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4767764 / 電郵 ppc2019@ylth.org.hk 

STEM@元朗 2019  夢飛翔紙飛機大賽 

STEM@Yuen Long 2019 “Fly Your Dreams” Paper Plane Competition 
2020 年 2 月 9 日(日 Sun)   元朗體育館 Yuen Long Sports Centre 

合辦： 元朗區中學校長會  元朗區小學校長會  元朗大會堂 

贊助： 元朗區議會    

贊助鳴謝： 

協辦單位：              

鄧添福先生 

香港飛行總會基金 

馮壽如先生       鄧宗偉先生      馮健忠先生 

元朗大會堂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 

黄多年先生 

比賽規則 Rules and Regulations 

1. 本活動旨在提升青少年對飛行的興趣，並對流體力學有初步的認識和應用。 

2. 參賽紙飛機必須使用大會提供的紙張(標準 100 克 A4 紙)自行摺製，只可以使用一個隨摺紙附送

之象牌曲別針 ART NO. PM 121 一支夾附在紙飛機上進行比賽。 

3. 紙飛機只能摺、不允許撕、黏合、剪裁、修訂及壓製。 

4. 比賽共設有 4 個組別，以飛行距離計算成績。 

A. 初小 (小一至小三) 比賽時間: 上午 9:30 – 10:30 

B. 高小 (小四至小六) 比賽時間: 上午 10:30 – 12:00 

C. 初中 (中一至中三) 比賽時間: 中午 2:00 – 3:30 

D. 高中 (中四至中六) 比賽時間: 中午 3:30 – 5:00 

各組須於比賽前 1 小時攜同收據到比賽場地報到及領取摺飛機比賽紙張及曲別針 

5. 每組設冠、亞、季、殿獎杯各 1 名及獎牌，優異獎多名獲獎牌。所有優勝者均可獲証書一張。 

6. 每隊最少 3 人、最多 4 人。比賽只計算每隊最佳 3 人之成績。 

7. 最遠飛行距離計算辦法： 

甲、紙飛機必須由一人獨立於地板上的標示線後方投擲。如踩線或越線投擲即視為無效。投擲

紙飛機者可以於紙飛機觸碰地面或任何物品後跨越投擲線。 

乙、每位參賽者有 2 次投擲機會，只選取最佳成績計算，每隊各人須使用不同的紙飛機，結果

取 3 人較佳成績。 

丙、飛行距離需要由統一標準的尺測量。測量投擲線至紙飛機停止時的最短距離。 

8. 比賽結果以大會裁判為最終決定，參賽者不得異議。 

9. 免費工作坊 (由香港飛行總會基金工程師主講):  

1. 2020 年 1 月 9 日  下午 3 時至 4 時 15 分 元朗天主教中學地下禮堂(元朗青山公路屏山段 201 號) 

2. 2020 年 2 月 5 日  下午 3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 賽馬會毅智書院 1 樓禮堂(天水圍天榮路 3 號天頌苑) 

「比賽報到時，必須出示此隊伍編號。」 

截止報名日期為 
2020 年 2 月 1 日下午五時正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

見遺。 
「本報名表可自行覆印」 

隊伍編號 Team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比賽地點：元朗體育館 

地址：元朗馬田路 52 號 

Competition Venue： Yuen Long Sports Centre 

Address：52 Ma Tin Road, Yuen Long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4767764 / 電郵 ppc2019@ylth.org.hk 

報名表 Application form 

參賽組別 Group (請在適當方格加上號 Please tick  the appropriate box(es))： 
組別 Group 

A. 初小(小一至小三)  
 

B. 高小(小四至小六) 
 

C. 初中(中一至中三) 
 

D. 高中(中四至中六) 
 

    
隊伍資料 Team Information： 

 隊員一 (隊長) 

Team Member 1 

(Team Leader) 

隊員二 

Team Member 2 

隊員三 

Team Member 3 

隊員四 

Team Member 4 

(如適用 if applicable) 

姓名 Name     

所屬學校 School Name     

     

請提供至少 2 位隊員之電話號碼 Please provide at least 2 phone numbers of the members： 

聯絡人 Contact Person* 一 二   

電話號碼 Phone Number     

# 如其中有未滿 18 歲隊員之參加隊伍報名時，必須提供一位隊員之家長/監護人姓名及電話，以

及簽署以示明白及同意遵守參賽規則。If one or more team member(s) is/are aged under 18, the team 

must provide at least 1 parent’s/guardian’s contact and signature to notify he/she understands and 

agrees to comply with the rules. 

家長/監護人姓名 Parent/Guardian’s Name:  

聯絡電話 Phone Number  

家長/監護人簽署並明白及同意遵守參賽規則 
Parent/Guardian’s Signature (understand and agree to comply with the rules)  

 

 
*請刪去不適用者 Please delete as appropriate 

所有參賽成員已閱讀及同意遵守比賽規則*: 是 / 否 

All members have read and agreed to comply with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 Yes / No 

隊長/隊員簽署 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 

報名日期 Application Date：_________________ 

機構專用 For official use only 

簽收紙張樣本、紙飛機資料冊 

Received sample paper, strategy guide  

職員簽署 Signature：                       

日期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Remarks： 

報名手續：填妥之報名表，請交元朗大會堂 306 室，由本堂職員核對無誤後發給隊伍編號，報名手

續始算完成。截止報名日期為 2020 年 2 月 1 日下午五時正，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

見遺。 


	空白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