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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薑••tt•」 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與各體育總會台

作的伙伴計劃。所有參加是項計劃的社區體育會必須為體

育總會的屬會。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推行該計劃的目標在：

♦ 促進即加強年青運動員在體育方面的發展；

♦ 提高地區層面的體育水平 ； 以及

♦ 鼓勵市民終身參與體育運動。

社區體肓曾是非牟刮饑構，由一群志同道台、熱愛運動的

人士組成，所有運作及經蕡均由志願人士及參加者共同承

擔。如欲成爲社區體肓會或參加他們舉辦的活動 ， 歡迎與

有關體肓總曾聯絡。



草地滾球 香港草地滾球綱會（電話： 2504 8250) 
喦： http://www.hklba.org/ 

tHffj一甲il&l 毘卸it.lnri珝~咽＇』

二I 港島草地滾球會 I 
屯門草地滾球會

元朗草地滾球會

__ 鴨脷洲體育館（室內草地滾球場）
屯門湖山草地滾球場
11 : 屯門草地滾球會
圓洲角體育館（室內草地滾球場）

__ 

門球
社區體育會名稱 I 定期訓練場地

(1) 旭日社匿體育會門球會 佐敦谷遊樂場（門球場）
(2) 全民門球之友會 大坑東遊樂場（門球場）
(3) 智亮~~球會 粉嶺樓路遊樂場（門球場）
(4) 香港勵進門球會 葵涌新區公圏（門球場）
(5) 群星門球會 車公廟路遊樂場（門球場）
(6) 香港昇暉門球會 康寧道公園（門球場）
(7) 週南體育會 摩士公圓（門球場）
(8) 深水埗門球協會 茘枝角公圓（門球場）
(9) 門球薈 右蔭梨木道公園（多用途草地）

由1i11香港p~球綱會（電話： 2385 6082) 
喦： http://www.hkgateball.org.hk/ 

運動攀登及W藝 中璽香港事山及摹登綱會有限公司（電話： 2504 8129) 
@) : www.chkmcu.org.hk 

社區髓育會名稱 定期訓練場地
(1) 同社 沙田排頭村265號

(2) 健域之友會 (j順利:邨體育館
健域- kinetic 

(3) 淩石攀登協進會 11石硤:尾公園體育館
CIA攀石會

(4) 攀友會有限公司 11石硤:尾公園體再館
攀友會（同學會）

(5) 信毅攀石會 大角咀體育館

(6) 攀嶺 11鯉魚:門體育館
攀嶺 SeaMountain

(7) 野外動力有限公司 新界東郊野公圓

(8) Catch 萌 11青衣:西南體育館
Catch 萌

(9) 香港户外拓展協會 西貢區郊野公圓
(1 0) 攀山之友 西貢扈郊野公圓

(11) 登毅戶外培訓有限公司 西11貢:噩郊野公圓
SAT Summit Adventure Training 登毅戶外培訓

(12) 攀鬲歷奇有限公司 西貢扈郊野公圓

(13) 攀魂 ~石硤:尾公圓體育館
攀魂

(14) 隰溢社 h嗜閼館
(1 5) 戶外專業教育促進會 西貢扈郊野公圜



獨木舟

綱球
社國體育會名稱 I 

(1) 埗群網球會
(2) 荃景網球會
(3) 培青網球會
(4) 友和網球會
(5) 香港毅志網球會
(6) 觀塘網球會
(7) 卓越網球會
(8) 示士網球會
(9) 屯門體育會網球會
(1 0) 深水埗體育會網球會
(11) 葵青網球會
(12) 繁星網球會
(13) 雙魚網球會
(14) 柴灃網球會
(1 5) 香港仔網球會
(16) 東區網球會
(17) 葵青體育會網球會
(18) 北大網球會
(19) 社扈網球會聯會
(20) 網樂網球會
(21) 荃灣網球會
(22) 宇宙網球會
(23) 九龍城奧運網球會
(24) 繽紛網球會
(25) 尚網會
(26) 精英網球會
(27) 壹星網球會
(28) 朗豪網球會
(29) 深水埗青少年網球會
(30) 造星網球會
(31) 佐敦谷網球會
(32) 彩虹網球會
(33) 荃力網球會
(34) 格林網球會
(35) 碧海網球會
(36) 青山網球會

香港搗木舟綱會（電話： 2504 8186) 
趣： http://www.hkcucanoe.eom.hk/ 

西貢大環
烏溪沙
舊咖啡灃

~-~ 一

東涌大圍坑村3-5號（永樂橋直入）
西貢黃宜洲村38號

香港網球饑會（電話： 2504 8266) 
喦： http://www.tennishk.org/ 
定期訓練場地

通州街公圜（網球場）
葵盛遊樂場（網球場）
青善遊樂場（網球場）
聯合道公圓（網球場）
顯田遊樂場（網球場）
康寧道公圓（網球場）
摩土四號公圍（網球場）
示士柏遊樂場（網球場）
屯門鄧肇堅運動場（網球場）
石硤尾公圓（網球場）
青衣公園（網球場）
彩虹逾遊樂場（網球場）
北扈運動場（網球場）
西灃河遊樂場（網球場）

香港仔網球及壁球中心
柴灣公圓（網球場）
荃灣海濱公圓（網球場）
大埔運動場（壁球及網球中心）
/ 
香港網球中心
荃灣公圜（網球場）
石鼓壟道遊樂場（網球場）
天光道網球場
荔枝角公圜（網球場）
荃景圍遊樂場（網球場）

茜發道網球場
曾大垕遊樂場（網球場）
櫻桃街公圓（網球場）
石硤尾公圍（網球場）
小瀝頲路遊樂場（網球場）
佐敦谷遊樂場（網球場）
坪石遊樂場（網球場）
西菁街網球場
寶翠公圜（網球場）
頲禾遊樂場（網球場）
Hong Kong Gold Coast Tennis Courts 



拳葦 香港拳蓽綱會（電話： 2504 8130) 
喦： http://www.hkboxlng.org.hk/ 

社區體育會名稱 定期訓練場地
(1) Box For Fun 聯和墟體育館
(2) 青浩拳會 大埔墟體育館
(3) 青熊拳擊搏擊會 竹圓體育館

(4) 青武搏藝 馬鞍山體育館
(5) TAC Boxing Club 北河街體育館
(6) 尚武會 東涌文東路體育館
(7) Power Boxing 紅磡市政大鏖體育館
(8) 泰藝會 屏山天水圍體育館
(9) 拳藝中心體育會 天平體育館
(1 0) 坤青武泰拳術社 佛光街體育館
(11) 以馬內利體適能協會 士美菲路體育館
(12) 金剛拳擊會 坑0體育館
(13) Fight Kids 北河街體育館
(14) Fusion Combat 北河街體肓館

(1 5) Mad Boxing Company Limited 彩榮路體育館

楊銅球 中l!I香港梶網球綱會（電話： 2114 3405) 
豳： https://www.hklax.org/ 

t~-~i~il屈 F一~it.1庫， （／ 咁

戸Southside Lacrosse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捷鴞棍網
乘風運動有限公司

I 西洋波會 I 
I 三軍會 I 

羽毛球 香港羽毛球鏽會（電話： 2504 8318) 
喦： www.hkbadmlntonassn.org.hk 

社區體育會名稱 定期訓練場地
(1) 南聯弱毛球會 香港仔體育館
(2) 兀朗鳳琴羽毛球會 鳳琴街體育館
(3) 長洲發毛球協會 長洲體育館
(4) 銀翎骑毛球會 佛光街體育館
(5) 屯門弱毛球會 大興體育館
(6) 群力弱毛球會 將軍澳體育館
(7) 鳥鞍山羽毛球會 恒安體育館
(8) 尚青會 九龍城體育館
(9) 藍田弱毛球會 藍田（南）體育館
(1 0) 力恒弱毛球會 北河街體育館

(11) 協友發毛球會 官涌體育館
11 : GatheringBadmintonClub 

(12) 紅馬弱毛球會
土瓜灃體育館
審： www.matchbadmintonclub.org 

(13) 為且弱毛球會 竹圍體育館
(14) 黃大仙區康樂體育會 蒲崗村道體育館

(1 5) 飛躍體育 饒光街體育館
11 : 飛躍體育 N.K. Sports 



跆拳遣
社區體育會名稱

(1) 香港仔跆拳道會
(2) 香港實用跆拳道協會
(3) 香港跆拳道正心館
(4) 香港跆拳道勵誠會

(5) 香港跆拳道勵輝會
(6) 香港跆拳道勵進會
(7) 尚武聯跆拳道會
(8) 伍華跆拳道會

(9) 香港啟聯跆拳道協會
(1 0) 香港中道跆拳道會
(11) 躍駿跆拳道會
(12) 香港跆拳道振武館
(13) 勵志跆拳道總會

(14) 技擊跆拳道會
(1 5) 毅武聯盟跆拳道
(16) 捷擊跆拳道館
(17) 香港跆拳道柏毅會
(18) 香港跆拳道嚴濤會

足毽

討箭
社區體育會名稱 I 

(1) 沙田體育會射藝會
(2) 港島射箭會
(3) 荃葵射箭會
(4) 東青箭會

(5) 獅子山射箭會

(6) 港島東射箭會
(7) 北匾射藝會
(8) 香港理工大學射藝會
(9)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箭藝學會
(1 0) 新界西北射藝會
(11) 香港大學學生會射箭會
(12) 大埔08射藝會
(13) 屯門箭藝會

I 

香港跆拳道協會（電話： 2504 8116) 
喦： http://www.hktkda.com/ 
定期訓練場地

鴨脷洲體育館
藍田（南）體育館
九龍公圓體育館
蕙荃體育館

鳳琴街體育館

將軍澳體育館
天瑞體育館
將軍澳英明苑文娛康樂體育會
青衣體育館
灃仔少年警訊會所

藍田（東區）社區會堂
天水圍體育館
圓洲角體育館
天水圍體育館
大角咀體育館
大窩0體育館
蒲崗村逾體肓館

新田圍社區會堂

蓄港足雹鑪會（電話： 2504 8134) 
喦： www.hkshuttlecock.org/ 
~ 刪1f."'苲覆Id!!!
車公廟體育館
摩士公圓體育館

翠林體育館

香港射箭綱會（電話： 2504 8148) 
喦： http://www.archery.org.hk/ 
定期訓練場地

馬鞍山大水坑射箭場
香港仔薄扶林雞籠環配水庫上蓋射箭場
城門谷公圖（射箭場）
香港培正中學
獅子山公圓（射箭場）

牛池灣公圓（射箭場）
聯和墟體育館
香港理工大學方樹泉堂
香港科技大學
屯門康樂體育中心（射箭場）
獅子山公圓（射箭場）

長沙灣兀州街269-271 號昌發工廠大廈6樓
屯門康樂體育中心（射箭場）



棒球
社區體育會名稱

(1) 沙田體育會有限公司
(2) 觀塘（青少年）棒球會
(3) 何文田棒球會

(4) 香港仔棒球會

(5) 深水埗棒球會
(6) 黃大仙（棒球）體育會
(7) 香港島棒球會
(8) 荃灃棒球會
(9) 菁英女子棒球會
(1 0) 長沙澧棒球會
(11) 西九龍棒球會
(12) 茘枝角棒球會
(13) 東九龍棒球會
(14) 微風棒球會
(1 5) 西九龍青少年棒球會
(16) 西九龍日本野球部
(17) 沙角體育會
(18) 英雄棒球會
(19) 中上環棒球會

柔道
社區體育會名稱

(1) 將軍澳柔道會
(2) 朗青柔道會
(3) 瀝溉柔道會
(4) 日朗柔道會
(5) 亞青柔道會
(6) 香港青少年柔道班
(7) 九龍柔道會
(8) 南扈柔道會
(9) 上水柔道會
(1 0) 港島柔道會
(11) 捷青柔道會

(12) 香島柔道會

(13) 長洲柔道會

(14) 揚光柔道會
(1 5) 非凡柔道會
(16) 展力柔道會

(17) 香港名望柔道會
(18) 筲箕灣柔道會
(19) 荃青柔道會
(20) 飛躍柔道會
(21) 大角咀柔道會

I 

I 

香港棒球綱會（電話： 2504 8330) 
黽： www.hkbaseball.org/ 
定期訓練場地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隰小學
觀塘遊樂場
何文田配水庫遊樂場

獅子山公圓

石硤尾配水厙遊樂場
石硤尾配水庫遊樂場
將軍澳棒球場
石硤尾配水庫遊樂場
石硤尾配水庫遊樂場
石硤尾配水庫遊樂場

石硤尾配水厙遊樂場
石硤尾配水庫遊樂場
晤草灃遊樂場
石硤尾配水庫遊樂場
何文田配水庫遊樂場

晒草灃遊樂場
石硤尾配水厙遊樂場
石硤尾配水厙遊樂場
中山紀念公圜

由·香港柔道纜會（電話： 2504 8360) 
喦： http://www.hkjudo.org/ 
定難訓練場地

調景嶺體育館
朗屏體育館
頲禾路體育館
天瑞體育館
花圍街體育館
大角咀體育館
彩虹道體育館
鴨脷洲社匾會堂
聯和墟體育館
港島東體育館
屏山天水圍體育館
大埔墟體育館

長洲體育館
坑0體育館
佛教花可紀念中學
港灣道體育館
勵琴街體育館
小西灣體育館
大窩0體育館
和興體育館
紅磡市政大農體育館



劍蕈

籠舟
社區體育會名稱

(1) 香港龍舟青年會
(2) 匯洋龍舟會
(3) 地鐵水上活動會
(4) 柴灃區街坊福利會尖峰龍舟隊
(5) 香港暴速龍龍舟會
(6) 香港龍舟學堂
(7) 黑武士失明人體育會

壁球
社區體育會名稱

(1) 沙田壁球會
(2) 屯門壁球會
(3) Friend Club 
(4) 健力壁球會

(5) 壁球聯盟
(6) 卓越壁球會
(7) The Squash Club 
(8) 活力壁球會
(9) 葵青區壁球會

(1 0) 朗豪壁球會
(11) 快樂仕壁球會
(12) 康魄壁球會
(13) 天星壁球會
(14) 新世代壁球會
(1 5) 禺青壁球會
(16) A Squash 
(17) 銀河壁球會
(18) 零式壁球會
(19) 環球壁球會
(20) 旭日十隰壁球會
(21) 尚優壁球會
(22) 北區體育會有限公司
(23) 蕾萃壁球會
(24) 德意壁球會
(25) 東進壁球會

香港劍蓽鏽會（電話： 2504 8106) 
審： http://www.hkfa.org.hk/ 

鰂魚涌英皇道1065號東達中心1101 室
屯門建榮街24-30號建榮商業大廈2樓20-25室

I 

I 

中·香港朧舟鑭會（電話： 3618 7510) 
喦： www .hkcdba.org 

定期訓練場地

中國香港龍舟總會石門龍舟訓練中心
西貢白沙灣
中國香港龍舟總會石門龍舟訓練中心
將軍澳東水道
中國香港龍舟總會石門龍舟訓練中心
將軍澳東水道
沙田區（城門河）

香港壁球綱會（電話： 2810 4086) 
審 ： WWW .hksq uash.org.hk 
定期訓練場地

歌和老街壁球及乒乓球中心
友愛體育館

北河街體育館
香港壁球中心

香港亻子網球及壁球中心
歌和老街壁球及乒乓球中心
小瀝源路遊樂場（壁球場）

香港壁球中心
青衣體育館

兀朗賽馬會壁球場
藍田（南）體育館

小瀝源路遊樂場（壁球場）
天水圍體育館
歌和老街壁球及乒乓球中心

友愛體育館
荃灃西約體育館

歌和老街壁球及乒乓球中心
藍田（南）體育館

天水圍體肓館

彩虹道體育館
大埔運動場（壁球及網球中心）

龍琛路體育館
花圓街體肓館

香港壁球中心
港灣道體育館



蹼泳
社區體育會名稱

(1) 香港潛水運動學會
(2) 荃灣體育會
(3) 動力體育會
(4) 歷險者
(5) 維港體肓會
(6) 亞太體肓會

墨溺
社區體育會名稱

(1) 沙田公眾泳池拯溺會
(2) 大埔挹溺會
(3) 觀塘游泳會有限公司
(4) 兀朗挹溺會

(5) 屯門挹溺會
(6) 北區挹溺會
(7) 衛星游泳會
(8) 騰達體育會
(9) 黃大仙區挹溺會有限公司
(1 0) 九龍城區康樂體育促進會有限公司
(11) 葵盛泳池挹溺會
(12) 匯友體育協會
(13) 麗都更缶澧挹溺會
(14) 海天體育會有限公司
(1 5) 南區挹溺會
(16) 青衣泳池拯溺會
(17) 白鯨挹溺會
(18) 新穎體育會
(19) 藍鯨挹溺會
(20) 新世紀拯溺會
(21)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
(22) 粉嶺拯溺會
(23) 北葵涌公眾泳池挹溺會

(24) 金海豚體肓會

(25) 深水埗體育會有限公司
(26) 太和體育會
(27) 美青體再康樂聯會有限公司
(28) 以諾體育會
(29) 青聯體育會
(30) 東駿體育會
(31) 榆圓體育會有限公司
(32) 匯駿體育協會

(33) 翠屋挹溺會

I 

香港瀟水綱會（電話： 2504 8154) 
喦： http://www.hkua.org.hk/ 
定期訓練場地

灣仔游泳池
城門谷游泳池
深水埗公圍游泳池
觀塘游泳池
摩利臣山游泳池
灃仔訓練池

香港鎚溺纜會（電話： 2511 8363) 
喦： http://www.hklss.org.hk/ 
定期訓練場地

沙田賽馬會游泳池
大埔游泳池
觀塘游泳池
兀朗游泳池
屯門游泳池
粉嶺游泳池
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
灃亻子游泳池
摩士公圓游泳池
大環山游泳池
葵盛游泳池
將軍澳游泳池
城門谷游泳池
九龍公圍游泳池
包玉剛游泳池
青衣游泳池
兀朗游泳池
包玉剛游泳池
顯田游泳池
堅尼地城游泳池
馬鞍山游泳池
粉嶺游泳池
北葵涌賽馬會游泳池

李~鄭:屋游泳池
GDSLIFESA VINGSPORT 

深水埗公圓游泳池
九龍亻子游泳池
荔枝角公園游泳池
西貢游泳池
摩理臣山游泳池
柴灣游泳池

中山紀念公圓游泳池
將軍澳游泳池

摩國理：臣山游泳池
homeyet life guard_clLb 



膿育鐔蹈
社區體育會名稱

(1) 畝蔓體育舞蹈學會
(2) 紫荊體育舞蹈霎
(3) 荃青體育舞蹈會
(4) 常舞坊
(5) 青少年體育舞蹈訓練學會

(6) 滙憨體育舞蹈協會
(7) 聯合舞蹈協會
(8) 群青體育舞蹈會
(9) 硏藝體育舞蹈會
(1 0) 青藝體育舞蹈會
(11) 同舞同樂
(12) 蓄萃體育舞蹈會
(13) 雅妍社
(14) 足動舞臺體育舞蹈會
(1 5) 動力體育舞蹈協會
(16) 永藝體育舞蹈會
(17) 舞蹈新天地
(18) 月亮河舞蹈協會
(19) 唯美國標舞會
(20) 天藝舞坊
(21) 喜舞平台
(22) 卓姿舞蹈學會
(23) 石象舞蹈社
(24) 喜悅坊
(25) 盈藝體育舞蹈協會
(26) 群甌體育舞蹈會
(27) 榮雯舞蹈社
(28) 舞動新世代
(29) 體舞達人
(30) 為舞者體育舞蹈學會
(31) 烽舞坊

欖球
社區體育會名稱

(1) 沙田沙皮欖球會
(2) 大坑東獅子欖球會
(3) 天水圈飛鷹欖球會
(4) 香港仔海豚欖球會
(5) 大埔欖球會
(6) 靈猴欖球會
(7) 荃澧欖球會
(8) 東九龍欖球會
(9) 屯門虎鯊欖球會
(1 0) 香港東噩欖球會

I 

香港體育譚踏綱會（電話： 2771 8171) 
審： http://www.dancesport.org.hk/ 

定期訓練場地

屯門栢麓廣場
囿琴街體育館
林士德體育館
蒲崗村道體育館

天水圍體育館
大角咀體育館
花圜街體育館
荃景圖體育館
上環體育館
源禾路體育館
港島東體育館
保安道體育館
長發體育館
良田體育館
牛頭角道體育館
美林體育館
北河街體育館
花圓街體育館
彩虹道體肓館
青衣體育館
石硤尾公園體育館
香港亻子體育館
秦石社區會堂

北角渣華道體育館
北葵涌鄧肇堅體育館
東涌文東路體育館
荃景圍體育館
九龍城體育館
北河街體育館
牛頭角道體育館
九龍公圏體育館

香港攢球綱會（電話： 2504 8311) 
喦： http://www.hkrugby.com/ 
定期訓練場地

顯田遊樂場
大坑東遊樂場
天水圍運動場
香港仔運動場
大埔運動場
銅鑼澧運動場

荃灃海濱公園
香港澳洲國際學校
兆麟運動場
銅鑼澧運動場



賓鼯
社區體育會名稱

(1) 飛達划艇會
(2) 香港中文大學划艇隊校友會
(3) 香港科技大學划艇校友會
(4) 香港大學校友划艇會
(5) 香港浸會大學划艇會舊生會
(6) 城大划艇隊舊生會
(7) 無聲力量
(8) 理工舊生划艇會

(9) 新星賽艇會

( 1 0) 沙田恩濤划艇會有限公司
( 11) 星盟賽艇會
( 12) 香港藝土民間有限公司
( 13) 香港海岸賽艇體育會有限公司

膿操

推球
社區體育會名稱

(1) 柏林排球會

(2) 協興排球會
(3) 葵青青少年排球會
(4) 海聯排球會
(5) 國際排球會
(6) 天虹體育會
(7) 青華排球會
(8) 輻青體育會
(9) 華青體育會

( 1 0) 新青排球會
( 11) 蘇屋村排球會
( 12) 嘉碧排球隊
( 13) 德明排球協會
( 14) 華英排球會
( 1 5) 德光體育會
( 16) 友聯排球隊
(17) Vict ory Volleyball Club 
( 18) 仁濟排球會
( 19) 力臻排球隊

I 

中國香港責艇協會（電話 ： 2699 7271) 
喦： http://www.rowlng.org.hk/ 
定期訓練場地

竇鳥會石門賽艇中心
賽馬會石門賽艇中心
竇馬會石門賽艇中心
賽馬會石門賽艇中心
賽馬會石門賽艇中心
賽馬會石門賽艇中心
寶馬會石門寶艇中心
竇馬會石門賽艇中心

~竇馬:會石門竇艇中心
new star rowing club 

寶馬會石門賽艇中心
寶馬會石門賽艇中心
發現號（觀塘）
沙田 ／ 西貢區

中．香港體操纏會（電話 ： 2504 8233) 
喦 ： http://www.gahk.org.hk/ 

-膚~if.I"'!覆ld!l!
士美非路體育館
振華道體育館

香港擁球綱會（電話 ： 2771 0129) 
喦： http://www.vbahk.org.hk/ 
定期訓練場地

鴨脷洲體育館
大興體育館
北葵涌鄧肇堅體育館
佛光街體育館
花園街體育館
馬鞍山體育館
北葵涌鄧肇堅體育館
保榮路體育館
荔景體育館
界限街體育館
美林體育館

兆麟體育館
翠林體育館
土瓜灣體育館

屏山天水圍體育館
北葵涌鄧肇堅體育館
青衣西南體育館

蕙荃體育館
天暉路體育館



手球 由Ill香港手球綱會（電話： 2504 8119) 
黽： http://www.handball.org.hk/ 

社區體育會名稱 I 定期訓練場地
(1) 大北體育會 北區公園（手球場）
(2) 匯俊體育會 新禾里遊樂場（手球場）
(3) 少傑體育會 佛光街遊樂場（手球場）
(4) 廛灃體育會 青衣公圓（手球場）

(5) 啓能體肓會 秀雅道遊樂場（手球場）
(6) 兀朗手球會 兀朗公圓（手球場）
(7) 龍禧體育會 佛光街遊樂場（手球場）
(8) 鞍橋體育會 頲禾遊樂場（手球場）
(9) 勵雋手球會 寶康公圓（手球場）
(1 0) 科士體育會 科士街臨時遊樂場
(11) 屯門手球會 新墟遊樂場
(12) 天水圍手球會 元朗公園（手球場）
(13) 領航體育會 大埔頭遊樂場
(14) 青衣手球俱樂部 青衣公圜（手球場）
(1 5) 香港雄摘體育會 佛光街遊樂場（手球場）
(16) 艾路博手球會 維多利亞公園
(17) 創青體育會 荃灣聖芳濟中學

(18) 加非體育會 排頭村遊樂場（手球場）

三項鐵人 香港三項鑷人綱會（電話： 2504 8282) 
喦： http://www.trlathlon.eom.hk/ 

社區體育會名稱 定期訓練場地
(1) 力行＝項鐵人 沙田賽馬會游泳池
(2) 展毅體育會 沙田寶馬會游泳池
(3) 小海豚游泳訓練中心 將軍澳游泳池
(4) 海藝體育會 城門谷游泳池／城門谷運動場
(5) 朗峰康體會 兀朗游泳池
(6) 敏高游泳會 西貢游泳池
(7) 新力體育會 灃亻子游泳池
(8) 毅青體育會 城門谷游泳池
(9) 香港泳佳體育會 顯田游泳池

(1 0) 毅智體育會 青衣游泳池／運動場
(11) 健康之路體育會 城門谷游泳池／城門谷運動場

(12) 自強泳會 將軍澳游泳池

定向 蓄港定向鑪會（電話： 25048112) 
画： http://www.oahk.org.hk/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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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晉峰行動
定期訓練場地

T erraX Sports Club 

荔枝角公圓
喦： www.apexaction.com (j : Apexaction 晉崢行動
蒲崗村道公圍

画： https://terrax.hk/ (j : TerraX Sports 



袖棍球
社區體育會名稱

(1) 精英體育會
(2) 沙鷹體育會
(3) Khalsa Sports Club 
(4) Valley Rugby Football Club Limited 
(5) Dutch Hockey Club 
(6) 靈犀曲棍球會

香港囧襪球總會（電話： 2782 4932) 
喦： http://www.hockey.org.hk/ 

定期訓練場地

京士柏曲棍球場
示士柏曲棍球場
示士柏曲棍球場
跑馬地遊樂場
跑馬地遊樂場
寶翠公圓

(7) Hong Kong Kai Tak Mini Hockey Association 樂富遊樂場
(8) 大埔體育會
(9) Gojra Sports Club 
(1 0) 天狼星曲棍球會

田徑

~.;a 

屈臣氏83徑會
公民體育會有限公司
神行太保競走會

~Hfdi~ 司亞，

尸
板球

廣福球場
界限街遊樂場
跑馬地遊樂場

香港田徑總會（電話： 2177 2600) 
豳： http://www.hkaaa.com/ 
巴－！F唧if.lilt而，（且

丨 馬鞍山運動場 I 
I 將軍澳運動場 丨
丨 斧山這運動場 丨

香港板球（電話： 2504 8190) 
趣： http://www.hkcricket.org/ 

—·庫nrn!dm

Pakistan Club 

壘球 香港量球鑪會（電話： 2711 1167) 
審： http://softball.org.hk/ 

一習尸~ra~-~i~~ttt,~一

鱺註：

1. 上述資料由體育總會提供，只作參考用途，如有修改，本謩恕不另行通知。
2. 如欲查詢更多資料或對「社區體育曾計劃」有任何意見，歡迎與廎樂及文化
事務謩社區體育會小組或有關體育總會聯絡。

庫欒及文化事豷謩釷區醴育會小輯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Contact no. 

. 2601 8914 Fax . 2697 4220 

地 址：香港沙田排頭銜 1-3號庫樂及文化事務謩總部 3 模

圖例： 喦－網址 11 - Facebook帳號 ®) - lnstagram帳號

郫顥月
琫齒
回宓~~

2023年 1 月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