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租用日期 時段 租用團體名稱 性質 活動名稱

03/01/2020 早 踊樂社 跳舞 排排舞練習

03/01/2020 早 艷明舞蹈坊 跳舞 排排舞

03/01/2020 早 三陳義工團 跳舞 集體舞

03/01/2020 午 東區居民聯會 跳舞 集體舞班

03/01/2020 午 福昇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跳舞 集體舞班

03/01/2020 午 紅歌聲曲藝社 唱歌跳舞
健康好歌妙舞全

為您

03/01/2020 午 翡翠區居民協會 跳舞 集體舞班

03/01/2020 午 藝進美德婦女會 跳舞 集體舞班

03/01/2020 午 舞蕊藝社 跳舞 集體舞

03/01/2020 午 豐興樓互助委員會 跳舞 集體舞班

03/01/2020 午 舞出新天地 跳舞 集體舞

03/01/2020 午 模範邨居民協會 跳舞 集體舞班

03/01/2020 午 一心和諧聯會 跳舞 集體舞班

03/01/2020 午 模範邨C座互助委員會 跳舞 集體舞班

03/01/2020 午 繞月星曲藝社 唱歌跳舞
健康好歌妙舞全

為您

03/01/2020 午 毅志勵行社 跳舞 集體舞班

03/01/2020 午 南粵曲藝社 唱歌跳舞 健康好歌全為您

03/01/2020 午 濃情春曉曲社 唱歌跳舞
健康好歌妙舞全

為您

03/01/2020 晚 東區居民聯會 跳舞 集體舞班

03/01/2020 晚 福昇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跳舞 集體舞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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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用日期 時段 租用團體名稱 性質 活動名稱

03/01/2020 晚 紅歌聲曲藝社 唱歌跳舞
健康好歌妙舞全

為您

03/01/2020 晚 翡翠區居民協會 跳舞 集體舞班

03/01/2020 晚 藝進美德婦女會 跳舞 集體舞班

03/01/2020 晚 舞蕊藝社 跳舞 集體舞

03/01/2020 晚 豐興樓互助委員會 跳舞 集體舞班

03/01/2020 晚 舞出新天地 跳舞 集體舞

03/01/2020 晚 模範邨居民協會 跳舞 集體舞班

03/01/2020 晚 一心和諧聯會 跳舞 集體舞班

03/01/2020 晚 模範邨C座互助委員會 跳舞 集體舞班

03/01/2020 晚 繞月星曲藝社 唱歌跳舞
健康好歌妙舞全

為您

03/01/2020 晚 毅志勵行社 跳舞 集體舞班

03/01/2020 晚 南粵曲藝社 唱歌跳舞 健康好歌全為您

03/01/2020 晚 濃情春曉曲社 唱歌跳舞
健康好歌妙舞全

為您

05/01/2020 早 艷明舞蹈坊 跳舞 排排舞

05/01/2020 早 華麗舞軒 跳舞 排排舞

05/01/2020 早 蝶之戀舞軒 跳舞 排排舞

05/01/2020 早 艾美舞盈坊 跳舞 排排舞

05/01/2020 早 響叮噹舞蹈坊 跳舞 排排舞

05/01/2020 早 盈舞台 跳舞 排排舞

05/01/2020 午 Ethnic Minorities Fashion Group 綜合表演 Multicultural Show



租用日期 時段 租用團體名稱 性質 活動名稱

05/01/2020 午 艷明舞蹈坊 跳舞 排排舞

05/01/2020 午 華麗舞軒 跳舞 排排舞

05/01/2020 午 蝶之戀舞軒 跳舞 排排舞

05/01/2020 午 艾美舞盈坊 跳舞 排排舞

05/01/2020 午 響叮噹舞蹈坊 跳舞 排排舞

05/01/2020 午 盈舞台 跳舞 排排舞

29/01/2020 午 艷明舞蹈坊 跳舞 排排舞

29/01/2020 午 華麗舞軒 跳舞 排排舞

29/01/2020 午 盈舞台 跳舞 排排舞

29/01/2020 午 蝶之戀舞軒 跳舞 排排舞

29/01/2020 午 響叮噹舞蹈坊 跳舞 排排舞

29/01/2020 午 艾美舞盈坊 跳舞 排排舞

30/01/2020 午 艷明舞蹈坊 跳舞 排排舞

30/01/2020 午 華麗舞軒 跳舞 排排舞

30/01/2020 午 盈舞台 跳舞 排排舞

30/01/2020 午 蝶之戀舞軒 跳舞 排排舞

30/01/2020 午 響叮噹舞蹈坊 跳舞 排排舞

30/01/2020 午 艾美舞盈坊 跳舞 排排舞

02/02/2020 午 開心寶島舞舍 跳舞 跳舞唱歌

02/02/2020 午 儀美舞軒 跳舞 舞蹈

6/1-27/1期間維修射燈



租用日期 時段 租用團體名稱 性質 活動名稱

02/02/2020 午 巫社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02/02/2020 午 火玄舞社 唱歌跳舞 唱歌跳舞

02/02/2020 午 鈴爵舞軒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02/02/2020 午 支持舞舍 跳舞 舞蹈

02/02/2020 午 美之舞派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04/02/2020 午 貝詩舞軒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04/02/2020 午 開心寶島舞舍 跳舞 跳舞唱歌

04/02/2020 午 儀美舞軒 跳舞 舞蹈

04/02/2020 午 巫社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04/02/2020 午 火玄舞社 唱歌跳舞 唱歌跳舞

04/02/2020 午 鈴爵舞軒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04/02/2020 午 支持舞舍 跳舞 舞蹈

04/02/2020 午 美之舞派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04/02/2020 午 逸怡雅集曲藝社 跳舞 跳舞唱歌

04/02/2020 晚 羅亞方舟彩虹舞坊 跳舞 綜合舞蹈

04/02/2020 晚 喜樂軒 跳舞 綜合舞蹈

04/02/2020 晚 國標舞當之友 跳舞 綜合舞蹈

04/02/2020 晚 動感音律舞軒 跳舞 綜合舞蹈

04/02/2020 晚 舞動音韻藝術學會 跳舞 綜合舞蹈

04/02/2020 晚 迦南美地之友 跳舞 綜合舞蹈

04/02/2020 晚 香港國標舞蹈文化協會 跳舞 綜合舞蹈



租用日期 時段 租用團體名稱 性質 活動名稱

04/02/2020 晚 恩典標準舞軒 跳舞 綜合舞蹈

04/02/2020 晚 小天鵝研藝舞學會 跳舞 綜合舞蹈

04/02/2020 晚 玲駿舞軒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04/02/2020 晚 希軒舞社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04/02/2020 晚 薇韻天地 跳舞 社交舞

04/02/2020 晚 樂韻賢聚 跳舞 社交舞

04/02/2020 晚 瑞盛樓互委會 跳舞 社交舞

05/02/2020 午 東區居民聯會 跳舞 集體舞班

05/02/2020 午 福昇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跳舞 集體舞班

05/02/2020 午 紅歌聲曲藝社 唱歌跳舞
健康好歌妙舞全

為您

05/02/2020 午 翡翠區居民協會 跳舞 集體舞班

05/02/2020 午 舞蕊藝社 跳舞 集體舞

05/02/2020 午 舞出新天地 跳舞 集體舞

05/02/2020 午 毅志勵行社 跳舞 集體舞班

05/02/2020 午 南粵曲藝社 唱歌跳舞 健康好歌全為您

05/02/2020 午 濃情春曉曲社 唱歌跳舞
健康好歌妙舞全

為您

05/02/2020 午 藝進美德婦女會 跳舞 集體舞班

05/02/2020 午 儀美舞軒 跳舞 舞蹈

05/02/2020 午 逸怡雅集曲藝社 跳舞 跳舞唱歌

05/02/2020 午 華麗舞軒 跳舞 排排舞



租用日期 時段 租用團體名稱 性質 活動名稱

05/02/2020 午 艾美舞盈坊 跳舞 排排舞

05/02/2020 午 響叮噹舞蹈坊 跳舞 排排舞

05/02/2020 午 蝶之戀舞軒 跳舞 排排舞

05/02/2020 午 盈舞台 跳舞 排排舞

06/02/2020 晚 羅亞方舟彩虹舞坊 跳舞 綜合舞蹈

06/02/2020 晚 喜樂軒 跳舞 綜合舞蹈

06/02/2020 晚 國標舞當之友 跳舞 綜合舞蹈

06/02/2020 晚 動感音律舞軒 跳舞 綜合舞蹈

06/02/2020 晚 舞動音韻藝術學會 跳舞 綜合舞蹈

06/02/2020 晚 迦南美地之友 跳舞 綜合舞蹈

06/02/2020 晚 香港國標舞蹈文化協會 跳舞 綜合舞蹈

06/02/2020 晚 恩典標準舞軒 跳舞 綜合舞蹈

06/02/2020 晚 小天鵝研藝舞學會 跳舞 綜合舞蹈

06/02/2020 晚 薇韻天地 跳舞 社交舞

06/02/2020 晚 樂韻賢聚 跳舞 社交舞

06/02/2020 晚 瑞盛樓互委會 跳舞 社交舞

07/02/2020 早 踊樂社 跳舞 排排舞練習

07/02/2020 早 艷明舞蹈坊 跳舞 排排舞

07/02/2020 早 三陳義工團 跳舞 集體舞

07/02/2020 午 東區居民聯會 跳舞 集體舞班



租用日期 時段 租用團體名稱 性質 活動名稱

07/02/2020 午 福昇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跳舞 集體舞班

07/02/2020 午 紅歌聲曲藝社 唱歌跳舞
健康好歌妙舞全

為您

07/02/2020 午 翡翠區居民協會 跳舞 集體舞班

07/02/2020 午 舞蕊藝社 跳舞 集體舞

07/02/2020 午 舞出新天地 跳舞 集體舞

07/02/2020 午 藝進美德婦女會 跳舞 集體舞班

07/02/2020 晚 東區居民聯會 跳舞 集體舞班

07/02/2020 晚 福昇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跳舞 集體舞班

07/02/2020 晚 紅歌聲曲藝社 唱歌跳舞
健康好歌妙舞全

為您

07/02/2020 晚 翡翠區居民協會 跳舞 集體舞班

07/02/2020 晚 舞蕊藝社 跳舞 集體舞

07/02/2020 晚 藝進美德婦女會 跳舞 集體舞班

08/02/2020 午 陽光居士林 綜合
健體，靜坐，唱

歌及講座

08/02/2020 午 東區創意菁英會 綜合
健體，靜坐，唱

歌及講座

08/02/2020 午 篤篤先力馬 綜合
健體，靜坐，唱

歌及講座

08/02/2020 午 營影會 綜合
健體，靜坐，唱

歌及講座

10/02/2020 早 芷蘭歌藝團 唱歌 芷蘭粵曲研習班

10/02/2020 早 Health Education Alliance 唱歌
Chinese Opera

Singing Training

10/02/2020 早 踊樂社 跳舞 排排舞練習

10/02/2020 早 艷明舞蹈坊 跳舞 排排舞

10/02/2020 早 三陳義工團 跳舞 集體舞



租用日期 時段 租用團體名稱 性質 活動名稱

10/02/2020 午 豐興樓互助委員會 跳舞 集體舞班

10/02/2020 午 舞出新天地 跳舞 集體舞

10/02/2020 午 模範邨居民協會 跳舞 集體舞班

10/02/2020 午 一心和諧聯會 跳舞 集體舞班

10/02/2020 午 模範邨C座互助委員會 跳舞 集體舞班

10/02/2020 午 毅志勵行社 跳舞 集體舞班

10/02/2020 午 南粵曲藝社 唱歌跳舞 健康好歌全為您

11/02/2020 午 貝詩舞軒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11/02/2020 午 開心寶島舞舍 跳舞 跳舞唱歌

11/02/2020 午 儀美舞軒 跳舞 舞蹈

11/02/2020 午 巫社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11/02/2020 午 火玄舞社 唱歌跳舞 唱歌跳舞

11/02/2020 午 鈴爵舞軒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11/02/2020 午 支持舞舍 跳舞 舞蹈

11/02/2020 午 美之舞派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11/02/2020 午 逸怡雅集曲藝社 跳舞 跳舞唱歌

11/02/2020 晚 羅亞方舟彩虹舞坊 跳舞 綜合舞蹈

11/02/2020 晚 喜樂軒 跳舞 綜合舞蹈

11/02/2020 晚 國標舞當之友 跳舞 綜合舞蹈

11/02/2020 晚 動感音律舞軒 跳舞 綜合舞蹈

11/02/2020 晚 舞動音韻藝術學會 跳舞 綜合舞蹈

11/02/2020 晚 迦南美地之友 跳舞 綜合舞蹈

11/02/2020 晚 香港國標舞蹈文化協會 跳舞 綜合舞蹈



租用日期 時段 租用團體名稱 性質 活動名稱

11/02/2020 晚 恩典標準舞軒 跳舞 綜合舞蹈

11/02/2020 晚 小天鵝研藝舞學會 跳舞 綜合舞蹈

11/02/2020 晚 玲駿舞軒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11/02/2020 晚 希軒舞社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11/02/2020 晚 青麗動感 跳舞 跳舞

11/02/2020 晚 聲星薈萃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11/02/2020 晚 薇韻天地 跳舞 社交舞

11/02/2020 晚 樂韻賢聚 跳舞 社交舞

11/02/2020 晚 瑞盛樓互委會 跳舞 社交舞

12/02/2020 午 豐興樓互助委員會 跳舞 集體舞班

12/02/2020 午 舞出新天地 跳舞 集體舞

12/02/2020 午 模範邨居民協會 跳舞 集體舞班

12/02/2020 午 一心和諧聯會 跳舞 集體舞班

12/02/2020 午 模範邨C座互助委員會 跳舞 集體舞班

12/02/2020 午 毅志勵行社 跳舞 集體舞班

12/02/2020 午 南粵曲藝社 唱歌跳舞 健康好歌全為您

12/02/2020 午 貝詩舞軒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12/02/2020 午 儀美舞軒 跳舞 舞蹈

12/02/2020 午 華麗舞軒 跳舞 排排舞

12/02/2020 午 艾美舞盈坊 跳舞 排排舞

12/02/2020 午 響叮噹舞蹈坊 跳舞 排排舞

12/02/2020 午 蝶之戀舞軒 跳舞 排排舞



租用日期 時段 租用團體名稱 性質 活動名稱

12/02/2020 午 盈舞台 跳舞 排排舞

13/02/2020 午 華麗舞軒 跳舞 排排舞

13/02/2020 午 艾美舞盈坊 跳舞 排排舞

13/02/2020 午 響叮噹舞蹈坊 跳舞 排排舞

13/02/2020 午 蝶之戀舞軒 跳舞 排排舞

13/02/2020 午 盈舞台 跳舞 排排舞

13/02/2020 晚 羅亞方舟彩虹舞坊 跳舞 綜合舞蹈

13/02/2020 晚 喜樂軒 跳舞 綜合舞蹈

13/02/2020 晚 國標舞當之友 跳舞 綜合舞蹈

13/02/2020 晚 動感音律舞軒 跳舞 綜合舞蹈

13/02/2020 晚 舞動音韻藝術學會 跳舞 綜合舞蹈

13/02/2020 晚 迦南美地之友 跳舞 綜合舞蹈

13/02/2020 晚 香港國標舞蹈文化協會 跳舞 綜合舞蹈

13/02/2020 晚 恩典標準舞軒 跳舞 綜合舞蹈

13/02/2020 晚 小天鵝研藝舞學會 跳舞 綜合舞蹈

13/02/2020 晚 玲駿舞軒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13/02/2020 晚 希軒舞社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13/02/2020 晚 青麗動感 跳舞 跳舞

13/02/2020 晚 聲星薈萃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13/02/2020 晚 薇韻天地 跳舞 社交舞

13/02/2020 晚 樂韻賢聚 跳舞 社交舞

13/02/2020 晚 瑞盛樓互委會 跳舞 社交舞

14/02/2020 早 艷明舞蹈坊 跳舞 排排舞



租用日期 時段 租用團體名稱 性質 活動名稱

14/02/2020 早 三陳義工團 跳舞 集體舞

14/02/2020 午 豐興樓互助委員會 跳舞 集體舞班

14/02/2020 午 舞出新天地 跳舞 集體舞

14/02/2020 午 一心和諧聯會 跳舞 集體舞班

14/02/2020 午 模範邨C座互助委員會 跳舞 集體舞班

14/02/2020 午 繞月星曲藝社 唱歌跳舞
健康好歌妙舞全

為您

14/02/2020 午 濃情春曉曲社 唱歌跳舞
健康好歌妙舞全

為您

14/02/2020 午 巫社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14/02/2020 午 美之舞派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14/02/2020 晚 東區居民聯會 跳舞 集體舞班

14/02/2020 晚 福昇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跳舞 集體舞班

14/02/2020 晚 紅歌聲曲藝社 唱歌跳舞
健康好歌妙舞全

為您

14/02/2020 晚 翡翠區居民協會 跳舞 集體舞班

14/02/2020 晚 舞蕊藝社 跳舞 集體舞

14/02/2020 晚 藝進美德婦女會 跳舞 集體舞班

15/02/2020 午 陽光居士林 綜合
健體，靜坐，唱

歌及講座

15/02/2020 午 太古城居民聯誼會 綜合
健體，靜坐，唱

歌及講座

15/02/2020 午 東區青年會有限公司 綜合
健體，靜坐，唱

歌及講座

15/02/2020 午 篤篤先力馬 綜合
健體，靜坐，唱

歌及講座

15/02/2020 午 營影會 綜合
健體，靜坐，唱

歌及講座

15/02/2020 午 北角居民協會 #N/A #N/A

15/02/2020 午 北角居民協會青年會 綜合表演 新春聯歡

16/02/2020 午 Ethnic Minorities Fashion Group 綜合表演 Multicultural Show



租用日期 時段 租用團體名稱 性質 活動名稱

16/02/2020 午 貝詩舞軒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16/02/2020 午 玲駿舞軒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16/02/2020 午 希軒舞社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16/02/2020 午 青麗動感 跳舞 跳舞

16/02/2020 午 聲星薈萃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16/02/2020 午 逸怡雅集曲藝社 跳舞 跳舞唱歌

16/02/2020 午 北角居民協會 #N/A #N/A

16/02/2020 午 北角居民協會青年會 綜合表演 新春聯歡

17/02/2020 早 芷蘭歌藝團 唱歌 芷蘭粵曲研習班

17/02/2020 早 Health Education Alliance 唱歌
Chinese Opera

Singing Training

17/02/2020 早 踊樂社 跳舞 排排舞練習

17/02/2020 早 艷明舞蹈坊 跳舞 排排舞

17/02/2020 早 三陳義工團 跳舞 集體舞

17/02/2020 午 豐興樓互助委員會 跳舞 集體舞班

17/02/2020 午 舞出新天地 跳舞 集體舞

17/02/2020 午 模範邨居民協會 跳舞 集體舞班

17/02/2020 午 一心和諧聯會 跳舞 集體舞班

17/02/2020 午 模範邨C座互助委員會 跳舞 集體舞班

17/02/2020 午 繞月星曲藝社 唱歌跳舞
健康好歌妙舞全

為您

17/02/2020 午 濃情春曉曲社 唱歌跳舞
健康好歌妙舞全

為您

17/02/2020 午 火玄舞社 唱歌跳舞 唱歌跳舞

17/02/2020 午 支持舞舍 跳舞 舞蹈

18/02/2020 午 貝詩舞軒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18/02/2020 午 開心寶島舞舍 跳舞 跳舞唱歌



租用日期 時段 租用團體名稱 性質 活動名稱

18/02/2020 午 儀美舞軒 跳舞 舞蹈

18/02/2020 午 巫社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18/02/2020 午 火玄舞社 唱歌跳舞 唱歌跳舞

18/02/2020 午 鈴爵舞軒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18/02/2020 午 支持舞舍 跳舞 舞蹈

18/02/2020 午 美之舞派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18/02/2020 午 逸怡雅集曲藝社 跳舞 跳舞唱歌

18/02/2020 晚 羅亞方舟彩虹舞坊 跳舞 綜合舞蹈

18/02/2020 晚 喜樂軒 跳舞 綜合舞蹈

18/02/2020 晚 國標舞當之友 跳舞 綜合舞蹈

18/02/2020 晚 動感音律舞軒 跳舞 綜合舞蹈

18/02/2020 晚 舞動音韻藝術學會 跳舞 綜合舞蹈

18/02/2020 晚 迦南美地之友 跳舞 綜合舞蹈

18/02/2020 晚 香港國標舞蹈文化協會 跳舞 綜合舞蹈

18/02/2020 晚 恩典標準舞軒 跳舞 綜合舞蹈

18/02/2020 晚 小天鵝研藝舞學會 跳舞 綜合舞蹈

18/02/2020 晚 希軒舞社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18/02/2020 晚 青麗動感 跳舞 跳舞

18/02/2020 晚 聲星薈萃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18/02/2020 晚 薇韻天地 跳舞 社交舞

18/02/2020 晚 樂韻賢聚 跳舞 社交舞

18/02/2020 晚 瑞盛樓互委會 跳舞 社交舞

19/02/2020 午 豐興樓互助委員會 跳舞 集體舞班



租用日期 時段 租用團體名稱 性質 活動名稱

19/02/2020 午 模範邨居民協會 跳舞 集體舞班

19/02/2020 午 模範邨C座互助委員會 跳舞 集體舞班

19/02/2020 午 繞月星曲藝社 唱歌跳舞
健康好歌妙舞全

為您

19/02/2020 午 毅志勵行社 跳舞 集體舞班

19/02/2020 午 南粵曲藝社 唱歌跳舞 健康好歌全為您

19/02/2020 午 濃情春曉曲社 唱歌跳舞
健康好歌妙舞全

為您

19/02/2020 午 貝詩舞軒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19/02/2020 午 開心寶島舞舍 跳舞 跳舞唱歌

19/02/2020 午 逸怡雅集曲藝社 跳舞 跳舞唱歌

19/02/2020 午 華麗舞軒 跳舞 排排舞

19/02/2020 午 艾美舞盈坊 跳舞 排排舞

19/02/2020 午 響叮噹舞蹈坊 跳舞 排排舞

19/02/2020 午 蝶之戀舞軒 跳舞 排排舞

19/02/2020 午 盈舞台 跳舞 排排舞

19/02/2020 晚 北角衞理堂幼稚園 講座 家長工作坊

19/02/2020 晚 北角衞理堂幼稚園(炮台山) 講座 家長工作坊

20/02/2020 晚 羅亞方舟彩虹舞坊 跳舞 綜合舞蹈

20/02/2020 晚 喜樂軒 跳舞 綜合舞蹈

20/02/2020 晚 國標舞當之友 跳舞 綜合舞蹈

20/02/2020 晚 動感音律舞軒 跳舞 綜合舞蹈

20/02/2020 晚 舞動音韻藝術學會 跳舞 綜合舞蹈

20/02/2020 晚 迦南美地之友 跳舞 綜合舞蹈



租用日期 時段 租用團體名稱 性質 活動名稱

20/02/2020 晚 香港國標舞蹈文化協會 跳舞 綜合舞蹈

20/02/2020 晚 恩典標準舞軒 跳舞 綜合舞蹈

20/02/2020 晚 小天鵝研藝舞學會 跳舞 綜合舞蹈

20/02/2020 晚 玲駿舞軒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20/02/2020 晚 希軒舞社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20/02/2020 晚 青麗動感 跳舞 跳舞

20/02/2020 晚 聲星薈萃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20/02/2020 晚 薇韻天地 跳舞 社交舞

20/02/2020 晚 樂韻賢聚 跳舞 社交舞

20/02/2020 晚 瑞盛樓互委會 跳舞 社交舞

21/02/2020 早 踊樂社 跳舞 排排舞練習

21/02/2020 早 艷明舞蹈坊 跳舞 排排舞

21/02/2020 早 三陳義工團 跳舞 集體舞

21/02/2020 午 鈴爵舞軒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21/02/2020 午 美之舞派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21/02/2020 晚 東區居民聯會 跳舞 集體舞班

21/02/2020 晚 福昇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跳舞 集體舞班

21/02/2020 晚 紅歌聲曲藝社 唱歌跳舞
健康好歌妙舞全

為您

21/02/2020 晚 翡翠區居民協會 跳舞 集體舞班

21/02/2020 晚 舞蕊藝社 跳舞 集體舞

21/02/2020 晚 藝進美德婦女會 跳舞 集體舞班

22/02/2020 午 太古城居民聯誼會 綜合
健體，靜坐，唱

歌及講座



租用日期 時段 租用團體名稱 性質 活動名稱

22/02/2020 午 東區青年會有限公司 綜合
健體，靜坐，唱

歌及講座

22/02/2020 午 東區創意菁英會 綜合
健體，靜坐，唱

歌及講座

24/02/2020 早 芷蘭歌藝團 唱歌 芷蘭粵曲研習班

24/02/2020 早 Health Education Alliance 唱歌
Chinese Opera

Singing Training

24/02/2020 早 三陳義工團 跳舞 集體舞

24/02/2020 午 豐興樓互助委員會 跳舞 集體舞班

24/02/2020 午 模範邨居民協會 跳舞 集體舞班

24/02/2020 午 一心和諧聯會 跳舞 集體舞班

24/02/2020 午 繞月星曲藝社 唱歌跳舞
健康好歌妙舞全

為您

24/02/2020 午 毅志勵行社 跳舞 集體舞班

24/02/2020 午 南粵曲藝社 唱歌跳舞 健康好歌全為您

24/02/2020 午 濃情春曉曲社 唱歌跳舞
健康好歌妙舞全

為您

24/02/2020 午 火玄舞社 唱歌跳舞 唱歌跳舞

24/02/2020 午 支持舞舍 跳舞 舞蹈

25/02/2020 午 貝詩舞軒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25/02/2020 午 開心寶島舞舍 跳舞 跳舞唱歌

25/02/2020 午 儀美舞軒 跳舞 舞蹈

25/02/2020 午 巫社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25/02/2020 午 火玄舞社 唱歌跳舞 唱歌跳舞

25/02/2020 午 鈴爵舞軒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25/02/2020 午 支持舞舍 跳舞 舞蹈

25/02/2020 午 美之舞派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租用日期 時段 租用團體名稱 性質 活動名稱

25/02/2020 午 逸怡雅集曲藝社 跳舞 跳舞唱歌

25/02/2020 晚 羅亞方舟彩虹舞坊 跳舞 綜合舞蹈

25/02/2020 晚 喜樂軒 跳舞 綜合舞蹈

25/02/2020 晚 國標舞當之友 跳舞 綜合舞蹈

25/02/2020 晚 動感音律舞軒 跳舞 綜合舞蹈

25/02/2020 晚 舞動音韻藝術學會 跳舞 綜合舞蹈

25/02/2020 晚 迦南美地之友 跳舞 綜合舞蹈

25/02/2020 晚 香港國標舞蹈文化協會 跳舞 綜合舞蹈

25/02/2020 晚 恩典標準舞軒 跳舞 綜合舞蹈

25/02/2020 晚 小天鵝研藝舞學會 跳舞 綜合舞蹈

25/02/2020 晚 玲駿舞軒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25/02/2020 晚 青麗動感 跳舞 跳舞

25/02/2020 晚 聲星薈萃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25/02/2020 晚 薇韻天地 跳舞 社交舞

25/02/2020 晚 樂韻賢聚 跳舞 社交舞

25/02/2020 晚 瑞盛樓互委會 跳舞 社交舞

26/02/2020 午 模範邨居民協會 跳舞 集體舞班

26/02/2020 午 一心和諧聯會 跳舞 集體舞班

26/02/2020 午 模範邨C座互助委員會 跳舞 集體舞班

26/02/2020 午 繞月星曲藝社 唱歌跳舞
健康好歌妙舞全

為您

26/02/2020 午 毅志勵行社 跳舞 集體舞班

26/02/2020 午 南粵曲藝社 唱歌跳舞 健康好歌全為您



租用日期 時段 租用團體名稱 性質 活動名稱

26/02/2020 午 濃情春曉曲社 唱歌跳舞
健康好歌妙舞全

為您

26/02/2020 午 開心寶島舞舍 跳舞 跳舞唱歌

26/02/2020 午 華麗舞軒 跳舞 排排舞

26/02/2020 午 艾美舞盈坊 跳舞 排排舞

26/02/2020 午 響叮噹舞蹈坊 跳舞 排排舞

26/02/2020 午 蝶之戀舞軒 跳舞 排排舞

26/02/2020 午 盈舞台 跳舞 排排舞

27/02/2020 午 華麗舞軒 跳舞 排排舞

27/02/2020 午 艾美舞盈坊 跳舞 排排舞

27/02/2020 午 響叮噹舞蹈坊 跳舞 排排舞

27/02/2020 午 蝶之戀舞軒 跳舞 排排舞

27/02/2020 午 盈舞台 跳舞 排排舞

27/02/2020 晚 玲駿舞軒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27/02/2020 晚 希軒舞社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27/02/2020 晚 青麗動感 跳舞 跳舞

27/02/2020 晚 聲星薈萃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28/02/2020 早 艷明舞蹈坊 跳舞 排排舞

28/02/2020 早 三陳義工團 跳舞 集體舞

28/02/2020 午 模範邨居民協會 跳舞 集體舞班

28/02/2020 午 一心和諧聯會 跳舞 集體舞班

28/02/2020 午 繞月星曲藝社 唱歌跳舞
健康好歌妙舞全

為您

28/02/2020 午 毅志勵行社 跳舞 集體舞班

28/02/2020 午 南粵曲藝社 唱歌跳舞 健康好歌全為您



租用日期 時段 租用團體名稱 性質 活動名稱

28/02/2020 午 濃情春曉曲社 唱歌跳舞
健康好歌妙舞全

為您

28/02/2020 午 巫社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28/02/2020 午 鈴爵舞軒 唱歌跳舞 跳舞唱歌

28/02/2020 晚 東區居民聯會 跳舞 集體舞班

28/02/2020 晚 福昇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跳舞 集體舞班

28/02/2020 晚 紅歌聲曲藝社 唱歌跳舞
健康好歌妙舞全

為您

28/02/2020 晚 翡翠區居民協會 跳舞 集體舞班

28/02/2020 晚 舞蕊藝社 跳舞 集體舞

28/02/2020 晚 藝進美德婦女會 跳舞 集體舞班

29/02/2020 早 樂康婦女會 綜合表演 粵曲綜合表演

29/02/2020 早 紫荊樂苑 綜合表演 粵劇/綜合表演

29/02/2020 早 晴怡軒 綜合表演 粵曲/綜合表演

29/02/2020 午 樂康婦女會 綜合表演 粵曲綜合表演

29/02/2020 午 紫荊樂苑 綜合表演 粵劇/綜合表演

29/02/2020 午 晴怡軒 綜合表演 粵曲/綜合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