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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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及沙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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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委員會本年
度續以「凝聚青年力量，連繫植根社區」為題，舉辦了一連串多元
化的活動*，包括2018沙田區傑出青年選舉、「CO.MIND」計劃、
沙田學生大使計劃、「原．衡點」、青年才藝耆共賞計劃、水泉澳
邨社區活動服務計劃、青年創意空間包括「創意玩樂」之「自造者
FunFun樂」、「創意玩樂」之「共構童樂園」及「青年自主MY出
青年夢」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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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節目的精彩花絮和難忘時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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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專頁及網頁 (ht tp: / /www.stdypc.org.hk)，歡
迎大家瀏覽。期望區內青年在未來繼續踴躍參與委員會舉辦的各項
活動。

*本年度工作小組所舉辦的大部份活動均為2018沙田節的冠名活動。

沙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主席劉韻慧

1



2018 沙田節— 
青年節音樂會

沙田民政事務處
沙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香港傷健協會
賽馬會沙田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2018年6月30日

15:00 - 16:30

沙田大會堂百步梯

區內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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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公眾平台讓年青人發揮音樂或舞蹈藝術所長，表揚他們的成就。
讓公眾人士以不同角度了解年青人，提升年青人正面積極形象。
宣揚沙田節地區精神，團結區內居民，共建和諧社區。

共有9支表演隊伍，共有
61位演出者。約有800位
社區人士參與本活動。

當日共有九支不同的青年人表演團隊，包括︰
Never Turn Back、 RAJES、Fluorescent、
連青青年K pop隊、Dizzy Friday、MAYBE、 
Hyperk ids、Si r ius以及台山商會中學舞蹈
組。各青年人以音樂、舞蹈的形式為區內人
士帶來一個又一個充滿活力和動感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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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沙田節—
青年自主MY出青年夢

沙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沙田民政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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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沙田節委員會

2018年10月至201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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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青少年提供實踐夢想的機會。
讓青少年盡展所長，發揮演藝潛能，回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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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田區各青少年中心、
沙田公園結客場及露天劇場

6-29歲沙田區居住、就讀、工作或
參與區內青少年機構活動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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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主席 劉韻慧女士

沙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副主席 王槐裕先生

沙田民政事務專員 陳婉雯女士JP

沙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區寧華先生
宣傳及推廣小組召集人
沙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謝文忠博士
年度活動撥款小組召集人

香港警務處沙田警區 吳芷盈督察
助理警民關係主任（青少年事務）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執行幹事 梁錦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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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在區內招募了12隊青年人去撰寫夢想計劃書，分別為3隊樂隊
訓練、5隊舞蹈訓練、2隊唱歌技巧訓練，1隊雜耍及1隊甜品訓練，訓
練性質以演藝為主，而手作項目相對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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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沙田區提供的場
地展示成果。於26/1/19在沙田公園結客場舉行青年自主MY出青年夢
暨頒獎禮活動中，除了邀請一眾主禮嘉賓進行典禮儀式，為一眾追尋
夢想及肯定自己的青年打打氣外，還頒發了2017年沙田區傑出青年選
舉得獎者證書及2018年沙田區傑出青年選舉入圍名單嘉許狀。
而為了展現青年人對夢想的追求，當日共邀請了22隊青少年表演團體
及6隊攤位於當日展現成果。因表演項目迎合青少年人，當日都吸引
沙田區不少青少年及居民觀賞，對當日表演及製作攤位的青少年無疑
有鼓舞作用。加上即場有表演隊伍分享追求及實踐夢想的苦與樂，引
起青少年人不少共鳴。活動果效達到，青年人從中掌握了新的技巧，
並在不同平台實踐出來，當中有苦有甜，經工作員從旁引導及鞏固經
驗，再透過實際的表演及攤位活動，獲得他人認同及肯定。

另外，個別隊伍都在區內參與了不同平台的表演，如7/2/2019有隊伍
參與了烏溪沙營地初三開放日，當中有不同攤位及表演環節，故都吸
引區內居民到場參與及觀賞。這些不同經驗讓參與者更豐富了當中所
學。而有些機構的隊伍都參與了其他平台的演出，如參與第53屆工展
會的演出；有些則參與觀塘海濱的場地演出。這些都是一些寶貴的經
驗及實踐，為他們在追尋及實踐上加以肯定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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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沙田節—
創意玩樂之自造者Fun Fun樂

沙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沙田民政事務處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沙田綜合社會服務處 

8



2018沙田節委員會

自造者創意工作坊：
2018年10-12月
極速Maker體驗之旅：
2018年12月23日（日）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沙田綜合社會服務處
沙田區及沙瀝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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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沙田區青少年發揮創意，改善生活
推動沙田區人士多參與社區活動，增加對社區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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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沙田節 「自造者Fun Fun樂」正是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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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0%成功組隊參與工作坊（共3隊）
2) 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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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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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沙田節— 
創意玩樂之共構童樂園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沙田青少年綜合發展中心

沙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Ballet

Busking

Ja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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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9（星期日）

11:00 - 16:00

沙瀝角落
（多石村側的沙瀝公路政府天橋底土地）

Lightpaint

Lightpainti
ng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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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歲兒童、青少年及社區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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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能力，提升他
們的自由及自發的選擇。

透過才藝表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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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yright14



1) 共有13隊區內兒童及青少年團
隊參與才藝表演，包括3隊合
唱團、5個跳舞組、1個樂器表
演、1個跆拳道表演和3個快閃
表演。各個表演十分精彩，展
示出兒童及青少年的創意和活
力，亦見表演者投放了很多心
思和努力，得到200多位觀眾
欣賞和支持。

2) 兒童遊樂區及光影塗鴉的參與
人數達650。

3) 99%參加者認同從遊戲鼓勵兒
童主導玩樂，可以加強了他們
的創意力。

本活動已是第二年舉辦，精彩內容包括：

1) 兒童遊樂區：由兒童主導玩樂，隨意、
隨心地建構屬於自己的遊
樂園；

2) 才藝小舞台：由區內兒童及青少年提供
才藝表演，展示潛能、創
意及自主能力。

3) 光影塗鴉：以家庭或朋友為組合，發揮
創意，以光影創獨特回憶。

跆拳道

攤位

拉丁

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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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沙田節—
青年才藝耆共賞計劃

沙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救世軍隆亨青少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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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2018-9/2/2019

嘉許禮暨分享會：19/1 14:30-16:30

救世軍隆亨青少年中心及隆亨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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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及區內長者

青年透過學習不同才藝，以
服務形式把歡樂帶給行動不
便之獨居長者，亦讓長者了
解青年文化，推動長青共融
及長者優質生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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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種不同才藝之青年才藝及義
工小組，訓練共71位青年才藝
大使，小組到戶表演活動探訪
獨居長者及老人院舍，計劃最
後舉行青耆才藝大使嘉許禮暨
分享會，向社區推廣關愛長者
訊息，受惠長者亦出席到台上
分享支持，青年才藝大使亦藉
此舉行體驗攤位活動向社區展
示成果。

7 1位青年參與成為才藝大
使，共402人次長者及社區
人士於計劃中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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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

沙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

水泉澳邨

水泉澳邨居民，沙田區內中學及青少年

召集沙田區內青少
年為水泉澳邨居民
籌備一次或多次義
工服務，鼓勵青少
年從中了解水泉澳
邨的情況及居民需
要，在社工及老師
的帶領親自設計義
工服務，幫助有需
要的居民，同時提
升自信，增強個人
責任感。

2018 沙田節—
水泉澳邨社區活動服務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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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活動邀請了區內三間中學：曾璧山中
學、佛教覺光法師中學及台山商會中學組
織義工隊，聯同本中心的另外兩隊義工隊
一同為水泉澳邨的不同需要的群體帶來義
工服務，包括聖誕街站、新年親子嘉年
華、長者節日活動等，為居民增添節日氣
氛，令他們感受到社區的關懷。

活動成效理想，參加的青少年表示是次
活動為他們提供了全新的體驗，讓他們
自行籌備活動，充分發揮青少年富有創
意的才能。青少年於籌備的過程中作多
次的會議，由構思、籌備、預演和修訂
都一手一腳進行統籌及負責。過程中，
青少年的參與度相當高，會主動及積極
投入當中，與參加者的互動亦為他們帶
來啟發整體而言，是次活動能夠提升青
少年的自信心、團隊合作精神及領導才
能，同時提升個人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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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9日

9:30-16:00

活動中的青少年多為第一次探訪長者，
在領隊老師及職員的帶領下進行了是次
的探訪，不少青少年均為自己能夠為長
者送上溫暖而感到高興，並表示從活動
當中能夠關懷到區內弱勢社群，得到滿
足感。

水泉澳邨

水泉澳邨內雙老及獨老居民，青少年義工

是次活動透過上門探訪水泉澳邨內雙老及
獨老居民，讓長者能夠感受到社區對他們
的關懷，同時亦能夠讓義工回饋社區，增
強他們與社區的連結，提升他們對社會的
責任感。

是次活動由區內不同中學及本中心派出
多達50名義工，到水泉澳邨上門探訪
100戶長者，為他們送上日常生活用品
及關懷問候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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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比賽招募了沙田區內6隊青少年籃球
隊，進行了8場籃球比賽，為青少年提供了
一次互相學習，切磋球技的機會。活動同時
邀請了一班居住在水泉澳邨，對籃球有興趣
的兒童到場內觀戰，提升他們對籃球的興
趣，從而將青少年所得所學回饋社會。

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

參加的青少年均表示是次活動能夠讓他
們與區內其他籃球隊進行正規的比賽，
比起以往的友誼賽或街場比賽更為有成
效，更能提升他們於籃球方面的能力及
自信心。參加者均表示日後再有同類比
賽時會希望繼續能夠參與其中。

沙田區內室內及室外籃球場

透過籃球比賽，讓對運動有
興趣但因身處不利環境未能
一展所長的青少年得到一個
展示的平台，令他們的技術
得以提升，同時發揮個人潛
能，提升自信心。

沙田區內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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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衡點

沙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乙明青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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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0/2018 - 03/03/2019

本單位及沙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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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及社區人士

計劃以媒體創作為主題，讓青年學習拍攝
從而提昇個人能力，並提供創作平台帶領
青年人探索社區人和事。活動期望青少年
學習拍攝技巧及進行社會研習，並且親手
製作短片以提倡健康人生／生活（Work 
life balance）之概念，檢視生活平衡的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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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劃分三部份，拍攝技巧培訓、專題式
拍攝手法應用、放映會及嘉許禮。

拍攝培訓包括；拍攝技巧及燈光技巧兩個
培訓活動。

專題式拍攝手法應用；參加者以Work life 
balance為題用公益廣告手法製作影片。
計劃在結尾舉行放映會及嘉許禮，並將影
片上載到互聯網，讓社區人士檢視作品，
了解健康人生及生活平衡的重要。

計劃製作了3條影片已上載Youtube
及本單位Facebook專頁，現已接觸
了845位公眾，在放映會上亦有近40
名社區人士到場參與，整個計劃共
有34位青少年參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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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傷健協會
賽馬會沙田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CO-MIND 計劃

沙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青年會書院
林大輝中學
東華三院邱金元中學
佛教黃允畋中學

特別鳴謝以上學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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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至2019年3月

香港傷健協會
賽馬會沙田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計劃屬一個建立與人及自己自
療的項目，我們會運用 事治療及藝術
治療中的手法元素。在過程中，他們能
需要互相學習和相處，透過接觸不同社
區人士，建立個人溝通的自信心。

第二階段的社區分享，有助拓展他們助
人精神，並將所學的成果分享給社區人
士，有助推動創作藝術的不同可能性，
促進各界接納和支持有特殊需要的青少
年，營造正面共融的社區環境。

29



透過問卷：

義工表示在活動，能嘗試
不同的新興趣，發掘不同創作
的可能性。

完成後的市集和服務活動，能
令我們將所學的變得更大的效
能，非常有意義。

舉辦不同糸列的才藝工作
坊，包括「日本和諧粉彩」
工作坊、布藝工作坊、輕木
工製作坊、皮革工作坊及印
刷工作坊等，製作不同的小
品，一同放鬆心情、享受創
作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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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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總會沙田北區、香海蓮社

社會福利署沙田區福利辦事處
沙田民政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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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屆沙田學生大使

沙田區議會
香港旭日扶輪社
香海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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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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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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學校
世界龍岡學校黃耀南小學
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
德信中學
曾璧山中學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沙田官立中學
保良局朱敬文中學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沙田學生大使」是集合了政府部門、社福機構、青年組織以
及地區領袖的支持，為參加的學生提供優質的培訓，讓他們成
為青年義工，策劃及推行有意義的社區服務，幫助社會上有需
要的人士，藉此培育同學關愛社區及參與社會服務的精神。

「沙田學生大使」計劃已成功舉辦了九屆，在專業社工的培訓
下，學生大使舉辦義工服務活動。今屆我們再一次把義工服務
的種子帶到小學及中學，參加的區內學校多達15間。
服務對象方面，則有視障人士、幼童及長者等，為區內人士帶
來多元而有意義的活動。活動完成後，各校學生大使會在分享
會分享活動心得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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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要感謝各政府部門、社福機構、青年組織和地區領袖的協
助和各參與學校的配合。希望一眾沙田學生大使未來能延續對
社會服務的熱誠，為建設和諧社區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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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香港傷健協會
賽馬會沙田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小童群益會
馬鞍山東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2018年沙田區
傑出青年選舉（第八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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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14-29歲的青少年

2018年11月至2019年2月

沙田、上水、深水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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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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首階段的入圍者須出席由2018年11月至2019年2月的
訓練活動（包括：小組活動、社區服務及展望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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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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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需要參加一連串甄選活動，從而選
出沙田傑出青年。活動讓沙田區來自不同
背景的青少年互相認識，擴闊社交網絡。
首先參加者會參與一系列的社區服務，活
動讓他們接觸不同的社會問題，包括土地
問題、貧窮問題等，亦透過體驗活動，反
思與預期不一樣的地方。兩次社區服務
後，亦舉辦了一次展望營，讓參加者接受
不同的挑戰，過程中加深自我認識，訓練
團隊合作及突破自我。而參加者亦準備了
一次分享會，參加者深入探討社會現況，
並以短片形式作分組匯報。活動讓參加者
從不同的角度探討社會現況，更讓參加者
提昇關心社區事務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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