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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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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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水埗区深水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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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补 日 期｝

报报  名名
方方  式式

正确使用健身室设施简介会正确使用健身室设施简介会

40519335 (SS1546) 2/3 六 15:00-18:00 石硖尾公园体育馆 15+ 免费 25 24/1-29/1 (8/2)
{28/2}

40519336 (SS1547) 3/3 日 18:00-21:00 北河街体育馆 15+ 免费 25 24/1-29/1 (8/2)
{28/2}

40519337 (SS1560) 10/3 日 14:00-17:00 保安道体育馆 15+ 免费 25 24/1-29/1 (8/2)
{28/2}

普及体育普及体育 -门球训练班门球训练班

40519359 (SS1545) 1/3-27/3 三,五 19:00-21:00 荔枝角公园 8+ 54 15 11/2  

社区园圃计划社区园圃计划(园圃编号园圃编号 :1-40号号)

40519338 (SS1562) 23/3-20/7 一,二,三,四,
五,六,日 8:00-18:00 荔枝角公园社区园圃 12+ 400 40 24/1-29/1 (8/2)

{28/2}

社区园圃计划社区园圃计划(园圃编号园圃编号 :41-80号号)

40519339 (SS1563) 24/3-21/7 一,二,三,四,
五,六,日 8:00-18:00 荔枝角公园社区园圃 12+ 400 40 24/1-29/1 (8/2)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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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补 日 期｝

报报  名名
方方  式式

活力长者计划活力长者计划  - 八段锦同乐八段锦同乐

40519345 (SS1543) 1/3-29/3 五 14:00-16:00 通州街公园壁球场 40 1/3-29/3 即场报名

长者康体汇叙长者康体汇叙  - 八段锦同乐八段锦同乐

40519340 (SS1542) 1/3-22/3 五 9:00-11:00 北河街体育馆 50 1/3-22/3 即场报名

长者康体汇叙长者康体汇叙-社交舞同乐社交舞同乐

40519341 (SS1554) 6/3-27/3 三 9:15-11:45 荔枝角公园体育馆 130 6/3-27/3 即场报名

活力长者计划活力长者计划-太极同乐太极同乐

40519346 (SS1548) 4/3-18/3 一 9:00-10:30 北河街体育馆 50 4/3-18/3 即场报名

40519347 (SS1549) 4/3-18/3 一 10:30-12:00 北河街体育馆 50 4/3-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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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19354 (SS1552) 8/3-29/3 
(20/3)除外

三,五 7:00-8:00 北河街体育馆 16 12/2  

40519355 (SS1553) 8/3-29/3 
(20/3)除外

三,五 8:00-9:00 北河街体育馆 16 12/2  

长者康体汇叙长者康体汇叙-室内短垫滚球同乐室内短垫滚球同乐

40519344 (SS1558) 7/3-21/3 四 9:30-11:30 北河街体育馆 30 7/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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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19348 (SS1541) 1/3-29/3 二,三,四,
五

7:00-10:00 歌和老街壁球及乒乓球

中心
60 1/3-29/3 即场报名

40519349 (SS1550) 4/3-25/3 一 15:30-17:30 荔枝角公园体育馆 40 4/3-25/3 即场报名

40519350 (SS1555) 6/3-27/3 
(18/3)除外

一,三 9:00-10:30 通州街公园 24 6/3-27/3 即场报名

40519351 (SS1556) 6/3-27/3 
(18/3)除外

一,三 10:30-12:00 通州街公园 24 6/3-27/3 即场报名

40519352 (SS1557) 7/3-28/3 四 9:00-10:30 保安道体育馆 30 7/3-28/3 即场报名

40519353 (SS1559) 7/3-28/3 四 10:30-12:00 保安道体育馆 30 7/3-28/3 即场报名

深水埗区长者门球比赛深水埗区长者门球比赛2018

40517591 (QSS1538) 30/3 六 9:00-18:00 荔枝角公园体育馆 12 2/1-9/1 (18/1)
{14/2}

长者康体汇聚长者康体汇聚-门球同乐门球同乐

40519343 (SS1551) 5/3-26/3 二 9:30-11:30 荔枝角公园体育馆 40 5/3-26/3 即场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