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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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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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  日日  期期
（抽 签 日 期）

｛公 开 后 补 日 期｝

报报  名名
方方  式式

成人胸泳训练班成人胸泳训练班(第一阶段第一阶段)

40520670 (KT1447) 19/3-4/4 一,二,四,五 7:00-8:00 观塘游泳池(室内训练池) 18+ 100 16 21/1-28/1 (4/2)
{27/2}

健体舞训练班健体舞训练班

40520693 (KT1408) 1/3-27/3 一,三,五 18:00-19:00 瑞和街体育馆 14+ 65 25 12/2  
40520694 (KT1409) 1/3-27/3 一,三,五 19:00-20:00 瑞和街体育馆 14+ 65 25 12/2  

正确使用健身室设施简介会正确使用健身室设施简介会

40520695 (KT1410) 9/3 六 14:00-17:00 顺利邨体育馆 15+ 免费 25 21/1-28/1 (4/2)
{28/2}

40520696 (KT1411) 17/3 日 9:00-12:00 顺利邨体育馆 15+ 免费 25 21/1-28/1 (4/2)
{28/2}

高尔夫球训练班高尔夫球训练班(第一阶段第一阶段)

40520783 (KT1432) 3/3-24/3 日 9:00-10:30 顺利邨体育馆 8+ 160 6 21/1-28/1 (4/2)
{28/2}

40520784 (KT1433) 3/3-24/3 日 10:30-12:00 顺利邨体育馆 8+ 160 6 21/1-28/1 (4/2)
{28/2}

美式桌球训练班美式桌球训练班  (第二阶段第二阶段)

40520699 (KT1415) 7/3-28/3 四 19:00-21:00 顺利邨体育馆 8+ 120 12 11/2  

英式桌球训练班英式桌球训练班  (第一阶段第一阶段)

40520666 (KT1445) 5/3-22/3 二,五 19:00-21:00 顺利邨体育馆 10+ 240 8 21/1-28/1 (4/2)
{28/2}

青年外展康体汇叙青年外展康体汇叙 - 篮球同乐篮球同乐

40520703 (KT1420) 1/3-29/3 五 19:00-22:00 观塘游乐场 13+ 免费 60 1/3-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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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20668 (KT1446) 1/3-29/3 五 19:00-22:00 观塘游乐场(2号足球场) 13+ 免费 60 1/3-29/3 即场报名

园艺讲座园艺讲座  - 植物拓印植物拓印

40520787 (KT1436) 17/3 日 10:30-12:30 佐敦谷公园 不限 30 30 14/2  

园艺讲座园艺讲座  - 环保插花工作坊环保插花工作坊

40520788 (KT1437) 3/3 日 10:30-12:30 佐敦谷公园 不限 30 30 14/2  

园艺讲座园艺讲座  - 香草栽种及应用香草栽种及应用

40520786 (KT1435) 9/3 六 14:30-16:30 佐敦谷公园 不限 30 30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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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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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情请参阅报名须知内的报名方式）（详情请参阅报名须知内的报名方式）

残疾人士可于任何分区康乐事务办事处或设有康体通服务的康体场地，或以邮递报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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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参加证」，并须于出席活动时出示

该证。

残疾人士旅行残疾人士旅行(特殊需要儿童特殊需要儿童)

40506983 (KT1464) 16/3 六 9:00-17:00 新界 不限 12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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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者游泳训练班长者游泳训练班(第一阶段第一阶段)

40520672 (KT1449) 19/3-4/4 一,二,四,
五

9:00-10:00 观塘游泳池(室内训练池) 16 21/1-28/1 (4/2)
{27/2}

长者胸泳训练班长者胸泳训练班(第一阶段第一阶段)

40520671 (KT1448) 19/3-4/4 一,二,四,
五

8:00-9:00 观塘游泳池(室内训练池) 16 21/1-28/1 (4/2)
{27/2}

长者八段锦同乐长者八段锦同乐

40520679 (KT1587) 1/3-12/4 
(5/4)除外

三,五 7:00-8:00 瑞和街体育馆 35 21/1-28/1 (4/2)
{27/2}

40520680 (KT1588) 6/3-17/4 
(5/4)除外

三,五 8:00-9:00 瑞和街体育馆 35 21/1-28/1 (4/2)
{27/2}

长者康体汇叙长者康体汇叙  - 徒手健体徒手健体

40520773 (KT1425) 1/3-29/3 
(11/3,25/3)除外

一,三,五 12:00-14:00 牛头角道体育馆 30 1/3-29/3 即场报名

40520774 (KT1426) 4/3-25/3 一 14:00-16:00 月华街游乐场 60 4/3-25/3 即场报名

长者康体汇叙长者康体汇叙  - 体适能测试体适能测试

40520775 (KT1428) 4/3 一 14:00-16:00 月华街游乐场 80 4/3 即场报名

长者康体汇叙长者康体汇叙  - 太极太极

40520673 (KT1450) 5/3-28/3 二,四 9:30-11:30 晓光街体育馆 50 5/3-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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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20678 (KT1456) 1/3-29/3 三,五 7:00-10:00 顺利村体育馆 24 1/3-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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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20664 (KT1443) 5/3-26/3 二 10:00-12:00 顺利邨体育馆 20 5/3-26/3 即场报名

活力长者计划活力长者计划  - 羽毛球羽毛球

40520702 (KT1419) 5/3-28/3 二,四 7:00-10:00 顺利邨体育馆 24 5/3-28/3 即场报名

活力长者计划活力长者计划  - 高尔夫球高尔夫球

40520778 (KT1431) 5/3-28/3 二,四 8:00-10:00 顺利邨体育馆 12 5/3-28/3 即场报名

长者康体汇叙长者康体汇叙  - 小型网球小型网球

40520790 (KT1439) 1/3-29/3 三,五 8:00-10:00 坪石游乐场 12 1/3-29/3 即场报名

长者康体汇叙长者康体汇叙  - 乒乓球乒乓球

40520675 (KT1452) 1/3-29/3 三,五 9:15-11:45 晓光街体育馆 24 1/3-29/3 即场报名

长者康体汇叙长者康体汇叙  - 桌球桌球

40520665 (KT1444) 5/3-28/3 二,四 8:00-10:00 顺利邨体育馆 16 5/3-28/3 即场报名

长者室内门球训练班长者室内门球训练班

40520777 (KT1430) 5/3-28/3 二,四 9:00-11:00 牛头角道体育馆 30 21/1-28/1 (4/2)
{27/2}

长者康体汇叙长者康体汇叙- 门球门球

40520776 (KT1429) 7/3-28/3 四 9:00-11:00 康宁道公园(室外门球场) 30 7/3-28/3 即场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