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主辦 

     視障人士徒手健體訓練班 

    章程 
目 的 ： 為協助視障人士了解自己的健康體適能狀況，培養對徒手健體的興趣及增強身

體的靈活性。 

   

訓練內容 ： 教授正確進行徒手健體的方法，透過有氧運動、關節活動及肌肉鍛煉運動，了

解自己的心率反應及自覺竭力程度，從而按實際能力，選擇不同難度的動作以

強身健體。 

   

活動詳情 ：  

活動編號 日期 星期 時間 
主辦分區及 

活動地點 
開始報名日期 

4056 3650 2020年 10月 22日至 12月 3日 四 
上午 10時至 

中午 12時 

深水埗區 

石硤尾公園體育館 2020年 

10月 5日 
4056 8453 2020年 11月 2日至 12月 14日 一 下午 3時至 5時 

元朗區 

元朗體育館 

4056 8380 

2020年 12月 10日至 

2021年 1月 28日 

(12月 24日除外) 

四 下午 3時至 5時 
觀塘區 

牛頭角道體育館 
2020年 

10月 27日 

4056 7774 

2020年 12月 12日至 

2021年 2月 6日 

(12月 26日，1月 23日除外) 

六 下午 3時至 5時 
沙田區 

馬鞍山體育館 

      

名 額 ： 每班為 10人(參加者可帶同一名同行照料者出席)，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因應 2019冠狀病毒病的最新情況，為方便控制參加人數，同行照料者如欲陪同

殘疾人士參加任何專為殘疾人士而設的康體活動，均須報名，直至另行通知。 

   

費 用 ： 全免(包括同行照料者) 

   

參加資格 ： 14歲或以上的視障人士，性別不限。 

(申請人的年齡以活動舉行首日為基礎計算。) 

   

報名辦法 ： (1) 親臨任何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或設有康體通服務的康體場地報名 

   申請人可於報名日期首天上午 8時 30分起，帶同填妥的活動報名表格及

「體能活動適應能力問卷與你」，連同身份證明檔注一及由勞工及福利局發

出的「殘疾人士登記證」的正本／副本，於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各分區康樂

事務辦事處或設有康體通服務的康體場地辦理報名手續。 

    

   A) 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星期 活動報名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 8時 30分至下午 4時 30分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修訂於 2020年 10月 16日) 



     

   B) 設有康體通服務的康體場地 

   星期 活動報名時間 

   星期一至日(農曆年初一、二除外) 上午 8時 30分至晚上 10時 

     

  (2) 郵遞報名 

   申請人把填妥的表格連同身份證明檔注一「體能活動適應能力問卷與你」及

由勞工及福利局發出的「殘疾人士登記證」正面及背面的副本及已貼上郵

票的回郵信封寄回所屬班別的主辦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以同一日接獲

的報名而論，主辦活動的分區辦事處會先處理親身報名。) 

    

  (3) 透過康體通自助服務站報名注二
 

   申請人可於報名日期首天上午 8時 30分起，使用康體通自助服務站報名。 

   康體通自助服務站 

   星期 活動報名時間 

   星期一至日(農曆年初一、二除外) 上午 8時 30分至晚上 11時 

     

  (4) 透過康體通網上報名注二
 

   申請人可於報名日期首天上午 8 時 30 分起，透過康體通網上預訂系統

(http://leisurelink.lcsd.gov.hk)或其流動版報名。 

    

   
注一

 香港居民須出示香港身份證，11歲以下兒童亦可出示出生證明書／簽

證身份書／回港證／前往港澳通行證。 

   
注二 如透過康體通在網上報名或使用自助服務站參加上述活動，參加者須

於活動首課出示身份證明檔注一及由勞工及福利局發出的「殘疾人士登

記證」的正本，供本署職員／教練查核，否則參加者及其同行照料者

不能參加該活動。 

     

  (5) 數據不全者，恕不接受報名。 

    

訓練器材 ： 由本署提供。 

   

教 練 ： 由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委派合資格教練教授。 

   

惡劣天氣

安 排 

： (1) 如天文台於活動舉行前三小時已發出三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發

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活動即告取消。 

    

  (2) 如活動舉行前三小時已取消三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取消紅色或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在場地許可的情況下，上述活動將會照常舉行。惟參

加者須考慮實際天氣及交通情況來判斷是否參加活動。 

    

注意事項 ： (1) 所有參加者須身穿整齊運動服及鞋底不脫色的運動鞋進行訓練。 

    

  (2) 每名殘疾人士可與一名同行照料者出席，協助其參與活動。 

    



 

 

  (3) 參加者於上課時請帶同「活動參加證」及報名時使用的身份證明檔及「殘

疾人士登記證」正本，以供教練查核。 

    

  (4) 參加者如於訓練期間懷疑被性騷擾，應儘快知會本署活動負責人／場地職

員，亦可直接致電 2511 8211向平等機會委員會徵詢意見。就有關「性騷

擾」的定義和行為，請參閱平等機會委員會網頁：http://www.eoc.org.hk。 

    

交通資料 ： (1) 石硤尾公園體育館設有收費停車場，市民可以乘搭港鐵或巴士 104、214、

2B、2C、2D、2E、2F、702A、86、86A、86C、86P、86X、87A、87B、

886、E22號或專線小巴 9M、12、30A、30B、32M、42前往。 

    

  (2) 元朗體育館不設有停車場，市民可以乘搭輕鐵 610、614、615、761P號或

港鐵接駁巴士 K66、K68或專線小巴 39、39A、39S前往。 

    

  (3) 牛頭角道體育館不設停車場。市民可以乘搭港鐵或巴士 13D、14B、23M、

89、101、619號或專線小巴 35、48、56號前往。 

    

  (4) 馬鞍山體育館不設停車場。市民可以乘搭港鐵或巴士 40X、85M、85X、

86C、86K、87D、87K、89D、89S、99、286M、680、681、682、A41P號

或專線小巴 26、803、807A、807B、807C、807K、808、810號前往。 
 

查詢電話 ： 深水埗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石硤尾公園體育館 

  電話： 2386 0945 電話： 2784 7424 

  地址： 九龍深水埗元州街 59-63號 

元州街市政大廈 7樓 

地址： 九龍深水埗南昌街 290號 

  元朗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元朗體育館 

  電話： 2478 4342 電話： 2891 9207 

  地址： 新界元朗橋樂坊 2號 

元朗政府合署 2樓 

地址： 元朗馬田路 52號 

元朗文化康樂大樓 3樓 

  觀塘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牛頭角道體育館 

  電話： 2343 6123 電話： 2756 3466 

  地址： 九龍觀塘翠屏道 2號 地址： 九龍牛頭角道 183號 

牛頭角市政大廈 2樓至 4樓 

  沙田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馬鞍山體育館 

  電話： 2634 0111 電話： 2631 1597 

  地址： 沙田鄉事會路 138號 

新城市中央廣場第 1座 12樓 

1207至 1212室 

地址： 沙田馬鞍山鞍駿街 14號 

 

*所有容後公布項目的最新資訊，請瀏覽殘疾人士專頁

（https://www.lcsd.gov.hk/tc/dlso/）。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視障人士徒手健體訓練班 

            《報名表格》  
 

I. 申請人數據 (請在空格加上「」號) 

 
活動編號 日期 星期 時間 

主辦分區及 

活動地點 

 4056 3650 2020年 10月 22日至 12月 3日 四 
上午 10時至 

中午 12時 

深水埗區 

石硤尾公園體育館 

 4056 8453 2020年 11月 2日至 12月 14日 一 下午 3時至 5時 
元朗區 

元朗體育館 

 4056 8380 

2020年 12月 10日至 

2021年 1月 28日 

(12月 24日除外) 

四 下午 3時至 5時 
觀塘區 

牛頭角道體育館 

 4056 7774 

2020年 12月 12日至 

2021年 2月 6日 

(12月 26日，1月 23日除外) 

六 下午 3時至 5時 
沙田區 

馬鞍山體育館 

      

申請人姓名： (中文)   (英文)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   )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年齡：  

聯絡電話： (日)  (夜)  (手提電話)  

 殘疾人士及同行照料者一起參加 (教練於每次活動開始前會派發同行照料者證以資識別 ) 

#緊急聯絡人姓名：  #緊急聯絡人電話：  

(注有「#」號的欄目可選擇填寫與否。在填報緊急聯絡人的姓名及電話號碼前，請考慮應否先征得其同意。) 

  

II. 聲明 

(1) 年滿 18歲申請人的聲明 

 本人謹此聲明，本人的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活動。 

申請人簽署:  日期:  

 

(2) 未滿 18歲申請人的家長/監護人聲明 (家長/監護人須年滿 18歲) 

 本人謹此聲明，本人同意申請人參加上述活動，並聲明他/她的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活動。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日期:  

 

備註: (1) 報名表一經遞交，即代表申請人/未滿 18歲的申請人及其家長或監護人已細閱並同意遵守章程/

報名表的各項細則。 

 (2) 申請人必須填寫所有資料及簽妥聲明，並在適當空格內加上「」號。如填寫資料不全、有誤或

重複遞交報名表，申請將不獲受理，恕不另行通知。 

 (3) 申請人提供的資料只作本署處理康體活動報名事宜、公佈中簽名單、統計、日後聯絡及意見調

查之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限本署授權的人員查閱。如欲更正或查詢已遞交的個人資料，請

聯絡相關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的櫃檯職員。 

   

 

 

 

 

辦事處專用(職位名稱:____________) 

請在空格加上「」 正本 副本 

身份證明文件   

殘疾人士登記證   



 

 

請填妥下列回郵位址表格(可選擇填寫傳真號碼或位址) 

姓名：   姓名：  

傳真：   傳真：  

地址：   地址：  

     

 

  



體能活動適應能力問卷與你 

（一份適用於 15至 69歲人士的問卷） 

 

經常進行體能活動不但有益身心，而且樂趣無窮，因此，愈來愈多人開始每天多做運動。對大部分人來說，多做運動是很安

全的。不過，有些人則應在增加運動量前，先行徵詢醫生的意見。 

如果你計畫增加運動量，請先回答下列 7條問題。如果你介乎 15至 69歲之間，這份體能活動適應能力問卷會告訴你應否在

開始前諮詢醫生。如果你超過 69歲及沒有經常運動，請徵詢醫生的意見。 

普通常識是回答這些問題的最佳指引。請仔細閱讀下列問題，然後誠實回答： 

請答「是」或「否」 
 

是 否  

  1. 醫生曾否說過你的心臟有問題，以及只可進行醫生建議的體能活動？ 

  2. 你進行體能活動時會否感到胸口痛？ 

  3. 過去一個月內，你曾否在沒有進行體能活動時也感到胸口痛？ 

  4. 你曾否因感到暈眩而失去平衡，或曾否失去知覺？ 

  5. 你的骨骼或關節(例如脊骨、膝蓋或髖關節)是否有毛病，且會因改變體能活動而惡化？ 

  6. 醫生現時是否有開血壓或心臟藥物（例如 water pills）給你服用？ 

  7. 是否有其他理由令你不應進行體能活動？ 
 

如果 一條或以上答「是」 

你的 在開始增加運動量或進行體能評估前，請先致電或親身與醫生商談，告知醫生這份問卷，以及你回答「是」的問題。 

答案 
 你可以進行任何活動，但須在開始時慢慢進行，然後逐漸增加活動量；又或你只可進行一些安全的活動。告訴醫生

你希望參加的活動及聽從他的意見。 

是：  找出一些安全及有益健康的社區活動。 
 

全部答「否」  延遲增加運動量： 
   

如果你對這份問卷的全部問題誠實地答「否」，你有理由確信你可

以： 

 開始增加運動量_開始時慢慢進行，然後逐漸增加，這是最安全

和最容易的方法。 

  如果你因傷風或發燒等暫時性疾病而感到不適──請在康復後

才增加運動量；或 

 如果你懷孕或可能懷孕──請先徵詢醫生的意見，然後才決定是

否增加運動量。 

 參加體能評估── 這是一種確定你基本體能的好方法，以便你擬

定最佳的運動計畫。此外，亦主張你量度血壓；如果讀數超過

144/94，請先徵詢醫生的意見，然後才逐漸增加運動量。 

  

 請注意：如因健康狀況轉變，致使你隨後須回答「是」的話，便應

告知醫生或健身教練，看看應否更改你的體能活動計畫。  
 
 
 

 

體能活動適應能力問卷來源：The Canadian Society for Exercise Physiology 

本人已閱悉、明白並填妥本問卷。本人的問題亦已得到圓滿解答。 

 

姓名：   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簽署：   日期：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見證人：  

（適用於 18歲以下的參加者） 

 

備註： 1. 你提供的資料，只作處理租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健身室設施或康體活動報名事宜之用，本署授權人員基於上述目的方可查閱。

遞交問卷後，如欲更正或查詢個人資料，請與接受報名的分區櫃檯職員聯絡。 

 2. 如果在上述問卷中有一個或以上「是」的答案，即表示你的身體狀況可能不適合參與有關活動。故為安全起見，請你先行諮

詢醫生的意見；並須在報名或租訂健身室設施時出示醫生證明，證明你的身體狀況適宜參與有關活動。如未能出示醫生證明，

則須填妥「申請人聲明」，並於報名或租訂健身室設施時連同報名表一併遞交。 

 3. 如你拒絕填寫此問卷，有關的健體活動報名或租訂健身室設施申請將不獲受理。此問卷由填寫當日起計一年內有效；如在一

年有效期後，健身室使用者須再次填寫此問卷。 
 
 

 

 

 

不得更改問卷內容。歡迎複印整份問卷(必須整份填寫) 

如因健康狀況轉變，致使你隨後對上述的任何問題的回答轉為「是」的話，則本問卷即告無效。 

 

體能活動適應 

能力問卷 — PAR-Q 

(修訂版—2017 年 9 月) 



 

 

(修訂於 2018年 11月) 

 

 

年滿 70歲或以上的申請人須填寫以下聲明 

 

 

 

聲明（請在下列其中一個方格內加上「」號） 

 

本人謹此聲明：  

 

□  1.  本人經常參加體能活動，並且有能力參加這項活動，因此無須出示醫

生證明書證明本人有能力參加這項活動。本人明白如對本身能力有

任何懷疑，應在參加活動前，徵詢醫生的意見。  

   

□  2.  本人並非經常參加體能活動，但經醫生檢查後，證明健康良好，適宜

參加這項活動。現附上醫生證明書，以供參考。  

 

 

 

 

申請人簽署  ： 
 

   

申請人姓名 (正楷 ) ：  
  

   

日期  ：  
  

   

 

  



(修訂於 2018年 11月) 

 

 

申請人聲明 

 

 

 

本人謹此聲明：  

 

本人經醫生檢查後，證明本人身體狀況適宜參加這項活動。  

 

 

 

 

申請人簽署  ： 
 

   

申請人姓名 (正楷 ) ：  
  

   

日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