階選項

題名: 香港心香江情 Hong Kong heart / 
Xianggang xin Xiangjiang qing 
Hong Kong heart /

著者: 左永業製作. 左永業.  
Zuo, Yongye. 

出版: [香港] : 左永業, 1995. 版本: 修訂版. 
[Xianggang] :; Zuo Yongye, 
版本: Xiu ding ban.

年份: 1995

載體形態: 1 videocassette (79 min.) :; sd., col. ;; 1/2 in.

語種: 粤語. 
中文; Yue yu.

摘要: 第1部: 介紹香港的日夜景色及部分建築物, 並略述其
歷史背景 -- 第2部: 介紹電車沿線景物 -- 第3部: 介紹
香港一些歷史景物及其背景 -- 第4部: 介紹香港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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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商場、外國名牌鞋服店、中式食肆及公共交通工
具 -- 第5部: 介紹一些香港學府如香港大學、中文大
學及慈幼學校. 
Detailed summary in vernacular field only.

內容: 第1部. 香港之夜與日 -- 第2部. 電車伴我行 -- 第3部. 
港・中・英 -- 第4部. 衣・食・行 -- 第5部. 靑蔥歲月. 
Di 1 bu. Xianggang zhi ye yu ri -- di 2 bu. Dian che ban wo xing -- di 3 
bu. Gang, Zhong, Ying -- di 4 bu. Yi, shi, xing -- di 5 bu. Qing cong sui 
yue.
主題 

敘詞: Buildings -- China -- Hong Kong. 

地理位置: Hong Kong (China) -- Description and travel.  
Hong Kong (China) -- History.  
Hong Kong (China) -- Social conditions. 

系統資料: PAL.; VHS.

分類號: 美國國會圖書館: DS796.H757

其他的題名: Hong Kong heart

責任: 左永業製作. 
Zuo Yongye zhi zuo.

歸類: 錄影 (vid); PAL (pal); 卡式錄影帶 (vca); VHS錄影帶 (vhs)

資料類型: 視覺資料

輸入日期: 20001008

更新日期: 20040917

系統號: OCLC: 45138320

資料庫: World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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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選的資料庫：WorldCat 所有的圖書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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