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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獲民政事務總署撥款，為沙田區
的青年人統籌和舉辦多元化的活動。過去一年以「發揮無限創
意，活出豐盛人生」為活動主題，藉活動讓年輕人學習多元才
藝、關心社群及熱愛社區。深受青年人熱愛的活動有：「翼
風。飛」、「2020年沙田區傑出青年選舉（第十屆）」、
「MAS青少年能力提升工程」、「「藝」遊沙TE E N」、
「123 Ready Go健康&運動嘉年華」、「第二屆「夾！夾！
壓力走！！」、「THINK CO SELF．喜計劃」、才藝開心
「Share」計劃、籃Teen運動家、「打打氣@美田」暨中秋感
謝祭及「水泉澳邨社區活動服務計劃」。

今年委員會精心編制的紀念專集，輯錄了上述活動的精彩
圖片，讓大家一同感受年青人給予社區的活力與熱誠，一同認
識年青人的愛與夢想。為了讓廣大市民隨時隨地閱讀此專集，
委員會將會把紀念專集上載到委員會的FACEBOOK專頁及網
頁（https://www.stdypc.org.hk/下載區-宣傳及推廣小組/）。

沙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主席
劉韻慧

沙田區青年活動
委員會主席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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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顯徑會所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沙田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

翼風。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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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至2021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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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顯徑會所
2. 社區   
3. 網上形式

6-29歲之青少年、社區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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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劃共有三部份，包括「翼風。飛」音樂
訓練、「翼風。飛」忘憂小驛站及「翼風。
飛」翼風在線自選台，透過不同才藝訓練如
音樂、咖啡沖調、手作等發掘區內青少年的
內在潛能，啟發他們在藝術領域上的想像與
發揮，從而提升個人自信，建立同行支援網
絡。透過音樂、紓壓活動讓青少年抒發心
情，釋放壓力情緒。藉流動車推廣活動讓社
區人士了解計劃下青少年活力積極一面，同
時了解更多精神健康訊息，從而提升公眾人
士對身、心健康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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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翼風。飛」音樂訓練
透過音樂訓練及主題工作坊發掘區內青少年的音樂潛能，音樂訓練邀請本地專業著名樂隊
Kolor擔任導師教授青年樂隊音樂知識及技巧，啟發他們音樂創作興趣。計劃共舉辦3場音
樂創作工作坊則提供平台讓本地專業樂隊Kolor、Revery及帶菌者與區內青少年交流音樂心
得，鼓勵他們以歌曲紓緩壓力，正面表達自身感受及想法。

2.「翼風。飛」忘憂小驛站
透過一系列正念紓壓活動讓青少年有一個安舒時刻認識自己內在情緒感受，接納自己在日常
生活上不同情緒出現，並透過不同形式抒發心中感受，讓自己在忙碌煩憂的生活中停下並專
注享受做喜歡的事情中，從而鼓勵他們尋找合適自己的正向方式釋放情緒壓力。藉主題創
作，鼓勵青少年以新媒體方式為社區加添正能量，推廣「逆風飛翔」盼望正向的信息。

此外，透過兩天忘憂小驛站流動車教育活動，向公眾人士尤其青少年，推廣精神健康紓壓正
向訊息。

  
3.「翼風。飛」翼風在線自選台
受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為公眾安全起見，「翼風。飛」實體大型活動修改為線上系
列活動，包括線上音樂發佈、線上社區互動遊戲、線上主題工作坊等，為社區打打氣，發放
正能量。

線上音樂台：邀請參與本計劃青少年樂隊分享音樂及計劃學習的心路歷程，把正向希望的訊
息向外發放。另外，邀請本地專業樂隊Kolor、Boyz Reborn及SadJay分享他
們勵志故事，勉勵年輕人尋找合適方法紓緩壓力及表達想法，讓社區人士感受
正能量，鼓勵在逆境之中，仍能如鷹展翅飛翔，勇敢迎向挑戰。

線上遊戲台：透過線上影片活動，提供主題資訊及互動遊戲，讓社區人士了解更多情神健康
及正向心理訊息。

線上學習台：透過線上主題工作坊，讓青少年及社區人士接觸不同類型的線上學習，找尋一
個合適自己的方式紓緩壓力，同時在學習的時間暫時放下生活困累的事情，給
予自己專注、解憂、休息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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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共有149名青少年參與，透過不同工作坊及活
動介入讓他們認識自己，尋找合適自己的方法面對
自己不同情緒，紓緩壓力。

兩天流動忘憂小驛站，以流動車推廣形式走訪沙
田、大圍及西貢進行精神健康社區教育活動，當中
包括影片播放、車內資訊站、互動小遊戲、派發單
張等。參與活動達1200人次。

線上發佈主題影片、互動遊戲、工作坊等，讓青少
年、家庭及社區人士在家紓壓以回應在疫情下的社
區需要。網上觀賞人次已達四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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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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1月至2021年2月

沙田第一城╱石門邨╱網上

14-29歲於沙田區居住、就讀、工作或積極參與沙田區活動的青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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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沙田區
傑出青年選舉（第十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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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獲得各沙田區中學及青少年服務機構的支持，推薦在不同範疇表現出色及對社會作出貢
獻的年青人參與本選舉活動。經過提名、社區集作以及評審面試三個階段推選出10位代表沙
田區的傑出青年。本屆共有二十五位入圍進入第二階段選舉程序。他們在1月份參加了和社企
「街坊帶路」合辦的「石門歷史今昔導賞團」，以網上導賞的形式，由石門街坊分享他們的生
活上的變化。

而評審面試已完成，各入圍青年人都可以發揮自己的良好表現。

本屆入圍名單如下︰
彭展晴 沙田官立中學
張麗怡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何詠詩 東莞工商總會劉百樂中學
歐陽文熙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黎樂然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施童靖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謝奕睿 五育中學
陳珈穎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黃瑞蕤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鄧嘉曦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林琳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馮晴昕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孫煦媛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林雋欣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何駿謙 香港中文大學
黃穎嵐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徐暉然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朱樂筠 沙田官立中學
歐陽樂霖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黃瑞葳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張仲泓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蔡嘉淇 五育中學
王國鑫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李諾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羅夢婷 五育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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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沙田綜合社會服務處

MAS青少年
能力提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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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至2021年2月

沙田辦事處、禾輋辦事處、駿洋邨、沙田區、網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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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青少年、社區人士

透過具專業技能的導師向沙田區青少年傳授技術，
提升青少年對自造、藝術和運動三個主題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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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造工程系列、藝術工程系列、運動
工程系列、MAS青少年能力提升工程
活動系列、MAS長者社區服務日、
「步」走沙田，敢「動」旅程。

1. 所有活動不少於70%的報名率；
2. 所有活動不少於70%的參加者能
完成課堂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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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至2021年1月

本中心、網上及作品分享集

沙田區12-25歲青少年及社區人士

1. 讓區內青少年展現藝術創意，發揮學術以外
的潛能，培養正面餘閒興趣及嗜好。

2. 讓社區人士欣賞及肯定青少年的才能，建立
青少年的能力感及自信心，提升自我價值。

3. 為地區傳遞正能量，加強青少年及大眾對社
區的歸屬感，推動社區和諧的氣氛。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沙田青少年綜合發展中心

「藝」遊沙T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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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遊沙TEEN分別包含三個意思：藝術、青少年(Teen)及遊
歷沙田。

活動與來自不同單位的藝術家一共舉辦了七項藝術工作坊，包括
書藝粉彩、藍曬、橡皮印章雕刻、霓虹燈、小巴牌、手雕麻雀、
港式迷你花牌。當中有傳統技藝，亦有新式藝術創作手法，讓青
少年一嘗各有不同、各具特色的藝術活動，之後再創作獨一無二
的藝術作品。而藝術作品均圍繞「沙田」這主題，讓青少年透過
藝術作品帶領大家遊歷沙田的文化風情及了解他們的想法。

沙田是「藝」遊沙TEEN參加者居住、讀書和成長的地方。他們
的作品充分展現出青年人對沙田的印象，不單止自然景色，更充
滿對本區各樣人、事、物的感情與祝福。

因應疫情發展，活動以出版作品集、一系列明信片及網上展覽
形式，向社區人士展現青年人的藝術創作，繼續將沙田情在社
區傳揚。

活動舉行了9次，共18節各具特色的藝術工作坊，招募超過140人次青少年參加者，而各
參加者均每人學習到1-3項特色藝術手法，及完成其個人特色及想法的藝術作品。
工作坊因應疫情大部分改以網上進行，而大多數參加者都表示歡迎及十分欣賞，參加者
表示網上工作坊能減少接觸外，由於安排了向參加者郵寄材料包，所以讓參加者可足不
出戶，於疫情中仍能繼續參與活動。
工作坊後共收回100份以「沙田」為主題的藝術作品，作品充分展現出青年人對沙田
的印象，除了自然景色及著名地標，更充滿青少年對沙田區各樣人、事、物的感情與
祝福。
活動尾聲的網上展覽之瀏覽人數超過500人，同時亦向參加者、沙田區青少年服務單
位、中學及社區人士等派發共1000份作品集及明信片，向大眾展示青少年的藝術創作，
讓大眾了解活動內容及青少年的心聲。
活動問卷顯示超過九成半參加者滿意「藝」遊沙Teen活動，參加者表示可透過活動認識
更多香港傳統手藝及創新藝術手法，並且能夠讓自己展現藝術創意，建立能力感及自信
心，提升自我價值。
超過九成參加者均認同活動能達到各項目標，反映活動方向及內容能回應青少年需要，
同時有助參加者增加對地區的歸屬感和了解，傳遞正能量。

活動十分新奇有趣，可以嘗試到更多不同的東西。
老師傅很厲害，很有熱誠！
可以以ZOOM上堂，在疫情下仍能進行活動。
社工帶組有氣氛，盡責，回應快！
活動能讓我們更認識香港傳統文化。
可以學會新的畫畫技術。
導師很細心，詳細及認真教授。
準備的材料齊全，而且可送到參加者家中進行活動，非常好的安排！
完成的作品可以拿回家收藏，滿足！
可以認識橡皮圖章，滿足我小時候想整爛橡皮的念頭。
能有練習及創作空間和時間，導師亦非常有耐性和用心！
活動有趣，時間要多點及多一些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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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會新翠少年中心

2020年8月至202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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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

6-14歲人士

- 藉挑戰短片和網上即時互動舒減區內人士壓力。
- 藉循環再用的概念於區內回收公仔贈送予區內人士。 
- 藉挑戰短片加深對壓力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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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夾！夾！壓力走」公仔 
於沙田區內設置回收點及流動回收站，向區內居民環保回收「全新的公仔」 。

2. 「掉走壓力」一齊揀 
招募100名6-14歲小朋友參與，由負責社工預先提前拍攝減壓影片，並提供網上互動
遊戲予參加者，與參加者一同決定影片的發展。參加者在過程中能夠參與選擇，從而
加深他們對發現壓力和減壓方法的認知。 
後續每個參與者也會獲得積木，使用積木拍攝1分鐘內關於他們減壓方法的短片，從
而令他們能夠把學習到的知識融入生活內。 
另外每個參與者也會獲得夾公仔券到中心內夾公仔，享受夾公仔減壓的樂趣。 

3. 「掉走壓力」砌一砌
派發樂高材料予參與者，參加者需要使用積木完成有關減壓主題的製成品，並拍下相
片簡單描述。務求令參加者使用積木玩具減壓。參與者遞交製成品的相片後，中心會
把其發佈到中心的社交平台。及後會開放與公眾參與投票和留言，有關作品及減壓方
法的留言者，將獲得紀念品。務求把更多的減壓方法宣揚予公眾。以投票得出的冠亞
季軍及優異獎將另外獲得獎品。另外每個參與者也會獲得夾公仔券到中心內夾公仔，
享受夾公仔減壓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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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能貼切地呼應減壓主題，幫助提升參加者對個人壓力的關注和讓他們進一步地了解
更多適合個人的紓壓方法。另外，網上的互動—「掉走壓力」一齊揀也能吸引參加者踴
躍地參與本次活動，大部分的參加者也能投入地參與活動，使他們暫時忘掉生活中的壓
力，並在他們往後遞交拍攝的減壓短片中，展現出不同的減壓方法和輕鬆的笑容。而根
據本中心於活動後發出的問卷，超過98%的受訪者認為此活動令他們感受到歡樂及十分
歡樂。而認為本次活動能達到「加深對壓力的認識」之目標的受訪者亦超過97%。反映
本次活動已達到計劃的目的。

另外，在砌一砌活動中，小朋友用樂高積木展現出他們不同減壓方法，同時他們表示在
拼砌樂高積木是達到減壓的效果，反映出此活動能激發小朋友創意之餘，亦提供了多一
個方法給小朋友減壓。而本次活動選用樂高積木，是想令參加者在疫情中可以長遠使用
樂高積木遊玩，以達致在家開心抗疫。而根據本中心於活動後發出的問卷，100%的受
訪者認為此活動令他們感受到歡樂和十分歡樂。另外，認為本次活動能達到「舒緩壓力 
」之目標的受訪者亦是100%。反映本次活動已達到計劃的目的。

加上，是項活動亦能回收大量的毛公仔，並透過互動活動後的後續減壓活動轉贈予區內
的有需要人士，以提倡環保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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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傷健協會
賽馬會沙田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2020年10月至2021年1月

THINK CO SELF 
．

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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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專業進修學院
香港傷健協會 賽馬會沙田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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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參加者對自我的認識，並
發揮自己的多元化面向，有助
建立日後服務的同理心態度和
接受完全的自已。

2019年-2020年，香港經歷著大大小
小的改變，在急速的改變下，不論青
年人或成年人是否有足夠的重整能力
和的復原能力去重新建立對環境的安
全感。相信需要一段時間抽離再梳
理、重整再建立⋯⋯

根據計劃過住的經驗，我們發現青年
人對被看見的角色、個人的自主性和
累積的成功感非常重視。所以本年度
的活動，我們會還原基本，先照顧好
自己、再照顧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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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透過活動一連串的藝術工作坊，能
發掘自己內在資源和發揮創意 。

- 100%表示在活動中，學習正向（喜樂）
思維能力和願意培養感恩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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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軍
隆亨青少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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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至2021年2月

本中心及大圍區

25



沙田及大圍區內兒童及青少年

1. 兒童及青年透過學習才藝，以「社區快閃活
動」及「社區教育」回饋社區，提升其「成
就感」及「能力感」。

2. 讓社區不同人士見證及肯定參加者之學習成
果，令參加者於計劃中能作出貢獻及得到社
區正面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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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透過不同青年才藝及義工小組學習才藝，
並學以致用以不同形式如表演、技巧傳授或同
樂日等方式，於社區分享學習所得。

參加者認為是次以新方式推行服務，既能令他
們於知識及興趣發展上有增長，亦能促進少年
人自己策劃及推行服務，把自己喜愛的事物帶
給社區人士。因疫情關係無法推行實體接觸服
務，少年人策劃以網上及製作手工，透過社工
探訪社區人士時送贈，讓服務對象於疫情間亦
能感受少年人的心意，可見其用心預備很值得
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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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青網絡香港神託會
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2020年10月至2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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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內運動場地及網上

沙田區12-24歲青少年

1. 讓區內青少年能夠深化籃球技術，提升自信
2. 讓區內青少年透過籃球訓練提升團隊合作精神
3. 建立運動康體文化

29



籃Teen運動家：
為參加者提供「個人體能訓練」、
「個人籃球技術」、「籃球團隊戰
術」等訓練，令參加者能夠鞏固籃
球運動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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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Teen運動家：
是次5節訓練中共有11人參加（共41人
次），參加者認為訓練能夠從基本的技
術訓練中提升籃球的技術，同時亦提升
他們對籃球運動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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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小童群益會
大圍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ZOOM/本中心

美田邨及沙田區的區內所有社區人士

 希望透過「打打氣@美田」口號設計
比賽為美田邨居民打氣，讓社區內更
多正能量。

 邀請區內不同層面的義工，於「社區
致敬行動」中，將感恩花牌送予區內
一直默默耕耘的照顧者及團體，感謝
他們於疫情期間堅守崗位，為社區付
出，增加各人對社區的歸屬感。

 中秋前夕，聯繫美田邨居民，一同參
與中秋感謝祭活動，讓居民減壓及放
鬆心情。

感恩．傳統花牌訓練班：27/9/2020
「打打氣@美田美田」口號設計比賽：5，19，23/11/2020
社區致敬行動：28，29/12/2020
中秋感謝祭：取消（部分攤位遊戲於23，24，26，30/9/2020以網上形式進行）

「打打氣@美田」
暨中秋感謝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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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感謝祭：
因疫情關係，取消了大部分的嘉年華會活動，
只有部分攤位遊戲於 9月以網上攤位方式進
行。大會共籌辦了4個主題的網上攤位，包括
WHATSAPP貼圖製作、天燈製作、猜燈謎和線
上桌遊，以社交平台及海報進行招募，共19位
參加者參加。

感恩．傳統花牌訓練班：
花牌製作義工於 2 7 / 9完成「花牌製作工作
坊」，是次活動成功招募29名親子、青年和安
泰軒義工幫忙製作花牌，以感謝在疫情下默默付
出的醫護人員、清潔工等。

「打打氣@美田美田」口號設計比賽：
於2020年10月至12月初期間，招募美田邨居
民參與口號設計比賽，1 0月2 7日以宣傳單張
投入美田邨各戶信箱加強宣傳，招募了6 0位
參加者。11月中進行投票活動，最終評選了
兩句最受歡迎的口號，並將該兩句口號製作成
小巴牌，於2021年1月期間致送予獲獎者及參
賽者等。

社區致敬行動：
於2020年12月28日至2021年1月期間，由本中
心職員將之前製作的花牌及其他紀念品送贈與本
區前線工作人員及醫護等，共94人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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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感謝祭：
因疫情關係，取消了大部分的嘉年華會活動，只有部分攤位遊戲於9月以網上攤位方式進
行。大會共籌辦了4個主題的網上攤位，包括WHATSAPP貼圖製作、天燈製作、猜燈謎和
線上桌遊，以社交平台及海報進行招募，共19位參加者參加。同事就活動報名反應不理想
作檢討，認為由於9月初疫情稍為緩和，街坊於該時期都忙於重投工作、校園生活及投入
於「實體活動」，而對網上活動都出現「疲勞」的情況，加上「網上活動」對長者而言都
是較難參與的活動方式，故此活動報名反應不理想。相信活動只能小部分達到預期「促進
親子關係、讓居民減壓及放鬆心情」的目標。

感恩．傳統花牌訓練班：
報名情況反應熱烈，實際活動當日亦有超過90%的出席率，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100%
參加者認同提升社區凝聚力及增加社區歸屬感，相信活動完全達到預期目標。

「打打氣@美田美田」口號設計比賽：
報名情況反應熱烈，實際參加活動人數達到預期目標，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100%參加
者認同活動能讓社區有更多正能量，相信活動完全達到預期目標。

社區致敬行動：
由於疫情所限，原訂會有義工及參加者參與的社區致敬活動，只能由中心職員代表進行。
而職員亦只能作有限度點對點的致敬行動，如到美田邨的清潔站及區議員辦公室，其餘的
致敬禮物（包括花牌及其他由中心義工收集的心意咭）都只能以郵寄方式贈送，以這方式
能有比預期中更多社區人士能夠參與，相信都能大部分達到增加社區歸屬感這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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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沙田綜合服務中心

2020年9月至2021年1月

水泉澳邨

水泉澳邨社區
活動服務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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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泉澳足球訓練班、水泉澳籃球訓練班、
水泉澳創意藝術班、「疫」境送祝福關懷水泉澳

100%的參加者活動後表示能感受到社區之關顧。
85%的參加者表示能認識更多不同的鄰居。

水泉澳居民 為水泉澳邨的低收入家庭及其子女提供收費便
宜的親子及個人成長活動，以達致關顧此新屋
邨居民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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