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飛行總會」參觀活動申請事宜 

 

本會與「香港飛行總會」（Hong Kong Aviation Club）已就本會各童軍單

位於「香港飛行總會」進行參觀活動安排上達成共識，各童軍單位如欲參觀

「香港飛行總會」，必須必須必須必須依照下列程序辦理： 

 

1. 詳閱香港飛行總會基金的參觀須知，並填妥該會的「參觀團體申請

表」。 

 

2. 填妥「參觀團體申請表」後，寄交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寄交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寄交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寄交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9樓青少年活動署樓青少年活動署樓青少年活動署樓青少年活動署，以便本署統籌轉交「香港飛行總會」辦理。 

 

3. 待「香港飛行總會」確認有關申請後，該會將直接通知申請單位有關

批核結果。獲接納之申請單位，必須於活動舉行前 2個工作天提供參

加者名單，填妥「參觀團體資料」表後可透過傳真或電郵通知「香港

飛行總會」，以便該會作記錄。 

 

上述表格及資料可於青少年活動署索取，或從香港童軍總會網頁

http://www.scout.org.hk下載。如提交之文件資料不全，申請將不獲處理，申

請批核與否將由「香港飛行總會」作最終決定。此外，所有申請單位之活動

負責人於參觀活動進行前，必須確保未滿 18 歲之參加者填妥家長同意書，

而該等同意書則由活動負責人保存，待活動完畢後即銷毀。 

 

如查詢遞交申請事宜，請致電青少年活動署與活動幹事陳彩燕小姐（電

話：2957 6412）聯絡。如欲了解參觀詳情，請致電「香港飛行總會」與程

序幹事陳少梅小姐（電話：2712 4883）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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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your application of group visit. The group visit for your organization
would be arranged at ElOam-ll:3Oam I A 2:30pm-4pm on _/_/_(dd/mm/yy).
Please kindly arrive 5 minutes before the programme start.

: f l€(chop)

6)61-ft?l*,Hg
E.Hfi / Date :

Hh Hong Kong Aviation Club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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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飛行總會基金 

參觀須知 

申請安排 

1. 團體參觀須於參觀前最少兩星期辦理申請手續。 

2. 為加強參加者對飛行活動的認識，本基金會特別為參觀團體提供展覽導賞服務，講

解飛行知識。 

3. 入場人數應以申請信內列明人數為準，如有任何更改，請於參觀前通知本基金會職

員，每團參觀人數一般限 30-60 人。 

4. 如果團體需要更改或取消已預約的申請，團體必須於原定參觀日期前一個工作天通

知本會。 

5. 參觀團體的負責人活動時間前 5 分鐘到達，以便安排參觀細節。 

6. 團體在參觀當天如遇突發事件未能準時抵達，請致電 2712 4883 與本會聯絡，本會

盡可能安排另一參觀時間。然而，如團體遲到 30 分鐘而未有事先通知，本會可能

取消其參觀安排。 

7. 香港飛行總會基金保留所有參觀安排的決定權。 

場地秩序安排 

8. 參觀團體負責人必須維持團體紀律，確保參加者緊隨大隊及聆聽本會職員 / 導師指

示。 

9. 基於安全理由，本會禁止所有參加者於飛機維修部內奔跑、追逐或觸摸正進行檢查

維修的飛機，以免發生危險。 

10. 參加者切勿攀越圍欄，並小心照顧兒童。 

11. 參觀者請保持本館清潔，並請愛護花木。 

12. 除本會餐廳或特別安排外，禁止在會場內飲食。 

13. 請勿於本會室內範圍吸煙。 

惡劣天氣安排 

14. 如天文台發出雷暴警告、紅色暴雨警告、或懸掛三號熱帶氣旋警告，本會將會如常

開放進行展覽導賞及室內參觀，唯戶外參觀部份將會取消。本會職員將會視乎當日

天氣作出安排。 

15. 當八號或以上風球懸掛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時，本會將不會開放，而有關的團

體預約亦將會取消。另外在參觀期間遇上惡劣天氣，本

會戶外地方將會暫停開放。正在戶外的參觀者應遵守工

作人員指示到安全的地方暫避或離開本會。 

前往本會方法 

16. 如欲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可參閱本會位置圖。 

地址 ﹕九龍九龍城宋皇臺道 31 號地下 

巴士行經路線 ﹕106, 11, 11B,11K, 12A, 14, 15, 21, 3B, 

5, 5C, 5D, 61X, 75X, 796X, 85, 85A, 85B, 85C, 85S, 891, 

93K, N111, R22 

綠色小巴 ﹕2, 49, 69, 82M, 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