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副刊及教育版編緝： 

新聞稿 

即時發放 

數碼港「週末藝墟」  

遠離鬧市煩囂  秋日悠閒不二之選 
（香港，2011 年 10 月 24 日） 

數碼港「週末藝墟」將於 11 月第一個週末(11 月 5 日至 6 日)再度登場，戶外跳蚤

市場將繼續駐紮於數碼廣場的露天大草坪；集藝術、親子、購物及消閒四大元素，

從早到晚為一家大小提供秋日悠閒度假的不二之選！ 

 

南區特色節目 

過去九月及十月的首兩個週末，「週末藝墟」已成功

吸引過萬人前來享受寫意環境，與家人及摯友於數

碼港這個城市綠洲，悠閒渡過週末假期。「週末藝墟」

可說是南區最具特色的消閒節目之一。 

 

假日購物尋寶地 

為滿足大家喜愛於假日捐窿捐罅購物尋寶的心

態，於「週末藝墟」出售之精品，均經過數碼港

精挑細選，種類多元化，尤其兒童精品攤檔的選

擇更豐富！不少貨品只此一家，於坊間較難找到

或無公開發售。悠逛 40 多檔戶外小攤檔，喜愛

尋寶的朋友定能找到別具一格的心頭好。 

 

激發兒童藝術潛能 

「PIN 出色彩@數碼港」裝置藝術企劃，讓大

家替草地上一根根 1.2 米高巨型白色地圖圖釘

畫上繽紛色彩和圖案，大玩 Art Jam，為這個

戶外市集增添藝術氣息。此外，家長更可與子

女一同參加「兒童創意繪畫工作坊」，讓小小

腦袋盡展藝術天分，用畫筆繪上創意油畫！絕

對適合一家大小的親子活動。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草地勁舞 舞出青春火花 

一群來自 Friends Junction Dance 的年青人將親臨市集，選擇以草地為

舞台，跳出一連串青春熱情的流行 KPOP 舞蹈，將韓國流行音樂 MV 的

節拍帶到香港之餘，亦將舞步重新編排；當潮流融合大自然，必可為觀

眾帶來耳目一新的感覺。觀眾可以在草地上近距離欣賞，甚至加入其

中，舞出青春火花。  



 

 

 

香港獨有戶外電影院 

由 Classical In Cinema 呈獻的「星空下．古典新視點」，於黃昏時分將大草地化作全港獨一無二的「古典露天

影院」。11 月 5 日和 6 日將分別選播著名歌劇《阿依達》及委內瑞拉青年交響樂團。熱愛歌劇及古典音樂的

朋友萬勿錯過！門票即日起於快達票、通利琴行或數碼

港商場顧客服務部有售。觀眾更可在購票時同時預訂簡

單熱餐和飲料，於星空下享受一個視聽和美食兼備的完

美晚上。 

 

 

附件一︰精選攤檔貨品 

附件二︰節目一覽表 

 

12 月份的數碼港「週末藝墟」將於 12 月 31 日及 1 月 1 日舉行，活動內容稍後公布。  

 

＋＋＋＋＋＋＋＋＋＋ 

有關 10 月份活動相片，以及 11 月份的圖片資料請於以下網址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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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查詢 (數碼港熱線，作公眾查詢之用): 3166 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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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關於數碼港商場 

數碼港商場位處數碼港的中心地帶，總面積超過 27,000 平方米，設有大型超級市場、雲集世界各國特色美食

的食肆、各類型的零售店舖、名牌特賣店及豪華舒適的電影院，是港島南區罕有的高級購物消閒中心。 

 

數碼港商場以劃時代而創新的意念為設計藍本，建築風格融合了自然與科技，並結合零售、娛樂、趣味教育

及展覽等元素，數碼港商場為香港市民及海外遊客帶來嶄新的娛樂和消閒體驗，更為數碼港社群提供暢聚、

舒展身心、休憩以及營商的理想環境。同時，數碼港商場內配備先進完善的多媒體設施及無線網絡，顧客可

隨時隨地接收新聞及最新資訊。無論身處數碼港商場內任何角落，一樣連繫無間。 

 

如欲安排訪問或索取更多有關資料 ，請聯絡： 

Obediwise Communications 匯思公關： 

Boey Cheng                  

電話: 2345 7727/ 9323 0976       

電郵: boey@obediwise.com 

Bowie Cheung                 

電話: 9277 9643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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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攤檔貨品 

 

ANGEE W. 

 

 

Bejewelled Bespoke Designs 

  

  

Little Local 

  

 

Funny House 

  

QtpiWorkshop 

  

DaGrits & Grits GlitZ 

  

  

 



 

附件二: 節目一覽表 

 

簡介 

節目 「週末藝墟」 PIN 出色彩@數碼港 「星空下．古典新視點」 

日期 每月第一個週末（2011 年 11 月 5-6 日） 

時間 早上 11 時至下午 6 時 晚上 7 時 

地點 數碼港 2 座 4 樓數碼廣場 

內容 - 超過 40 個藝術小檔，包

括外藉藝術家和手工藝

大師，展出和發售他們

創作的心血結晶。另有

興趣工作坊，大玩親子

Fun！ 

- 由著名多媒體藝術家鄭

祖耀策劃，以 Google 

map 的 Pin 作構思，在

大草地插上多根 1.2 米

高，以玻璃纖維製成的

放大版白色地圖圖釘，

讓參加者可發揮無限創

意，利用場地內提供的

顏料，為圖釘設計款

式，繪畫出喜愛的圖案

和顏色。 

 

- 選播當代首屈一指的大

師級作品，帶領觀眾欣

賞一場又一場扣人心弦

的歌劇和古典音樂演奏

會。 

- 劇目： 

o 11 月 5 日： 

阿依達（水中舞台演出） 

o 11 月 6 日： 

委內瑞拉青年交響樂團 

- 大會將提供舒適豆袋沙

發 

費用 - 免費入場 - 顧客凡於數碼港商場內

購物消費滿港幣 300

元，或即場繳付參加費

港幣500元(費用將全數

撥捐慈善用途)，即可參

加。 

- 即日起可於快達票、通

利琴行或數碼港商場顧

客服務部購買門票。 

- [票價：$130/$190(包晚

餐及飲品)/長者及小童

$30 折扣優惠] 

 

特別節目：(11 月份) 

11 月 5 日   

（六） 

 

下午 3:00 – 5:00 

 

 

下午 3:00 – 3:30 

晚上 7:00 開始 

兒童創意繪畫工作坊 (顧客凡於數碼港商場內購物消費滿港幣 200

元，或即場繳付參加費港幣 100 元(費用將全數撥捐慈善用途)，即

可參加) 

青年 KPOP 舞蹈表演 

露天影院: 阿依達 (需預先自行購票) 

11 月 6 日

（日） 

 

下午 3:00 – 5:00 

 

 

下午 3:00 – 3:30

晚上 7:00 開始 

兒童創意繪畫工作坊 (顧客凡於數碼港商場內購物消費滿港幣 200

元，或即場繳付參加費港幣 100 元(費用將全數撥捐慈善用途)，即

可參加) 

青年 KPOP 舞蹈表演 

露天影院: 委內瑞拉青年交響樂團 (需預先自行購票) 

*「週末藝墟」12 月份的特別節目，將容後再作公佈，請密切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