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社區康樂活動社區康樂活動

2020年10月份康樂體育活動一覽表2020年10月份康樂體育活動一覽表

中西區中西區

活 動 編 號（班 號）活 動 編 號（班 號） 日 期日 期 星 期星 期 時 間時 間 地 點地 點 年 齡年 齡
費 用費 用

（$ ）（$ ）
名 額名 額

報 名/ 投 表 日 期報 名/ 投 表 日 期
（抽 籤 日 期）

｛公 開 候 補 日 期｝

報 名報 名

方 式方 式

健體舞訓練班健體舞訓練班

40576985 (CW0859) 19/10-16/11 (26/10)除外 一,三,五 13:00-14:00 香港公園體育館 14+ 65 15 6/10  

40576986 (CW0860) 19/10-16/11 (26/10)除外 一,三,五 14:00-15:00 香港公園體育館 14+ 65 15 6/10  

40577002 (CW0876) 27/10-3/12 二,四 8:00-9:00 上環體育館 14+ 65 15 12/10  

40577003 (CW0877) 27/10-3/12 二,四 9:00-10:00 上環體育館 14+ 65 15 12/10  

40577004 (CW0878) 27/10-3/12 二,四 13:00-14:00 上環體育館 14+ 65 15 12/10  

八段錦訓練班八段錦訓練班

40577007 (CW0881) 27/10-3/12 二,四 14:00-15:00 上環體育館 8+ 80 15 7/10  

40577008 (CW0882) 27/10-3/12 二,四 15:00-16:00 上環體育館 8+ 80 15 7/10  

中國舞訓練班中國舞訓練班

40577057 (CW0927) 21/10-23/12 三 19:00-21:00 石塘咀體育館 12+ 45 15 12/10  

器械健體訓練班器械健體訓練班
@ 從未參加過器械健體訓練班或已屆滿不合資格期的申請者，均視作「新申請者」，可享優先報名權。

不合資格期指由上次獲取錄參加的器械健體訓練班完成月份起計，直至下年同一月份的最後一天。例如:如申請者最後參加器械健體訓練班的完班月份為2016年3月，其不合資

格期將由2016年3月開始至2017年3月31日為止。

以先到先得方式報名的訓練班：報名首天只接受新申請者報名，餘額於翌日上午8時30分開始公開接受報名

以抽籤方式報名的訓練班：新申請者將獲優先取錄，餘額則按抽籤結果由其他申請人填補。

40577018 (CW0892) 21/10-18/11 (26/10)除外 一,三,五 18:00-19:00 上環體育館 15+ 75 15 @12/10  

40577019 (CW0893) 21/10-18/11 (26/10)除外 一,三,五 19:00-20:00 上環體育館 15+ 75 15 @12/10  

40577020 (CW0894) 23/10-20/11 (26/10)除外 一,三,五 7:00-8:00 上環體育館 15+ 75 30 @16/9  

40577021 (CW0895) 23/10-20/11 (26/10)除外 一,三,五 8:00-9:00 上環體育館 15+ 75 15 @14/10  

40577022 (CW0896) 27/10-3/12 二,四 12:00-13:00 上環體育館 15+ 75 15 @6/10  

40577059 (CW0929) 19/10-16/11 (26/10)除外 一,三,五 18:00-19:00 石塘咀體育館 15+ 75 15 @5/10  

40577060 (CW0930) 19/10-16/11 (26/10)除外 一,三,五 19:00-20:00 石塘咀體育館 15+ 75 15 @5/10  

40577061 (CW0931) 19/10-16/11 (26/10)除外 一,三,五 20:00-21:00 石塘咀體育館 15+ 75 15 @5/10  

40577062 (CW0932) 19/10-16/11 (26/10)除外 一,三,五 21:00-22:00 石塘咀體育館 15+ 75 15 @5/10  

40577063 (CW0933)
28/10-27/11

(9/11,23/11)除外
一,三,五 7:00-8:00 石塘咀體育館 15+ 75 15 @19/10  

40577064 (CW0934)
28/10-27/11

(9/11,23/11)除外
一,三,五 8:00-9:00 石塘咀體育館 15+ 75 15 @19/10  

社交舞訓練班社交舞訓練班

40577066 (CW0936) 21/10-23/12 三 15:00-17:00 石塘咀體育館 14+ 86 16 5/10  

太極訓練班太極訓練班

40577091 (CW0961)

19/10-17/2

(26/10,25/12,1/1,12/2,15/2)

除外

一,三,五 7:30-8:30 遮打花園 6+ 60 20 9/10  

40577092 (CW0962)

19/10-17/2

(26/10,25/12,1/1,12/2,15/2)

除外

一,三,五 7:00-8:00 卜公花園足球場 6+ 60 20 9/10  

40577093 (CW0963)

19/10-17/2

(26/10,25/12,1/1,12/2,15/2)

除外

一,三,五 8:00-9:00 卜公花園足球場 6+ 60 20 9/10  

40577094 (CW0964)

19/10-17/2

(26/10,25/12,1/1,12/2,15/2)

除外

一,三,五 7:30-8:30 薄扶林道遊樂場足球場 6+ 60 20 9/10  

身心伸展訓練班身心伸展訓練班

40577009 (CW0883) 23/10-4/12 (26/10)除外 一,五 20:00-21:00 上環體育館 15+ 85 12 14/10  

40577010 (CW0884) 23/10-4/12 (26/10)除外 一,五 21:00-22:00 上環體育館 15+ 85 12 14/10  

乒乓球同樂日乒乓球同樂日

40577087 (CW0957) 21/10-30/10 三,五 10:00-11:00 士美非路體育館 6+ 免費 12 21/10-30/10 即場報名

網球訓練班網球訓練班

40577101 (CW0969) 23/10-27/11 (26/10)除外 一,五 9:00-11:00 香港仔網球及壁球中心 8+ 170 9 8/10  

40577102 (CW0970) 23/10-25/11 三,五 20:00-22:00 香港網球中心 8+ 170 9 8/10  

殘疾人士活動編號殘疾人士活動編號
（班 號）（班 號）

(費用全免)

日 期日 期 星 期星 期 時 間時 間 地 點地 點 年 齡年 齡 名 額名 額
報 名/投 表 日 期報 名/投 表 日 期

（抽 籤 日 期）
｛公 開 候 補 日 期｝

報 名報 名
方 式方 式

專為殘疾人士而設的康體活動的報名方法（詳情請參閱報名須知內的報名方式）專為殘疾人士而設的康體活動的報名方法（詳情請參閱報名須知內的報名方式）
每名參加者可帶同一名同行照料者出席，報名費用全免。有關同行照料者的安排如下： 
訓練計劃：同行照料者可於訓練當日陪同已報名的殘疾人士出席。教練會於每次課堂前派發「同行照料者證」，以資識別。 
其他活動：同行照料者須與殘疾人士一同報名參加同樂活動，以便安排旅遊車及營舍名額；報名後獲發「活動參加證」，並須於出席
活動時出示該證。

長期病患者身心伸展訓練班長期病患者身心伸展訓練班

40567015 (CW0385) 24/10-28/11 六 13:00-15:00 石塘咀體育館 15+ 10 5/10  



長者活動編號（班號） 長者活動編號（班號） 
(供60歲或以上人士參加，費用全免)

日 期日 期 星 期星 期 時 間時 間 地 點地 點 名 額名 額
報 名/投 表 日 期報 名/投 表 日 期

（抽 籤 日 期）
｛公 開 候 補 日 期｝

報 名報 名
方 式方 式

長者徒手健體訓練班長者徒手健體訓練班

40577013 (CW0887)
21/10-27/11 

(26/10,2/11,16/11)除外
一,三,五 8:00-9:00 上環體育館 15 15/10  

活力長者計劃 - 乒乓球自習活力長者計劃 - 乒乓球自習

40576992 (CW0866) 23/10-30/10 五 8:00-10:00 香港公園體育館 12 23/10-30/10 即場報名

活力長者計劃- 乒乓球匯敘活力長者計劃- 乒乓球匯敘

40577088 (CW0958) 21/10-30/10 三,五 9:00-10:00 士美非路體育館 12 21/10-30/10 即場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