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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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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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塘区观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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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票  日日  期期
（抽 签 日 期）

｛公 开 后 补 日 期｝

报报  名名
方方  式式

健体舞训练班健体舞训练班

40486623 (KT1410) 1/3-27/3 二,四,六 7:00-8:00 牛头角道体育馆 14+ 65 30 2/2  
40486624 (KT1411) 1/3-27/3 二,四,六 8:00-9:00 牛头角道体育馆 14+ 6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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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86625 (KT1412) 10/3 六 14:00-17:00 顺利邨体育馆 15+ 免费 25 22/1-29/1 (5/2)
{27/2}

40486626 (KT1413) 18/3 日 9:00-12:00 顺利邨体育馆 15+ 免费 25 22/1-29/1 (5/2)
{27/2}

40486627 (KT1414) 4/3 日 9:00-12:00 鲤鱼门体育馆 15+ 免费 25 22/1-29/1 (5/2)
{27/2}

40486628 (KT1415) 7/3 三 18:00-21:00 鲤鱼门体育馆 15+ 免费 25 22/1-29/1 (5/2)
{27/2}

高尔夫球训练班高尔夫球训练班(第一阶段第一阶段)

40486645 (KT1433) 4/3-25/3 日 9:00-10:30 顺利邨体育馆 8+ 160 6 22/1-29/1 (5/2)
{27/2}

40486646 (KT1434) 4/3-25/3 日 10:30-12:00 顺利邨体育馆 8+ 160 6 22/1-29/1 (5/2)
{27/2}

美式桌球训练班（第二阶段美式桌球训练班（第二阶段)

40486629 (KT1416) 5/3-26/3 一 19:00-21:00 顺利邨体育馆 8+ 120 12 6/2  

英式桌球训练班英式桌球训练班(第一阶段第一阶段)

40486671 (KT1446) 6/3-23/3 二,五 19:00-21:00 顺利邨体育馆 10+ 240 8 22/1-29/1 (5/2)
{27/2}

青年外展康体汇叙青年外展康体汇叙 -篮球同乐篮球同乐

40486634 (KT1421) 2/3-23/3 五 19:00-22:00 观塘游乐场(一号篮球场) 13+ 免费 60 2/3-23/3 即场报名

青年外展康体汇叙青年外展康体汇叙 -足球同乐足球同乐

40486672 (KT1447) 2/3-23/3 五 19:00-22:00 观塘游乐场(2号足球场) 13+ 免费 60 2/3-23/3 即场报名

园艺讲座园艺讲座 -初春种植技巧初春种植技巧

40486648 (KT1436) 17/3 六 10:30-12:30 佐敦谷公园 不限 30 30 7/2  

园艺讲座园艺讲座 -家居香草种植简介家居香草种植简介

40486650 (KT1438) 4/3 日 10:30-12:30 佐敦谷公园 不限 30 30 7/2  

园艺讲座园艺讲座 -復活节花艺摆设復活节花艺摆设

40486649 (KT1437) 25/3 日 10:30-12:30 佐敦谷公园 不限 30 30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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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票  日日  期期

（抽 签 日 期）
｛公 开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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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疾人士可于主办分区康乐事务办事处或全港其他分区办事处，报名参加专为残疾人士而设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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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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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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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并须于出席活动时出示该

证。

智障人士旅行智障人士旅行

40474336 (KT1484) 4/3 日 9:00-17:00 大埔、八乡 不限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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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票  日日  期期

（抽 签 日 期）
｛公 开 后 补 日 期｝

报报  名名
方方  式式

长者康体汇叙长者康体汇叙  - 徒手健体徒手健体

40486636 (KT1423) 1/3-29/3 二,四,六 9:30-11:30 鲤鱼门体育馆 25 1/3-29/3 即场报名

40486638 (KT1425) 2/3-26/3 
(14/3)除外

一,三,五 9:30-11:30 蓝田(南)体育馆 30 2/3-26/3 即场报名

40486639 (KT1426) 2/3-28/3 
(12/3,26/3)除外

一,三,五 12:00-14:00 牛头角道体育馆 30 2/3-28/3 即场报名

长者康体汇叙长者康体汇叙  - 清晨徒手健体清晨徒手健体

40486637 (KT1424) 1/3-29/3 一,二,三,
四,五,六

6:30-8:30 蓝田公园(近五人足球场) 50 1/3-29/3 即场报名

长者康体汇叙长者康体汇叙  - 太极太极

40486676 (KT1451) 1/3-29/3 二,四 9:30-11:30 晓光街体育馆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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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86678 (KT1453) 1/3-29/3 
(5/3,19/3)除外

一,二,三,
四,五

7:00-10:00 振华道体育馆 24 1/3-29/3 即场报名

40486679 (KT1454) 1/3-29/3 二,四 8:00-11:30 鲤鱼门体育馆 24 1/3-29/3 即场报名

40486681 (KT1456) 2/3-28/3 
(5/3,19/3)除外

一,三,五 8:30-11:00 九龙湾体育馆 24 2/3-28/3 即场报名

40486682 (KT1457) 2/3-28/3 三,五 7:00-10:00 顺利邨体育馆 24 2/3-28/3 即场报名

活力长者计划活力长者计划  - 社交舞同乐社交舞同乐

40486654 (KT1444) 6/3-27/3 二 10:00-12:00 顺利邨体育馆 20 6/3-27/3 即场报名

活力长者计划活力长者计划  - 羽毛球羽毛球



40486630 (KT1417) 1/3-29/3 
(5/3,19/3)除外

一,二,三,
四,五

7:00-10:00 振华道体育馆 24 1/3-29/3 即场报名

40486631 (KT1418) 1/3-29/3 二,四 8:30-11:00 九龙湾体育馆 24 1/3-29/3 即场报名

40486632 (KT1419) 1/3-29/3 二,四 7:00-10:00 顺利邨体育馆 24 1/3-29/3 即场报名

40486633 (KT1420) 2/3-28/3 三,五 8:00-11:00 鲤鱼门体育馆 24 2/3-28/3 即场报名

活力长者计划活力长者计划  - 高尔夫球高尔夫球

40486644 (KT1432) 1/3-29/3 二,四 8:00-10:00 顺利邨体育馆 12 1/3-29/3 即场报名

长者康体汇叙长者康体汇叙  - 小型网球小型网球

40486651 (KT1439) 2/3-28/3 三,五 8:00-10:00 坪石游乐场 12 2/3-28/3 即场报名

40486652 (KT1440) 5/3-26/3 一 8:00-10:00 康宁道公园 12 5/3-26/3 即场报名

长者康体汇叙长者康体汇叙  - 网球友谊赛网球友谊赛

40486677 (KT1452) 2/3-28/3 三,五 8:30-10:30 顺利邨公园 12 2/3-28/3 即场报名

长者康体汇叙长者康体汇叙  - 乒乓球乒乓球

40486680 (KT1455) 2/3-28/3 三,五 9:15-11:45 晓光街体育馆 24 2/3-28/3 即场报名

长者康体汇叙长者康体汇叙  - 桌球桌球

40486655 (KT1445) 1/3-29/3 二,四 8:00-10:00 顺利邨体育馆 16 1/3-29/3 即场报名

长者室内门球训练班长者室内门球训练班

40486642 (KT1430) 1/3-27/3 二,四 9:00-11:00 牛头角道体育馆 30 5/2  

长者康体汇叙长者康体汇叙  - 门球门球

40486643 (KT1431) 1/3-29/3 四 9:00-11:00 康宁道公园(室外门球场) 30 1/3-29/3 即场报名

长者旅行长者旅行

40486635 (KT1422) 16/3 五 9:00-17:00 嘉道理农场(申请)-许愿
树-大埔墟市集-海滨公园

92 22/1-29/1 (5/2)
{2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