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社区康乐活动社区康乐活动

2023年年3月份康乐体育活动一览表月份康乐体育活动一览表

沙田区沙田区

活活  动动  编编  号（班号（班  号）号） 日日  期期 星星  期期 时时  间间 地地  点点 年年  龄龄 费费  用用
（（$）） 名名  额额

报报  名名/投投  表表  日日  期期
（抽 签 日 期）

｛公 开 候 补 日 期｝

报报  名名
方方  式式

八段锦同乐日八段锦同乐日

40652190 (ST1710) 11/3 六 14:00-16:00 恆安体育馆 8+ 免费 20 2/2  

正确使用健身室设施简介会正确使用健身室设施简介会

40652192 (ST1712) 5/3 日 9:00-12:00 恆安体育馆 15+ 免费 15 18/1-26/1 (2/2)
{24/2}

草地滚球训练班草地滚球训练班

40652200 (ST1720) 2/3-28/3 二,四 19:00-21:00 圆洲角体育馆 8+ 54 8 18/1-26/1 (2/2)
{24/2}

家庭康乐日营家庭康乐日营

40652201 (ST1721) 12/3 日 9:00-17:00 鲤鱼门公园 不限 60 48 1/2  

残疾人士活动编号残疾人士活动编号
（班（班  号）号）

(费用全免)

日日  期期 星星  期期 时时  间间 地地  点点 年年  龄龄 名名  额额
报报  名名/投投  表表  日日  期期

（抽 签 日 期）
｛公 开 候 补 日 期｝

报报  名名
方方  式式

专为残疾人士举办的活动的报名方法专为残疾人士举办的活动的报名方法
每名参加者可带同一名同行照料者出席，报名费用全免。有关同行照料者的安排如下：
(1) 训练计划：同行照料者可于训练当日陪同已报名的残疾人士出席。教练会于每次课堂前派发「同行照料者证」，以资识别。
(2) 其他活动：同行照料者须与残疾人士一同报名参加同乐活动，以便安排旅游车及营舍名额；报名后获发「活动参加证」，并须于出席活动时
出示该证。

智障人士草地滚球同乐日智障人士草地滚球同乐日

40646668 (ST1282) 5/3 日 10:00-12:00 圆洲角体育馆 8+ 3 18/1  

长者活动编号（班号）长者活动编号（班号）  
(供60岁或以上人士参加，费用全免)

日日  期期 星星  期期 时时  间间 地地  点点 名名  额额
报报  名名/投投  表表  日日  期期

（抽 签 日 期）
｛公 开 候 补 日 期｝

报报  名名
方方  式式

活力长者计划活力长者计划  - 社交舞同乐日社交舞同乐日

40652203 (ST1723) 3/3-31/3 五 10:00-11:30 恆安体育馆 30 3/3-31/3 即场报名
40652204 (ST1724) 3/3-31/3 五 11:30-13:00 恆安体育馆 30 3/3-31/3 即场报名

活力长者计划活力长者计划  - 羽毛球同乐羽毛球同乐

40652205 (ST1725) 1/3-29/3 一,三 8:00-10:00 圆洲角体育馆 24 1/3-29/3 即场报名

活力长者计划活力长者计划  - 乒乓球同乐乒乓球同乐

40652206 (ST1726) 1/3-29/3 一,三 9:00-11:00 车公庙体育馆 24 1/3-29/3 即场报名
40652207 (ST1727) 2/3-28/3 二,四 8:00-10:00 显径体育馆 24 2/3-28/3 即场报名
40652210 (ST1730) 3/3-31/3 二,五 8:00-10:00 沙田赛马会公众壁球场 24 3/3-31/3 即场报名
40652211 (ST1731) 3/3-31/3 二,五 10:00-12:00 沙田赛马会公众壁球场 24 3/3-31/3 即场报名
40652212 (ST1732) 1/3-29/3 一,三 14:00-16:00 小沥源路游乐场 12 1/3-29/3 即场报名
40652213 (ST1733) 2/3-30/3 一,四 8:00-10:00 小沥源路游乐场 12 2/3-30/3 即场报名
40652214 (ST1734) 1/3-29/3 一,三 9:00-11:00 圆洲角体育馆 16 1/3-29/3 即场报名
40652215 (ST1735) 3/3-31/3 二,五 8:00-10:00 源禾路体育馆 24 3/3-31/3 即场报名
40652216 (ST1736) 3/3-31/3 二,五 10:00-12:00 源禾路体育馆 24 3/3-31/3 即场报名

长者门球同乐日长者门球同乐日

40652217 (ST1737) 6/3 一 10:00-12:00 恆安体育馆(非备空调) 30 6/3 即场报名

40652218 (ST1738) 16/3 四 15:00-17:00 马鞍山游乐场 15 16/3 即场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