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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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大仙区黄大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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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易太极训练班简易太极训练班

40653516 (WT1044) 3/3-29/3 一,三,五 19:00-20:00 凤德公园 6+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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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52102 (WT1016) 11/3-18/3 六 14:00-17:00 竹园体育馆 15+ 免费 24 18/1-29/1 (3/2)
{24/2}

箭艺同乐日箭艺同乐日

40651796 (WT1004) 12/3 日 13:30-14:30 牛池湾公园射箭场 8+ 免费 12 13/2  
40651806 (WT1005) 12/3 日 14:30-15:30 牛池湾公园射箭场 8+ 免费 12 13/2  
40651807 (WT1006) 12/3 日 15:30-16:30 牛池湾公园射箭场 8+ 免费 12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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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肢体伤残人士箭艺训练计划肢体伤残人士箭艺训练计划

40653515 (WT1043) 2/3-9/3 四 13:30-15:00 牛池湾公园射箭场 8+ 2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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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手健体同乐徒手健体同乐

40651811 (WT1010) 1/3-31/3 一,三,五 7:00-8:00 摩士公园(三号公园) -
室外篮球场

30 1/3 即场报名

40652107 (WT1021) 2/3-30/3 二,四 7:00-8:00 斧山道运动场 30 2/3 即场报名

长者康体汇叙长者康体汇叙- 普及体操同乐普及体操同乐

40652109 (WT1023) 3/3-31/3 二,五 9:00-11:00 竹园体育馆 12 3/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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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51809 (WT1008) 2/3-30/3 一,四 7:00-9:00 摩士公园体育馆 12 2/3-30/3 即场报名
40651815 (WT1014) 1/3-31/3 三,五 7:00-9:00 彩虹道体育馆 18 1/3 即场报名
40651816 (WT1015) 1/3-31/3 三,五 9:00-12:00 东启德体育馆 12 1/3 即场报名
40652112 (WT1026) 2/3-30/3 二,四 10:00-12:00 竹园体育馆 12 2/3-30/3 即场报名

活力长者计划活力长者计划  - 室内门球同乐室内门球同乐

40651810 (WT1009) 2/3-30/3 一,四 7:00-9:00 摩士公园体育馆 30 2/3-30/3 即场报名
40652110 (WT1024) 1/3-31/3 三,五 9:00-12:00 东启德体育馆 30 1/3-31/3 即场报名
40652113 (WT1027) 3/3-31/3 二,五 7:00-9:00 竹园体育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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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51808 (WT1007) 22/3 三 8:00-11:00 摩士公园体育馆 24 22/3 即场报名

长者康体汇叙长者康体汇叙- 室内短垫滚球暨室内门球同乐室内短垫滚球暨室内门球同乐

40652106 (WT1020) 2/3-30/3 二,四 9:30-11:30 东启德体育馆 25 2/3 即场报名

长者门球同乐长者门球同乐

40651812 (WT1011) 4/3 六 8:00-10:00 摩士公园(三号公园) 门
球场

30 4/3 即场报名

40651813 (WT1012) 18/3 六 8:00-10:00 摩士公园(三号公园) 门
球场

30 18/3 即场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