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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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区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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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段锦训练班八段锦训练班

40652264 (EN1573) 15/3-17/4
(5/4,7/4,10/4)除外 一,三,五 20:00-21:00 北角街市天台儿童游乐场 8+ 80 30 14/2  

40652265 (EN1574) 15/3-17/4
(5/4,7/4,10/4)除外 一,三,五 8:00-9:00 杏花村游乐场 8+ 80 30 14/2  

正确使用健身室设施简介会正确使用健身室设施简介会

40652245 (EN1554) 5/3 日 10:30-13:30 柴湾体育馆 15+ 免费 25 18/1-21/1 (2/2)
{22/2}

40652246 (EN1555) 11/3 六 14:30-17:30 柴湾体育馆 15+ 免费 25 18/1-21/1 (2/2)
{22/2}

40652259 (EN1568) 4/3 六 14:30-17:30 鲗鱼涌体育馆 15+ 免费 25 18/1-21/1 (2/2)
{22/2}

40652260 (EN1569) 12/3 日 10:30-13:30 鲗鱼涌体育馆 15+ 免费 25 18/1-21/1 (2/2)
{22/2}

箭艺同乐日箭艺同乐日

40652261 (EN1570) 18/3 六 9:00-10:00 小西湾运动场 8+ 免费 24 17/2  
40652262 (EN1571) 18/3 六 10:00-11:00 小西湾运动场 8+ 免费 24 17/2  
40652263 (EN1572) 18/3 六 11:00-12:00 小西湾运动场 8+ 免费 24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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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障人士八段锦训练计划智障人士八段锦训练计划

40652267 (EN1576) 4/3-25/3 六 14:00-16:00 港岛东体育馆 14+ 3 2/2  

听障人士西方土风舞训练计划听障人士西方土风舞训练计划

40652266 (EN1575) 1/3-29/3   (8/3)除
外

三 20:00-22:00 鲗鱼涌体育馆 15+ 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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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者康体汇叙长者康体汇叙  - 八段锦八段锦

40652249 (EN1558) 1/3-29/3 三 8:00-10:00 柴湾体育馆 70 1/3-29/3 即场报名

外展计划外展计划  - 长者清晨徒手健体长者清晨徒手健体

40652253 (EN1562) 1/3-27/3 一,三,五 7:30-9:30 柴湾公园 30 1/3-27/3 即场报名

外展计划外展计划  - 长者体能测试及活力图展长者体能测试及活力图展

40652252 (EN1561) 11/3 六 8:00-10:00 鲗鱼涌公园(鲤景湾入口) 150 11/3 即场报名

长者康体汇叙长者康体汇叙  - 社交舞社交舞

40652247 (EN1556) 7/3-28/3 二 8:00-10:00 柴湾体育馆 110 7/3-28/3 即场报名

长者社交舞同乐日长者社交舞同乐日

40652258 (EN1567) 9/3 四 10:00-12:00 西湾河体育馆 100 9/3 即场报名

长者康体汇叙长者康体汇叙  - 羽毛球羽毛球

40652248 (EN1557) 7/3-28/3 二 10:00-12:00 柴湾体育馆 32 7/3-28/3 即场报名

长者康体汇叙长者康体汇叙  - 乒乓球乒乓球

40652250 (EN1559) 2/3-30/3 四 8:00-10:00 柴湾体育馆 36 2/3-30/3 即场报名

长者康体汇叙长者康体汇叙  - 门球门球

40652251 (EN1560) 3/3-31/3 五 8:00-10:00 柴湾体育馆 30 3/3-31/3 即场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