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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港「周末艺墟」  

远离闹市烦嚣  秋日悠闲不二之选 
（香港，2011 年 10 月 24 日） 

数码港「周末艺墟」将于 11 月第一个周末(11 月 5 日至 6 日)再度登场，户外跳蚤

市场将继续驻扎于数码广场的露天大草坪；集艺术、亲子、购物及消闲四大元素，

从早到晚为一家大小提供秋日悠闲度假的不二之选！ 

 

南区特色节目 

过去九月及十月的首两个周末，「周末艺墟」已成功

吸引过万人前来享受写意环境，与家人及挚友于数

码港这个城市绿洲，悠闲渡过周末假期。「周末艺墟」

可说是南区最具特色的消闲节目之一。 

 

假日购物寻宝地 

为满足大家喜爱于假日捐窿捐罅购物寻宝的心

态，于「周末艺墟」出售之精品，均经过数码港

精挑细选，种类多元化，尤其儿童精品摊档的选

择更丰富！不少货品只此一家，于坊间较难找到

或无公开发售。悠逛 40 多档户外小摊档，喜爱

寻宝的朋友定能找到别具一格的心头好。 

 

激发儿童艺术潜能 

「PIN 出色彩@数码港」装置艺术企划，让大

家替草地上一根根 1.2 米高巨型白色地图图钉

画上缤纷色彩和图案，大玩 Art Jam，为这个

户外市集增添艺术气息。此外，家长更可与子

女一同参加「儿童创意绘画工作坊」，让小小

脑袋尽展艺术天分，用画笔绘上创意油画！绝

对适合一家大小的亲子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草地劲舞 舞出青春火花 

一群来自 Friends Junction Dance 的年青人将亲临市集，选择以草地为

舞台，跳出一连串青春热情的流行 KPOP 舞蹈，将韩国流行音乐 MV 的

节拍带到香港之余，亦将舞步重新编排；当潮流融合大自然，必可为观

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观众可以在草地上近距离欣赏，甚至加入其中，

舞出青春火花。  



 

 

 

香港独有户外电影院 

由 Classical In Cinema 呈献的「星空下．古典新视点」，于黄昏时分将大草地化作全港独一无二的「古典露天

影院」。11 月 5 日和 6 日将分别选播著名歌剧《阿依达》及委内瑞拉青年交响乐团。热爱歌剧及古典音乐的

朋友万勿错过！门票即日起于快达票、通利琴行或数码

港商场顾客服务部有售。观众更可在购票时同时预订简

单热餐和饮料，于星空下享受一个视听和美食兼备的完

美晚上。 

 

 

附件一︰精选摊档货品 

附件二︰节目一览表 

 

12 月份的数码港「周末艺墟」将于 12 月 31 日及 1 月 1 日举行，活动内容稍后公布。  

 

＋＋＋＋＋＋＋＋＋＋ 

有关 10 月份活动相片，以及 11 月份的图片数据请于以下网址下载：  

https://www.dropbox.com/gallery/44477045/1/Weekend_Market_Highlight?h=7d4c2c 

https://www.dropbox.com/gallery/44477045/1/Nov_Weekend_Market_Product_Highlight?h=e3d1ba 

 

节目查询 (数码港热线，作公众查询之用): 3166 3111 

Facebook 专页︰www.facebook.com/arcade.cyberport 

 

＋＋＋＋＋＋＋＋＋＋ 

关于数码港商场 

数码港商场位处数码港的中心地带，总面积超过 27,000 平方米，设有大型超级市场、云集世界各国特色美食

的食肆、各类型的零售店铺、名牌特卖店及豪华舒适的电影院，是港岛南区罕有的高级购物消闲中心。 

 

数码港商场以划时代而创新的意念为设计蓝本，建筑风格融合了自然与科技，并结合零售、娱乐、趣味教育

及展览等元素，数码港商场为香港市民及海外游客带来崭新的娱乐和消闲体验，更为数码港社群提供畅聚、

舒展身心、休憩以及营商的理想环境。同时，数码港商场内配备先进完善的多媒体设施及无线网络，顾客可

随时随地接收新闻及最新信息。无论身处数码港商场内任何角落，一样连系无间。 

 

如欲安排访问或索取更多有关资料 ，请联络： 

Obediwise Communications 汇思公关： 

Boey Cheng                  

电话: 2345 7727/ 9323 0976       

电邮: boey@obediwise.com 

Bowie Cheung                 

电话: 9277 9643       

电邮: bcheung@obediwise.com 

https://www.dropbox.com/gallery/44477045/1/Weekend_Market_Highlight?h=7d4c2c
https://www.dropbox.com/gallery/44477045/1/Nov_Weekend_Market_Product_Highlight?h=e3d1ba
mailto:boey@obediwise.com
mailto:bcheung@obediwise.com


 

附件一︰精选摊档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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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jewelled Bespoke Designs 

  

  

Little Local 

  

 

Funny House 

  

QtpiWorkshop 

  

DaGrits & Grits GlitZ 

  

  

 



 

附件二: 节目一览表 

 

简介 

节目 「周末艺墟」 PIN 出色彩@数码港 「星空下．古典新视点」 

日期 每月第一个周末（2011 年 11 月 5-6 日） 

时间 早上 11 时至下午 6 时 晚上 7 时 

地点 数码港 2 座 4 楼数码广场 

内容 - 超过 40 个艺术小档，包

括外藉艺术家和手工艺

大师，展出和发售他们

创作的心血结晶。另有

兴趣工作坊，大玩亲子

Fun！ 

- 由著名多媒体艺术家郑

祖耀策划，以 Google 

map 的 Pin 作构思，在

大草地插上多根 1.2 米

高，以玻璃纤维制成的

放大版白色地图图钉，

让参加者可发挥无限创

意，利用场地内提供的

颜料，为图钉设计款式，

绘画出喜爱的图案和颜

色。 

 

- 选播当代首屈一指的大

师级作品，带领观众欣

赏一场又一场扣人心弦

的歌剧和古典音乐演奏

会。 

- 剧目： 

o 11 月 5 日： 

阿依达（水中舞台演出） 

o 11 月 6 日： 

委内瑞拉青年交响乐团 

- 大会将提供舒适豆袋沙

发 

费用 - 免费入场 - 顾客凡于数码港商场内

购物消费满港币 300

元，或即场缴付参加费

港币500元(费用将全数

拨捐慈善用途)，即可参

加。 

- 即日起可于快达票、通

利琴行或数码港商场顾

客服务部购买门票。 

- [票价：$130/$190(包晚

餐及饮品)/长者及小童

$30 折扣优惠] 

 

特别节目：(11 月份) 

11 月 5 日   

（六） 

 

下午 3:00 – 5:00 

 

 

下午 3:00 – 3:30 

晚上 7:00 开始 

儿童创意绘画工作坊 (顾客凡于数码港商场内购物消费满港币 200

元，或即场缴付参加费港币 100 元(费用将全数拨捐慈善用途)，即

可参加) 

青年 KPOP 舞蹈表演 

露天影院: 阿依达 (需预先自行购票) 

11 月 6 日

（日） 

 

下午 3:00 – 5:00 

 

 

下午 3:00 – 3:30

晚上 7:00 开始 

儿童创意绘画工作坊 (顾客凡于数码港商场内购物消费满港币 200

元，或即场缴付参加费港币 100 元(费用将全数拨捐慈善用途)，即

可参加) 

青年 KPOP 舞蹈表演 

露天影院: 委内瑞拉青年交响乐团 (需预先自行购票) 

*「周末艺墟」12 月份的特别节目，将容后再作公布，请密切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