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炮臺公園市球場

冬季運動會
12月2日—2月27日，每週一、週三、
週五開放（除12月26日和1月2外）。
下午3:30－ 5：00 ，免費開放！
歡迎到此開展戶外活動，足球、奪
旗橄欖球、曲棍球，活動內容豐富多
彩；既可參加專門組織的活動，也可
以自娛自樂； 提供各種活動設施；
年滿7歲以上皆可參加。

6水上樂園

兒童國際象棋
從1月3日- 4月4日每週二皆開放；
對象：5－7歲兒童；下午3:30 - 
4:15；
收費： 14節課共收 280美元；
對象：7歲及以上兒童；下午4:30 - 
5:30 ；
收費：14節課收308美元；
通過生動的故事掌握象棋術語，通
過開展趣味比賽和各種活動開發兒
童智力；不論老幼，皆可到此領略
這一古老遊戲裨益身心的魅力。

6水上樂園

故事和歌曲
1月4日- 4月5日每週三工放；
課程 A對象：6個月到3歲半兒童；
上午 9:40 - 10:20 ；
課程B對象：13個月到3歲半兒童；上
午 10:30 - 11:10；
課程 C對象：13個月到3歲半兒童；
上午11:20 - 12:00；
收費：14節課收335美元；
大人與小孩一起體驗現場音樂表
演、進行創意講故事；聘請專業音
樂家通過歌曲、動作和舞蹈開發兒
童審美心智；提供各種樂器。

6水上樂園

學齡前兒童遊與藝術
 1月5日- 4月6日每週四開放；
課程 A：上午10 - 11:30；
課程 B：下午3:30 - 5:00；
收費： 14 節課收350美元；
引導兒童自由發揮，激發其想像力
和好奇心；在趣味故事會、穿衣裝
扮、搭積木、玩具車等活動中度過
歡樂時光；大人可與小孩一起參加
藝術活動，如繪畫、泥塑等。

SHS 社區Y 中心

網球課
1月7日- 2月11日每週六開放（6課
時）；
3月4日 - 4月8日每週六開放（6課
時）；下午
3:30-4:15；
(一級初學班： 8-13 歲)
下午4：15-5：00；
(二級初學班： 8-13歲)；下午
5-5:45；
(中級班：13-16 歲)；
收費：CCSHS 年度會員可免費參加
6課時的學習；非會員收60 美元，
學會內容包括：擊球動作要領、球
場站位以及身體移動技巧；掌握網
球的各項基本功、打好基礎；球有
供應，但須自帶球拍；教練： Kim 
Champion

SHS 社區Y 中心

游泳課
1月8日- 2月26日每週日開放（8課
時）；3月5 - 4月23日每週日開放（8
課時）；
下午1-1:45：（一級初學班）；
下午1:45-2:30（二級初學班）；
下午2-2:30（中級班）
下午3:15-4（高級班）；
收費：CCSHS年度會員免費參加8課
時學習；非會員學員收取
80 美元；通過學習游泳增強自信
心；學習內容包括水上安全技巧、
以及各種可終身練習的身體運動； 
招收對象：6到12歲兒童；
提供私人游泳課程；欲瞭解詳情，
可發郵件至：
communitycenter@bpcparks.org。

6水上樂園

大人和小孩瑜伽
1月9日- 2月27日每週一開放（1月16日
和2月20除外）；
收費：6課時收138美元；
3月6日 - 4月24日每週一開放；
收費： 8 課時182美元；
課程 A：下午1：00 - 2:15；
課程 B：下午2:30 - 3:45；在支持性
環境中學習各種瑜珈動作，特別適
合初為人父人母者以及新生兒及學
步兒童。

6水上樂園

星空下的故事
每週六下午 4點-6 點開放；須預先
登記；
課程1：1月21日；
特色：可攜式天象儀；
課程2：2月4日；
特色：說書人為Julie Pasqual；
課程3：3月25日；
特色：借“天淵”以窺春分；
內容：星座名稱由來；日照變化探
由；夜空下家庭篝火煦暖天倫之樂；
露營探究宇宙奧秘；室內天文學知識
講座；故事會；藝術活動；以及露營
主題遊戲；
保證每晚都樂趣多多；適於六歲以
上兒童。

NELSON A. ROCKEFELLER 公園

早春園藝
3月21日- 4月25日每週二開放，下午
3:45–5；
收費：6課時收120美元；
在兒童花園裏植樹種花，度過別樣
春天；躬臨綠色實踐、親手堆肥；適
合6到10歲、喜愛大自然不怕玩得一
身髒的兒童。
 

6水上樂園

象棋比賽
4月2日周日；
上午8:45開門；9時15分比賽開始；
收費：30美元
年齡：5-12歲
比賽為瑞士式國際象棋，為每位
參賽者創造學習、競爭的機會，並
激發他們對象棋的興趣；下午1點
鐘頒獎。

6水上樂園

老幼皆宜的地球日故事
4月22日週六上午11時，炮臺公園市
市將舉行活動慶祝地球 日，歡迎
參加！奧內達加人兼烏龜家族成員
PerryGround是一名傳統的說書人，
將為大家講述地球母親的故事。.

氣候博物
館
2月21日週
二；
主講人：Mi-
randa 
Massie，他
是氣候博
物館的創始

人和主任。聽眾可瞭解創建美國首
個氣候博物館的用意，乃是借此建
立一個永久而專用的中心，提高公
眾參與度，提高其對氣候問題、解
決方案的認識。就博物館的展覽
和專案展開討論，共商可持續發展
大計。

標記時間、標記空間：

曼哈頓下城  

過去與現在
2月7日週二；
cultureNOW 主持人Abby Suckle 
將 帶來一場富於啟發性的演說，
內容包括城市考古專案和以圖形方
式展示紐約市發展歷程的方案，為
聽眾演示這座城市的地理歷史，並
圍繞如何建設更加有彈性的城市
功能而提出建設性問題，激發人們
對之認真思考。
 

透析新的9/11紀念中心的獨到
設計1月31日週二開放；
9/11紀念中心由9/11家庭協會發起，
講述9/11事件－由倖存者、遇難者
家人以及現場救援人員從事件的後
果餘波一路講述到人們終獲身心康
復。聆聽新的中心如何將故事融入
富於創意的設計之中，並不斷擴展
其使命內涵，激勵來訪者無私奉獻、
利他利人。

格魯吉亞奧
基夫的紐
約年
3月7日週二
很多人都熟
知 O’Keeffe
以及她的花
系列繪畫，
不過你或許

不知道她的紐約年。她是重要參展
藝術家，與同時代的偉大藝術家交
往甚密。她的男友是攝影師 Alfred 
Stieglitz。藝術家兼教育家 Marla 
Lipkin 將領著你重溫這位年輕藝
術家的在紐約度過的人生傳奇。

網格城市： 
紐約的形成
3月28日週二；
曼哈頓的街道
網路被人們稱
作城市規劃
的“敗筆”或
者“西方文明
史中最富創見
的設計”。總

之，愛之者愛之入心，貶之者貶之入
骨。Gerard Koeppel 的新著娓娓講
述了紐約的獨特發展歷程。 

6水上樂園

冬日晤談  下午1點開始，免費！

要註冊位於6水上樂園的課程，請發電郵至：:  
registration@bpcparks.org

要註冊社區中心的課程，
請致電646-210-4292或發電郵至： communitycenter@bpcparks.org 

SHS 社區Y 中心

哈達瑜伽
1月2 - 4月24日每週一開放，下午7
時到8時；
收費：CCSHS 年度會員免費；其他人
需購票入內；
學習各種姿勢和放鬆技術，並從緩
慢舒展的運作中逐漸提高能量水
準。教練：  Molly Heron

SHS 社區Y 中心

有氧運動游泳鍛煉
1月2日 - 4月24日每週一開放，下午
7:30 – 8:15；
收費：CCSHS 年度會員免費；其他人
需購票入內；
訓練內容包括短速遊、長距遊和間
歇遊，以提高速度、耐力和整體體
質；學員須能夠遊滿40圈、經驗豐富
且年滿14歲以上。  

SHS 社區Y 中心

全身拳擊運動
 1月2日 - 4月26日每週一開放，下
午7 – 8:30；
收費：CCSHS 年度會員免費；其他人
需購票入內；
訓練自衛技能、提升全面體質；該
運動的生物力學需要選手全面發展
腿部以上力量，故能全面提升整體
體能。教練：
 Paul Diaz-Larui

SHS 社區Y 中心

游泳課
1月3日- 2月22日及2月28日- 4月19
日的每週二和每週三（所有課程都
為8課時）；
上午7 - 7:45：初學班；
下午7:45 – 8:30：高級班 
收費：8課時對CCSHS 年度會員免
費，對非會員收取80美元；
青少年和成人可在此學習、掌握水
上安全技能，可挽救生命可受益終
身，由此極大提振自信心。學員若
已有一定基礎，可在此進一步精進
技藝。開有私人游泳課程。欲瞭解
詳情，可發郵件至：communitycen-
ter@ bpcparks.org

SHS 社區Y 中心

核心健身流
1月3日- 2月28日以及 3月28 - 4
月25日每週二下午7:15 – 8:15 開
放。
收費：CCSHS 年度會員免費，其他
人需購票入內；
目標：開發潛在力量，恢復青春活
力，提升平衡感。

SHS 社區Y 中心

全場籃球
1月4日- 4月26日每週三下午
7 – 9:30開放；1月7日- 4月29日
每週六
下午1時於6時開放。
收費：CCSHS 年度會員免費，其他
人員需購票入入內。
整個冬天體育館六樓都開放，籃球
愛好者可在此進行有組織的全場
比賽。

6水上樂園

炮臺公園市市成人合唱團  
1月4日- 4月26日每週三開放，下午
1時到2時；
免費！
合唱團由教堂街音樂和藝術學校派
人擔任指揮，向社區所有喜歡歌唱
的成人開放。可在此學習現代和經
典歌曲，並全年表演社區節目。欲
瞭解更多詳情，可聯繫：registra- 
tion@bpcparks.org。

SHS 社區Y 中心

BPC 跑步俱樂部 
1月5日- 4月27日每週四開放，
下午7 – 7:45，免費！
先熱身，然後沿著炮臺公園市散步
大道來回慢跑2.4 英里。公園規劃
領導人在現場指導熱身和緩和運
動，確保步速適合全部參與者。集
合地點：公園規劃領導人345號SHS 
社區中心。

SHS 社區Y 中心

太極
1月5日- 4月27日每週四開放，下午
7:15 - 8:15。
收費：CCSHS 年度會員免費；其他人
需購票入內；
長肌肉、長力量，提高柔性度和平
衡感，增進有氧條件；太極有益
於增強力量、提高身心專注力。教
練：Alex Hing

SHS 社區Y 中心

羽毛球
1月5日- 4月27日每週四下午7- 
9:30開放；
1月8日- 4月30日每週日下午1 - 
5:30開放；
收費：CCSHS 年度會員免費，其他
人需購票入內；
羽毛球場地有三個，適合各種水準
人員。
提供球拍和球。

6水上樂園

青少年之夜
1月6日- 4月7日每週五下午4時至7
時開放（1月13日和2月17日除外）
7-12年級免費！
歡迎來此度過幾個小時的閒適時
光，認識新老朋友。有乒乓球、足
球、真人大小的象棋等豐富活動！
還有 花絮、卡拉OK、社區中心之夜
等特色活動。實為放鬆身心的絕佳
去處！欲知最新消息，可訪問：www.
bpcparks.org。

6水上樂園

老年運動隊
1月6日- 4月28日每週一、每週五開
放，上午10:30-11:45，免費！
這是一個由成人和老年人組成的團
隊，所練習的全身運動適合不同體
質的人群。有教練，課程設計著眼
於提高柔韌性、關節穩定性、平衡
感、協調性、靈活性、肌肉力量和心
血管耐力。環境優美，氣氛和諧，如
此運動，必能增進健康與活力。

   

SHS 社區Y 中心

青少年室外籃球
1月7日- 4月29日每週六下午1時至
3時開放；
收費：CCSHS 年度會員免費，其他
人需購票入內；未滿18歲非會員須
由父母或監護人陪同。
年齡：12歲到16歲。
整個冬天均開放，可在體育館三樓
打趣味籃球和非正式籃球比賽。

75 炮臺廣場

2017 年度藝術展 
開幕式：1月29日週六下午1時至3時；
藝術展出：1月30日—3月31日每週一
至週五下午2時至4時；
展出作品來自各年齡段的選手，他們
參加了各種藝術專案。歡迎參加1月29
日周日的開幕式。地點為：炮臺公園
市市辦公總部。
.

6水上樂園

成人藝術：人體素描
2月1日——3月29日每週三下午2時至
5時開放。
收費：9課時只收材料費50美元。 
使用不同的材料進行人體素描，提
高藝術技能。有模特擺出姿式，時
間或長或短，供學員臨摹。藝術家兼
教育家 Marla Lipkin 將親臨現場
指導、點評。 

6水上樂園

情人節禮物製造工廠
2月12日周日上午11點
至下午1點，
免費！
須提前登記。
空間有限。愛情在召喚！
用提供的材料通過拼貼、剪裁、粘
貼製成精美卡片，成功自製情節情
禮物，讓自己變得與眾不同！歡迎
五歲及以上兒童參加。

6水上樂園

父母積木工廠
2月24日週五開放
課程1：下午1:30-3:00
課程2：下午6:00-7:30 免費！
須預告登記。
專注於挖掘積木遊戲的教育意義，
特別是考慮到大人的參與，本工廠
特為父母們提供親身體驗、並闡明 
積木遊戲與不同類型智力開發的關
係。參與者還將學以致用，利用所
學到的知識促進小孩的智力發育。
主事者為Doug Van Horn，他是炮
臺公園市市教育與自由專案部的高
級經理。

讚揚ELIEWIESEL：社區

的一個朗讀之夜 
1月29日周日下午3時至9時；
地點：猶太遺址博物館――銘記
大屠殺的活化
Edmond J. Safra Plaza 
36 Battery Place 
646.437.4202 
www.mjhnyc.org

主事者：ElishaWiesel、To-
vahFeldshuh、Alice-
Greenwald、Sheldon 
Harnick、SheilaNevins、Dr. 
RuthWestheimer、RuthWisse等
人。
 
社會名流、高朋勝友以及社區領導
人在臺上進行馬拉松式的朗讀，
朗讀作品是Elie Wiesel的開創
性巨作“夜”。朗讀從當日下午開
始，一直延續到夜晚。聽眾免費入
場，參加活動的還有倖存者和工
件捐助者，他們將一直伴隨活動
始終。歡迎參加這一活動。早到
早入座。 

免費
并设有模拟铸造室.
 
因为炮台公园市与社区建立了
可靠的伙伴关系，故可在www.
mjhnyc.org上观看视频直播。 



BPCA負責人 SHARIC. HYMAN 致辭

時已入冬，天氣漸寒，誠邀你加入我們的2017年冬季系列活動。屆時，炮臺公園
市將陸續舉辦超過450項活動，如星光下講故事系列、積木遊戲工廠、冬日晤談、
少年之夜等，內容之豐富足以吸引所有人的興趣。

 

過去一年裏，炮臺公園市推出的系列活動好評如潮，共吸引約60,000人參加數百
場免費的社區活動，包括藝術、遊戲和休閒活動。展望2017年，我們竭誠您加入
以上詳細介紹的活動，同時我也深信，在2017年我們的各項工作必將取得更好
的成績！

保持聯繫

www.bpcparks.org

關注 Facebook, 

Twitter 和 Instagram  

@bpcparks

To register for programs at the Community Center,  
call 646-210-4292 or email: communitycenter@bpcparks.org 

6水上樂園

水上樂園恭候您前來舉行節日聚會、冬季會議或者生日慶祝活動。

炮臺公園市市球場

位於西街，亦即穆雷街和華倫街之間 

史蒂文森高中社區中心

炮臺公園市市錢伯斯街345號

電話:212-267-9700（日），646-210-9242（夜）www.bpcparks.org

為了向客戶提供最佳的場地服務，凡有

租用申請，務必於正式租用場地前一個

月送達我處。

關於場地的參觀、預訂以及更多資訊，

請聯繫

活動協調人員，郵箱地址：

6riverterrace@bpcparks.org

冬季 

(12月1日- 2月28日) 

週一至週五上午10時至晚上8時，

週六日上午9時至晚上8時。

夏季  

(3月1日- 6月30日)

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至晚上9時；

週六、日：上午8時至晚上9時

年度費用全免會員

成人(18歲有以上)：199美元

炮臺公園市市居民：179美元

青少年，老年人（62歲及以上）：79

美元

炮臺公園市市戶口青少年、老年人及軍

人：59美元

日票票價

在人：15美元

青年、老人、軍人及炮臺公園市居

民：10美元

開放時間

1月至4月

週一至週五：上午7時至晚上10時

水上樂園功能多樣（占地2000平方英尺），設有與街面平齊的殘障人

員通道，窗戶總面積達350平方英尺，自然採光充足，可暢觀公園與哈

德遜河美景。

持續時間2小時的活動門票為600美元，且前後皆留出一小時時間用於

準備工作和清理工作。炮臺公園市市社區組織的活動以及其他非盈利

性活動標價可打折。租金包含對公園工員維護活動之勞動的支付。

如欲申請可訪問： www.bpcparks.org。

面向群眾，全年開放，包括壘球、踢球、極限飛盤、曲棍球、足球,

和英式足球。雖然大多數時間場地供青少年使用，成人亦受歡迎。欲

申請使用炮臺球場，可訪問： www.bpca.ny.gov/apply/permits.

該社區中心價格適宜，是休閒、體育、游泳、健身的方便去處。內

設：

•半個奧林匹克標準大小的熱水游泳池

•減肥、健身房

•兩個籃球場

•舞蹈工作室，設有鏡牆及鋼管

•瑜伽、太極、核心健身流、羽毛球、拳擊等面向會員的免費專案

•特色活動及租賃服務

2017年冬季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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