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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副刊編緝： 

新聞稿 ﹣即時發放 

 

數碼港週末藝墟綠色生活概念慶元宵 

大草地上猜燈謎食湯圓  以利是封循環再造環保燈籠 

 

(香港 ─ 2013 年 2 月 5 日) 二月份的數碼港週末藝墟將於 2 月 23 及 24 日舉行。2 月 24

日正值農曆正月十五，即中國的元宵佳節，因此，今次的週末藝墟特別加入多項與元宵節

相關的項目，讓訪客感受傳統中國情人節的浪漫喜慶氣氛。 

 

元宵是農曆新年後的第一個月圓之夜。從前，民間都會掛花燈、猜燈謎及吃湯圓應節，象

徵一家人團圓。延續傳統，二月份的數碼港週末藝墟會設有賞花燈和猜燈謎的環節，當中

更有中或英文版本讓不同國籍的訪客動動腦筋，親受感受元宵佳節的熱鬧氣氛。猜中燈謎

的朋友更可免費品嚐元宵傳統食物 ─ 湯圓，以切合元宵節與家人親友「團圓」歡聚的意

思。在今次的藝墟，訪客既可猜謎賞燈，亦可欣賞現場音樂表演，更可於黃昏時段在廣闊

的天空下、舒適的綠茵廣場上看電影，盡情享受數碼港的優美景色。 

 

「創意升級再造工作坊」內，導師會教授小朋友循環再用利是封，親手打造精美紙燈籠，

既環保又別具創意和樂趣。為加強節日色彩，凡穿著富有中國色彩服裝出席數碼港週末藝

墟的訪客，均可獲得精美禮品一份。 

 

除了以上共慶元宵的節目外，以綠色家庭樂活為主題並深受家庭歡迎的「親子有機耕作」

仍然會繼續舉行。參加者在專人指導下，可親身在戶外以迷你栽種箱種植有機蔬果，大約

在三個月後就可以享受由自己親手種植的農作物，實為一件賞心樂事。去年的12月之後，

已有超過30個家庭進行收割所種的各類香草及小型蔬果。迷你栽種箱現會循環再用，讓其

他家庭加入這項既可以掌握有機種植基本知識，亦可從中學會珍惜大自然。 

 

數碼港市場部主管黃碧娥表示：「這是數碼港第二年舉辦週末藝墟，自去年9月以來，我們

透過有機種植及綠色攤位讓大家感受健康生活的方式和態度，先後已經有超過50個家庭參

與「親子有機耕作」，讓他們在城市中感受綠色生活，親手栽種及收割。事實上，市民對週

末藝墟這類內容豐富的親子及娛樂資訊兼備的活動需求極大。而二月份的藝墟正值元宵佳

節，我們融合更多傳統特色，務求讓大家感受一個不一樣的週末藝墟！」 

 

此外，訪客亦可於「創意生活市集」搜羅各式各樣的特色貨品及食品。市集內的綠色商品

包羅萬有，當中包括城市農場計劃(Project GROW)創辦的「通天菜園@土瓜灣」，其攤位

出售各類有機蔬菜及季節食品。創辦人張雯指出：「今次與數碼港的合作非常愉快，有機種

植深受小朋友及家庭歡迎，好玩之餘亦很快見到收成，亦喜歡在家種植小型盤栽，如小蕃

茄等。而且因近年流行健康生活及飲食，特色食品如有機蘿蔔醬或洛神花醬等在這裡均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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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歡迎。」 

 

由精巧手工藝、精選首飾配件、手製個人護理及天然沐浴產品，以至各式玩意、有機蔬果、 

美酒等，在這個戶外跳蚤市場，總會找到你喜歡的買回家。    

 

齊來數碼港週末藝墟過一個健康、綠色兼樂趣滿分的樂活新體驗!  

 

 

致電 3166 3111 

網址 www.cyberport.hk  

Facebook: www.facebook.com/arcade.cyberport 

 

 

 

 

相片下載：  

ftp://sayitloud@116.251.204.132 

login name: sayitloud 

password: ftp2012 

 

 

 

 

 

 

 

 

 

 

 

 

 

「親子有機耕作」活動讓參加者在戶外以迷你栽種箱親手種植 

蔬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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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升級再造工作坊」教導怎樣利用廢棄

物料循環再造藝術品。 

 

 

 

 

 

 

 

 

「露天放映會」為現時全港最大型的戶外影

院，觀眾可免費欣賞是日精選的家庭電影或

動畫！ 

 

 

 

 

 

 

 

 

數碼港週末藝墟設有逾40個特色小攤檔，包

括有機蔬菜及綠色產品，應有盡有。 

 

免費「青年開放舞台」，盡展年青一輩的表
演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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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豪華舒適的電影院、

特色精品食肆、各類生活時尚零售店舖及大型超級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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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區內社群提供暢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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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城市農場計劃 (Project GROW) 

 

城市農場計劃是一項由香港電影文化中心和 re:ply 工作室合辦、以社區為基礎的城市種植計劃，

地點位於土瓜灣一幢工業大廈的天台。城市農場計劃旨在推動有機種植，並定期舉行有關健康、環

保生活的講座及工作坊，於每月首個星期六下午一時至六時免費開放予公眾參觀。 

 

媒體查詢及訪問詳情，請聯絡 Say It LOUD 

黃曉文(Venus Wong)  電話：9225 7116  E-Mail: venus@sayitloud.com.hk 

陳家賢(Crystal Chan)  電話：9468 6388  E-Mail: crystal@sayitloud.com.hk 

mailto:venus@sayitloud.com.hk
mailto:crystal@sayitloud.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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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數碼港週末藝墟時間表 

 

日期 時間 地點 

2013 年 2 月 23 至 24 日 

上午 11 時至下午 7 時 

數碼廣場, 數碼港 2 座 4 樓

平台 2013 年 3 月 16 至 17 日 

 

附錄二：2013 年 2 月 23 至 24 日活動時間表(星期六及星期日) 

 

時間 活動 

上午11時至下午7時 創意生活市集 
超過 40 個售賣精緻手作及有機農產品的小攤檔。 
 (詳情見附錄三) 
 

下午 2 時至 4 時 青年開放舞台 (免費) 
免費的公開表演平台，給一眾喜愛音樂和藝術表演的年青一代
盡情展露藝術潛能，只需帶同自己的樂器或表演器材，即場報
名便可上台演出。Wholala的獨立樂隊陣營亦會舉行音樂會! 

 

参加辦法：表演者需先即場登記，並請自攜樂器到場表演。 

 

下午 3 時至 5 時 親子有機耕作 
於戶外以迷你栽種箱親手種植蔬果，由專人教授種植方法，三
個月後便可收成屬於自己的有機農作物。 
 
参加辦法：於數碼港消費滿$300或以上，或捐助「救助兒童會」
$300，即可換領種植箱一個。每日名額10個。 

(先到先得，換完即止，請於場內預先登記) 
 
創意升級再造工作坊 (免費) 
利用膠樽、樹葉、石頭等「廢棄物」改造為獨特又有趣的藝術
製品！膠樽可以變花盆、玻璃樽可以造成燈籠；或在樹葉和石
頭上畫圖畫；還有可以自製天然的木製小玩意！ 
 
23/2及24/2 - 燈籠製作工作坊 – 以舊利是封升級製作應節燈
籠裝飾! 
 

 
参加辦法：參加者11時起於登記處即場登記。每日兩節，每節
名額30個。(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下午 5 時至 7 時 露天放映會 
 
躺在綠悠悠的大草坪上，於現時全港最大型的戶外影院寫意欣
賞是日精選的家庭電影或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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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份播放之電影如下： 
2月23日：「魔島傳奇」 
(語言:英文    字幕: 中文) 
 
2月24日：「子狐物語」 
(語言:日文    字幕: 中文) 
 
免費入場 (放映安排視乎當日天氣情況而定) 

 

 

 

2 月份特備項目：  

 

賞花燈猜燈謎遊戲  

參加猜燈謎遊戲，答中其中 10 條即可免費品嚐元宵湯圓一碗。  

 

禮品換領  

凡穿著富有中國色彩服裝或配飾現身數碼港週末藝墟的訪客，均可獲得精美禮品一份。

禮品先到先得，換完即止。  

 

「創意升級再造工作坊」  

「創意升級再造工作坊」會以循序再用利是封製作環保燈籠，環保而且別具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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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2 月 23-24 日 -  創意生活市集資料 

 

 小檔名稱 售賣產品 

1 
明愛香港仔社區中心: 少數族裔

工藝舖 
南亞手繪圖案, 馬賽克相架  

2 電影文化中心（香港）/ 通天農場 本地蔬菜, 二手 DVD 及書籍, 手工藝  

3 鄉師自然學校 
  天然清潔產品、 書籍、二手物品、派發學校宣傳

單張 
 

4 樸樂田(2月 24日) 永續農業推廣及相關產品   

5 
香港聖公會九龍城青少年綜合服

務中心-賽馬會青年幹線 
手工藝產品  

6 救助兒童會 義賣活動  

7 香港耀能協會 手工藝產品  

8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社區商店 特色手作產品及南亞進口產品  

9 抬轎比賽慈善基金(2月 24日) 義賣活動   

10 
Asian Baptist Women’s Fellowship 

HK 
義賣活動  

11 Biofa 法國有機化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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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Cashmerephilia Company Ltd. 羊絨針織品 

14 Catangi 法國葡萄酒 

15 Chris Coelho Photography 攝影照片 

16 DYY 手作肥皂 

17 Eskimo's Frozen Yogurt 乳酪甜點、素食薄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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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Fifth Avenue Collection 首飾 

19 Health Luck 楓樹糖漿產品/白、紅酒 

20 HK Liquor Store 紅酒 

21 Mega Yield Enterprise Ltd 時尚服飾 

22 MOANALANE 手工藝飾物 

23 My Happy Sunflower 手繪陶器、手製首飾 

24 Noella Concepts 沙灘袋 

25 Quick & Fresh 咖啡, 小食 

26 re:ply 工作室 循環再造工藝品 

27 Shanghai Ave. Ltd. 髮飾及童裝 

28 Smartypants Celebrations 賀卡 

29 Soohap Company Limited Soohap 產品/藍牙喇叭 

30 Studio C. 鑰匙圈、 手機吊飾、耳環、 memo 夹 

31 Tenbristlesart(Ten Bristles Art) 
  

大自然為題攝影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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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We Are No Expert 手製護膚品及特色樽裝小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