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an Cheung
I’m verypleased to havethe chance to join the helicopter flight experience on that day. I
think it was the most wonderful experience that I have never had before. It was so exciting
that the helicopter took off from the grassland to the blue sky. And I had been taken to a
lot of places by the helicopter. After that we landed at the ground. In the end, we all took
some photos together and the pilot gave each of us a badge. And I enjoy this experience
very much.

張智華
我覺得這一次的活動令我增加了不少對航空上的知識(直昇機),和一般人是很難
接觸到直昇機的,並能在天空飛翔,看到十分之美的景色,回想到自己很渺小,所以
我認為這次活動令我十分有啟發,和令我有了明確目標去做好自己,打敗病魔
~@@

梁遨然

起飛啦
「起飛啦﹗」隨著直昇機旋轉翼的旋轉聲，直昇機開始緩緩升起……
哈哈！終於等到這一天了﹗2011 年 7 月 3 日，雖然這個乘坐直昇機的日子被
拖延了好幾次，寒冬等到炎夏。但這刻，我還是按捺不住我的興奮之情，心想著
那直昇機升空的刺激感，越來越緊張，而且我還幻想過如果墮機的話我會怎麼
樣？嘿嘿！當真是胡思亂想啊﹗
一大清早，刺眼的陽光已照射到每一處角落，到達了香港航空青年團總部
後，我跟幾個好夥伴聊了一會兒，少青風的 Tracy 姐姐便跟我們介紹安排今天飛
行旅程的負責人—香港航空青年團的鄭寶花少校，然後認識了幾位穿上雄紏紏制
服的工作人員及機師 John Li，他們講解了飛機的基本零件啊、乘客守則啊、救
生衣如何使用啊，類似的一些安全規則等；說實在，我的內心已經心急如焚，實
在急不及待，真的幾乎破口嚷著要求快些登上直昇機。講解終於完成了，他們很
熱誠地把我們帶領到候機坪乘坐直昇機啦！
可是接下來啊，就糟了——他們安排了我和我的夥伴在最後一隊登機，每隊
四人，依次序上機，我的一組便等了差不多大半小時，怎麼還沒輪到咱們？當我
們正想「揭竿起義」的時候，卻又偏偏聽到工作人員呼喚我們趕快上機，終於到
咱們啦！剎那間那怨氣又頓時忘記得一乾二淨，帶著興奮的心情登上了直昇機。
「起飛啦﹗」隨著直昇機旋轉翼的旋轉聲，直昇機開始緩緩升起。就在這時，
我不知哪來的一種莫名其妙的害怕，也許是那起飛的離心力吧！但後來我見坐在
兩旁的夥伴都開始拍照了，我也不甘墮後，
「咔嚓、咔嚓」
，把維多利亞港的景色
盡收「機」底。在這短短十五分鐘的旅程，我真的體驗到飛行的刺激——四周的
景色隨著咱們的直昇機升起變得小如螞蟻、能與許多高樓大廈「平起平坐」
、我
還叫我的其中一個伙伴幫我拍下了一張我用手夾着國際金融二期的照片呢！可
惜他沒有拍到我的手呢！但常言道：
「快樂不知時日過」
，也許是這一個緣故吧，
時間好像過得很快，咱們很快便回到停機坪下機了。
回家後想起來，我反覺得一切都是值得和很開心，這一次難得的飛行體驗，
雖然花了一整個上午的時間，飛行只得十數分鐘，卻給我帶來一次難以忘懷的回
憶，我想向香港航空青年團說一聲：
「謝謝﹗」

許兆翔
2011 年的 7 月 3 日終於可進以在飛行總會進行[直升機飛行體驗]。
我經過導師介紹安全措拖後,我登上了直升機,我那刻的心情很興奮,因為這次畢
竟是我人生中首次乘坐直升機。
直升機終於起飛,轉眼間我就在維港及青馬大橋上空,但轉眼間我又回到了飛行
總會,過程進行得非常迅速,但在這短短的時間內,我學會了飛行要注意的安全措
施,認識直升機最快的飛行速度和直升機的運作。
經過這次[直升機飛行體驗]令我獲益良多,令我認識更多朋友,我希望再次舉行這
那麼有意義的活動。

This is the first time for me in taking the helicopter and I feel so luck that I can take the
helicopter. After taking the helicopter and travelling the Victoria Harbour for a while, I
know more about helicopter’s structure and how does it work. It is amazing that the
helicopter can fly still in the sky and it also made me feel frightening when the helicopter
change its direction. I am so pleased that the organization can give me a chance to take a
helicopter and I hope I can travel by helicopter again.
Kevin, Chan Zi Yan

陳詠君
首先，我為終於能參加到是次活動而感到十分幸運和高興。
由於在上一次活動的日子需要回校而未能一同體驗乘坐直昇機，一直都覺得很可
惜。
幸好我還能把握到第二次機會，成功試坐。
乘坐直昇機的感覺十分自由自在，可以我熟悉的一起建築物如青馬大橋、會展
等，和乘坐飛機的感覺很不同。
在剛起飛時還有點兒緊張，但升到天空時我而忘掉一切恐懼，享受身處空中的感
覺，欣賞維港迷人的景色。
我非常感謝能獲得是次體驗乘坐直昇機的機會。若日後有同類活動，我亦會積極?
加。
此外，我亦希望媽媽能與我一起乘坐直昇機，跟我一同分享這分喜悅~ :)

陳曉雯
首先要感謝少青風給予我這個乘坐直昇機的機會,令我可以在高空上用另一種感
覺觀看香港的著名景點,還可以在這次活動中,學到一些關於直昇機的知識,真是
一次難忘的經歷哦.

李樂燊
在乘坐直升機之前，我的心情非常興奮和緊張，當直升機飛上天空的時候，我在
高空望下去時，所有東西都在自己腳下。 雖然直升機沒有飛機飛得那麼高，但
我可以近距離地望向高樓大廈，那種感覺真奇妙，好似高樓大廈變成自己一樣
高，很開心。 下機後，我的心情還未平伏， 我不斷向媽媽談及在機上的情況、
及急不及待播放我所拍下的錄影片段。

郭祉均
很開心在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六日參加由香港航空青年團給予少青風協會會員一
次飛行旅程,當準備上機那一刻很驚.但飛機升上天空我好開心看見維港上空真是
很美.多謝是次活動能給我留下一個深刻回憶.

黃琛曜
平日我會到 Google Map 模擬駕駛飛機到不同國家，想不到今次有機會乘坐直升
飛機，體驗一下飛行的經驗。當直升飛機的螺旋槳在急速轉動時，機身便除除地
向上升起；當機師按著操縱杆時，直升飛機便離開停機坪，見到所有景物都逐步
地離我們很遠，漸漸地變得很小，真是興奮！
在半空時，由於我掛上聽筒，所以比想像中寧靜，只聽到機師不停與控制中心對
話。而我也忙著尋找目標，然後用相機拍攝下來。但時間過得很快，轉眼間已經
到回程的時候，在這刻，我才醒覺我之前想了很多有關風速和駕駛飛機的問題都
未有提出。我很感謝香港航空總會給與我們今次的難得機會乘坐直升飛機，希望
可以再有機會，到時我一定會把握機會發問。

何兆軒
7月3日是我人生之中最難忘的一件事,雖然事隔一些日子,但仍然令我回味無窮.
在這普通的星期日,我迫不及待地起床,吃過早餐後,我們一家便前往位於土瓜灣
的香港航空青年團,因為我是少青風協會的會員,所以受到少青風協會的資助而參
與這次難得的飛行之旅.
到步後, 我們首先到會議室聴從飛行人員講解一些飛行的安全守則和緊急應變
措施, 然後再參觀香港航空青年總部, 內外都掛滿與飛行有關的裝飾, 真是充滿
了歷史氣氛.
做好了各種準備後, 我們終於進入了最後階段---就是乘搭直升機.
我們乘搭直升機很快就進入了一個無遮無掩的上空, 觀看這個繁華的國际都會,
雖然飛行高度很高, 且又是我的第一次, 但是我一點也不感到害怕, 還十分興奮,
不停地用手中的相機連環拍攝這美麗的東方之珠維港灣之景. 我真是做夢也沒
想到今天會有機會飛到青馬大橋的上空看這連接赤臘角機場的主干道. 又在尖
沙咀的上空看港島與九龍 的繁華街道, 高耸的樓羣, 還有夾在它們之間那藍綠
色的維多利亞港海水.
回到地面后, 爸爸問我有否興趣將來有機會再次升空, 我即時沖口而答: 想 !
那接下來的就是要報名參加入伍航空青年團, 希望有機會經過嚴格的訓練, 將來
可以親自駕駛直升機遨翔在這東方之珠的上空.
但當然我能有這次難忘的經歷, 則一定要感謝少青風基金會的資助, 給予我這次
升空的機會, 使我的人生目標又多了一個新的目標, 而我會按這個目標而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