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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區活動

P.4

6 月份活動月曆 P.36

新界區活動

P.39

平面圖

P.10

活動一覽表

1.	 報名表可往接待處索取，或於本會網頁 www.crchk.org 下載。

2.	 請填妥報名表並交回接待處，或傳真至 2915-7147。歡迎致電 2577-7376 查詢。

3.	 每份報名表只限 1 位參加者填寫。

4.	 開始報名日期：會員 6 月 1 日起，來賓 6 月 8 日起。

5.	 今年暑期活動詳情，大家可細閱本暑期活動書刊或到本會網頁 www.crchk.org 查閱。

6.	 參加者必須填寫「免責聲明及參加者同意書」及「體能活動就緒問卷	 (PAR-Q )」，證明參加者於暑假

期間 (6 月 14 日 -8 月 31 日 ) 適合參加所選擇的活動。如報名多於 1 項活動或課程，只需填寫 1 次，個別活

動需要額外填寫「個人健康聲明」( 所有表格可於接待處索取 )。

TIC
KET

TIC
KETTIC

KET

PASSPORT

如活動或課程當日天氣不穩定，本會將於活動或課程開始前 1 小時，按會所區域範圍內天氣環境及天文台天氣預報而決定活動或課程是否繼續。

各家長 / 參加者可於活動或課程開始前 1 小時致電本會接待處 2577-7376 查詢。

教育局如宣佈幼稚園停課，當天所有供 6 歲或以下人士之活動或課程將取消；如宣佈小學停課，當天所有供 12 歲或以下人士之活動或課程將取

消。取消的活動或課程將不設補堂，該堂費用將會按總堂數比例扣除。

	 	 室內運動班	 室外運動班	 興趣及學習班	 室內參觀	 室外參觀

		黃色暴雨警告	 A	 D	 A	 A	 D

		紅色暴雨警告	 A	 B	 A	 D	 C

		黑色暴雨警告	 B	 B	 B	 C	 C

		雷暴警告	 A	 	A#	 A	 A	 A

		三號颱風信號	 A	 B	 A	 A	 C

		八號颱風信號	 B	 B	 B	 C	 C

		因天氣關係當天課程不能進行	 /	 B	 /	 C	 C

		因天氣關係當天課程中途結束	 /	 C	 /	 /	 C

A = 活動或課程繼續，請依時上課			 B = 活動或課程取消，該堂費用將按總堂數比例扣減

C = 活動或課程取消，詳情請與康體部職員聯絡	 D = 請致電康體部與職員聯絡

P.8

8 月份活動月曆

1.	 本會將於截止日期後３天內以 SMS 形式通知參加者該活動或課程能否成功開辦。

2.	本會保留開班與否最終權利，並將於最遲開課前 3 天通知有關上課事宜。

3.	所有活動或課程的報名費，將於截止報名後 1 星期內以入賬形式收取。如該活動或

課程為期多於 1 個月，本會亦會於截止報名後 1 星期內收取全數報名費，已收取費用

將不會退還。

4.	參加者如在截止報名日期前退出，可免收費用，唯須往接待處填妥「退出活動申請

表」。若在截止報名日期後退出者，如沒有後備補上，費用照收。

5.	會員子女年滿 18 歲者，在未有遞交會籍申請表及填寫承諾書的情況下，一律按來賓

標準收費。

6.	凡活動或課程於室外場地進行，如遇天雨未能上課，將不設補堂，費用將按比例扣減。

7.	凡球類活動或課程的參加者，請穿著不脫色運動鞋上課。羽毛球場須穿著羽毛球鞋

或不脫色運動鞋上課。

8.	來賓參加體育活動或課程，可於當日活動後享用 A 座更衣室設施 1 次。

9.	所有活動或課程均會為參加者提供個人意外保險。唯本會仍建議所有參加者視乎參

與的活動或課程，自行購買合適的個人保險。

10.	參加者請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並考慮是否適合參加活動或課程。如有疑問，請咨詢醫生意見。

11.	活動舉行與否將視乎當時政府的疫情措施。

活動須知

P.6

7 月份活動月曆

P.12

會內活動

P.34

九龍區活動

P.38

幼兒及青少年恆常泳班

P.3

須知

惡劣天氣安排

報名須知

2 3



日曆

4 5



日曆

6 7



日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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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覽表 活動一覽表

	 對象  活動編號  暑期活動名稱  頁數

 3-4 歲  062、064 玩具健身室  P.24

 3-4 歲  066、068 平衡車駕駛訓練班  P.24

 3-18 歲  088 諜中諜  -  超級保險櫃  P.31

 3-18 歲  089  液壓機械大手臂  P.31

 3-18 歲  090 金屬探測機械人  P.32

 3-18 歲  091 蜘蛛俠  -  機械蜘蛛  P.32

 4-5 歲  063、065 玩具健身室  P.24

 4-5 歲  070-071 LEGO®DUPLO 趣味機械科學課程  P.25

 4-6 歲  033-034 羽毛球體驗班  -  幼兒  P.18

 4-6 歲  035-036 乒乓球體驗班  -  幼兒  P.18

 4-7 歲  027、029 兒童桌球體驗課程  P.16

 4-8 歲  007-010 中華游樂會暑期網球訓練營  -  紅波班  P.14-15

 5-7 歲  049 NIKE 籃球啟蒙營  P.20

 5-7 歲  051  NIKE 足球啟蒙營  P.21

 5-7 歲  099 溜冰體驗日  P.34

 5-9 歲  067、069 平衡車駕駛訓練班  P.24

 5-18 歲  078-081 西洋棋班  P.27

 6-7 歲  072-073 LEGO® 簡單機械科學原理課程  P.26

 6-9 歲  031 會友青少年網球體驗班  P.17

 6-9 歲  056、058、060 Cross  Fi t  體能訓練班  P.23

 6-18 歲  082 DIY 土耳其燈工作坊  P.28

 6-18 歲  083 DIY 人名壓花水樽工作坊  P.28

 6-18 歲  084 DIY 沐浴球工作坊  P.29

 6-18 歲  085 DIY 翻頁相簿工作坊  P.29

 6-18 歲  086 DIY 日本 O venink 瓷器拼貼杯工作坊  P.30

 6-18 歲  087 DIY 月亮燈工作坊  P.30

 7-14 歲  037-040 羽毛球體驗班  -  青少年  P.19

	 對象  活動編號  暑期活動名稱  頁數

 7-14 歲  041-044 乒乓球體驗班  -  青少年  P.19

 7-14 歲  045-048 壁球體驗班  -  青少年  P.19

 7-14 歲  053 新興運動  -  攻防箭  P.22

 7-14 歲  054 新興運動  -  閃避盤  P.22

 7-14 歲  055 新興運動  -  旋風球  P.23

 7-14 歲  101 室內戰爭體驗日  P.34

 7-14 歲  102 咖啡拉花體驗日  P.35

 7-16 歲  103 抱石體驗日  P.35

 8-10 歲  011-014 中華游樂會暑期網球訓練營  -  橙波班  P.14-15

 8-10 歲  028、030 兒童桌球體驗課程  P.16

 8-11 歲  074-075 LEGO® Robotics  機械人編程解難課程  P.26

 8-14 歲  100 溜冰體驗日  P.34

 8-15 歲  050 NIKE 籃球全方位訓練營  P.20

 8-15 歲  052  NIKE 足球技術挑戰營  P.21

 8-16 歲  001 爭分奪秒挑戰賽   P.12

 9-14 歲  032 會友青少年網球體驗班  P.17

 9-18 歲  092-095 無繩滑水  -  三天滑水訓練  P.33

 9-18 歲  096-098 無繩滑水  -  一天滑水體驗  P.33

 10-14 歲  057、059、061 Cross  Fi t  體能訓練班  P.23

 10-18 歲  107 直立板探索旅程  P.37

 10 歲或以上  015-018 中華游樂會暑期網球訓練營  -  綠波班  P.14-15

 10 歲或以上  104 海上水肺潛水體驗日  P.36

 10 歲或以上  105 PADI 開放水域潛水員課程  P.36

 12 歲或以下  019-022 中華游樂會暑期網球訓練營  -  黃波 A 班  P.14-15

 12-15 歲  076-077 LEGO® Robotics  機械人編程解難課程  P.26

 12-18 歲  023-026 中華游樂會暑期網球訓練營  -  黃波 B 班	 P.14-15

 12 歲或以上  106 PADI 進階開放水域潛水員課程  P.37

 18 歲或以下  002-006 水世界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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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暑假」這兩字，最離不開的當然是水上活動啦！一年一度的的「水世界」一

直都是會員參與度最高的暑期活動，參加者可以盡情享受多項全港獨有的大型水上玩

具及充氣城堡，同時也可與其他參加者組隊挑戰團隊賽。準備開啟夏日模式，與我們

一起進行下水禮吧！

水世界 
Water World

備註：

1.	 未能在沒有輔助物下游畢 25 公呎，須穿著助浮器具及由成人陪同進行活動。

2.	 每位會員子女每期只可攜同 1 位來賓小朋友參加。

3.	 任何家庭傭工均不得在水中陪同或照顧兒童。

4.	 參加者嚴禁攜帶任何形式的水槍進入活動場地。

5.	 參加者必須留意在活動開始前有關的安全守則公布，並遵守各項守則。

時間	 ：15:00-17:30	( 星期五 )

地點	 ：本會 A座深水池

收費	 ：會員 $160；來賓 $220	（即場報名每位加收 $50)

對象	 ：18 歲或以下（5歲以下兒童必須由一位家長陪同出席，家長不另收費。）

名額	 ：30 人（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

		活動編號	 日期	

	 		002	 2/7	( 星期五 )

	 		003	 9/7	( 星期五 )

	 		004	 16/7	( 星期五 )

	 		005	 13/8	( 星期五 )

	 		006	 27/8	( 星期五 )

爭分奪秒挑戰賽 
Multi-Talent Race

活動編號	 ：	001

日期	 ：	26/7-28/7	( 星期一至三 )

時間	 ：	09:00-19:00

地點	 ：	全港不同的指定地點

收費	 ：	會員 $2,600；來賓 $3,380

對象	 ：	8-16 歲

名額	 ：	12-24 人

截止報名日期	：	12/7

用三日時間裡走遍全港九新界，進行一個又一個意想不到的任務，絕對是體力上的挑

戰。而比賽過程更講求團隊合作和精明的決策能力，大大增加挑戰性。自問機智聰明

的你，敢不敢接受挑戰？

會內活動 會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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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暑期網球訓練營將由 Mike	Walker	Tennis	(MWT)	協辦，由創辦人 Michael	Walker	( 前 HKTA 球員發展總監 )	監督及挑選精英教練團隊

任教。當中更有克羅地亞籍教練 Filip	Veger	(ATP 單打排名最高排名 478) 擔任是次訓練營主教練。

Mike Walker Tennis 教練團隊
  Filip Veger (克羅地亞籍 ) - 主教練

．ATP單打排名最高排名 478

．卡塔爾台維斯杯及青少年台維斯杯代表隊教練 (2019-2020)

．澳洲網球公開賽青年組雙打亞軍 (2012)

．曾擔任 ATP球員之隨行教練 (2017-2019)

．擁有 GPTCA Level B教練資格

  Ashley Davies (英國 ) - 高級教練

．擁有 9年任教網球經驗

．曾參加 ITF Men’s Futures賽事

．擁有 LTA Level 3 教練資格及 PTR講師資格

．曾擔任 ATP及WTA球員之隨行教練

  Stefan Yates (英國 ) - 高級教練

．擁有 11年任教網球經驗

．曾於 Living Tennis Academy擔任教練

．曾於 Delgado Tennis Club及 Magnet Leisure Centre擔任主教練

．擁有 University of Chichester, BSc Sports Coaching學士學位

		佘俊穎 Jennifer Sher (香港 ) - 營運及青少發展經理

．擁有 ITF Level 2 教練資格及香港網球總會 Level 3 教練資格

．香港聯會杯 (Fed Cup) 代表隊成員 (2006, 2015 & 2016)

．9 次 CRC OPEN 冠軍

．8 次南華會全港網球公開賽冠軍

．4次香港網球錦標賽冠軍

．2次 NCAA Division 1 Big West Singles and Doubles First Team球員

		許宏源 David Hsu ( 台灣 ) - 職業網球教練

．PTR Master of Tennis

．香港網球總會精英教練 (Performance Coach, 2016-2019)

．香港台維斯杯代表隊教練 (2018)

．CRC OPEN 男子雙打冠軍 (2016)

．CRC OPEN 混合雙打冠軍 (2018)

．曾擔任參與 ITF 青少年賽事球員之隨行教練 (2011-2013)

會內活動 會內活動

          
	 活動編號	 班別	 日期	 時間		 收費	 截止報名日期

	 007	 	 5/7-7/7 星期一至三 (共 3堂 )	 	 $900	 21/6

	 008	 	 12/7-14/7 星期一至三 (共 3堂 )	 	 $900	 28/6

	 009	
紅波班

	 26/7-30/7 星期一至五 (共 5堂 )	
08:30-10:00

	 $1,500	 12/7

	 010	 	 9/8-13/8 星期一至五 (共 5堂 )	 	 $1,500	 26/7

	 011	 	 5/7-7/7 星期一至三 (共 3堂 )	 	 $900	 21/6

	 012	 	 12/7-14/7 星期一至三 (共 3堂 )	 	 $900	 28/6

	 013	
橙波班

	 26/7-30/7 星期一至五 (共 5堂 )	
10:00-11:30

	 $1,500	 12/7

	 014	 	 9/8-13/8 星期一至五 (共 5堂 )	 	 $1,500	 26/7

	 015	 	 5/7-7/7 星期一至三 (共 3堂 )	 	 $1,200	 21/6

	 016	 	 12/7-14/7 星期一至三 (共 3堂 )	 	 $1,200	 28/6

	 017	
綠波班

	 26/7-30/7 星期一至五 (共 5堂 )	
12:30-14:30

	 $2,000	 12/7

	 018	 	 9/8-13/8 星期一至五 (共 5堂 )	 	 $2,000	 26/7

	 019	 	 8/7-9/7 星期四至五 (共 2 堂 )	 	 $800	 24/6

	 020	
黃波 A班

	 15/7-16/7 星期四至五 (共 2 堂 )	
08:30-10:30

	 $800	 1/7

	 021	 	 2/8-6/8 星期一至五 (共 5堂 )	 	 $2,000	 19/7

	 022	 	 16/8-20/8 星期一至五 (共 5堂 )	 	 $2,000	 2/8

	 023	 	 8/7-9/7 星期四至五 (共 2 堂 )	 	 $800	 24/6

	 024	 	 15-16/7	星期四至五	( 共 2 堂 )	 	 $800	 1/7

	 025	
黃波 B班

	 2/8-6/8 星期一至五 (共 5堂 )	
10:30-12:30

	 $2,000	 19/7

	 026	 	 16/8-20/8 星期一至五 (共 5堂 )	 	 $2,000	 2/8

本會將於暑期期間再次與 Mike	Walker	 Tennis	 (MWT) 合作，繼續舉辦「暑期網球訓練營」。旨在培養小朋友對

網球興趣，發掘運動潛能。是次網球訓練營將設有紅波、橙波、綠波及黃波 4個不同程度，適合 4歲或以上的

小朋友及青少年參加。

地點	 ：本會 11-13 號網球場

名額	 ：每班 12 人

協辦機構	：Mike	Walker	Tennis

中華游樂會暑期網球訓練營
CRC Summer Tennis Camp

備註 :

1.	 費用已包括教練及器材費。

2.	 參加者須穿著合適運動服裝 (不可穿著運動背心 )、不脫色運動鞋及自備網球拍上課。

3.	 暑期網球訓練營祇限會員子女報名參加。

4.	 課程名額有限，若報名人數超出限額，只報名參加 1 期的參加者將優先取錄；如仍有

	 餘額，報名參加多於 1 期的參加者將以抽籤方式分配餘額。

5.	 抽籤將於截止報名翌日進行，結果會於抽籤後 3日內以 SMS 形式通知參加耆。

課程簡介：

紅波班：(4-8 歲 )

課程利用較慢的網球、較細少的球場和較短少的球拍進行訓練。訓練內容以發展參加者

運動技能為主，包括手腳協調能力，感知和接收技巧，投擲和捕捉技巧，控球技巧，配

合有趣的遊戲，讓參加者輕鬆學會基本網球技術，奠定良好網球基礎。

橙波班：(8-10 歲 )

課程利用較慢的網球、較細少的球場和較短少的球拍進行訓練。訓練內容以發展參加者

運動技能為主，包括球拍控制、控球技巧及計分方法等，配合有趣的遊戲，讓參加者輕

鬆學會基本網球技術，奠定良好網球基礎。

綠波班：(10 歲以上 )

課程主要圍繞技術及體能訓練，並以鞏固網球基礎為主。訓練內容包括靈敏度、平衡力、

協調力及運動技能發展等，並會透過遊戲及比賽增加參加者對訓練內容的理解。

黃波班：(A班：青少年C組，12歲或以下；B班：青少年A及 B組，12-18 歲 )

課程主要教授參加者正確擊球方式及技巧，並加入比賽戰術執行、體能及心理訓練，以

中至高強度訓練為主，藉以提升球員於比賽中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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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桌球體驗課程
Kids Snooker Experience Course

地點	 ：	本會 C座地下兒童遊樂場活動室

收費	 ：	會員 $2,512；來賓 $3,020

名額	 ：	3-5 人

協辦機構	：	Master	Snooker	Kingdom

對桌球有興趣而又想跟資深的教練學習？機會來了，本會獲得星級桌球手傅家俊和他的團隊蒞臨會所教授一連串的桌球技巧 , 透過團體專

業的教學，系統性提高學員之桌球水準及介紹正確之練習方法，提升小朋友的桌球技術和提高他們對桌球的興趣。對桌球有興趣的小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是次課程！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截止報名日期

	 027	 5/7-28/7	逢星期一及三	( 共 8 堂 )	 15:00-15:45	 4-7 歲	 21/6

	 028	 5/7-28/7	逢星期一及三	( 共 8 堂 )	 16:00-16:45	 8-10 歲	 21/6	

	 029	 2/8-25/8	逢星期一及三	( 共 8 堂 )	 15:00-15:45	 4-7 歲	 19/7

	 030	 2/8-25/8	逢星期一及三 (共 8 堂 )	 16:00-16:45	 8-10 歲	 19/7

備註：費用已包括教練及器材費。

會內活動 會內活動

會友青少年網球體驗班
CRC Youth Tennis Experience Course

地點	 ：本會 B座天台網球場

名額	 ：5-10 人	

教練	 ：彭雷先生

暑假正是爭取提升運動技能的黃金時間，運動員可趁著暑假接受一

連四日的網球特訓，藉此提升網球技術及體能。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收費	 對象	 截止報名日期

	 031	
21/6-24/6 星期一至四 (共 4 堂 )

	 12:00-13:00	 $950	 6-9 歲	
14/6

	 032	 	 13:00-15:00	 $1,900	 9-14 歲

備註：

1.	 參加者須自備球拍出席訓練。

2.	 參加者須穿著合適運動服裝 (不可穿著運動背心 )及不脫色運動鞋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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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內活動 會內活動

乒乓球體驗班 - 青少年
Youth Table Tennis Experience Course

地點	 ：本會 C座 1/F 康樂大堂

收費	 ：會員 $750；來賓 $900

對象	 ：7-14 歲

名額	 ：3-6 人

教練	 ：林國豪先生

這個活動透過體驗和學習乒乓波的技巧增強小朋友的身體協調性，包括手眼協調，反應和靈活能力。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截止報名日期

	 041	 5/7-7/7 星期一至三 (共 3堂 )	 10:30-12:00	 21/6

	 042	 19/7-21/7 星期一至三 (共 3堂 )	 10:30-12:00	 5/7

	 043	 2/8-4/8 星期一至三 (共 3堂 )	 10:30-12:00	 19/7

	 044	 16/8-18/8 星期一至三 (共 3堂 )	 10:30-12:00	 2/8

備註：

1.	 參加者須自備球拍出席訓練。

2.	 參加者須穿著合適運動服裝及不脫色運動鞋上課。

壁球體驗班 - 青少年
Youth Squash Experience Course

地點	 ：本會 A座 2/F 壁球場

收費	 ：會員 $1,050；來賓 $1,260

對象	 ：7-14 歲

名額	 ：3-6 人

教練	 ：袁志豪先生

暑假正是爭取提升運動技能的黃金時間，運動員可趁著暑假接受一連三日的壁球訓練班，藉此提升壁球技術和體能。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截止報名日期

	 045	 5/7-7/7 星期一至三 (共 3堂 )	 14:30-16:00	 21/6

	 046	 19/7-21/7 星期一至三 (共 3堂 )	 14:30-16:00	 5/7

	 047	 2/8-4/8 星期一至三 (共 3堂 )	 14:30-16:00	 19/7

	 048	 16/8-18/8 星期一至三 (共 3堂 )	 14:30-16:00	 2/8

備註：

1.	 參加者須自備球拍出席訓練。

2.	 參加者須穿著合適運動服裝及

	 不脫色運動鞋上課。

羽毛球體驗班 - 青少年
Youth Badminton Experience Course

地點	 ：本會 C座 2/F 羽毛球場

收費	 ：會員 $750；來賓 $900

對象	 ：7-14 歲

名額	 ：3-6 人

協辦機構	：吳尉羽毛球會

專為初學者而設，學習正確握拍，開高遠球及上手擊球等技術動作，從而培養參加者對羽毛球運動的興趣。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截止報名日期

	 037	 5/7-7/7 星期一至三 (共 3堂 )	 12:30-14:00	 21/6

	 038	 19/7-21/7 星期一至三 (共 3堂 )	 12:30-14:00	 5/7

	 039	 2/8-4/8 星期一至三 (共 3堂 )	 12:30-14:00	 19/7

	 040	 16/8-18/8 星期一至三 (共 3堂 )	 12:30-14:00	 2/8

備註：

1.	 參加者須自備球拍出席訓練。

2.	 參加者須穿著合適運動服裝、

	 羽毛球鞋或不脫色運動鞋上課。

乒乓球體驗班 - 幼兒
Kids Table Tennis Experience Course

地點	 ：本會 C座 1/F 康樂大堂

收費	 ：會員 $750；來賓 $900

對象	 ：4-6 歲

名額	 ：3-6 人

協辦機構	：林國豪先生

以體驗方式讓小朋友學習乒乓波的簡單動作例如握拍，控球等，吸引小朋友的興趣。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截止報名日期

	 035	 12/7-14/7	星期一至三	( 共 3 堂 )	 10:30-12:00	 28/6

	 036	 9/8-11/8 星期一至三 (共 3堂 )	 10:30-12:00	 26/7

備註：

1.	 參加者須自備球拍出席訓練。

2.	 參加者須穿著合適運動服裝及不脫色運動鞋上課。

IH6

羽毛球體驗班 - 幼兒
Kids Badminton Experience Course

地點	 ：本會 C座 2/F 羽毛球場

收費	 ：會員 $750；來賓 $900

對象	 ：4-6 歲

名額	 ：3-6 人

協辦機構：吳尉羽毛球會

以簡單活動形式讓小朋友體驗羽毛球運動，例如握拍控球，上手擲球，前後步法等。

備註：

1.	 參加者須自備球拍出席訓練。

2.	 參加者須穿著合適運動服裝、羽毛球鞋或不脫色運動鞋上課。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截止報名日期

	 033	 12/7-14/7 星期一至三 (共 3堂 )	 12:30-14:00	 28/6

	 034	 9/8-11/8 星期一至三 (共 3堂 )	 12:30-14:00	 26/7

18 19



會內活動 會內活動

NIKE 足球啟蒙營
NIKE Soccer Fun Camp

地點	 ：本會 B座天台多用途球場

收費	 ：會員 $1,112; 來賓 $1,336

對象	 ：5-7 歲

名額	 ：6-15 人

協辦機構	：GMF	Sports	Academy

此訓練營旨在讓學員感受到足球的樂趣，激發學員對於足球的熱愛，適用於初次接觸足球或掌握基本足球基礎的學員，學員會在

遊戲式訓練中享受足球的樂趣。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截止報名日期

	 051	 9/8-12/8 星期一至四 (共 4 堂 )	 09:00-11:00	 26/7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教練及器材費。

2.	 參加者須穿著合適運動服裝及不脫色運動鞋上課。

3.	 參加者於完成課程後可獲得 Nike	Sports	Camp 訓練汗衣一件以及證書一張。

NIKE 足球技術挑戰營
NIKE Soccer Skills Challenge Camp

地點	 ：本會 B座天台多用途球場

收費	 ：會員 $1,112; 來賓 $1,336

對象	 ：8-15 歲

名額	 ：6-15 人

協辦機構	：GMF	Sports	Academy

此訓練營旨在幫助學員學習並深化足球技巧的提升，包括運球 /	傳球 /	射門 /	步法移動 /	1	對 1	攻防，

幫助成為技巧全面的星級球員。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截止報名日期

	 052	 9/8-12/8 星期一至四 (共 4 堂 )	 11:30-13:30	 26/7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教練及器材費。

2.	 參加者須穿著合適運動服裝及不脫色運動鞋上課。

3.	 參加者於完成課程後可獲得 Nike	Sports	Camp 訓練汗衣一件以及證書一張。

NIKE 籃球啟蒙營
NIKE Basketball Fun Camp

地點	 ：本會 B座天台多用途球場

收費	 ：會員 $1,332; 來賓 $1,600

對象	 ：5-7 歲

名額	 ：6-15 人

協辦機構	：GMF	Sports	Academy

此訓練營旨在讓學員感受到籃球的樂趣，激發學員對於籃球的熱愛，適用於初次接觸籃球或掌握基本籃球基礎的學員，以及想感

受輕鬆籃球氣氛的學員。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截止報名日期

	 049	 12/7-15/7 星期一至四 (共 4 堂 )	 09:00-11:00	 28/6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教練及器材費。

2.	 參加者須穿著合適運動服裝及不脫色運動鞋上課。

3.	 參加者於完成課程後可獲得 Nike	Sports	Camp 訓練汗衣一件、

	 籃球一個 (5 號 ) 以及證書一張。

NIKE 籃球全方位訓練營
NIKE Basketball All-Round Skills Camp

地點	 ：本會 B座天台多用途球場

收費	 ：會員 $1,332; 來賓 $1,600

對象	 ：8-15 歲

名額	 ：6-15 人

協辦機構	：GMF	Sports	Academy

此訓練營旨在幫助學員學習並深化籃球技巧的提升，包括運球	/	傳球	/	投籃	/	步法移動	/	1	對	1	攻防，幫助成為技巧全面的	MVP。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截止報名日期

	 050	 12/7-15/7 星期一至四 (共 4 堂 )	 11:30-13:30	 28/6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教練及器材費。

2.	 參加者須穿著合適運動服裝及不脫色運動鞋上課。

3.	 參加者於完成課程後可獲得 Nike	Sports	Camp 訓練汗衣一件、

	 籃球一個 (5 號 ) 以及證書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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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內活動 會內活動

新興運動 - 旋風球
Flyball

地點	 ：本會 B座天台多用途球場

收費	 ：會員 $110；來賓 $135

對象	 ：7-14 歲

名額	 ：20-30 人

協辦機構	：Master	Edutainment	Ltd.

傳說中的鬼影變幻球，與風作伴的運動—旋風球。運用速度與技巧，突破常理規限，

在空中劃出不一樣的路線。以凌厲的球風引起一場又一場的激鬥。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截止報名日期

	 055	 19/8	( 星期四 )	 10:00-13:00	 5/8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教練及器材費。

2.	 參加者須穿著合適運動服裝及不脫色運動鞋上課。

Cross Fit 體能訓練班
Cross Fit Training Course

地點	 ：本會 B座天台多用途球場

收費	 ：會員 $200；來賓 $240

名額	 ：4-10 人

教練	 ：何景棋先生

本課程主要提升小朋友的身體協調能力和運動表現，透過一些有趣的體能訓練和遊戲去增強他們的心肺功能，肌肉的延伸性以及

他們的反應敏捷度，從而促進小朋友的動作發展和運動表現。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截止報名日期

	 056	 17/6-18/6	星期四及五 (共 2 堂 )	 08:00-09:00	 6-9 歲	 10/6

	 057	 17/6-18/6 星期四及五 (共 2 堂 )	 09:00-10:00	 10-14 歲	 10/6

	 058	 22/7-23/7 星期四及五 (共 2 堂 )	 08:00-09:00	 6-9 歲	 15/7

	 059	 22/7-23/7 星期四及五 (共 2 堂 )	 09:00-10:00	 10-14 歲	 15/7

	 060	 19/8-20/8 星期四及五 (共 2 堂 )	 08:00-09:00	 6-9 歲	 12/8

	 061	 19/8-20/8 星期四及五 (共 2 堂 )	 09:00-10:00	 10-14 歲	 12/8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教練及器材費。

2.	 參加者需穿著合適運動服裝及不脫色運動鞋上課。

新興運動 - 攻防箭
Archery Tag

地點	 ：本會 B座天台多用途球場

收費	 ：會員 $210；來賓 $260

對象	 ：7-14 歲

名額	 ：20-30 人

協辦機構	：Master	Edutainment	Ltd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攻防箭呢？	此項運動考驗參加者的手眼協調能力和反應，

運用不同戰術及技巧。目標在緊張刺激的對決中，擊敗對手，獲得勝利。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截止報名日期

	 053	 22/7	( 星期四 )	 10:00-13:00	 8/7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教練及器材費。

2.	 參加者須穿著合適運動服裝及不脫色運動鞋上課。

新興運動 - 閃避盤
Dodgebee

地點	 ：本會 B座天台多用途球場

收費	 ：會員 $190；來賓 $230

對象	 ：7-14 歲

名額	 ：10-20 人

協辦機構	：Ling	Fung	Ti-I	Ltd

閃避球作為兒時經典球類運動之一，相信大家都曾經體驗過。在痛楚和球風之下，令閃避球這項運動在大眾的腦海中留下深深的

印象。閃避盤的出現，結合飛盤和閃避球兩者得的特性。能建立出不失緊張刺激的體驗，而又能夠大大減低造成運動傷害的風險。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截止報名日期

	 054	 5/8	( 星期四 )	 16:00-19:00	 22/7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教練及器材費。

2.	 參加者須穿著合適運動服裝及不脫色運動鞋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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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O® DUPLO 趣味機械科學課程
LEGO® DUPLO With Fun Mechanical Science Course

地點：本會 C座地下兒童遊樂場活動室

收費：會員 $680；來賓 $820

對象：4-5 歲

名額：3-6 人

協辦機構：Pigeon	City	Creative	Computer	Training	Centre

本課程透過使用 LEGO®	Duplo 機械組件 ( 如齒輪、十字軸等 )，配以不同的主題任務，讓學員從中了解簡單的機械結構，加深學員

對物理結構的認識，增強對四周事物的觀察力。學習重點：認識LEGO®	Duplo機械積木組件；探索「槓桿、滑輪、車軸」的運作原理；

學習如何探索科學及解決問題。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截止報名日期

	 070	 10/7-31/7 逢星期六 ( 共 4 堂 )	 14:00-15:00	 26/6

	 071	 7/8-28/8 逢星期六 ( 共 4 堂 )	 14:00-15:00	 24/7

備註：費用已包括導師及器材費。

會內活動 會內活動

玩具健身室
Toys Gym

地點	 ：本會 C座地下兒童遊樂場活動室

收費	 ：會員 $1,856; 來賓 $2,232

名額	 ：8-10 人

協辦機構	：Kids	Fit

課堂內提供專業幼兒運動訓練器材，透過趣味活動能提升兒童的感官觸覺，促進前庭平衡及精細動作等發展。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截止報名日期

	 062	 24/6-16/7 逢星期四及五 (共 8 堂 )	 10:00-11:00	 3-4 歲	 10/6

	 063	 24/6-16/7 逢星期四及五 (共 8 堂 )	 11:00-12:00	 4-5 歲	 10/6

	 064	 5/8-27/8 逢星期四及五 (共 8 堂 )	 10:00-11:00	 3-4 歲	 22/7

	 065	 5/8-27/8 逢星期四及五 (共 8 堂 )	 11:00-12:00	 4-5 歲	 22/7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教練及器材費。

2.	 參加者須穿著合適運動服裝上課。

平衡車駕駛訓練班
Balance Bike Course

地點	 ：	本會 B座天台多用途球場

收費	 ：	會員 $1,856; 來賓 $2,232

名額	 ：	8-10 人

協辦機構	：	Kids	Fit

此活動會根據不同年齡幼兒而選配適合他們的平衡車，透過趣味訓練提升幼兒的平衡力。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截止報名日期

	 066	 22/6-15/7 逢星期二及四 (共 8 堂 )	 14:00-15:00	 3-4 歲	 14/6

	 067	 22/6-15/7 逢星期二及四 (共 8 堂 )	 15:00-16:00	 5-9 歲	 14/6

	 068	 3/8-26/8 逢星期二及四 (共 8 堂 )	 14:00-15:00	 3-4 歲	 26/7

	 069	 3/8-26/8 逢星期二及四 (共 8 堂 )	 15:00-16:00	 5-9 歲	 26/7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教練及器材費。

2.	 參加者須穿著合適運動服裝及不脫色運動鞋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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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內活動 會內活動

西洋棋班
Chess Course

地點	 ：本會 C座地下兒童遊樂場活動室

收費	 ：會員 $2,620；來賓 $3,144

對象	 ：5-18 歲

名額	 ：4-10 人

協辦機構	：ActiveKidsHK

大家對 Netflix 最近的劇集，Queen's Gambit 有興趣嗎？透過本次活動，可以學到西洋棋的基本至進階知識。西洋棋亦可以鍛鍊我們

的邏輯思維，記憶力以及臨機應變能力。參加者須竭盡所能，以策略戰勝對手。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截止報名日期

	 078	 14/6-22/6 逢星期一及二 (共 4 堂 )	 10:00-12:00	 7/6

	 079	 28/6-6/7 逢星期一及二 (共 4 堂 )	 10:00-12:00	 21/6

	 080	 3/8-11/8 逢星期二及三 (共 4 堂 )	 10:00-12:00	 27/7

	 081	 17/8-25/8 逢星期二及三 (共 4 堂 )	 10:00-12:00	 10/8

備註：費用已包括導師及器材費。

LEGO® 簡單機械科學原理課程
LEGO® With Simple Mechanical Science Course

地點	 ：本會 C座地下兒童遊樂場活動室

收費	 ：會員 $990；來賓 $1,188

對象	 ：6-7 歲

名額	 ：3-8 人

協辦機構	：Pigeon	City	Creative	Computer	Training	Centre

本課程讓學員透過使用 LEGO® 機械組件「從遊戲中學習」，用不同角度去認識身邊的日常生活科學概念和想法，讓他們從中學習

如何建築機械人的結構，並嘗試通用簡單的機械原理，設計和建造屬於自己的創作。

學習重點：學習簡單機械結構原理 (齒輪 / 槓桿 / 滑輪 )；學習研究、搭建和設計解決方案；批判性思維及問題解決能力應用；提

升對日常生活科學的學習興趣。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截止報名日期

	 072	 10/7-31/7 逢星期六 ( 共 4 堂 )	 15:15-16:45	 26/6

	 073	 7/8-28/8 逢星期六 ( 共 4 堂 )	 15:15-16:45	 24/7

備註：費用已包括導師及器材費。

LEGO®  Robotics 機械人編程解難課程
LEGO®  Robotics and Coding Course

地點	 ：本會 C座地下兒童遊樂場活動室

收費	 ：會員 $990；來賓 $1,188

名額	 ：3-8 人

協辦機構	：Pigeon	City	Creative	Computer	Training	Centre

本課程讓學員透過使用 LEGO® MINDSTORMS® EV3 機械人組件，學習機械人編程及基礎搭建技巧，並透過不同的主題任務，培養及

啟發他們的邏輯思考、創意思維與解難能力。

學習重點：學習機械結構原理及應用技巧；學習編程邏輯及應用技巧；學習操控馬達的應用技巧；學習感應器的應用技巧；提升

觀察能力、邏輯思維及解難能力。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截止報名日期

	 074	 11/7-1/8 逢星期日 ( 共 4 堂 )	 09:30-11:00	
8-11 歲

	 27/6

	 075	 8/8-29/8 逢星期日 ( 共 4 堂 )	 09:30-11:00	 	 25/7

	 076	 11/7-1/8 逢星期日 ( 共 4 堂 )	 11:15-12:45	
12-15 歲

	 27/6

	 077	 8/8-29/8 逢星期日 ( 共 4 堂 )	 11:15-12:45	 	 25/7

備註：費用已包括導師及器材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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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 土耳其燈工作坊
DIY Turkish Lamp Workshop

地點	 ：本會 C座地下兒童遊樂場活動室

收費	 ：會員 $280; 來賓 $340

對象	 ：6-18 歲

名額	 ：6-12 人

協辦機構	：Creammeow	Wonderland

土耳其馬賽克燈是一款傳統的手工藝燈飾，利用多款幾何圖形玻璃片拼貼圖案於燈罩上而成。透過光線照射，產生出斑爛閃爍的

效果。在拼貼的過程中除了可以發揮參加者的無限創意力，還可令參加者親身體驗製作復古玻璃燈的樂趣！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截止報名日期

	 082	 4/7	( 星期日 )	 14:00-16:00	 20/6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導師及器材費。

2.	 課程完結後，每位參加者可完成土耳其燈 1 盞。

3.	 因作品乾透需時，請 5日後到遊樂場領取。

DIY 人名壓花水樽工作坊
DIY Resin Bottle With Pressed Flower Workshop

地點	 ：本會 C座地下兒童遊樂場活動室

收費	 ：會員 $220；來賓 $270

對象	 ：6-18 歲

名額	 ：6-12 人

協辦機構	：Creammeow	Wonderland

夏日炎炎，怎可少得補充水分。參加今次的人名壓花水樽工作坊，參加者可以利用乾花和不同圖案，再配合創意力和想像力去製

造一個屬於自己的水瓶，既實用又獨特。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截止報名日期

	 083	 11/7	( 星期日 )	 14:00-16:00	 27/6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導師及器材費。

2.	 請於報名表上填寫製成品上的人名。

3.	 課程完結後，每位參加者可完成人名壓花水樽 1 個。

DIY 沐浴球工作坊
DIY Bath Bomb Workshop

地點	 ：本會 C座地下兒童遊樂場活動室

收費	 ：會員 $220；來賓 $270

對象	 ：6-18 歲

名額	 ：6-12 人

協辦機構	：Creammeow	Wonderland

小朋友對新奇事物充滿好奇，近期興起的 DIY	bath	bomb	對於他們來說就最好不過啦！小朋友除了可以投入和享受過程之餘，完成成品後

更能令他們感受到好大的滿足感，亦可訓練小朋友的創意力和專注能力 .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截止報名日期

	 084	 11/7	( 星期日 )	 16:30-18:00	 27/6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導師及器材費。

2.	 課程完結後，每位參加者可完成 3個直徑 7cm 的沐浴球。

會內活動 會內活動

DIY 翻頁相簿工作坊
DIY Flip Album Workshop

地點	 ：本會 C座地下兒童遊樂場活動室

收費	 ：會員 $420；來賓 $510

對象	 ：6-18 歲

名額	 ：6-12 人

協辦機構	：Creammeow	Wonderland

[ 記憶會淡忘，相片是最好回憶 ] 相信大家都同意這個說法。相片可以記錄低每個美好時刻，但亦需要一個相簿去好好保存這些美

好的回憶。Flip	 Album 比平常的相簿更特別，參加者可以親手製作相簿外，更可根據自己的喜好，配搭不同裝飾，完成既實用又獨

一無二的相簿。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截止報名日期

	 085	 1/8	( 星期日 )	 14:00-16:30	 18/7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導師及器材費。

2.	 課程完結後，每位參加者可完成可翻頁相簿 1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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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 日本 Ovenink 瓷器拼貼杯工作坊
DIY Porcelarts Workshop

地點	 ：本會 C座地下兒童遊樂場活動室

收費	 ：會員 $200；來賓 $240

對象	 ：6-18 歲

名額	 ：6-12 人

協辦機構	：Creammeow	Wonderland

利用來自日本的瓷器拼貼藝術，參加者可以輕鬆製作可愛的旅行杯。只需要從專用圖案紙剪出自己想要的部份，貼上瓷杯，再放入焗爐

即可完成！在這個工作坊中，參加者將選擇自己喜愛的圖案款式，並帶走專屬你的手工製作旅行杯！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截止報名日期

	 086	 8/8	( 星期日 )	 14:00-16:00	 25/7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導師及器材費。

2.	 課程完結後，每位參加者可完成瓷器拼貼杯 1 隻。

DIY 月亮燈工作坊
DIY Moonlight Workshop

地點	 ：本會 C座地下兒童遊樂場活動室

收費	 ：會員 $330；來賓 $400

對象	 ：6-18 歲

名額	 ：6-12 人

協辦機構	：Creammeow	Wonderland

獨特的設計，製作月亮燈比平常的燈更特別。運用不同材料，製作出一個與眾不同的月亮燈！製成品極像真實月球的紋理及質感，

喜歡宇宙星球系列的朋友怎能錯過將月球留在家中的機會？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截止報名日期

	 087	 15/8	( 星期日 )	 14:00-15:00	 1/8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導師及器材費。

2.	 課程完結後，每位參加者可完成月亮燈 1 盞。

液壓機械大手臂
Mega Hydraulic Arm 

地點	 ：本會 C座地下兒童遊樂場活動室

收費	 ：會員 $275；來賓 $330

對象	 ：3-18 歲

名額	 ：4-8 人

4M 創意玩具帶給小朋友無限樂趣，實踐 STEAM 概念，讓小朋友可以透過玩樂發掘液壓動力背後的驚人科學！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截止報名日期

	 089	 27/6	( 星期日 )	 14:00-15:00	 20/6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導師及器材費。

2.	 	5 歲或以下參加者須有監護人陪同。

諜中諜 - 超級保險櫃
Buzz Alarm Money Safe

地點	 ：本會 C座地下兒童遊樂場活動室

收費	 ：會員 $260；來賓 $315

對象	 ：3-18 歲

名額	 ：4-8 人

想擁有一個同時裝備密碼和鑰匙鎖的高級裝置嗎？想擁有的就一起來製作一個屬於你專屬保險箱。讓你的零用錢和貴重物品擁有

一個最安全的放置地方！除了你沒有其他人能夠拿到裡面的東西 !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截止報名日期

	 088	 20/6	( 星期日 )	 14:00-15:00	 13/6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導師及器材費。

2.	 5 歲或以下參加者須有監護人陪同。

會內活動 會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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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探測機械人
Metal Detector Robot

地點	 ：本會 C座地下兒童遊樂場活動室

收費	 ：會員 $270；來賓 $325

對象	 ：3-18 歲

名額	 ：4-8 人

一起來製作你的金屬探測機器人。用遙控器控制你的機器車四處搜尋隱藏在各處的金屬祕寶。當機器人發現金屬時會發出報警聲。

讓你輕鬆在各出搜索一些看不到的金屬祕寶。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截止報名日期

	 090	 18/7	( 星期日 )	 14:00-15:00	 11/7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導師及器材費。

2.	 5 歲或以下參加者須有監護人陪同。

蜘蛛俠 - 機械蜘蛛
Spider Robot

地點	 ：本會 C座地下兒童遊樂場活動室

收費	 ：會員 $235；來賓 $285

對象	 ：3-18 歲

名額	 ：4-8 人

機械蜘蛛會跟隨著蜘蛛絲快速來回攀爬，但是他又如何知道接近盡頭時需要轉向呢？來參加本會的工作坊，自己組裝一隻，探索

機械蜘蛛趣味，找出機械蜘蛛來回奔馳的奧秘！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截止報名日期

					091	 22/8	( 星期日 )	 14:00-15:00	 15/8

備註：

1.		 費用已包括導師及器材費。

2.		5 歲或以下參加者須有監護人陪同。

港島區活動會內活動 會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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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編號	 課程	 日期	 時間	 收費	 截止報名日期

	 092	 	 28/6-30/6 星期一至三 (共 3堂 )	 	 	 13/6

	 093	 	 12/7-14/7 星期一至三 (共 3堂 )	 	 	 28/6

	 094	
三天滑水訓練

	 2/8-4/8 星期一至三 (共 3堂 )	
08:30-12:30	 會員 $4,620;	來賓 $5,550

	 19/7

	 095	 	 16/8-18/8	星期一至三 (共 3堂 )	 	 	 2/8

	 096	 	 4/7	( 星期日 )	 	 	 20/6

	 097	 一天滑水體驗	 18/7	( 星期日 )	 08:30-12:30	 會員 $1,705；來賓 $2,050	 4/7

	 098	 	 8/8	( 星期日 )	 	 	 25/7

無繩滑水體驗課程
Wake Surfing Experience Course

地點	 : 南區海域

對象	 :	9-18 歲

名額	 :	3-5 人

協辦機構	:	Surfbros

今年度除了有一天滑水體驗之外亦加設了一連 3天的無繩滑水班，讓參加者在 3天裡能建立一定程度的基本技巧。

備註：

1.	 參加者必能在沒有輔助物下游畢 25 公呎。

2.	 參加者需要準備泳衣、防曬衣、防曬液、太陽眼鏡、防曬帽、毛巾、替換衣物。

3.	 費用已包括專業教練、快艇、器材及專車接送。

港島區活動



九龍區活動 九龍區活動

咖啡拉花體驗日
Latte Art Experience Day

地點	 ：Coffee	Genius	Lab

收費	 ：會員 $440；來賓 $530

對象	 ：7-14 歲

名額	 ：10-12 人

協辦機構	：Hands	On	Coffee

小朋友對咖啡的認識或許有限，但小朋友的發展潛能卻是無限！此一日體驗課程讓小

朋友發揮無窮的創意學習拉花，當一天咖啡師。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截止報名日期

	 102	 8/7	( 星期四 )	 10:15-13:45	 24/6

備註：費用已包括專業導師費、器材費及專車接送。

抱石體驗日
Bouldering Experience Day

地點	 ：佐敦室內抱石場

收費	 ：會員 $415；來賓 $500

對象	 ：7-16 歲

名額	 ：3-12 人

協辦機構	：Campus	Climbing

運動攀登分別有多種不同形態，大家經常見到都是需要佩戴安全繩索。至於抱石是不用繩索等器

材，因此攀爬高度不高以確保墜落時沒有危險。是次活動同時結合了心肺及力量鍛煉，運用到幾乎

所有的主要肌肉群。抱石這項運動鼓勵玩家克服障礙，大大有助提升心理健康。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截止報名日期

	 103	 12/8( 星期四 )	 09:15-13:00	 29/7

備註：費用已包括專業教練費、器材費及專車接送。

室內戰爭體驗日
Indoor War Game Experience Day

地點	 ：紅磡室內射擊場地

收費	 ：會員 $500；來賓 $600

對象	 ：7-14 歲

名額	 ：5-10 人

協辦機構	：Impact	Force	C.Q.B

室內模擬戰爭體驗，透過凌厲的槍法和戰術的部署，在激烈的

戰場中，和戰友突圍而出！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截止報名日期

	 101	 8/7	( 星期四 )	 13:30-17:30	 24/6

備註：

1.	 收費已包括專業教練費、器材租用費、場地入場費用及專車接送。

2.	 參加者必須穿上鞋底有足夠坑紋的戶外活動鞋種，以避免滑倒。

溜冰體驗日
Ice Skating Experience Day

地點	 ：圓方	The	Rink

收費	 ：會員 $400；來賓 $480

名額	 ：4-7 人

協辦機構	：The	Rink

溜冰運動會考驗參加者的平衡能力和身體協調性。在滑冰場上展現出優美體態。

參加溜冰體驗日，由專業教練帶領大家體驗一場冰上之旅。

備註：收費已包括專業教練費、器材租用費、場地入場費及專車接送。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對象	 截止報名日期

	 099	 24/6	( 星期四 )	 09:30-12:30	 5-7 歲	 10/6

	 100	 15/7	( 星期四 )	 09:30-12:30	 8-14 歲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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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水肺潛水體驗日
Discovery Scuba Diving in Sea

地點	 ：本港開放水域

收費	 ：會員 :10 至 12 歲 $1,000、13 歲或以上 $900；

	 		來賓 :10 至 12 歲 $1,200、13 歲或以上 $1,080

對象	 ：10 歲或以上

名額	 ：3-8 人

協辦機構	：Diving	Adventure

在炎熱的夏天，在教練的陪同下一同出海體驗水肺潛水。把握機會和大自然來一場超近距離的接觸。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截止報名日期

	 104	 4/7（星期日）	 08:00-15:00	 17/6

備註：

1.	 年滿 10 歲或以上身體狀況適合進行潛水活動及達到以下游泳要求 :

	 a.	潛水學員需要在水面徒手連續游 200 米或穿戴面鏡、呼吸管及蛙鞋連續游

						300 米 ( 不計時 )。

	 b.	潛水學員在不借助任何游泳輔助器材水中游泳或飄浮 10 分鐘。

2.	 費用已包括教練費、活動來回車費及全套水肺裝備借用費。

3.	 參加者必須提供身高及體重以便安排水肺裝備。

4.	 參加者不可佩戴任何眼鏡進行活動，如有需要，請佩戴合適隱形眼鏡進行活動。

5.	 參加者在報名前請先確認自己的身體狀況是否適合參加，如患有一些不適宜潛

				水的疾病，如哮喘、心臟病或耳膜受損等皆不宜參加。

6.	 參加者須自行購買保障涵括水上活動之個人保險。

7.	 需自備午餐。

8.	 是次課程將以廣東話教授，如有特別要求請聯絡康體部。

9.	 參加者需要準備泳衣、防曬衣、防曬液、太陽眼鏡、防曬帽、毛巾及替換衣物。

直立板探索旅程
SUP Discovery Course

地點	 ：西貢沙下

收費	 ：會員 $900；來賓 $1,080

對象	 ：10-18 歲

名額	 ：3-7 人

協辦機構	：Blue	Sky	Sports	Club

夏日炎炎大家都會想出海親近大自然，平日可能遊船河或玩獨木舟居多。至於直立板不知道大家有否試玩過？這次準備了直立板體驗一日

遊，有國際專業教練教授大家直立板的基本技巧。帶大家探索一下西貢沿岸風景，讓大家融入大自然的懷抱。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截止報名日期

	 107	 5/8( 星期四 )	 09:00-17:30	 22/7

備註：

1.	參加者必能在沒有輔助物下游畢 25 公呎。

2.	參加者需要準備泳衣、防曬衣、防曬液、太陽眼鏡、防曬帽、毛巾及替換衣物。

3.	費用已包括專業教練費、器材費及專車接送。

4.	參加者於課程完成後可獲得香港直立板總會頒發的電子證書。

  
PADI 開放水域潛水員課程
PADI Open Water Diver course

地點	 ：本港開放水域

收費	 ：會員 :10 至 12 歲 $4,100、13 歲或以上 $3,800；

	 		來賓 :10 至 12 歲 $5,000、13 歲或以上 $4,600

對象	 ：10 歲或以上

名額	 ：3-8 人

協辦機構	：Diving	Adventure

潛水的基礎課程，了解學習各潛水用品以及使用方法。讓你能夠在公開水域都能夠與教練一同體驗潛水的樂趣。完成課程可獲得	PADI	

Open	Water	Diver	證書。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訓練內容	 截止報名日期	

	 	 1/7	( 星期四 )	 10:00-19:00	 理論課及泳池訓練	

	 105
	 3/7	( 星期六 )	 10:00-19:00	 理論課及泳池訓練	

17/6
	 	 4/7	( 星期日 )	 08:00-15:00	 海上實習

	 	 10/7	( 星期六 )	 08:00-15:00	 海上實習

備註：

1.	 年滿 10 歲或以上身體狀況適合進行潛水活動及達到以下游泳要求 :

	 a.	潛水學員需要在水面徒手連續游200米或穿戴面鏡、呼吸管及蛙鞋連續游300米(不計時)。

	 b.	潛水學員在不借助任何游泳輔助器材水中游泳或飄浮 10 分鐘。

2.	 費用已包括教練費、活動來回車費及全套水肺裝備借用費。

3.	 參加者必須提供身高及體重以便安排水肺裝備。

4.	 參加者不可佩戴任何眼鏡進行活動，如有需要，請佩戴合適隱形眼鏡進行活動。

5.	 參加者在報名前請先確認自己的身體狀況是否適合參加，如患有一些不適宜潛水的疾

	 病，如哮喘、心臟病或耳膜受損等皆不宜參加。

6.	 參加者須自行購買保障涵括水上活動之個人保險。

7.	 需自備午餐。

8.	 是次課程將以廣東話教授，如有特別要求請聯絡康體部。

9.	 參加者需要準備泳衣、防曬衣、防曬液、太陽眼鏡、防曬帽、毛巾及替換衣物。

10.	 參加者於課程完成後可獲得 PADI 開放水域潛水員證書。

  PADI 進階開放水域潛水員課程
PADI Advanced Open Water Diver

地點	 ：本港開放水域

收費	 ：會員 :12 歲 $4,200、13 歲或以上 $3,900；

	 		來賓 :12 歲 $5,100、13 歲或以上 $4,700

對象	 ：12 歲或以上

名額	 ：3-8 人

協辦機構	：Diving	Adventure

在公開水域，學習和實踐潛水技巧。親自接觸海中世界，近距離與水中生物一同暢泳。完成課程可獲得 PADI	Advanced	Open	Water	Diver	證

書。

       
	 活動編號	 日期	 時間	 訓練內容	 截止報名日期	

	 	 1/7	( 星期四 )	 10:00-19:00	 理論課及泳池訓練	

	 106	 3/7	( 星期六 )	 10:00-19:00	 理論課及泳池訓練	
17/6

	 	 4/7	( 星期日 )	 08:00-15:00	 海上實習	

	 	 10/7	( 星期六 )	 08:00-15:00	 海上實習	

備註：

1.	 必須年滿 12 歲或以上及擁有有效 PADI 開放水域潛水員證書。

2.	 費用已包括教練費、活動來回車費及全套水肺裝備借用費。

3.	 參加者必須提供身高及體重以便安排水肺裝備。

4.	 參加者不可佩戴任何眼鏡進行活動，如有需要，請佩戴合適隱形眼鏡進行活動。

5.	 參加者在報名前請先確認自己的身體狀況是否適合參加，如患有一些不適宜潛

水的疾病，如哮喘、心臟病或耳膜受損等皆不宜參加。

6.	 參加者須自行購買保障涵括水上活動之個人保險。

7.	 需自備午餐。

8.	 是次課程將以廣東話教授，如有特別要求請聯絡康體部。

9.	 參加者需要準備泳衣、防曬衣、防曬液、太陽眼鏡、防曬帽、毛巾及替換衣物。

10.	 參加者於課程完成後可獲得進階開放水域潛水員證書。

新界區活動 新界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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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圖

A 座 2 樓康樂活動室

C 座地下兒童遊樂場及活動室

A 座 2 樓壁球場

C 座 1 樓康樂大堂

幼兒及青少年游泳班

地點	 ：本會 A座地下淺水池

對象	 ：4-18 歲會員子女

名額	 ：初級入門班 (2-3 人 )	;		

	 		技巧提升班 (2-4 人 )	;	

	 		進階強化班 (2-6 人 )

C 座 2 樓羽毛球場

泳池

B 座天台多用途球場

       
	 日期	 時間	 會員收費

	 5/7-26/7 逢星期一 ( 共 4 堂 )	 15:15-16:00	 $1,000

	 5/7-26/7 逢星期一 ( 共 4 堂 )	 16:00-16:45	 $1,000

	 5/7-26/7 逢星期一 ( 共 4 堂 )	 16:45-17:30	 $1,000

	 8/7-29/7 逢星期四 ( 共 4 堂 )	 15:15-16:00	 $1,000

	 8/7-29/7 逢星期四 ( 共 4 堂 )	 16:00-16:45	 $1,000

	 8/7-29/7 逢星期四 ( 共 4 堂 )	 16:45-17:30	 $1,000

	 3/7-31/7 逢星期六 ( 共 5堂 )	 13:15-14:00	 $1,250

	 3/7-31/7 逢星期六 ( 共 5堂 )	 15:00-15:45	 $1,250

	 3/7-31/7 逢星期六 ( 共 5堂 )	 15:45-16:30	 $1,250

	 4/7-25/7 逢星期日 ( 共 4 堂 )	 10:00-10:45	 $1,000

	 4/7-25/7 逢星期日 ( 共 4 堂 )	 10:45-11:30	 $1,000

	 4/7-25/7 逢星期日 ( 共 4 堂 )	 11:30-12:15	 $1,000

本會亦另設成人恆常游泳班給各會友參加，如有興趣可留意會內宣傳。

游泳班將於 6月 8日起接受報名，有興趣之會友歡迎到接待處索取恆常游泳班報名表。

幼兒及青少年游恆常泳班

本會由7月起與 EliteSwim	Academy 協辦提供不同程度的恆常泳班，讓不同年齡層的會友可以進一步提升泳術及培養對游泳的興趣。

EliteSwim	 Academy 由前香港游泳代表隊以及屢獲殊榮的香港游泳冠軍張健達 Kent	 Cheung 及王俊仁 Gary	Wong 創立，作為香港出色

的游泳學校之一，一直用心為學員提供全面發展卓越的游泳課程。他們亦著重於小班教學，希望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質素以及教

學效率，並同時創造一個安全的學習環境，讓學員能夠無顧慮地積極學習並且展現對游泳運動的熱愛和天賦。

幼兒及青少年恆常泳班將分為 3個程度：(以參加者的游泳水平而決定所選級別 )

	初級入門班：		集中學習基本水中安全技巧、水感、水中換氣，以及一些普通划手、踢水動作等基礎技巧。

	技巧提升班：		擁有不同基礎動作的技巧，集中學習不同泳式。提升學員的游泳技術水平以及耐力。

	進階強化班：		強化不同泳式動作、改善泳姿及換氣方式，提升游泳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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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坑銅鑼灣道 123 號    電話：2577-73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