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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副刊编缉： 

新闻稿 ﹣实时发放 

 

数码港周末艺墟绿色生活概念庆元宵 

大草地上猜灯谜食汤圆  以红包袋循环再造环保灯笼 

 

(香港 ─ 2013 年 2 月 5 日) 二月份的数码港周末艺墟将于 2 月 23 及 24 日举行。2 月 24

日正值农历正月十五，即中国的元宵佳节，因此，今次的周末艺墟特别加入多项与元宵节

相关的项目，让访客感受传统中国情人节的浪漫喜庆气氛。 

 

元宵是农历新年后的第一个月圆之夜。从前，民间都会挂花灯、猜灯谜及吃汤圆应节，象

征一家人团圆。延续传统，二月份的数码港周末艺墟会设有赏花灯和猜灯谜的环节，当中

更有中或英文版本让不同国籍的访客动动脑筋，亲受感受元宵佳节的热闹气氛。猜中灯谜

的朋友更可免费品尝元宵传统食物 ─ 汤圆，以切合元宵节与家人亲友「团圆」欢聚的意

思。在今次的艺墟，访客既可猜谜赏灯，亦可欣赏现场音乐表演，更可于黄昏时段在广阔

的天空下、舒适的绿茵广场上看电影，尽情享受数码港的优美景色。 

 

「创意升级再造工作坊」内，导师会教授小朋友循环再用红包袋，亲手打造精美纸灯笼，

既环保又别具创意和乐趣。为加强节日色彩，凡穿着富有中国色彩服装出席数码港周末艺

墟的访客，均可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除了以上共庆元宵的节目外，以绿色家庭乐活为主题并深受家庭欢迎的「亲子有机耕作」

仍然会继续举行。参加者在专人指导下，可亲身在户外以迷你栽种箱种植有机蔬果，大约

在三个月后就可以享受由自己亲手种植的农作物，实为一件赏心乐事。去年的12月之后，

已有超过30个家庭进行收割所种的各类香草及小型蔬果。迷你栽种箱现会循环再用，让其

他家庭加入这项既可以掌握有机种植基本知识，亦可从中学会珍惜大自然。 

 

数码港市场部主管黄碧娥表示：「这是数码港第二年举办周末艺墟，自去年9月以来，我们

透过有机种植及绿色摊位让大家感受健康生活的方式和态度，先后已经有超过50个家庭参

与「亲子有机耕作」，让他们在城市中感受绿色生活，亲手栽种及收割。事实上，市民对周

末艺墟这类内容丰富的亲子及娱乐信息兼备的活动需求极大。而二月份的艺墟正值元宵佳

节，我们融合更多传统特色，务求让大家感受一个不一样的周末艺墟！」 

 

此外，访客亦可于「创意生活市集」搜罗各式各样的特色货品及食品。市集内的绿色商品

包罗万有，当中包括城市农场计划(Project GROW)创办的「通天菜园@土瓜湾」，其摊位

出售各类有机蔬菜及季节食品。创办人张雯指出：「今次与数码港的合作非常愉快，有机种

植深受小朋友及家庭欢迎，好玩之余亦很快见到收成，亦喜欢在家种植小型盘栽，如小蕃

茄等。而且因近年流行健康生活及饮食，特色食品如有机萝卜酱或洛神花酱等在这里均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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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欢迎。」 

 

由精巧手工艺、精选首饰配件、手制个人护理及天然沐浴产品，以至各式玩意、有机蔬果、 

美酒等，在这个户外跳蚤市场，总会找到你喜欢的买回家。    

 

齐来数码港周末艺墟过一个健康、绿色兼乐趣满分的乐活新体验!  

 

 

致电 3166 3111 

网址 www.cyberport.hk  

Facebook: www.facebook.com/arcade.cyberport 

 

 

 

 

相片下载：  

ftp://sayitloud@116.251.204.132 

login name: sayitloud 

password: ftp2012 

 

 

 

 

 

 

 

 

 

 

 

 

 

「亲子有机耕作」活动让参加者在户外以迷你栽种箱亲手种植 

蔬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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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升级再造工作坊」教导怎样利用废弃

物料循环再造艺术品。 

 

 

 

 

 

 

 

 

「露天放映会」为现时全港最大型的户外影

院，观众可免费欣赏是日精选的家庭电影或

动画！ 

 

 

 

 

 

 

 

 

数码港周末艺墟设有逾40个特色小摊档，包

括有机蔬菜及绿色产品，应有尽有。 

 

免费「青年开放舞台」，尽展年青一辈的表
演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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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豪华舒适的电影院、

特色精品食肆、各类生活时尚零售店铺及大型超级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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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区内社群提供畅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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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城市农场计划 (Project GROW) 

 

城市农场计划是一项由香港电影文化中心和 re:ply 工作室合办、以小区为基础的城市种植计划，

地点位于土瓜湾一幢工业大厦的天台。城市农场计划旨在推动有机种植，并定期举行有关健康、环

保生活的讲座及工作坊，于每月首个星期六下午一时至六时免费开放予公众参观。 

 

媒体查询及访问详情，请联络 Say It LOUD 

黄晓文(Venus Wong)  电话：9225 7116  E-Mail: venus@sayitloud.com.hk 

陈家贤(Crystal Chan)  电话：9468 6388  E-Mail: crystal@sayitloud.com.hk 

mailto:venus@sayitloud.com.hk
mailto:crystal@sayitloud.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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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数码港周末艺墟时间表 

 

日期 时间 地点 

2013 年 2 月 23 至 24 日 

上午 11 时至下午 7 时 

数码广场, 数码港 2 座 4 楼

平台 2013 年 3 月 16 至 17 日 

 

附录二：2013 年 2 月 23 至 24 日活动时间表(星期六及星期日) 

 

时间 活动 

上午11时至下午7时 创意生活市集 
超过 40 个售卖精致手作及有机农产品的小摊文件。 
 (详情见附录三) 
 

下午 2 时至 4 时 青年开放舞台 (免费) 
免费的公开表演平台，给一众喜爱音乐和艺术表演的年青一代
尽情展露艺术潜能，只需带同自己的乐器或表演器材，即场报
名便可上台演出。Wholala的独立乐队阵营亦会举行音乐会! 

 

参加办法：表演者需先即场登记，并请自携乐器到场表演。 

 

下午 3 时至 5 时 亲子有机耕作 
于户外以迷你栽种箱亲手种植蔬果，由专人教授种植方法，三
个月后便可收成属于自己的有机农作物。 
 
参加办法：于数码港消费满$300或以上，或捐助「救助儿童会」
$300，即可换领种植箱一个。每日名额10个。 

(先到先得，换完即止，请于场内预先登记) 
 
创意升级再造工作坊 (免费) 
利用胶樽、树叶、石头等「废弃物」改造为独特又有趣的艺术
制品！胶樽可以变花盆、玻璃樽可以造成灯笼；或在树叶和石
头上画图画；还有可以自制天然的木制小玩意！ 
 
23/2及24/2 - 灯笼制作工作坊 – 以旧红包袋升级制作应节灯
笼装饰! 
 

 
参加办法：参加者11时起于登记处即场登记。每日两节，每节
名额30个。(先到先得，额满即止) 

 

下午 5 时至 7 时 露天放映会 
 
躺在绿悠悠的大草坪上，于现时全港最大型的户外影院写意欣
赏是日精选的家庭电影或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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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份播放之电影如下： 
2月23日：「魔岛传奇」 
(语言:英文    字幕: 中文) 
 
2月24日：「子狐物语」 
(语言:日文    字幕: 中文) 
 
免费入场 (放映安排视乎当日天气情况而定) 

 

 

 

2 月份特备项目：  

 

赏花灯猜灯谜游戏  

参加猜灯谜游戏，答中其中 10 条即可免费品尝元宵汤圆一碗。  

 

礼品换领  

凡穿着富有中国色彩服装或配饰现身数码港周末艺墟的访客，均可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礼品先到先得，换完即止。  

 

「创意升级再造工作坊」  

「创意升级再造工作坊」会以循序再用红包袋制作环保灯笼，环保而且别具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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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2 月 23-24 日 -  创意生活市集资料 

 

 小档名称 售卖产品 

1 
明爱香港仔小区中心: 少数族裔

工艺铺 
南亚手绘图案, 马赛克相架  

2 电影文化中心（香港）/ 通天农场 本地蔬菜, 二手 DVD 及书籍, 手工艺  

3 乡师自然学校 
  天然清洁产品、 书籍、二手物品、派发学校宣传

单张 
 

4 朴乐田(2 月 24 日) 永续农业推广及相关产品   

5 
香港圣公会九龙城青少年综合服

务中心-赛马会青年干线 
手工艺产品  

6 救助儿童会 义卖活动  

7 香港耀能协会 手工艺产品  

8 香港基督教青年会小区商店 特色手作产品及南亚进口产品  

9 抬轿比赛慈善基金(2月 24日) 义卖活动   

10 
Asian Baptist Women’s Fellowship 

HK 
义卖活动  

11 Biofa 法国有机化妆品  

12 Brainchild Limited 玩具 (HEXbug Spider) Sunglases, stuff toys 

13 Cashmerephilia Company Ltd. 羊绒针织品 

14 Catangi 法国葡萄酒 

15 Chris Coelho Photography 摄影照片 

16 DYY 手作肥皂 

17 Eskimo's Frozen Yogurt 奶酪甜点、素食薄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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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Fifth Avenue Collection 首饰 

19 Health Luck 枫树糖浆产品/白、红酒 

20 HK Liquor Store 红酒 

21 Mega Yield Enterprise Ltd 时尚服饰 

22 MOANALANE 手工艺饰物 

23 My Happy Sunflower 手绘陶器、手制首饰 

24 Noella Concepts 沙滩袋 

25 Quick & Fresh 咖啡, 小食 

26 re:ply 工作室 循环再造工艺品 

27 Shanghai Ave. Ltd. 发饰及童装 

28 Smartypants Celebrations 贺卡 

29 Soohap Company Limited Soohap 产品/蓝牙喇叭 

30 Studio C. 钥匙圈、 手机吊饰、耳环、 memo 夹 

31 Tenbristlesart(Ten Bristles Art) 
  

大自然为题摄影艺术作品 

32 Tongedo Taste Enterprise Limited 意大利食品、饮料、葡萄酒 

33 We Are No Expert 手制护肤品及特色樽装小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