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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序言

沙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委員會）每年均獲香
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青年活動統籌委員會及
沙田區議會撥款，以統籌和舉辦一系列專為年輕人而
設的活動，一直深受區內青年歡迎。本年度委員會以「凝聚青年力
量，連繫植根社區」為題，舉辦了一連串活動，包括有元創文化MY
出青年夢、2017年沙田區傑出青年選舉（第七屆）、ART.CO計劃、沙
田學生大使計劃、運動分FUN同樂日、探索礦場在鞍山、「青．耆樂」
2017社區服務資助計劃、以及「創意玩樂」之「自造者FunFun樂」和
「共構童樂園」。

今年委員會編制的紀念專集，輯錄了上述各項活動的花絮，並加上文字詳
細解說。讀者在閱讀這本專集時，除了可以回顧到委員會活動的精彩節目
和難忘時刻，更可加深對委員會的認識。為了讓廣大市民可以隨時隨地閱
讀這本專集，委員會將會把紀念集上載到委員會的網頁（http://www.stdypc.
org.hk），歡迎大家瀏覽。期望區內青年在閱讀欣賞本專集後，更踴躍參與
委員會舉辦的各項活動。

沙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主席李世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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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沙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教育局沙田區學校發展組、
香港旭日扶輪社、沙田扶輪社、
香港童軍總會沙田北區、香海蓮社

支持機構
社會福利署沙田區福利辦事處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沙田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沙田區小學校長會
沙田區中學校長會

日期
2017年10月至2018年4月

第八屆沙田學 生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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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機構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乙明青年空間
香港神託會沙角青少年中心
香港小童群益會馬鞍山東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聖公會馬鞍山（南）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賽馬會青年幹線
東華三院沙田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恆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顯徑會所
香港青年協會隆亨青年空間
連青網絡—香港神託會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路德會新翠少年中心

參與學校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保良局雨川小學
馬鞍山靈糧小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學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學校
沙田循道衛理小學
世界龍岡學校黃耀南小學
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

沙田官立中學
德信中學
佛教覺光法師中學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曾璧山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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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對象
沙田區高小學生及中學生

目的
多得社會各界支持，「沙田學生大
使」計劃已成功舉辦了七屆，過去日
子為社區培訓了超過1000名青年義
工，積極推廣關愛文化，幫助社會上
有需要的人士。

「沙田學生大使」是集合了政府部
門、社福機構、青年組織以及地區領
袖的全方位支援計劃，為參加者提供
優質的培訓，讓他們能策劃及推行有
意義的社區服務，藉此培育同學關愛
社區及參與社會服務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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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簡介
學生大使在專業社工的培訓下，
舉辦義工服務活動。活動完成
後，各校學生大使會應邀參加分
享會，分享活動心得，以及與其
他學校進行交流。與此同時，評
判會為各組評分，並於閉幕禮
上，頒發各項大獎。

活動成效
「第八屆沙田學生大使」參與
的區內小學，共有12間，中學
則有5間，合共培訓義工人數多
達180人。服務對象方面，今年
各大使以服務區內長者、殘疾
人士、社區人士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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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沙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沙田民政事務處

合辦機構
香港遊樂場協會
顯徑青少年中心

協辦機構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青少年服務部（沙田區）
沙田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有限公司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沙田綜合社會服務處沙田官立中學

運動分FUN 同樂日

Live Game青年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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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4/11/2017（星期六）

時間
下午2:00-5:00

地點
沙田圓洲角體育館、沙田圓洲角綜合大樓社區禮堂（地址：沙田銀城街3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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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1. 鼓勵沙田區青少年發揮正能量，關心自己及關心別人
2. 推動沙田區人士多做運動，分享快樂，增加對社區的歸屬感
3. 推動社區健康運動及關愛文化

活動簡介沙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2017-2019年度以培育青年人的「自主、關
懷、連繫、傳承」為核心價值，配合政府積極鼓勵及推行『全民運

動』的契機，推廣運動競技精神。是次以運動為題的同樂日，邀請區內青少年組隊參與新興有趣的運

動項目，與不同背景的青年朋友互相切磋交流、觀摩學習。
本活動主要鼓勵沙田區青年「發揮正能量」，不但關心個人表現、

更重要是學懂關懷隊友及身邊的其他人，推動社區關愛文化。
透過運動推動青年關心自己的健康，同時關懷身邊朋友，共同健康

愉快地成長，並培養他們的團隊合作精神，藉此提升青少年參與社

區活動的興趣。

參與對象
沙田青少年及社區人士

齊運動 Game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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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主禮嘉賓／嘉賓梁慧珊女士 
沙田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西）

甯鳳箋女士 
沙田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主管（西）2

陳淑敏女士（小組秘書） 沙田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西）2甲
陳寶賢會長 

沙田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有限公司
林明慧部門主管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青少年服務部（沙田區）

鍾蕊虹女士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青少年服務部（沙田區）

楊偉傑先生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沙田綜合社會服務處

活動成效1. Live Game青年盃 預期活動成效：- 不少於5隊青少年組織隊伍參與Live Game比賽
- 不少於80%參與的青少年表示願意日後發揮正能量，
關心自己、關懷別人- 不少於80%參與的青少年表示願意會與別人分享快樂

2. 合家歡天倫之樂@齊運動Game Zone預期活動成效：
- 不少於400人次參加齊運動4大Game Zone及「運動」
型 Photo Booth- 不少於80%參加者表示願意多關心自己、關懷別人，
增加親子樂趣- 不少於80%參加者表示願意與別人分享快樂

嘉賓邀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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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沙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合辦機構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沙田綜合社會服務處

「 創意 玩樂」 

之 

「自造 者Fun Fun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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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時間
自造者創意工作坊：2017年10-12月（共10節）
極速Maker體驗1小時：2017年12月17日下午2:00-5:30

地點
-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沙田綜合社會服務處
- 多石村側的沙瀝公路政府天橋底土地

目的
1）鼓勵沙田區青少年發揮創意，改善生活
2）推動沙田區人士多參與社區活動，增加對社區的歸屬感

「自造 者Fun Fun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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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簡介
「創意‧玩樂之自造者Fun Fun樂」是一
項地區協作計劃，旨在誘發青年人創意去
發明新產品，推動青年人創意實作，亦期
望培養新一代的研發思維。

第一部份的 <自造者創意工作坊> 除了以
「電批車製作」、「木工製作」、「VR
畫面遙控車」及「小型木頭車製作班」為
題外，參加的青年人更由學習者變為主持
人，於<極速Maker體驗時刻>當日青年
人帶領社區人士駕駛電批車行走一圈、或
戴上VR眼鏡控制遙控車感受第一身的現
場賽車視覺、親手製作木頭車。同時，本
處又邀請區內的中小學派隊參與，展示新
一代S.T.E.M.課程的學習成果。

本計劃得到區內多個團體的支持，招募青
少年參與工作坊及體驗時刻，認識玩樂無
限Fun的內容及體驗自造者的趣味。透過
活動促進社區上不同持份者與青年接觸，
互相交流學習，共同分享創作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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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成效
1）100%成功組隊參與工作坊（共4隊）
2）94%參與的工作坊的青年表示活動能提升他們的創意
3）98%參與嘉年華的社區人士體驗自造者的樂趣及提昇對沙田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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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沙田區青年活

動委員會

合辦機構
循道衛理楊震

社會服務處

沙田青少年綜
合發展中心

協辦機構
沙田民政事務

處

台山商會中學

「創意玩樂」之

「共構 童樂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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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1/1/2018（星期日）

時間
上午10時至下午4時

地點
多石村側的沙

瀝公路政府天
橋底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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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對象
6-14歲兒童、青少年

及社區人士

目的

‧讓社區人士
認識沙田區的

活動場地，善
用社區設施

‧讓兒童及家
庭認識「遊戲

」的價值及好
處。透過活

動，讓參加者
明白優質遊戲

能增加兒童之
創意，提

升他們的主動
參與，自由及

自發的選擇

‧透過藝術成
果展示及才藝

表演，讓兒童
及青少年發

揮學術以外的
潛能、提升自

我價值及肯定

16



活動簡介

教育學家蒙特
梭利（Montessori）：「遊戲是孩

子最重要工

作。玩能令孩
子變成真正的

學習者，未來
勇於解決問題

」。

本中心藉著是
次活動提倡兒

童玩樂的權利
，透過提供空

間及

不同配套，鼓
勵由兒童主導

玩樂，隨意、
隨心地建構屬

於自

己的遊樂園，
進行與年齡相

宜的遊戲和娛
樂活動。

本中心亦透過
不同的兒童及

青少年才藝表
演及攤位展示

青少

年的創意及藝
術成果，讓表

演者／參與者
展示學術以外

的潛

能，同時讓社
區人士有機會

接觸不同的藝
術活動。

活動成效
本活動於區內

招募了13隊團隊進

行才藝表演，
包括4隊合唱團、4

個跳舞組、3個樂器表演、1個話

劇和1個跆拳道表演。
各個表演

都十分精彩，
展示出青少年

的創

意和活力，亦
見表演者投放

了很

多心思和努力
，得到200多位觀

眾欣賞和拍掌
支持。

而整個活動（
包括遊樂區、

青

年藝術展示區
）共有640人次參

加。參加者十
分享受融入創

意的

玩樂過程，家
長開闊了對親

子玩

樂的看法，學
習讓孩子自主

自發

地帶他們走進
兒童的遊戲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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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新春掛飾製作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沙田青少年綜合發展中心深宵青年工作隊︰創意無限紙黏土製作

主辦單位
沙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合辦機構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

「青．耆樂 」

2017 社區服務資助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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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沙田青少年綜合發展中心 深宵青年工作隊：探訪長者中心

救世軍隆亨青少年中心：耆青共樂

協辦機構
民政事務局

1.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
2. 沙田婦女會
3. 沙田聖公會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4. 東華三院賽馬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
5.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沙田青少年
綜合發展中心深宵青年工作隊

6. 救世軍隆亨青少年中心
7.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沙田綜合社會服務處

8. 香港青年協會隆亨青年空間
9. 連青網絡—香港神託會青少年綜合
服務中心

參與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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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9/2017-2/2018

地點
沙田區

東華三院賽馬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新春探訪長者

沙田婦女會︰送上「福車」，關懷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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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對象
12-29歲青年義工小組（共九組）

服務對象
沙田區長者

沙田聖公會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潤唇膏製作

沙田聖公會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蚊膏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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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鼓勵沙田區青年義工
小組舉行服務予地區
內的長者，提供耆青
共融機會。

‧加強青年與長者及社
區的聯繫，增強他們
對地區的歸屬感。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沙田綜合社會服務處：上門送暖

連青網絡—香港神託會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探訪獨居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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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簡介
本計劃讓一眾的青年義工策劃
及實踐探訪長者活動，希望他
們能關注長者的需要及處境，
加強耆青共融、互相尊重。同
時，藉著本計劃，能夠彰顯長
者的「銀齡力量」。

本計劃共有九組青年義工參
與。他們提供了不同的服務形
式，如大掃除、手工製作、遊
戲等，藉以與長者交流，達至
耆青共融。

活動成效
青年義工總人數：77
服務次數：9
受助長者總人數：166

香港青年協會隆亨青年空間：拾荒長者訪談

香港青年協會隆亨青年空間：盆菜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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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創文化My 出青年夢」

主辦單位
沙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沙田民政事務處

合辦機構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顯徑會所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沙田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

協辦機構
香港傷健協會賽馬會沙田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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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創文化My 出青年夢」

日期
2017年9月至2018年2月

地點
1. 沙田公園結客場及露天劇場
2. 維多利亞公園

參與對象
沙田區6至29歲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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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1. 為青少年提供實踐夢想的機會。
2. 讓青少年盡展所長，發揮演藝潛能，回饋社區。

活動簡介
鼓勵青少年人撰寫實踐夢想計劃
書，無論是演藝或手作創作，當中
包括夢想內容、計劃詳情及實踐步
驟及預算經費，並在不同地區及平
台去實踐夢想及累積寶貴經驗。

邀請主禮嘉賓／嘉賓
『元創文化My出青年夢』頒獎禮：
沙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主席 李世榮議員

沙田民政事務專員 陳婉雯女士JP

香港警務處助理警民關係主任
（青少年事務）（沙田區）       林佩武高級督察

沙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副主席
暨活動小組召集人   劉韻慧女士

沙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宣傳及推廣小組召集人

區寧華先生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執行幹事 梁錦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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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成效
本活動在區內招募了10隊青年人去撰寫夢想計劃書，分別為2隊樂
隊訓練、3隊舞蹈訓練、1隊木箱鼓訓練、1隊ZENTANGLE訓練、1
隊GRAFITTI訓練、1隊魔術訓練及1隊話劇訓練。
綜觀各參與機構的參加者出席率高，也遵從計劃書的內容進行活動
及實踐，反映參加者對活動的投入及承擔。而在參與實踐夢想訓練
當中，參加者透過不同的夢想範疇去參與訓練，並透過不同場地如
沙田公園結客場及露天劇場、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去展示成果。因應
場地的不同，讓參加者能有多些不同體驗，有助鞏固經驗。

在27/1/2018於沙田公園結客場及露天劇場舉辦的頒獎禮，除了參與
計劃的青年人外，也招募沙田區內一直懷有夢想及才能的青年人在
場地表演。當日共有22隊青年團體進行表演及8隊攤位，展現沙田
區青年人活力及對夢想的堅持信念，值得區內青年人學習及嘉許。

除此之外，在14/1/2018及28/1/2018於維多利亞公園進行藝墟活
動，因位置人流較多，參與觀賞的觀眾也不少，場面熱鬧，也令表
演的青年人獲得肯定及受到鼓舞。他們正正能從中鞏固所學，並獲
得實際而寶貴的經驗，能在日後追尋夢想打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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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香港傷健協會賽馬會
沙田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協辦機構
參與學校：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聯會陳震夏中學
青年會書院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ART.CO計劃

日期
10/2017-3/2018

地點
香港傷健協會賽馬會沙田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參與對象
參加者資格：中一至中四中學生
名額：50名（共5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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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透過不同的藝術工作坊和社區分享活動
等，提升青少年在學術以外的潛能，建
立興趣，同時，認識一班志同道合的朋
友，在不同的交流下擴闊新思維，同時
更有機會一嚐在市集擺攤檔的滋味。

活動簡介
ART代表藝術，代表創作：
透過ART工作坊讓年青人一同學習生活
技能，學習從探索中，發表自己意見，
並學會互相尊重，建立自己的興趣，發
揮創意 。
CO代表communication溝通：
ART.CO社區服務，組織一班年青人，
從商討在沙田區中小學校、長者中心、
復康機構或市集活動，教授和分享所
學，增強自信心，建立關心社區和不同
有需要群體的態度。

工作坊包括：
☆ 布袋新丁
☆ 剌鏽工作坊
☆ 植在染坊
☆ HIPHOP跳舞隊
☆ 天然護膚品班

活動成效
我們發出了40份問卷調查，
- 80%參加者表示透過工作坊，
能發揮個人創意。

- 在義工體驗活動中，學生能明
白傷與健共融的重要性，另外，
在互動交流環節上，也能明白、
了解殘疾人士的能力和需要。

- 工作坊能建立與隊員的團體合
作，並能突破自己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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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沙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合辦機構
香港傷健協會賽馬會沙田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協辦機構
香港小童群益會馬鞍山東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2017 年沙 田區

傑出青年選舉（第七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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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7年11月至2018年2月

地點
沙田、深水埗、大角咀

參與對象
沙田區14-29歲的青少年

目的
‧表揚在個人成就上有卓越表現及對社會作出貢獻之青年；
‧鼓勵青年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從而為改進社會擔當更重要的責任；
‧激勵青年於個人成長及公眾服務方面積極進取。

2017 年沙 田區

傑出青年選舉（第七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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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簡介
各首階段的入圍者會出席由二零一七年十一月至
二零一八年的訓練活動，包括訓練營，小組活動
及社區服務等；繼而甄選第二階段的入圍者進入
總選面試，由評選團對面試者的個人履歷及其個
人成就和對社會貢獻作出最終的評定。

活動成效
參加者需要參加一連串甄選活動，從而選出沙田傑出
青年。活動初期舉辦了一次訓練營，讓沙田區來自不
同背景的青少年互相認識，擴闊社交網絡。

訓練營讓參加者接受不同的挑戰，訓練團隊合作及突
破自我。其後亦舉辦了兩次社區服務，第一次在深水
埗區進行社區導賞，第二次在大角咀區探訪基層家庭
及上門清潔。活動帶給參加者不同的體驗，讓他們探
視社會鮮為人知的另一面，反思基層人士的需要。

而兩次社區服務後，參加者亦準備了一次分享會，反
思繁華都市下被遺忘的一群。在準備過程中，參加者
的投入參與及主動討論，讓參加者更深入探討社會現
況，讓參加者有所得著。分享會當日，參加者分組匯
報，同時亦邀請到關注綜緩低收入聯盟的代表作分
享，讓參加者從不同的角度探討基層現況，更讓參加
者提昇關心社區事務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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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巧颻
參加呢個活動，令我明白到單憑自己一個人
能力係唔可以完成所有野，一定要有一班隊
友去支持大家。透過兩次簡單嘅義工活動，
我更加肯定自己嘅能力希望繼續進步。

李佩珈
在這幾次的活動，我最大的得着是了解多了種種在
社會中存在的問題。我們經常性留在自己的生活圈
子，對周圍的社會採取一個漠不關心的態度，對身
邊發生的事毫不在乎。其實這個社會中有人正面對
着不同的難關，例如獨居長者孤苦無依、露宿者受
到政府的迫害、布販市集受到政府的遷拆、重建令
原本的居民失去一個安樂窩……

李逸朗
在凖備是次分享的過程當中，組員之間
的對話令我進一步反思香港青年在現代
社會上面對的種種壓力，以及他們與長
輩之間各種各樣的矛盾，從而慢慢了解
到青少年自殺變本加厲的原因。

邵子朗
經過大家的分享，我都明白到其實身為學生
貌似是受社會的照顧，但其實是身為學生的
他們，每天都受社會制度上的壓迫，引致在
近年不斷有學生自殺的案例。……學生受到
社會上的不公的影響，導致現在學校所培訓
岀來的不是為社會帶來改善的商業家，而是
為社會固步自封的流水線工人。

范樂心
透過觀察和親自上門為老人家服務，我體會到要令社會
成為美好和繁榮穩定的居所不能只單單視乎城市的經
濟收益和競爭成果去決定，也應考慮繁華風光背後的
一連串問題和那一群未能共享經濟成果且被遺忘的人
士。……縱使我知道，這社會總會充滿著各種棘手的問
題，但我們都應踏出第一步，必須正視多支持和關懷身
邊的人，使香港變得更加美好和充滿愛的正能量。

馬睿升
一系列的社區服務啟發了我對唐樓獨居長
者議題的關注，洞悉現時長者政策的不
足，而這個議題終能在難忘的分享會中引
起共嗚。居住於唐樓的獨居長者欠缺的不
是物質需要，而是心靈上的需要，他們因
各項原因欠缺了與人溝通的機會。透過市
民多參與義工服務，關懷唐樓獨居長者的
需要，同時鼓勵獨居長者發掘自我潛能，
發揮所長，定能建立關愛共融的社會。

參加者感想（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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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麗汶
感謝傑青給予我第一階段入圍機會，
讓我不再做井底之蛙。隨着對社會的
認識加深，我希望幫助社會發展的決
心也隨之增加，為了達成這個目標，
我會繼續做更多的義工服務，「積少
成多」，使周圍的朋友、青年人，一
同為這個社會帶來更好發展。

梁雋熙
經過探訪長者的活動後，我了解到我
們在幫助人前，必須了解他的需要，
然後盡量給予他所需的東西；而非膚
淺地只在物質上給予協助。

最後，在分享會中，我了解到其實被
社會遺忘的一群不一定是基層人士、
獨居長者等。相反，最容易被遺忘的
可能就是我們自己。因此，我們要了
解自己有甚麼需要和困難，避免自己
也遺忘了自己。

梁嘉軒
記得在北河街街市眺望前方一大邊天台屋和劏房的境
況，讓我深切地感受到原來自己已經活得很幸福。我們
這一代的年青人常常被指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確，不能
親眼看見是無法了解到貧窮其實離我們這麼近。

畢映月
這次活動以小組形式來表達在繁榮都市下被遺忘的一群人，
通過與小組中的成員對活動的前期構思，到實際發表，每一
個組員都積極發表自己的意見，並主動在此次發表中劃分角
色，承擔自己的責任，令整個準備過程都很順利。

鄧文琛
很開心有一個難得的機會入選了沙田傑青。能夠認識一班新朋
友，擴大了我的社交圈子與來自沙田區不同學校的學生交流。
經過多次活動我們已經建立一段段友誼。……跟這班相識不久
但從多次分享而了解到彼此的朋友一起，讓我感受到愛。我有
更大的安全感，因為大家的關懷互助。當有迷惘時我們會樂於
分享，說出自己的意見，一起渡過難關。

鄧翠珊
沙傑讓我認識不少新朋友。
他們每人各有所長，我在他
們身上也反思自己的不足之
處，例如在待人處事態度方
面。宿營活動再次使我思考
自己的初衷、將來的夢。在
傑青的活動中，我了解更多
社會下的縮影—被遺忘
的一群人，如棚仔衣料集合
點、舊街景、一班旺角「老
街坊」的日常。

簡志安
其實一開始去探老人家，都
冇諗過探訪嘅人有禁多，
雖然可能大家都好忙，都
仲會有人願意抽空去體驗一
下社區老人嘅生活困境同孤
獨。……分享會果陣我地就
用獨居老人呢個主題，過程
中我真係發現左現行制度嘅
不足，令我難以置信……希
望我第時可以為佢哋付出更
大嘅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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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妍心
經過這幾次的活動，我意識到自己身
處在一個非常幸福的家庭，我雖然知
道一些露宿者、基層人士等等人士的
存在，但我從來就沒有想過他們需要
些什麼，或者是為什麼他們會淪落到
此處境。……例如幫長者上門清潔，
他們需要我們幫忙是因為他們可能有
身體上的不便，我非常感恩我有這些
機會去幫助他們！有機會的話，我一
定會再幫一些需要我們幫助的人！

陳穎雅
有導賞員帶我們了解社區重建，
棚仔，露宿者等，讓我以另外一
個角度看深水埗發展，有很多隱
藏在背後的，我第一次發掘到在
香港這個繁榮的城市裡，有一群
被大家忽略的人，令我開始思考
自己可以做些什麼幫助他們呢？

麥志鋒
在這次活動中我不但認識了一班知心好友，同時更深入了解
香港現時的社會問題。 

在兩日一夜的訓練營裏，我們聚在一起，訴說著自己過去的
經歷，甜酸苦辣，無奇不有。第二天我們便打成一片，成為

我們生命中的摰友。 

黃倩榆
這兩三個月以來參加的活動
和我平常會參加的義工活動
很不一樣。除了一起去camp
以外，更嘗試上門清潔，進
入一位獨居的婆婆的家，這
次的經驗對我來説很特別，
通常我只能在電視上，報紙
上，或其他媒介看見這些市
民的家，今次卻是零距離地
親身進入這些基層市民的
家，了解他們的需要。

黃嘉苡
咁多次活動之中令我明白到
有時表面看到的事情並不如
想像中那麼好，例如：社區
重建表面是為了居住當地市
民的安全著想，實際是以經
濟效益為前題，令更多住宅
用地變賣上樓。……此外，
也讓我明白到有很多低下階
層都缺乏知識，令到一直無
法改變現狀，使貧富懸殊日
益嚴重，無論是生活質素還
是居住環境都會愈變愈差。

蔡慧男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培養出一顆「同理心」。很多時候，我
們望著那些人的艱難，就會感歎一句好可憐、抱怨一句社
企為什麼不多關懷他們，政府為什麼不多發點「糖」之類
等等。但是，我們缺乏了真正站在他們角度出發而思考解

決問題的同理心。……

經過這次分享，我找到了一個是真正可以幫到那些基層階
級的方法，便是盡可能的發聲，去改善他們的生活素質，
令他們先由身的健康，再去到心的健康。

劉碧堯
香港人生活忙碌，很多時候都停不著腳
步，往往會忽略很多在身邊發生的東
西，以為很多東西事不關己，以為很多
東西理所當然。是次社區體驗，我深深
感受到社區的構建是人人有份，每人所
付出的可能很少，但每人的付出都是構
建社區不可或缺的元素。

以深水埗棚仔布市埸的見聞為例，……
看以微不足道的小市場，其實背負很多
人的生計與希望。現在，布市場得以暫
時保留，全賴社會上一群熱心人士為小
布販們發聲，留意到社區每一小處都必
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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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沙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合辦機構
香港傷健協會
賽馬會沙田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日期
10/2017-2/2018

探索礦場在鞍山

36



地點
沙田馬鞍山

參與對象
沙田區兒童及青少年

目的
透過活動，讓沙田區青少年及兒童認識馬鞍山
石礦場的歷史及強化保育意識，同時承傳馬鞍
山的堅毅精神和加強對沙田區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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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簡介
(1) 導賞活動：
ⅰ) 走訪礦村、宗教建築及礦場遺址
ⅱ) 歷史探究：了解五、六十年代馬
鞍山礦場歷史

ⅲ) 體驗活動：親身體驗昔日礦工生
活，尋找鐵礦石

ⅳ) 感受礦村風味：品賞礦村特色
小食—腐乳饅頭

(2) 攝影比賽：
ⅰ) 參加者於活動拍攝相片後以作參
賽，得獎作品將製作明信片以作
推廣礦場的歷史保育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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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成效
透過參加者在活動後的回應及導師的觀
察，參加者很滿意活動的內容及安排, 首
先是他們能夠去到礦洞口，透過導師講解
昔日礦工的工作情況，認識礦工往日的工
作，另方面導師又帶領參加者遊走礦村昔
日的不同景點，認識礦村的歷史，例如醫
療屋，小賣部及以往礦工暇餘休閒時聚集
的地方。綜觀整體意見，參加者認為能夠
參加今次的活動是獲益良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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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9 年度
沙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委員名單

主席：李世榮議員
副主席：劉韻慧女士

暑期活動撥款小組召集人：連鎮邦先生（正） 謝飛翔先生（副）
年度活動撥款小組召集人：謝文忠博士
宣傳及推廣小組召集人：區寧華先生

活動小組召集人：劉韻慧女士（正） 蘇寶鈿先生（副）

委員：陳佩明女士 陳沛楊先生 張美美女士
馮芷君女士 馮廣照先生 何苑斐女士
黎慧嫻女士 林明慧女士 劉志芳先生
劉德榮先生 劉廸鴻先生 梁家榮先生
梁廣浩先生 梁偉基先生 馬鳳鈿女士
顏婷婷女士 黃學禮議員 黃貴有博士
黃木貴先生 黃冰芬議員 王槐裕先生
（所有排名不分先後）

各小組增選委員：林麗芬女士 周沛霖先生 何韻娜女士
林婉彤女士 陳慧敏女士
（所有排名不分先後）

政府部門代表：沙田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沙田區副康樂事務經理（1）
教育局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沙田）2
警務處 沙田警區少年警訊聯絡主任
社會福利署 社會工作主任（策劃及統籌）2
沙田民政事務處 行政主任（社區事務）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