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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香港童軍 110周年  –  全港模擬飛行邀請賽  

2021 年為香港童軍成立 110 周年，為慶祝這個重要的里程碑，香港童軍總會以「竭盡所

能、服務社群」為主題，舉辦一連串具代表性的大型慶祝活動，當中包括由航空訓練中心於

本年 11 月至 12 月期間舉辦的「全港模擬飛行邀請賽」，冀能發揮童軍竭盡所能精神，推廣

多元童軍運動。比賽詳情臚列如下： 

 

比賽項目  組別  日期  時間  地點  

Drawing in the Sky 

110th Anniversary  

畫出110周年 

挑戰組 

（童軍成員及 

    非童軍成員） 

2021年11月20日 

至 

2021年12月15日期間 

網上社交平台 

童軍組（1） 

（童軍支部） 

2021年12月18日

（星期六） 
1200 – 1700 

灣仔日善街23號

香港童軍百周年

紀念大樓10樓 

公開組（1） 

（非童軍成員） 

The Slowest Flight 

邊個夠我慢 

童軍組（2） 

（深資童軍支部） 

公開組（2） 

（非童軍成員） 

The Longest 

Landing 

邊個夠我耐 

童軍組（3） 

（樂行童軍支部、 

 領袖或會務委員） 

公開組（3） 

（非童軍成員） 

 

參 加 資 格 ： 1. 童軍成員： 

1.1. 持有有效童軍紀錄冊之童軍支部或以上青少年成員；或 

1.2. 持有有效領袖委任書或教練員委任證之各級領袖；或 

1.3. 持有有效會務委員委任證之各級會務委員。 

2. 非童軍成員： 

2.1. 香港註冊並提供正規課程的中學或院校之學生或教職員；或 

2.2. 接受民政事務局經常資助的制服團體之已註冊之青少年或成年成

員；或 

2.3. 根據《稅務條例》第88條獲豁免繳稅並以青少年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公

共性質慈善機構之已註冊之青少年會員或職員。 

 



比 賽 組 別 

 

： 比賽共分七個組別： 

1. 挑戰組 — 在 2021 年 11 月 20 日當日年滿 11 歲人士； 

2. 童軍組（1） — 持有有效童軍紀錄冊之童軍支部成員； 

3. 童軍組（2） — 持有有效深資童軍紀錄冊之深資童軍支部成員； 

4. 童軍組（3） — 持有有效樂行童軍紀錄冊之樂行童軍支部成員、有效領

袖委任書或教練員委任證之各級領袖或有效會務委員

委任證之各級會務委員； 

5. 公開組（1） — 在比賽當日年滿 11 歲而未滿 16 歲人士； 

6. 公開組（2） — 在比賽當日年滿 15 歲而未滿 21 歲人士； 

7. 公開組（3） — 在比賽當日年滿 18 歲人士。 

 

比賽以個人形式進行，每名參賽者最多可以報名參加兩個比賽組別。 

 

比 賽 內 容 ： 1. Drawing in the Sky 110th Anniversary 畫出110周年 – 挑戰組 

參賽者於指定期間內，自行安排以模擬飛行軟件用飛機尾迹畫出一幅慶祝

香港童軍成立110周年的作品，並上傳至指定的社交平台。評審主要以該

作品於2021年12月16日當天中午12:00在該社交平台所獲得的「讚好／

Like」數量為準則進行評分。 

 

2. Drawing in the Sky 110th Anniversary 畫出110周年 – 童軍組（1）及公開

組（1） 

參賽者於航空訓練中心所指定的時間內，以模擬飛行軟件內的Cessna 172

飛機尾迹畫出一幅慶祝香港童軍成立110周年的作品。評審主要以作品的

美觀及完成時間為準則進行評分。 

 

3. The Slowest Flight 邊個夠我慢 

參賽者使用 Diamond DA-20 於指定的賽事場地及高度，以慢速飛越指定

的距離。評審主要以參賽者操控飛行模擬器的準確度、完成時間及穩定度

為準則進行評分。 

 

4. The Longest Landing 邊個夠我耐 

參賽者使用 Diamond DA-20 於指定的賽事場地上，於失去動力後仍然停

留在空中，並於指定的跑道成功降落。評審主要以參賽者操控飛行模擬器

的準確度、完成時間、完成度及穩定度為準則進行評分。 

 

各項比賽詳情和準則，將以賽前簡介會所公佈為準。 

 

報 名 費 用 ： 1. 挑戰組每位港幣$10 元正； 

2. 童軍組每位港幣$20 元正； 

3. 公開組每位港幣$50 元正； 

4. 費用以一人一票方式付款，劃線支票抬頭請書「香港童軍總會」。請於

支票背面填寫參賽者姓名、單位及電話。 

 

上述費用包括場租、紀念品、活動器材及行政支出。 

 

報 名 辦 法 ： 填妥後頁之專用報名表格，未滿  18 歲之參加者必須填妥家長同意書

（PT/46），於截止日期前連同所需報名費用郵寄或遞交到香港灣仔日善街 

23 號香港童軍百周年紀念大樓 10 樓 1008 室領袖訓練學院收。 

 

截 止 日 期 ： 2021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五） 

 

https://www.scout.org.hk/article_attach/10498/PT46.pdf


名 額 ： 1. 挑戰組 ： 不設上限； 

2. 童軍組（1）及公開組（1） ： 總參賽人數上限為 40 人； 

3. 童軍組（2）、（3）及公開組（2）、（3） ： 總參賽人數上限為 60 人。 

 

如報名人數超過上限，會以先到先得為原則接受報名。 

 

獎 項 ： 1. 每個比賽組別均設有冠、亞、季軍各一名，而獲獎者均可獲獎盃乙座。 

2. 如該比賽組別報名人數不足 5 人，則只設冠軍一名。 

3. 各參賽者將會獲發參賽證書。 

4. 各獎項將於 2021 年 12 月 18 日（星期六）下午舉行之頒獎典禮中頒發。 

 

結 果 公 布 ： 1. 挑戰組各獎項將於 2021 年 12 月 16 日通知獲獎人士，獲獎人士將獲邀出

席 2021 年 12 月 18 日（星期六）下午舉行之頒獎典禮。 

2. 其他組別各獎項獲獎名單將於頒獎典禮中公布。 

 

賽前簡介會 ： 1. 第一次賽前簡介會將於 2021年 11月 8日（星期一）晚上 7時 30分以 Zoom

形式舉行。屆時將簡介各比賽組別的比賽詳情。會議連結請參閱 https:// 

atc.scoutlti.org/ 

2. 第二次賽前簡介會將於 2021年 12月 9日（星期四）晚上 7時 30分以 Zoom

形式舉行。屆時將簡介各童軍組及公開組的比賽規則及評分標準。會議

連結將以電郵發放給參賽者。 

3. 挑戰組的詳細比賽規則及評分標準將於報名被接納後，以先到先得形式

以電郵發放給參賽者。 

4. 各童軍組及公開組的詳細比賽規則及評分標準將於截止日期後，以電郵

發放給參賽者。 

 

參 賽 須 知 ： 1. 報名接納與否，均以電郵通知作實。 

2. 報名一經接納，所繳交之各項費用，概不發還。 

3. 18 歲或以下之參加者必須獲其家長／監護人同意並簽署本會之家長同

意書（PT/46）。 

4. 如在比賽進行前3小時，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八號或以上熱帶

氣旋警告信號，比賽將取消及另行安排。 

5. 因應參賽人數，大會或會將部份賽事安排在香港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

港童軍中心 1113 室舉行。 

6. 航空訓練中心有權更改決賽日期或地點，以至取消是次比賽，同時保留

闡釋及修訂比賽規則的權利，並對賽果有最終的決定權。 

 

查 詢 ： 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2835 7731或2957 6427與航空教練陳學文先生聯絡。 

 

 

領袖訓練學院總監 

 

   （招顯利 

 

 

代行） 

  

https://www.scout.org.hk/article_attach/10498/PT46.pdf


慶祝香港童軍 110周年  –  全港模擬飛行邀請賽  

報名表  

I. 參賽資料 

比賽項目  比賽組別  

Drawing in the Sky 110th Anniversary 畫出 110 周年 
 挑戰組 

 童軍組（1）  公開組（1） 

The Slowest Flight 邊個夠我慢  童軍組（2）  公開組（2） 

The Longest Landing 邊個夠我耐  童軍組（3）  公開組（3） 

^ 請在適用的選項加上“✓”。  

* 每名參賽者最多可以報名參加兩個比賽組別。 

 

II. 參賽者資料 

參賽者須填妥以下個人資料，未滿 18 歲的參賽者（以比賽當日計）須同時遞交填妥的家長

同意書（https://www.scout.org.hk/article_attach/10498/PT46.pdf）。 

 

 

姓名 （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_______________  年齡： _______ 

 

童軍成員編號／ 

委任書或委任證編號： __________（如有） 

 

童軍單位／院校／ 

制服團體／機構： 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級／職位： _________________（如有）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童軍青少年成員欲參與挑戰組或童軍組的賽事，請經所屬童軍旅之領袖簽署並蓋上旅印。 

若非童軍成員欲參與挑戰組或公開組的賽事，請經所屬單位之負責人簽署並蓋上單位印鑑。 

領袖／負責人簽署  旅印／單位印鑑 

姓名  

職位  

 

III. 聲明 

本人謹此聲明：  

1. 本人填寫的上述資料乃就本人所知據實提供，並確信其為真實無訛。 

2. 本人已細閱比賽詳情、條款及細則，並同意遵守比賽的條款及細則。 

 

參賽者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1. 申請人在報名表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的資料，會供本會處理參與上述活動的申請及用作日後通訊的用途。在表格提供個人及其他

有關的資料，純屬自願。然而，申請人如果沒有提供足夠和正確的資料，本會可能無法處理有關的申請。 

2. 在一般情況下，表格將於活動完成後 6 個月銷毁。 
 

 

https://www.scout.org.hk/article_attach/10498/PT46.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