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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g Kong Radio Control Soaring Society 

香港遙控滑翔飛行協會 

 

2019 年度主席報告 

****************************************************************************** 

親愛的會員, 

 

本人 非常榮幸向你們滙報本會過去一年的發展, 在此首先感謝本協會各位幹事和委員, 能夠在百忙 

 

之中抽空打理會務, 致使各項活動, 會議, 推廣, 比賽, 訓練, 埸地及飛行安全等事項能順利完成。 

 

在過去一年本協會新會員人數増加了十位, 而 Facebook 群組 (現有 441 成員), 新增 Instagram 群

組  

 

(粉絲: 38, 追縱: 60), 在協會網站, 定期不斷更新。讓更多人認識這地方有滑翔機飛行活動, 同時吸 

 

引很多人來觀看本會動態, 在此亦可作出宣傳和推廣這項有益身心活動, 藉此可以吸納更多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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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另本會在多次舉辦活動中, 能得到 Windrider R.S.B Aviation Ltd., KST,贊助獎品。  

在此鳴謝各大贊助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亞太地區每年舉行 F3F 颱風賽, 今年由香港主辦, 日期 24/10-26/10/19 在馬鞍山舉行. 今年共有二

十 

六位國際選手參加。香港隊再次奪得驕人成績! 亦感謝 F3F 組長和委員, 悉心策劃和籌備, 才能舉 

辦得非常成功。 

香港隊成績如下 :  

個人賽季軍 - CM Cheng 

團體亞軍 - Pegasus (Wing Wong, Sunny Tse, Philip Leung) 

團體季軍 – KMK (CM Cheng, Ray Leung, Lai Kwong Leung) 

 

2019 年香港 F3F 聯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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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如下 : 

個人賽冠軍 - Stanley Chan 

個人賽亞軍 - Leung Chi Sang 

個人賽季軍 - Wing Wong 

速男奬 - Sunny Tse  

團體冠軍 - Secret (Au Chi Fai, Leung Chi Sang, Leung Chi Wa) 

團體亞軍 - KMK (CM Cheng, Lai Kwong Leung, Ray Leung) 

團體季軍 - Pegasus (Angus Lee, Philip Leung, Wing Wong) 

再次恭喜各優勝者, 亦感謝各位隊員所付出的努力和參與, 讓我們繼續努力, 再創佳績! 

 

本協會在過去 2019 年舉辦了多項活動, 包括比賽, 聚餐, 飛行技術測試,  

藉著透過各項活動, 團結本會成員, 發揮互助互愛, 守望相助精神。 

EPP 活動 

今年 8 月中開始新增 (EPP 斜坡空戰賽和定點降落賽) , 以全年總分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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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8, 20/10, 24/11, 8/12/2019 舉行共七場 

   空戰賽成績如下 : 

   總冠軍 – David Chan 

   總亞軍 – Andy Ng 

   總季軍 – 三哥 

1.) 22/9, 8/12/2019 舉行共三場 

   定點降落賽成績如下: 

   總冠軍 – Chung Kwong Kuen 

   總亞軍 – Stanley Chan 

   總季軍 – Albert Ng 

2.) 7/2/2019 (地點 : 清水灣/西貢科技大學) 

在農歷大年初三, 舉辦了新春團拜採青和晚宴 

3.) 7/4/2019 (地點 : 飛鵝山) 

飛行技術驗證測試 



 

5 

 

在這此考核中, 由訓練部三哥負責監考, 共有 2 位會員參加測試。 

 

 

飛行安全 

 

1.) 遙控模型滑翔飛行是一項有益身心的活動，希望會員能夠遵守一些安全守則，以減少發生意

外的機會. (可參考夲網站飛行守則) 

 

 

 

 

機友們每逢星期六, 日或假期便去放機, 因此可能缺少時間陪伴家人, 有見及此, 本會舉辦多一

些聯繫活動, 藉此希望機友和家人可以一齊參與, 共敍天倫之樂, 亦可增進家人感情和機友們的

友誼。 

機友們所得之喜悅, 是用時間來付出, 可以同家人, 機友們感受及分享, 好似大家庭一樣。 

 

 

 

家庭同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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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5/6/2019 (地點 : 西貢)  

 

出海夜釣墨魚 

 

當日共有 21 位會員及 24 位親友參加 

 

2.) 14/9/2019 (地點 : 清水灣) 

中秋樂韻同歡聚 

 

當日共有 17 位會員及 15 位親友參加 

 

3.) 16/11/2019 (地點 : 大欖涌燒烤樂園) 

 

   燒烤及生日聯歡會 

  

當日共有 13 位會員及 8 位親友參加 

 

4.) 31/12/2019 ((地點 : 清水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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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除夕倒數 Hot Pot 夜 

 

當日共有 14 位會員及親友參加 

 

 

**************************************************************************************** 

2019 年已經過去, 前瞻本協會的未來發展, 還有很大的發展和進步空間。 

要使香港遙控滑翔飛行協會茁壯成長, 全有頼各執委, 會員們繼續支持, 參與和付出。 

感謝每一位會員對本會的支持。 

祝願各位在新的一年開心快樂, 身體健康, 上落平安! 

 

主席 林美娟 

2020 年 1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