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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旅遊發展局與Mindshare香港有限公司及匿名

代理有限公司合作，推廣2019年香港藝術月。在

德高貝登的幫助下，他們製作了一套完整的AR遊

戲列車，內容涉及不同的香港文化主題，並推廣

藝術月的活動，作品內容呈現較多青年藝術家的

佳作，更有許多具有實驗性、藝術性的內容成功

吸引大批年輕族群的喜愛。 

香港旅遊發展局：2019年香港藝術月地鐵的AR遊戲 

影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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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08QLWdeflc&t=1s


近期SAMSUNG在新加坡設立了戶外無線充電站，

位於公車候車亭，採用創新構造，讓經過的行人

體驗最新三星電子Galaxy S10 +旗艦智能手機的

PowerShare功能，加入這個功能的 Galaxy S10 也

能夠幫其他無線充電裝置充電，背靠背就能幫另

一支手機充電，盡而達到提升產品用戶體驗。

影片連結

SAMSUNG：Galaxy S10+ 戶外無線充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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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X8v0lNa4Qs


長期照顧是針對身體功能缺損或因衰老而無法自我

照顧的民眾，提供一系列持續性的服務，以恢復、

維護或改善他們日常生活功能為目的。 

臺銀人壽推廣著長照的正確觀念，在R16左營站 

結合動感燈箱，讓廣告文宣活絡起來．國營品牌和

穩健踏實的經營形象深受客戶信賴，以世代傳承永

續經營之服務精神，深耕臺灣保險市場，提供保戶

安心可靠的保險保障。

臺銀人壽《障礙ＯＵ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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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感燈箱連結

https://zh-tw.facebook.com/Fores2000/videos/465551710866921/


站內燈箱、月台玻璃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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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內壁貼、站外看板



(工商時報 / 顏瑞田 ) 素有「小天母」之稱的高雄河堤社區，住宅大樓至少超過30棟，總戶數
大約9,500餘戶，人口數高達2.5萬人，不過，多數大樓都已超過10年、甚至20年，一有建地釋
出，便成為建商搶進的標的，在城揚建設、達麗和聯上實業之後，京城建設也在近期推出「京
城閱河堤」大樓建案，爭取在地換屋客層。 !
高雄市房屋市場調查協會副理事長姜仲憶指出，高雄河堤社區素有「小天母」的稱號，向來是
購屋民眾最喜愛的區域之一，主因生活機能相當完善，鄰近明誠商圈與裕誠商圈，大樂購物中
心與全聯福利中心，都在附近，採買相當便利。 !
姜仲憶說，河堤社區位於高雄市三民區，北起新莊仔路，南迄明誠路，東自民族路，西到河堤
路，從河堤社區住家到河堤公園，走路只要五分鐘，是飯後或休憩時，最佳的散步地點，河堤
國小與河堤圖書館也都在社區內，小孩上學或閱讀，父母可以相當安心。

高雄最美打卡點「悅誠廣場」年營業額上看15億

(中時 / 柯宗緯) 興富發集團將昔日大統新世紀原址租下，打造「悅誠廣場」定位為社區商場，
營造森林圖書館風格，不僅綠意盎然，還有4萬冊藏書，巨型書牆引人入勝，被譽為最美打卡
點，5日試營運，湧入上萬人潮，業者估計年營業額上看15億元。 
!
「悅誠廣場」所在地為大順、民族路口，沿著大順路往西走，陸續將有義享天地A館即將開幕，
大順、博愛路口的富邦地上權開發案、凹子底停35BOT商場開發案等，短短1.5公里將有4個百
貨、商場，堪稱一級戰區。 
!
興富發流通事業部營運長蔡衛民指出，看準北高雄人潮漸多，斥資10億元裝修「悅誠廣場」，
成為興富發跨足百貨的第一個據點，每年向地主東南水泥承租，光租金就4500萬，租期15年，
每年營業額目標為15億元。

新聞連結

新聞連結
房市亮點－高雄房市 小天母河堤社區 換屋族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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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606003550-260415?chdtv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608000372-260204?chdtv


聯合報 記者楊濡嘉╱即時報導 高雄市長韓國瑜為高雄市爭取的「四個一」中的循環產業園區
和數次向中央喊話的大林蒲遷村案，今（5）日有最新進展，高雄市府經濟發展局表示，行政
院審查通過經濟部所提「全國循環專區試點暨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申請設置計畫」，正式啟動
大林蒲遷村，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預計117年開發完成，預估可新增約210公頃產業用地，帶
來投資金額約320億元，創造約16,000個在地就業機會。 !
經發局表示，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計畫包括了產業園區設置與遷村安置等作業、經費，這可一
併解決長久以來大林蒲地區被工業區包圍的困境，以及既有金屬、石化產業轉型升級、與工業
管線穿越市區的問題，達成「環境正義」、「經濟發展」與「城市安全」的永續發展目標。 !

來高雄採水果 炎夏最解熱

聯合報 記者徐白櫻╱即時報導 高雄農產豐富，夏天是那瑪夏水蜜桃、六龜芒果、桃源愛玉、
燕巢芭樂、大樹玉荷包荔枝等農作物盛產季節，高雄市長韓國瑜推動農產外銷，高雄水果知名
度提升不少，中華民國遊程規畫設計協會今年也以採果遊程當主題，推薦遊客深入原鄉或產地
進行深度旅遊。 
!
中華民國遊程規畫設計協會理事長鍾任榮表示，越來越多遊客不喜歡走馬看花，遊程規畫能否
帶給遊客感動是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近年能讓遊客參與的採果行程很夯，會讓人再三回味；
以高雄夏天來說，燕巢芭樂，六龜蓮霧、大樹鳳梨與荔枝等水果都很適合結合社區規畫輕旅行。

高雄的採果遊程選擇多，一般來說，遊客可上網報名參加高雄市政府農業局推出的「一日農夫」
遊程，或私下與各地社區發展協會接洽，針對人數與預算量身打造客製化遊程。當然也能夠直
接前往產地，詢問農民有無開放遊客採果體驗。

新聞連結

新聞連結
高雄循環產業園區民國117年完成開發 大林蒲遷村一坪換一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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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dn.com/news/story/7327/3858068
https://udn.com/news/story/7327/3854724


(地方新聞 / 徐炳文) 由高雄市政府新聞局偕同文化局將於7月12日起舉辦「甄愛高雄群星會」
系列活動，主要場地在駁二藝術特區、市立圖書館總館，活動包括：開幕記者會及群星對談、
「重溫風華年代：Chen Chen甄珍高雄影展」、開幕典禮暨星光大道、群星踩點賞玩高雄等，
並仿效美國、香港，與工務局協力打造屬於高雄的星光大道景觀工程。此外，市府更與民間協
力合作「Chen Chen：甄珍從影55週年經典展」，帶領大家穿越時光隧道，回味美好時光。 !
值得一提的是，「心有千千結」數位修復版做為「重溫風華年代：Chen Chen甄珍高雄影展」
的開幕片，在高雄全球首映，在影壇上意義非凡，7月12日開幕片放映當天，導演李行、女主
角甄珍、男主角秦祥林，都將到高雄市圖書總館放映現場與影迷致意。歡迎老朋友、年輕朋友，
一起走進電影院，因為好電影啟迪人心，值回票價。

《高雄》中博高架拆除前 自由、復興路拚12月開通

(記者王榮祥／高雄報導) 中博高架橋預定明年啟動拆除作業，拆除中博高架前，高雄市政府與
交通部鐵道局擬定分流方案，包括五處新開通、串連南北高雄的路段，其中中庸街已於今年二
月通車，下個計畫是自由、復興路連結，力拚今年十二月上路。 
!
長期緊盯鐵路地下化的立委李昆澤表示，中博地下道拆除期程，攸關高雄車站第二期工程（站
體、商業大樓）整體進度，連帶影響周遭商圈發展，建議市府應做好配套。 
!
高雄市區鐵路地下化後，中博高架因屬高雄市區南北交通大動脈，根據交通部鐵道局統計，尖
峰時段每小時雙向多達四七○四輛車經過，一旦拆除勢必嚴重影響南北交通。李雅慧等議員提
案要求相關單位提出專案報告，工務局在報告中訂出目標，中博高架整體拆除計畫預計明年啟
動。

新聞連結

新聞連結
「甄愛高雄群星會」7月登場　韓國瑜：熱情高雄歡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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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294660
https://www.storm.mg/localarticle/1369597?srcid=73746f726d2e6d675f66346266346433663239313432323237_1560307959


聯合報 記者徐白櫻╱即時報導 頂新集團與台灣農民契作生產600公頃地瓜外銷大陸，繼雲
林、嘉義後，最後200公頃面積選定高雄美濃。今天上午，美濃首批外銷地瓜封櫃啟航，高雄
市農業局率相關單位人員與頂新四大通路商簽訂合作意向書。頂新集團三董魏應充出席簽約記
者會，他表示，未來台灣地瓜在大陸2500家全家便利商店銷售，今年10月以後，連西藏都買
得到來自高雄的烤地瓜。 !
為推動「高雄精準農業」發展，高市府農業局首度媒合美濃農民與頂新合作種植地瓜，選定台
農57號品種栽種200公頃。今天上午，眾多農民齊聚朝天五穀宮，頂新旗下金色大地總經理呂
政璋與美濃農會理事長謝志強簽訂合作意向書，首批外銷地瓜也在眾人見證下裝櫃啟航。 !
魏應充以頂新和德文教基金會創始人身分出席簽約儀式，他表示，自幼成長於農村，對農民辛
苦感受深刻，不希望看見台灣有許多農地廢耕，選定三地與農民契作600公頃地瓜外銷大陸。

《高雄》吳青峰啤酒節壓軸開唱　小酌最愛搭這一味

文｜娛樂組 青峰將在7月7日第3天於高雄舉辦的「7-ELEVEN高雄啤酒音樂節」壓軸登場，這
是他首度登上啤酒音樂節舞台，也是他結束節目《歌手2019》擔任串場人後，首場在台公開
演出。吳青峰久未在台公開演唱，唱片公司不惜投入成本打造媲美演唱會規格，45分鐘的完整
表演，且準備的曲目很多都是沒有演出過的歌，因此令他有點緊張。 
!
6月29日就要舉行第30屆金曲獎，今年的入圍名單中，最佳樂團獎項堪稱史上競爭最激烈，「蘇
打綠」樂團出身，亦曾在金曲鍍金的吳青峰被問及看好哪組？他反而笑說：「我沒有看名單。
我一直以來就不太關注，哈哈。」去年他成立工作室，下一步挑戰的目標，他坦言：「每天都
在挑戰把眼前的任務做好！」

新聞連結

新聞連結
高雄地瓜賣出去 今年10月後大陸西藏超商買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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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90616ent001
https://udn.com/news/story/7332/3856332


(記者郭文君／高雄報導) 高雄首座市民運動健身中心，108年7月將於鳳山運動園區內嶄新呈
獻，結合園區其他運動場館，將提供市民朋友們一個多元化、完善與舒適的運動休憩場所。運
動健身中心位在鳳山區光華路與平等路口，民眾可使用運動園區內停車場，也可搭乘高雄捷運
橘線於鳳山站下車，步行約10分即可到達園區。 !
工務局表示，因應市民運動人口不斷增長，市府自102年度起就開始積極推動鳳山綠都心的改
造計畫，對於運動設施需求也日益增加，由工務局新建工程處辦理園區設施改造工程經費近1
億元，拆除游泳池南側舊看台，重建一座嶄新、明亮並符合綠建築標準的體適能運動健身中心，
工程預計在108年7月完成，再由運動發展局規劃營運。 !

全台首間「英國風」誠品進駐高雄 6月5日試營運特色店搶先看

聯合報 記者江佩君╱即時報導 高雄百貨市場動起來，繼「漢神百貨」近期改裝重新開幕後，
6月有「悦誠廣場」加入、有北高雄首間「誠品生活」進駐。另外，「新光三越」接手後的
「大魯閣草衙道」全新加入化妝品區、家用品區、法雅客、iStore、ABC mart等大型店舖豐富
百貨業種，將於6月底全新reopen。而「義享天地」A館預計於年底前開幕，都將為高雄百貨戰
場開新局。 
!
全台首間英國風誠品出現在高雄，北高雄商圈崛起，「誠品生活高雄悦誠店」進駐全新登場的
「悦誠廣場」，即將於6月5日試營運，空間設計融入英國經典元素，像是復刻英國街角商鋪、
紅色圓頂2號電話亭(Kiosk No.2)、歐式劇院售票亭等設計。

新聞連結

新聞連結
鳳山新亮點 高雄首座市民運動中心7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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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dn.com/news/story/7270/3840934
https://tw.news.yahoo.com/%E9%B3%B3%E5%B1%B1%E6%96%B0%E4%BA%AE%E9%BB%9E-%E9%AB%98%E9%9B%84%E9%A6%96%E5%BA%A7%E5%B8%82%E6%B0%91%E9%81%8B%E5%8B%95%E4%B8%AD%E5%BF%837%E6%9C%88%E5%AE%8C%E5%B7%A5-222000321.html


高雄捷運／文  延續2018歡慶米奇90周年系列活動的熱度與聲量，還有眾迪士尼粉絲們殷殷期
盼，今年2019暑假，高雄捷運公司、台灣華特迪士尼公司及高雄市觀光局共同攜手，以「米
奇趣遊高雄」為主題，邀請大明星米奇趣遊高雄！ !
米奇與好朋友們除了探訪高雄各大知名旅遊景點並體驗在地文化，還有超卡哇伊的「米奇彩繪
列車」僅僅2個月期間限定，粉絲們千萬要把握哦∼ !
搭乘高雄捷運跟著米奇趣遊高雄至指定站點蒐集限定戳章，最後別忘了至高捷R11商品館換取
米奇限定好禮，順便逛一逛「米奇主題展區」吧！

人進來、發大財！這活動每年為高雄創億元商機

文｜陳立妍／攝影｜楊兆元  陳功儒努力打造的高雄啤酒音樂節，2009年創辦至今邁入第11年，
轉眼間，已成為近年南台灣最大型的戶外音樂節，更是企業結合文創的成功案例。之所以選在
高雄辦，陳功儒強調有幾個原因：「一是經過統計，高雄是全台灣啤酒銷量最好的地區；二是
文創與企業共創雙贏。企業有資金，卻需要文創豐沛的創意做有效運用，才能達到最佳效果！」
高雄啤酒音樂節長年由統一超商企業贊助主辦，結合產品銷售，同時也為會場「高雄夢時代」
創造人潮。 
!
高雄啤酒音樂節從第一年免費入場的4萬人，成長到去年有5.5萬人買票入場，陳功儒觀察現場
平均一個人的消費額約是800到1000元，包括周邊帶來的觀光效益，飯店住宿、旅遊人潮、餐
廳翻桌率，評估高雄啤酒音樂節為當地帶來的觀光效益絕對億元起跳。

新聞連結

新聞連結
米奇趣遊高雄－米奇彩繪列車巡迴至熱情南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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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90617insight002/
https://www.krtco.com.tw/act_news/flourishing-2_detail.aspx?ID=409453e5-2fc8-41e5-a06f-1cc7b4f8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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