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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g Kong Radio Control Soaring Society 

香港遙控滑翔飛行協會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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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執委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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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 這班新面孔可以帶動清水灣有一新景像, 讓更多人認 

 

識這地方有滑翔機飛行活動, 同時吸引了很多人專誠來觀看, 在此亦可作出宣傳和推廣這項有益身 

 

心活動, 藉此更可以吸納更多新會員。 

另本會在多次舉辦活動中, 能得到 Windrider R.S.B Aviation Ltd., KST, 雷達行贊助獎品。  

在此鳴謝各大贊助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韓國濟州島舉辦的 F3F 颱風賽 2015, 香港隊奪得驕人成成績! 今年共有八位選手參加。 

(Stanley Chan, Ho KwongWai, Lai Kwong Leung, Leung Chi Sang, Li Sui Man, Sunny Tse and Wing Wong) 

成績如下 : - 

個人賽冠軍 - Stanley Chan 

個人賽季軍–Ho Kwok Wai 

團體冠軍 - Leung Chi Sang , Sunny Tse, Ho Kwong Wai 

團體亞軍 – Wing Wong, Stanley Chan, Andreas Fric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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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香港 F3F 聯賽 

成績如下 : 

個人賽冠軍 -Stanley Chan 

個人賽亞軍 - Tuba Wong 

個人賽季軍–Philip Leung 

速男奬 -Tuba Wong 

團體冠軍-  Kenneth Chan, Li Man, Tuba Wong 

團體亞軍 - Ken Ko, Lai Kwong Leung, Ray Leung 

團體季軍 – CM Lau, Donny Leung, Sunny Tse 

再次恭喜各優勝者, 亦感謝各位隊員所付出的努力和參與, 下一年的 F3F 颱風賽 2016 將回歸香港 

舉行, 讓我們繼續努力, 再創佳績! 

 

本協會在過去 2015 年舉辦了多項活動, 包括比賽, 聚餐, 清理場地, 飛行技術測試, 義賣脤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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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1/2/2015 (地點 : 清水灣/屯門藍地) 

在農歷大年初三, 舉辦了新春團拜採青和盆菜宴 

2.) 1/7/2015  (地點 : 飛鵝山) 

EPP 斜坡空戰賽 

是次比賽改用簡單新賽例, 以互相撞擊次數最高為勝利者。 

3.) 27/12/2015 (地點 : 清水灣) 



 

3 

飛行技術驗證測試 

 

在這此考核中, 由訓練部三哥負責監考, 共有 5 位會員成功考取證書。 

1. 梁伯祥 

2. 陳升偉 

3. 徐文聰 

4. 吳裕榮 

5. 陳道江 

 

 

安全活動 

 

1.) 1/7/2015 ((地點 : 飛鵝山) 

 

清理斜坡玻璃樽 

 

在日積月累下, 斜坡上被遊人拋下的玻璃樽變得越來越多, 導致早前有機友在斜坡上執機時被玻

璃樽碎片割傷以及滑倒, 非常危險。 

有見及此, 為免有機友再次受傷, 本會安排了一次清理玻璃樽行動, 當日共有 20 位機友自願到斜

坡執拾玻璃樽, 在清理垃圾的時候, 途人們得悉這次行動的目的, 都熱心幫助。 

 

有機友在飛鵝山執機時, 因天氣酷熱致身體不適, 以致未能呼叫求救, 有見及此, 本會訂購了一

批哨子送給各會員用作防身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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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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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同樂活動 

 

1.) 30/4/2015 (地點 : 西貢) 

 

出海夜釣墨魚 

 

當日共有 14 位會員及 26 位親友參加 

 

2.) 26/9/2015 (地點 : 清水灣) 

中秋燈機迎月聯歡會 

 

3.) 20/12/2015 ((地點 : 清水灣) 

 

聖誕聯歡會及颱風賽慶功宴 

 

當日共有 31 位會員及 22 位親友參加 

 

尼泊爾地震賑災義賣 

 

1.) 2015 年 4 月 25 日尼泊爾發生 7.9 級强烈地震, 本會向來為善不甘後人, 決定以義賣方式為受尼泊

爾地震影嚮的災民籌款。 

是次活動共籌得善款 HK$ 30,468.00, 本會將張支票寄到香港紅十字會的捐款中心。 

紅十字會亦已經電郵回覆支票捐款已於 5 月 19 日收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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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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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快樂, 身體健康, 上落平安! 

 

 

 

 

主席 吳耀強 

2016 年 1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