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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十七周年
青年才藝表演

現場樂隊、街舞及中國舞表演



沙田文藝節目表 (2014年6月)沙田文藝節目表 (2014年6月)沙田文藝節目表 (2014年6月)
類別 日期/時間 活動名稱 內容 舉辦地點 主辦機構 參加辦法 查詢電話 備註

1 展覽 第一期
2014.04.12 至 2014.08.03
第二期
2014.08.11 至 2014.11.16 

北山汲古──中國書法 是次展覽分兩期展出由唐至清各朝
書蹟一百項，包括寫經、詩文、尺
牘、對聯、書論、文稿等。

香港中文大學
文物館展廳II、III

香港中文大學
文物館及藝術系

免費入場 39437416

2 展覽 2014.04.12 至 2014.11.16 北山汲古──中國書法
教育展廳【臨池．學書】

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書法藝術，
引領觀眾認識中國書法的內涵。

香港中文大學
文物館展廳IV

香港中文大學
文物館及北山堂基金

免費入場 39437416

3 美術 初賽
即日起至2014.06.13 (五)
決賽
2014.07.05 (六)

青年藝術節2014-書法、
國畫、西畫比賽

以推廣中西藝術文化創作為主，得
獎作品將獲安排到全港巡迴展覽，
勝出樂隊亦將獲邀參與公開演出，
讓文化藝術融入社區。

保良局朱敬文中學 馬鞍山青年協會 費用全免 82020232 (李小姐) 詳情：www.mosyouth.hk

4 話劇 2014.06.01 (日)
2:30pm

2014年社區文化大使計劃–
7A班戲劇組「本土‧型‧格
‧風」之香港本色：《蛻
色》社區巡迴音樂劇場

展現香港本土文化的音樂劇場演
出；速寫藝術家為演出環境同步速
寫。

沙田大會堂廣場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免費入場 25820237
(7A班戲劇組)
25911300 (康文署)

5 話劇 2014.06.02 (一)
4:00pm
2014.06.22 (日)
4:00pm

2014年社區文化大使計劃–
同流「香港根源–原居民故
事系列『我是客家人』」社
區演出

以默劇形式重現有關客家人六次遷
徙的小故事。

沙田公園露天劇場

禾輋廣場2樓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免費入場 62883685 (同流)
25911300 (康文署)

6 展覽 2014.06.17至21 (二至六)
10:00am - 6:00pm
2014.06.22 (日)
10:00am–5:00pm

象限–沙田文藝協會
攝影展覽

攝影展覽 沙田大會堂
展覽廳

沙田文藝協會 免費入場 26066552

7 話劇 2014.06.21 (六)
12:30pm

2014年社區文化大使計劃–
iStage「4D美食大巡禮」巡迴
演出

將歷年香港的特色小食呈現於觀眾
前，一起回憶童年時的美好時光。

沙田大會堂廣場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免費入場 31161341 (iStage)
25911300 (康文署)

8 多媒體
演出

2014.06.22 (日)
3:00pm

2014年社區文化大使計劃–
浪人劇場「電音飄色」奇藝
互動總結演出及展覽

以飄色為主題，結合大木偶、現場
音樂、舞蹈及裝置的多媒體演出。

沙田大會堂廣場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免費入場 39710831
(浪人劇場)
25911300 (康文署)

9 音樂、
展覽

2014.06.22 (日)
7:30pm

2014年社區文化大使計劃–
華夏音樂促進會「國藝星輝
–中樂藝術系列推廣」巡迴
音樂會暨展覽

由演奏家講解及示範不同種類的中
國樂器，並配合展覽介紹有關樂
器。

顯徑鄰里社區中心
禮堂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憑票免費入場 27876163
(華夏音樂促進會)
25911300
(康文署)

10 粵曲
演唱

2014.07.01 (二)
7:15pm

鸞曲鳳韻會知音 主要為粵曲演唱
七首曲目

沙田大會堂
演奏廳

鸞鳳樂軒 免費憑票入場 91202141
(司徒先生)

六歲以以下恕不招待

11 音樂 2014.07.03 (四)
7:30pm

2013/14演藝新力量培訓計劃
「翱翔三重奏」作曲進階
班—學生作品演出及座談會

挑選參與計劃學生的優秀作品，並
由專業演奏家演繹，向公眾展示學
習成果。

沙田大會堂
文娛廳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憑票免費入場，入場門票
於2014.6.13起於沙田大會堂
大堂詢問處派發

25911722 (康文署)
27221650
(華意堂藝術策劃)

12 音樂 2014.07.04 (五)
7:30pm

2013/14學校藝術培訓計劃
「氣韻管弦動」音樂創作培
訓計劃—結業音樂會

挑選來自2間小學及2間中學的學生
優秀作品，由專業演奏家作公開演
出。

沙田大會堂
文娛廳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經「城市電腦售票網售票」
門票開售日期：
2014.6.4
票價：$40

25911722
(康文署)
27221650
(華意堂藝術策劃)

設有六十歲或以上高齡人士、殘疾人
士及看護人、全日制學生及綜合社會
保障援助受惠人士半價優惠（綜援受
惠人士優惠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13 音樂劇 2014.07.03 (四)
2:30pm - 4:00pm
2014.07.04 (五)
8:00pm - 9:30pm

基督書院鑽禧校慶
大型英語音樂劇

The Blessing Life 沙田基督書院
四樓禮堂

沙田基督書院 免費入
場電話預約
(即日至20.06.2014)

26353330
(王小姐)

14 話劇 2014.07.04 (五)
8:00pm - 9:45pm
2014.07.05 (六)
8:00pm - 9:45pm
2014.07.06 (日)
3:00pm - 4:45pm &
8:00pm - 9:45pm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劇社
週年公演——《想死》

一幕幕的局面，一幕幕的震撼，就
只有坐在這裡，才可以熱切的感受
到生命的掙扎是如此的可悲。

葵青劇院
黑盒劇場

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劇社

致電67456858/
電郵至nadc.cuhk@gmail.com

67456858

15 舞蹈 2014.07.05 (六)
7:00pm

霓裳舞影大匯演－民族盛會 由超過100位表演者演繹中國不同
民族的舞蹈

沙田大會堂
演奏廳

馬鞍山民康促會、
馬鞍山舞蹈團合辦

票價：$70, $50, $40 26330333

16 音樂、
舞蹈

2014.07.06 (日)
2:30pm - 5:00pm

「十分七彩」
沙田~活力‧愛@慶回歸

由多隊沙田區內的青少年團體表演，
表演包括BandShow, BreakDance等

沙田大會堂廣場
(百步梯)

沙田民政事務處 免費入場 21585382 (王小姐)

17 舞蹈 2014.07.06 (日)
2:30pm

爵士舞大匯演－武林盛會 爵士舞多采多姿，變化多端，除有
精彩爵士舞外，更加插以爵士舞步
及HIPHOP舞步演繹的中國傳統獅
藝及大頭佛演出

沙田大會堂
演奏廳

馬鞍山民康促會、
馬鞍山舞蹈團合辦

票價：$70, $50, $40 26330333

18 音樂 初賽
即日起至2014.07.11 (五)
決賽
2014.08 (待定)

青年藝術節2014-樂隊比賽 以推廣中西藝術文化創作為主，得
獎作品將獲安排到全港巡迴展覽，
勝出樂隊亦將獲邀參與公開演出，
讓文化藝術融入社區。

地點待定 馬鞍山青年協會 費用全免 82020232 (李小姐)

19 展覽 2014.07.11至12 (五至六)
11:00am - 10:00pm
2014.07.13 (日)
11:00am- 7:30pm

2014年社區文化大使計劃–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好想文
藝–香港文學漫遊」多元藝
術展

提供實踐空間，匯聚舞踏、攝影及
裝置藝術工作坊學員成果，促進多
元藝術交流。

沙田大會堂
展覽廳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免費入場 27847938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25911300 (康文署)

20 話劇 2014.07.12 (六)
8:00pm

2014年社區文化大使計劃–
麥秋、鄧安迪、文瑞興、陳
鈞鍵「『生命．水』–環境
保育劇場」結業演出

為戲劇表演和舞蹈工作坊學員提供
實踐的平台，同時展出攝影工作坊
學員的作品。

沙田大會堂
文娛廳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經「城市電腦售票網售票」
門票開售日期：
2014.6.12
票價：$60

96464269 (鄧先生)
25911300 (康文署)

設有六十歲或以上高齡人士、殘疾人
士及看護人、全日制學生及綜合社會
保障援助受惠人士半價優惠（綜援受
惠人士優惠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1 音樂 2014.07.13 (日)
4:30pm - 6:00pm

檳城仲夏音樂會 邀得檳城交響樂團到港，為沙田區
居民演奏一系列的馬來西亞樂曲，
跟居民一同渡過一個熱情的夏日

沙田大會堂廣場
(百步梯)

沙田民政事務處 免費入場 21585382

22 戲曲 2014.07.20 (日)
7:30pm

2014年社區文化大使計劃–
香港青年京劇學院「金色輝
煌‧尚韻依舊」示範演出及
展覽

上演京劇「尚派」經典劇目，並展
出京崑史照及尚派始創人尚小雲的
精彩圖片。

禾輋社區會堂
禮堂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憑票免費入場 93129578
(香港青年京劇學院)
25911300 (康文署)

23 戲曲 2014.08.02 (六)
2:00pm

2014年社區文化大使計劃–
香港青年京劇學院「金色輝
煌‧尚韻依舊」尚派藝術示
範講座

介紹京劇發展、流派、代表劇碼及
傳承等，並有示範與互動環節。

瀝源社區會堂
禮堂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憑票免費入場 93129578
(香港青年京劇學院)
25911300 (康文署)

24 戲曲 2014.08.02 (六)
7:30pm

兒童粵劇表演 兒童粵劇專場由小朋友演出由鄭國
江老師撰寫的新編兒童粵劇：鳳閣
恩仇未了情

沙田大會堂
演奏廳

馬鞍山民康促會、
香港粵劇藝坊合辦

票價：$120, $100 26330333

25 展覽 2014.08.07至09 (四至六)
11:00am - 7:00pm
2014.08.10 (日)
11:00am - 5:00pm

民康兒童創意水墨畫展 民康兒童創意水墨畫展展出由小朋
友繪畫的水墨畫，生動有趣

沙田大會堂
展覽廳

馬鞍山民康促會、
馬鞍山文藝協會合辦

免費入場 26330333

26 音樂 2014.08.30 (六)
3:00pm

2014年社區文化大使計劃–
香港口琴協會「『呼』
『吸』音樂–用『口琴』開
啟古典大門」社區音樂會

充滿活力及互動的口琴表演，通過
「大眾樂器之王」開啟古典音樂大
門。

沙田公園
露天劇場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免費入場 81026258
(香港口琴協會)
25911300
(康文署)

(王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