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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桃園桃園桃園市市市市 105105105105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過嶺國民中學過嶺國民中學過嶺國民中學過嶺國民中學申請創造力暨科學教育計畫摘要表申請創造力暨科學教育計畫摘要表申請創造力暨科學教育計畫摘要表申請創造力暨科學教育計畫摘要表    

    

子項計畫標題子項計畫標題子項計畫標題子項計畫標題    翱翔寰宇翱翔寰宇翱翔寰宇翱翔寰宇熱線熱線熱線熱線【5-3】桃園桃園桃園桃園航航航航空城空城空城空城創意創意創意創意飛行飛行飛行飛行競賽競賽競賽競賽 

計計計計    畫畫畫畫    類類類類    型型型型    

□̌政策型：配合全市性創造力暨科學教育政策性活動之延續辦理。 

□創新型：配合學校發展之相關創造力或科學教育創新方案。 

□延續型：延續 100~102 年度計畫辦理，期使計畫深耕與茁壯。 

□擴散型：延續 100~102 年度計畫辦理，並進行跨校分享、推廣。 

推動創造力暨科推動創造力暨科推動創造力暨科推動創造力暨科

學教育訴求要項學教育訴求要項學教育訴求要項學教育訴求要項    
□̌創意教師□̌創意學子□創意智庫□創意校園□跨領域 (可複選) 

計畫召集人計畫召集人計畫召集人計畫召集人     洪靜芳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校長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03030303----4200026420002642000264200026####110110110110    

EmailEmailEmailEmail：：：：head@mail.gljh.tyc.edu.twhead@mail.gljh.tyc.edu.twhead@mail.gljh.tyc.edu.twhead@mail.gljh.tyc.edu.tw    

學校承辦人學校承辦人學校承辦人學校承辦人     伍孝春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教務主任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03030303----4200026420002642000264200026####211211211211    

EmailEmailEmailEmail：：：：jamp.wu@mail.gljh.tyc.edu.twjamp.wu@mail.gljh.tyc.edu.twjamp.wu@mail.gljh.tyc.edu.twjamp.wu@mail.gljh.tyc.edu.tw    

運作期程運作期程運作期程運作期程    自 105 年 1 月 21 日 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  

計畫焦點或特色計畫焦點或特色計畫焦點或特色計畫焦點或特色    

1. 以「飛行」為創意元素，結合桃園市教育推展重點「桃園航空城‧教育新視野」，推展新型態科

學技能創意競賽。競賽分為國中、國小高年級兩組，每組有兩項競賽，分別為「紙飛機創意迴旋

計分賽」、「紙飛機滯空飛行計時賽」。 

2. 藉由育樂營操作活動的實施，期能設計以「學生」為中心的創造力教學活動。 

3. 紙飛機創意迴旋計分賽，強調孩子創造力的啟發，製作迴旋飛行紙飛機，除需掌握紙飛機無動

力飛行的特性外，還需進行不同角度的投射練習，藉「壓迫飛行」讓紙飛機朝特定方向迴旋飛

行。 

4. 紙飛機滯空飛行計時賽，強調孩子科學能力的培養，與「策略管理」知識的應用，使紙飛機在相

同外力下，可以先投擲到高處，再利用穩定迴旋降落延長滯空時間。 

5. 創新可視為一系列知識生產、知識利用以及知識擴散的歷程，而創造力就是創新的火苗。從紙

飛機的實作經驗中，學生不但獲知飛機的飛行原理，亦同時明瞭「掌控實驗變因」與「驗證假

設」的重要性，一系列的創造力活動（育樂營、學生創意飛行競賽）充分體現知識經濟時代「學

以致用」的價值。 

6. 配合十十十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實施，期能在五育均衡發展的教育情境中，多元發展孩子的科學技

能，並鼓勵優秀學生選擇「培養實用操作和專業能力」的技職體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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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桃園市桃園市桃園市 105105105105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過嶺國民中學推動創造力暨科學教育實施計畫過嶺國民中學推動創造力暨科學教育實施計畫過嶺國民中學推動創造力暨科學教育實施計畫過嶺國民中學推動創造力暨科學教育實施計畫    
    

計畫標題計畫標題計畫標題計畫標題：：：：翱翔寰宇翱翔寰宇翱翔寰宇翱翔寰宇熱線熱線熱線熱線【5-3】桃園航空城桃園航空城桃園航空城桃園航空城創意飛行競賽創意飛行競賽創意飛行競賽創意飛行競賽    
承辦學校承辦學校承辦學校承辦學校：：：：桃園市桃園市桃園市桃園市立過嶺國民中學立過嶺國民中學立過嶺國民中學立過嶺國民中學    

    
    
壹、 計畫緣起： 

一、依據： 

（一）教育部創造力教育白皮書。 

（二）桃園市創造力教育政策白皮書。 

（三）桃園市國民中小學創造力教育 103-105 三年計畫書。 

（四）桃園市 105 年度推動國民中小學創造力暨科學教育實施計畫。 

二、背景環境： 

    在全球化的世代，服務經濟的快速進化，機場已不只是轉運站的單一功能，

更兼具客運、貨運、物流、休閒及商務等多功能的商業交流匯集中心。為因應全

球競爭並提昇台灣的國家競爭力，馬英九總統將「桃園航空城計畫」列為愛台 12

項建設之旗艦計畫，行政院及桃園市政府攜手共同推動航空城計畫，立法院並已

於 2009 年 1 月 12 日通過「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 

    於政府傾力推動桃園航空城區域產業、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同時，桃園市

國中小自然科學教育可嘗試藉由桃園航空城創意飛行競賽的舉辦，建立獨有的發

展特色，並鼓勵學子發展多元智能、性向及興趣，投入航空技術知能的學習。 

    桃園航空城創意飛行競賽分為國中、國小高年級兩組，每組有兩項競賽，分

別為紙飛機創意迴旋計分賽、紙飛機滯空飛行計時賽。 

    紙飛機創意迴旋計分賽，強調孩子創造力的啟發，製作迴旋飛行紙飛機，除

需掌握紙飛機無動力飛行的特性外，還需進行不同角度的投射練習，藉「壓迫飛

行」讓紙飛機朝特定方向迴旋飛行。紙飛機滯空飛行計時賽，則強調孩子科學能

力的培養，與「策略管理」知識的應用，使紙飛機在相同外力下，可以先投擲到

高處，再迴旋降落以延長滯空時間。 

    舉辦創意飛行競賽前，將透過教師增能研習推廣航空科學教育，教導紙飛機

的飛行原理與製作技巧。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師成為航空科學教育的種子教師

後，將於各校深化應用自然科學概念從事科技創作的能力，並訓練學生掌握事物

的關鍵點，養成科學研究的態度及精神。 

    「胸懷千萬里，心事細如絲」，想要遨翔天際、從事航太產業，桃園市宜有相

關的航空科學創意競賽作為人才培育的基礎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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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規劃理念與推動方向： 

一、架構圖： 

 

    

 

 

 

                    創意飛行競賽 

 

e 化資訊平台 

教師增能研習 

紙飛機創意教案競賽 

 

 

                                                                                                                                                                                                                                                                                                                                                                            

 

 

二、理念說明與推動方向： 

（一）理念：配合桃園航空城計畫的推動，建立桃園市國中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航空科學教育」發展特色，並持續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五大理念之

「因材施教」與「多元進路」。 

1. 因材施教因材施教因材施教因材施教：面對不同智能、性向及興趣的學生，透過不同的課程與分

組教學方式施教。 

2. 多元進路多元進路多元進路多元進路：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性向及興趣，進而找到適合自己的

進路，以便繼續升學或順利就業。 

（二）推動方向： 

1. 辦理創意飛行競賽辦理創意飛行競賽辦理創意飛行競賽辦理創意飛行競賽：結合跨校團隊辦理全市性競賽，邀請全市國中與

國小高年級學生報名參賽，參與人數約達 606060600000 人次。 

2. 辦理紙飛機親辦理紙飛機親辦理紙飛機親辦理紙飛機親子子子子師生育樂營師生育樂營師生育樂營師生育樂營：辦理紙飛機親紙飛機親紙飛機親紙飛機親子子子子師生育樂營師生育樂營師生育樂營師生育樂營，透過操

作活動的實施，體現知識經濟時代「學以致用」的價值，並提倡正當

的休閒育樂活動。 

3. 建置建置建置建置雲端分享平台雲端分享平台雲端分享平台雲端分享平台：雲端分享平台可增強「未來想像飛行器、紙飛機

摺製」等相關知能的分享。 

 

 

創意體現 

豐實創意資本豐實創意資本豐實創意資本豐實創意資本    

創意教學 

在地航城在地航城在地航城在地航城․․․․深根科教深根科教深根科教深根科教    

圖一圖一圖一圖一        「「「「桃園航空城桃園航空城桃園航空城桃園航空城」」」」創意飛行競賽創意飛行競賽創意飛行競賽創意飛行競賽架構圖架構圖架構圖架構圖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參賽學生    

創意教師    創意深耕 跨校團隊跨校團隊跨校團隊跨校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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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目的： 

一、提升學生的創造力，並產生主動學習的內在動機。 

二、以專題的研究方式，訓練學生掌握事物的關鍵點，養成科學研究的態度及精神。 

三、結合自然科學、環保、美勞的教學，讓學生藉由製作紙飛機，培養「應用自然科

學概念、從事科技創作」的能力。 

四、從科學的實作經驗中，明瞭「掌控實驗變因」與「驗證假設」的重要性。 

 

肆、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桃園市立過嶺國民中學。 

三、協辦學校：國立中央大學、桃園市私立六和高級中學。 

伍、組織與執掌： 

一、主持人：洪靜芳校長  

二、承辦人：伍孝春主任                             聯絡電話：03-4200026#211 

三、團隊成員： 

        

 工作內容 負責人 備註 

1 計畫召集人 洪靜芳校長  

2 計畫執行、統籌、工作分配 伍孝春主任  

3 競賽協辦 中央大學團隊、六和高中團隊  

4 裁判及技術支援 蘇正男教授、國立中央大學  

5 材料採購及核銷事宜 林廷濱主任、陳美雲組長、段翠玲主任  

6 審核學校報名及聯絡事宜 伍孝春主任、陳國坤主任、賴基正組長  

7 活動拍照及整理 施柏健組長、張嘉珮組長  

8 辦理研習及競賽場地規劃與布置 伍孝春主任、林廷濱主任、賴基正組長  

9 成果彙整及呈現 伍孝春主任、賴基正組長  

10 申辦單位經費核銷及決算報府 林廷濱主任、段翠玲主任  

11 各項事務支援 

陳國坤主任、謝佩翰主任、林廷濱主任、 

蘇俊憲組長、陳美雲組長、施柏健組長、 

張嘉珮組長、許璧如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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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辦理方式及內容： 

       一一一一、、、、創意飛行競賽創意飛行競賽創意飛行競賽創意飛行競賽：：：：    

（一）實施對象：全市國中與國小高年級學生，均可參加競賽。每校至少一隊參加，

參賽人員每隊兩人(學生兩名，不含指導老師)。 

（二）競賽時間：105 年 11 月 12 日 (星期六)。 

（三）競賽地點：桃園市私立六和高級中學（桃園市平鎮區陸光路 180 號）。 

（四）競賽事項： 

1. 競賽項目：紙飛機創意迴旋計分賽、紙飛機滯空飛行計時賽，共兩項。 

2. 競賽分組：每項競賽，區分為國中學生組、國小高年級學生組進行比賽。 

（五）競賽報名： 

1. 報名截止日：10 月 28 日（星期五）。 

2. 相關報名表單內容(隊伍名稱、競賽項目/分組、隊員/指導老師人數及姓名等)

須與網路報名資料（桃園航空城創意飛行競賽官網）一致。 

3. 參賽學生每隊 2人，指導老師每隊 1~2 人，務請填寫完整。 

4. 單項競賽報名，學生不得跨隊重複報名。 

5. 各單項競賽各單項競賽各單項競賽各單項競賽報名報名報名報名隊數隊數隊數隊數限制限制限制限制（（（（含跨校組隊含跨校組隊含跨校組隊含跨校組隊）。）。）。）。 

� 學校總班級數學校總班級數學校總班級數學校總班級數 26262626 班以下班以下班以下班以下：：：：每校每校每校每校至多三隊至多三隊至多三隊至多三隊。。。。 

� 學校總班級數學校總班級數學校總班級數學校總班級數 27272727 班以上班以上班以上班以上：：：：每校每校每校每校至多五隊至多五隊至多五隊至多五隊。。。。 

6. 學生可同時報名不同競賽項目。指導老師可以指導數隊參賽。 

7. 以上資料經報名後，不得更改。若因不可抗力因素更換隊員，需於競賽前填

具「隊員更換申請書」，並於 11 月 11 日（星期五）中午 12：00 前傳真至 03-

4903291，再以電話 03-4200026#215 向承辦單位確認更換名單。 

8. 報名表請掛號寄至「32050 桃園市中壢區松智路 2 號  過嶺國中教務處收」。 

（六）競賽流程：桃園航空城創意飛行競賽流程，請參考附件一。 

（七）競賽規則：桃園航空城創意飛行競賽規則，請參考附件二。 

（八）競賽安全：參賽人員請遵守競賽規則，並服從現場工作人員及裁判指揮，為維

持現場秩序與安全，未遵守規定者大會將取消其參賽或得獎資格。 

（九）實施方式： 

1. 競賽規程之依據：參加人員請自行至過嶺國中「桃園航空城桃園航空城桃園航空城桃園航空城創意飛行競賽創意飛行競賽創意飛行競賽創意飛行競賽」

網站詳閱競賽規程，如競賽方式及規則更新或異動時亦請參賽單位自行上網

下載或線上參閱，承辦單位不另行發文通知。 

2. 各競賽項目均須經過「現場摺製」與「實地投擲」始完成比賽。 

3. 競賽後進行現場成績統計及頒獎，並於競賽結束後，公告於「桃園航空城桃園航空城桃園航空城桃園航空城創創創創

意飛行競賽意飛行競賽意飛行競賽意飛行競賽」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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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紙飛機親紙飛機親紙飛機親紙飛機親子子子子師生育樂營師生育樂營師生育樂營師生育樂營：：：：    

（一）辦理日期：105105105105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二）活動地點：桃園市過嶺國民中學。 

（三）參加對象：本市對紙飛機製作有興趣的家長、老師、學生組隊報名參加；原則

上，請一位家長帶兩位子女，或一位教師帶兩位學生組隊參加。 

（四）活動流程表： 

 

計畫名稱 翱翔寰宇翱翔寰宇翱翔寰宇翱翔寰宇熱線熱線熱線熱線【】桃園航空城紙飛機科學教育桃園航空城紙飛機科學教育桃園航空城紙飛機科學教育桃園航空城紙飛機科學教育 

活動名稱 紙飛機親紙飛機親紙飛機親紙飛機親子子子子師生育樂營師生育樂營師生育樂營師生育樂營 

活動時間 105105105105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活動規劃 

時間 活  動 

上 

午 

08：30 - 08：50 報  到 

08：50 - 09：00 主 席 致 詞 

09：00 - 12：00 紙飛機運作原理 

12：00 - 13：00 午休時間 

下

午 

13：00 - 14：30 迴旋機製作 

14：30 - 14：50 休  息 

14：50 - 16：20 滯空機製作 

16：20~ 賦  歸 

 

                三三三三、、、、建置建置建置建置雲端分享平台雲端分享平台雲端分享平台雲端分享平台：：：：整理歷年研習講義、紙飛機摺製檔、成果照片、紙飛機摺製要

領等資訊，利用 NAS 網路儲存伺服器建置雲端分享平台，以充

分揮發資訊科技融入科學教學活動與課程的目的與效能。    

    

                四四四四、、、、活動辦理期程活動辦理期程活動辦理期程活動辦理期程：：：： 

 

活動期程 

活動項目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全市性教師增能研習    

2.全市性創意飛行競賽    

3 辦理紙飛機親子師生育樂營    

4 建置網站或雲端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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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實施期程：本活動之工作計畫編列時間自計劃編擬起，至經費核銷辦理完成止。 

工作期程 

工作項目 

1 月 2月 3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建立工作團隊           

2.子計畫送府核辦           

3.全市發文及宣傳           

4.受理研習及競賽報名           

5.辦理設備修繕及購置           

6.辦理研習及競賽活動           

7.成果彙整及經費核銷           

8.檢討與修訂明年度計畫           

 

捌、經費：本案所需經費由市府補助款下支列（經費概算表如附件三）。 

 

玖、獎勵：  

一、依據「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規定辦理敘獎：    

（一）非全市性活動承辦學校工作人員 5 人予以嘉獎 1 次，5 人予以獎狀乙紙。校

長部分（若敘獎包含校長）由教育局人事室辦理，餘工作人員敘嘉獎部分授

權校長發布。 

（二）全市性活動承辦學校工作人員 9人予以嘉獎 1次，獎狀依實際表現核實發給。

校長部分（若敘獎包含校長）由教育局人事室辦理，餘工作人員敘嘉獎部分

授權校長發布。 

二、參與本活動人員在課務自理及不支領代課鐘點費原則下，准予公（差）假登記；若

遇例假日辦理，得於 6 個月內在不影響校務運作、課務自理及不支領代課鐘點費原

則下，擇期補假。 

三、紙飛機創意飛行競賽依報名隊伍總成績，分國中組、國小高年組各項競賽取第一名

一隊、第二名二隊、第三名三隊、佳作六隊（國中組滯空飛行計時賽獲獎隊伍依據

「紙飛機作品摘要說明表」檢核紙飛機設計，另行頒發『最佳研究精神獎』六人），

得獎隊伍學生頒發獎狀、圖書禮卷，得獎隊伍指導教師第一名核敘嘉獎 2 次，第二

名嘉獎 1 次，第三名獎狀 1 張，以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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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預期效益：  

    

  預期效益 具體檢核方式 

1.105 年度辦理創意飛行競賽，參與人數約

達 360 人次，期能充分發揮競賽的效能，

並達成活動目的。 

(1)使各級學校形成創意合作聯盟 

(2)增進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 

(3)使學生主動提案參加創造力相關競賽 

(4)結合社區地方資源，獎勵致力於展現創

意的教師與學子 

2.融入專題本位的教學與學習理念於課堂

教學，期能訓練學生掌握事物的關鍵點，

並養成科學研究的態度及精神。 

(1)使教師發展自己的教學特色 

(2)使教師將創意融入教學、開發創意課程 

   與教材 

3.辦理紙飛機親子師生育樂營，透過操作活

動的實施，體現知識經濟時代「學以致用」

的價值，並提倡正當的休閒育樂活動。 

(1)使學生樂於與人分享、合作學習    

(2)使學生體驗創造的歷程與經驗 

(3)能夠有效聯結學校、家長、發展地方產

業 

4 建置雲端分享平台，並透過網路資訊的傳

播增強「紙飛機製作、未來想像飛行器」

相關知能的分享，充分揮發資訊科技融入

科學教學活動與課程的目的與效能。 

(1)促使創意社群專業知識的分享 

(2)提供各級學校有關創造力之教育資源 

 

壹拾壹、檢討與精進。 

� 各年度計畫比較分析表 

 103 104 105 

師資 外聘-蘇正男教授 外聘-蘇正男教授 外聘-中大教授、蘇正男教授 

參與人數 

（研習＋

育樂營） 

二場研習-88 人 一場研習-80 人 

一日育樂營-99 人 

兩日育樂營-約 100 人 

課程內容 

（研習＋

育樂營） 

迴旋機、滯空機製作 迴旋機、滯空機製作 1.航空器（或飛行原理）介

紹 

2.迴旋機、滯空機製作 

競賽 

參與人數 

共 177 隊報名，合計

逾 360 人次參賽 

共 430 隊報名，合計逾

860 人次參賽 

約 600～700 人 

檢討 1.流程規劃不足，秩

序略顯凌亂。 

1.少數學校藉更換選手拉

高成績，下年度擬嚴格限

尚未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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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隊 3人報名，

但僅 2 位入場投擲，

減低參與感與公平

性。 

制已報名選手，不得換

隊。 

2.參賽隊數過多，臨時抽

簽決定參賽梯次。 

3.紙飛機試飛時間過短。 

精進 103 年度為第一屆競

賽。 

 

1.流程規劃充分，參賽者

按梯次入場競賽。 

2. 每隊 2人報名，2 位均

入場投擲，公平性無庸置

疑。 

1.已報名選手，不得換隊。 

2.提早抽簽決定參賽梯次。 

3.增加場地，以提高紙飛機

試飛時間。 

4.為提高競賽可看性、並降

低得分難度，迴旋賽分為迴

旋效能計分賽與迴旋準度計

分賽。 

5. 國中組滯空飛行計時賽新

增「最佳研究精神獎」，鼓勵

學生探究影響飛行的因素。 

 

壹拾貳、本實施計畫呈 市府核准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另行補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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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桃園航空城創意飛行競賽賽程時間表 
迴旋計分迴旋計分迴旋計分迴旋計分賽賽賽賽與滯空計時賽國中與滯空計時賽國中與滯空計時賽國中與滯空計時賽國中、、、、國國國國小組分六梯次小組分六梯次小組分六梯次小組分六梯次同時進行比同時進行比同時進行比同時進行比賽賽賽賽    

日期：105 年 11 月 12 日 (星期六) 
地點：桃園市私立六和高級中學 

上午賽程梯次時間表上午賽程梯次時間表上午賽程梯次時間表上午賽程梯次時間表    下午賽程梯次時間表下午賽程梯次時間表下午賽程梯次時間表下午賽程梯次時間表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第第第第 1111 梯次梯次梯次梯次    第第第第 2222 梯次梯次梯次梯次    第第第第 3333 梯次梯次梯次梯次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第第第第 4444 梯次梯次梯次梯次    第第第第 5555 梯次梯次梯次梯次    第第第第 6666 梯次梯次梯次梯次    

08:4008:4008:4008:40    梯次報到 

 

 

12:4012:4012:4012:40    梯次報到 

 

 

09:0009:0009:0009:00    現場摺製 13:0013:0013:0013:00    現場摺製 

09:2009:2009:2009:20    場地試飛 13:2013:2013:2013:20    場地試飛 

09:4009:4009:4009:40    

正式比賽 

梯次報到 13:4013:4013:4013:40    

正式比賽 

梯次報到 

10:0010:0010:0010:00    現場摺製 14:0014:0014:0014:00    現場摺製 

10:2010:2010:2010:20    
成績公布 

(受理申訴) 
場地試飛 14:2014:2014:2014:20    

成績公布 

(受理申訴) 
場地試飛 

10:4010:4010:4010:40    

 

正式比賽 

梯次報到 14:4014:4014:4014:40    

 

正式比賽 

梯次報到 

11:0011:0011:0011:00    現場摺製 15:0015:0015:0015:00    現場摺製 

11:2011:2011:2011:20    
成績公布 

(受理申訴) 
場地試飛 15:2015:2015:2015:20    

成績公布 

(受理申訴) 
場地試飛 

11:4011:4011:4011:40    

 

正式比賽 

15:4015:4015:4015:40    

 

正式比賽 

12:0012:0012:0012:00    16:0016:0016:0016:00    

12:2012:2012:2012:20    
成績公布 

(受理申訴) 
16:2016:2016:2016:20    

成績公布 

(受理申訴)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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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桃園市桃園市桃園市 105105105105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桃園航空城桃園航空城桃園航空城桃園航空城創意飛行競賽創意飛行競賽創意飛行競賽創意飛行競賽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Paper Wings Taoyuan Aerotropolis FinalsPaper Wings Taoyuan Aerotropolis FinalsPaper Wings Taoyuan Aerotropolis FinalsPaper Wings Taoyuan Aerotropolis Finals））））    

一、紙飛紙飛紙飛紙飛機機機機創意迴旋創意迴旋創意迴旋創意迴旋計分計分計分計分賽賽賽賽規程細則 

1. 各項規則或賽程如有變更或增加，以賽前之大會公告及現場說明為準。 

2. 大會遇天然災害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得以順延，其延期競賽時間另行於現場或網路進行公

告。 

3. 每隊參賽學生二人(不含指導老師)，競賽當日須同時到場參賽，若因不可抗力因素更換

隊員，需於競賽前填具「隊員更換申請書」，並經承辦單位確認。 

4. 為維持競賽流暢，等待期間選手請於選手休息區內休息，競賽場區非經競賽裁判或工作

人員引導，不得擅自進入。 

5. 指導老師與其他參觀人員不得進入競賽區，並依大會指示於指定區域觀看競賽。 

6. 逾參賽報到時間尚未抵達報到處辦理報到手續者，視同棄權。 

7. 參賽期間所有參賽隊伍均須配戴報到時領取的識別證始得參賽，以利工作人員識別。 

8. 競賽選手必須遵守競賽規則、維護競賽場秩序及服從現場裁判評審，若有違反，取消競

賽資格並註銷登錄之成績。 

9. 紙飛機摺製需使用大會提供具有大會認證章的紙飛機競賽用紙，[80 磅以下(含 80

磅)B5 影印紙]，並於競賽指定地點現場摺製，且符合下列規定： 

(1) 可攜帶鉛筆、橡皮擦、尺協助紙飛機摺製，但禁止翻閱任何「參考資料」。 

(2) 為競賽安全,紙飛機頭部必須摺製成縱橫各 1公分以上的鈍頭設計，亦禁止以紙飛機

朝他人身體的任何部位丟擲。 

(3) 紙飛機摺製不得使用工具剪裁、黏貼，摺製過程可使用手工撕紙且須維持紙張完整性

(不得撕角或重組)。紙飛機成品需具有飛行功能。 

(4)(4)(4)(4) 選手選手選手選手於各於各於各於各梯次場地試飛時間梯次場地試飛時間梯次場地試飛時間梯次場地試飛時間，，，，在在在在競賽場地進行紙飛機試飛與調整競賽場地進行紙飛機試飛與調整競賽場地進行紙飛機試飛與調整競賽場地進行紙飛機試飛與調整。。。。每隊每隊每隊每隊就就就就「「「「投擲區投擲區投擲區投擲區」」」」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模擬試飛時間模擬試飛時間模擬試飛時間模擬試飛時間，，，，以兩分鐘為限以兩分鐘為限以兩分鐘為限以兩分鐘為限。。。。    

(5) 每位選手於試飛時間內，需攜帶性能最佳的紙飛機兩架，經寫上編號（A、B）、檢核

後，擺放於大會規定置放區，不可攜出場外。 

(6) 指導老師不可進入紙飛機摺製教室及競賽投擲場地指導選手，競賽過程中，競賽選手

須自行負責紙飛機的摺製、調整與投擲。 

(7) 紙飛機若於競賽過程中因故毀損（不含人為自行破壞），經裁判組審查同意後，得以

更換繼續比賽。 

(8) 為達公平，飛行機因製作不理想、飛行時意外損壞等非大會造成影響者，均不允許更

換。 

(9) 不得持用他人飛行機，亦不得冒名頂替參與比賽，違者均取消競賽資格，並追繳獎

狀、獎金及一切大會的獎勵。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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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競賽投擲與成績計算規則如下：。 

(1) 隊伍經唱名後，請立即帶隊就「預備區」等待，並進行最後的調整。選手經唱名後，

應立刻就「投擲區」位置，連續唱名三次未到者，取消競賽資格。 

(2) 選手站立於「投擲位置」並告知裁判後，須於 6秒內擲出紙飛機，違反規定者，該次

成績以 0分計算。選手站立 3秒後未投擲時，競賽裁判會舉手警示。 

(3) 選手可穿著一般平底鞋(限高 3公分以下)出場比賽。 

(4) 選手就定位到擲出紙飛機時，不得有踩線(競賽場地邊線)、越線(競賽場地邊線)、助

跑及跳躍的動作，投擲紙飛機時應「兩腳著地」。違反規定者，該次成績以 0分計

算。 

(5) 比賽形式：迴旋效能迴旋效能迴旋效能迴旋效能場地場地場地場地每人投擲每人投擲每人投擲每人投擲 1111 次次次次、、、、迴旋準度迴旋準度迴旋準度迴旋準度場地場地場地場地每人投擲每人投擲每人投擲每人投擲 1111 次次次次，，，，兩次投擲需使兩次投擲需使兩次投擲需使兩次投擲需使

用同一架飛機用同一架飛機用同一架飛機用同一架飛機。 

(6) 總成績計算：個人成績（個人兩次投擲分數和）加總為團隊總成績，團隊總成績同分

時，以兩人之個人最佳成績加總為排名依據，再相同時以兩人各次投擲成績由高至低

排序所組成的數字為排名依據。 

11. 競賽中意圖影響他人競賽成績者，取消競賽資格；選手因外在人為影響，經評審與選手

當場確認者，得於競賽中重新投擲計分，不得於賽後要求另行予以補賽。 

12. 比賽若有特殊狀況，由場地競賽裁判及大會裁判組進行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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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迴旋效能計分賽競賽場地：（場地立面高度約 6 公尺，國中組、國小組均使用同一場地） 

 

 

                                                 計分標準： 

1.1.1.1. 穿越穿越穿越穿越得得得得分分分分（（（（分數累加分數累加分數累加分數累加））））    

紙飛行機飛行過程    

    

    

    

    

    

2.2.2.2. 降落降落降落降落得得得得分分分分    

紙飛行機降落後，停止於 

 

                                                  

 

 

 

 

(1) 紙飛行機降落後，若停止於「不同計分區」的界線上，以「分數較高者」為該次的投

擲分數。 

(2) 場地設施尺寸： 

 

 

 

(3) 站立於「右投擲區」者，紙飛機迴旋飛行時，須外繞旗桿順時鐘方向迴旋，如圖所

示。 

(4) 站立於「左投擲區」者，紙飛機迴旋飛行時，須外繞旗桿逆時鐘方向迴旋。 

(5) 穿越分數滿分者，可另外獲得降落分數（最多另加 4 分），因此每一次投擲至多可得 

10 分。 

飛行過程 

僅穿越紅線僅穿越紅線僅穿越紅線僅穿越紅線

上方領空上方領空上方領空上方領空 

穿越紅線穿越紅線穿越紅線穿越紅線、、、、

綠線上方領綠線上方領綠線上方領綠線上方領

空空空空 

穿越紅線穿越紅線穿越紅線穿越紅線、、、、

綠線綠線綠線綠線、、、、藍線藍線藍線藍線

上方領空上方領空上方領空上方領空 

穿越紅線穿越紅線穿越紅線穿越紅線、、、、

綠線綠線綠線綠線、、、、藍線藍線藍線藍線

上方領空上方領空上方領空上方領空 

穿越紅線穿越紅線穿越紅線穿越紅線、、、、

綠線綠線綠線綠線、、、、藍線藍線藍線藍線

上方領空上方領空上方領空上方領空 

        降落於降落於降落於降落於 AAAA 警警警警 降落於降落於降落於降落於 AAAA、、、、BBBB 降落於降落於降落於降落於 BBBB 警警警警

穿越紅線穿越紅線穿越紅線穿越紅線 RRRR 上方領空上方領空上方領空上方領空    2 

穿越綠線穿越綠線穿越綠線穿越綠線 GGGG 上方領空上方領空上方領空上方領空    2 

穿越藍線穿越藍線穿越藍線穿越藍線 BBBB 上方領空上方領空上方領空上方領空    2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0 

AAAA、、、、BBBB 警示線之間警示線之間警示線之間警示線之間    2 

BBBB 警示線後側警示線後側警示線後側警示線後側    

（（（（BBBB 警示線南側警示線南側警示線南側警示線南側））））    
4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0 

投擲區 

1m × 1m 

 

 
北 

西 東 

1.8mmmm    

6m6m6m6m    

6m6m6m6m    

3m3m3m3m    1m1m1m1m    

 
0.8mmmm    0.8mmmm    右投擲區 左投擲區 

AAAA    

BBBB    

紅線紅線紅線紅線 RRRR    藍線藍線藍線藍線 BBBB 

綠線綠線綠線綠線 GG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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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示示示線北線北線北線北側側側側 警示警示警示警示線之間線之間線之間線之間 示示示示線南線南線南線南側側側側 

穿越分數 2 4 6 6 6 

降落分數 0 0 0 2 4 

總分總分總分總分    2222    4444    6666    8888    10101010    

迴旋效能計分賽得分示例表（順時鐘方向迴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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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迴旋準度計分賽國小組競賽場地如下：（場地高度至少六公尺） 

 

 

 

 

 

 

 

                                             

 

 

 

 

 

 

 

 

 

 

左投擲區計分標準：                         右投擲區計分標準： 

紙飛行機降落後，停止於                     紙飛行機降落後，停止於 

 

 

 

     

 

 

 

 

(6) 紙飛行機降落後，若停止於「不同計分區」的界線上，以「分數較高者」為該次的投

擲分數。 

(7) 場地設施尺寸： 

 

 

 

(8) 站立於「右投擲區」者，紙飛行機須先繞過旗桿 1左側，再順時鐘方向迴旋後降落於

競賽場地，如圖所示。 

(9) 站立於「左投擲區」者，紙飛行機須先繞過旗桿 2右側，再逆時鐘方向迴旋後降落於

競賽場地，如圖所示。 

南跑道南跑道南跑道南跑道    10 

北跑道北跑道北跑道北跑道    9 

南草地南草地南草地南草地    8 

跑道後端草地    7 

北草地北草地北草地北草地 6 

跑道前端草地    5 

其他 0 

北跑道北跑道北跑道北跑道    10 

南跑道南跑道南跑道南跑道    9 

北草地北草地北草地北草地    8 

跑道後端草地    7 

南草地南草地南草地南草地 6 

跑道前端草地    5 

其他 0 

北跑道、南跑道 北草地、南草地 跑道前端草地 跑道後端草地 投擲區 

2.4m × 1.2m 2.4m × 0.6m 3.6m × 0.8m 2.4m × 0.8m 1m × 1m 

 

北 

西 東 

2m2m2m2m    

2m2m2m2m    

45454545 ﾟ゚゚゚    

 

 
北草地 

南草地 

右投擲區 

6m6m6m6m    

6m6m6m6m    

4.8mmmm    

旗桿 1 

旗桿 2 

跑道盡頭草地 

 

跑道前端草地 

左投擲區 

0.8mmmm    

0.8mmmm    

南跑道 

北跑道 

0.8mmmm    
0.8mm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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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迴旋準度計分賽國中組競賽場地如下：（場地高度至少六公尺） 

 

 

計分標準：紙飛行機投擲後 

 

 

 

 

 

 

 

 

 

 

 

 

 

 

 

 

 

                                                  

(1) 參賽者站立於「右投擲區」者，投擲後紙飛行機應先依順時鐘迴旋經過場地左半側，

再穿過奧運五環，如圖所示。 

(2) 參賽者站立於「左投擲區」者，投擲後紙飛行機應先依逆時鐘迴旋經過場地右半側，

再穿過奧運五環，如圖所示。 

(3) 奧運五環垂直吊掛於支撐架上，在重力或線束拉力作用下，會產生些許的形變。 

(4) 場地設施尺寸： 

 

 

 

(5) 呼拉圈排列成「奧運五環」狀，如下圖所示。 

 

 

 

 

 

 

 

穿過 A環 10 

穿過 B環 9 

穿過 C環 8 

穿過 D環 7 

穿過 E環 6 

觸碰但未穿過奧運五環 5 

其他 0 

奧運五環 投擲區 

直徑約 79.3 公分 1m × 1m 

 

圓心高度 2.06m 

 

 

北 

西 東 

AAAA    

EEEE    
3m3m3m3m    

CCCC    

BBBB    

DDDD    

右投擲區 左投擲區 

6m6m6m6m    

6m6m6m6m    

0.8mmmm    0.8mm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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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紙飛機滯空飛行計時賽紙飛機滯空飛行計時賽紙飛機滯空飛行計時賽紙飛機滯空飛行計時賽規程細則 

1. 各項規則或賽程如有變更或增加，以賽前之大會公告及現場說明為準。 

2. 大會遇天然災害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得以順延，其延期競賽時間另行於現場或網路進行公

告。 

3. 每隊參賽學生二人(不含指導老師)，競賽當日須同時到場參賽，若因不可抗力因素更換

隊員，需於競賽前填具「隊員更換申請書」，並經承辦單位確認。 

4. 為維持競賽流暢，等待期間選手請於選手休息區內休息，競賽場區非經競賽裁判或工作

人員引導，不得擅自進入。 

5. 指導老師與其他參觀人員不得進入競賽區，並依大會指示於指定區域觀看競賽。 

6. 逾參賽報到時間尚未抵達報到處辦理報到手續者，視同棄權。 

7. 參賽期間所有參賽隊伍均須配戴報到時領取的識別證始得參賽，以利工作人員識別。 

8. 競賽選手必須遵守競賽規則、維護競賽場秩序及服從現場裁判評審，若有違反，取消競

賽資格並註銷登錄之成績。 

9. 紙飛機摺製需使用大會提供具有大會認證章的紙飛機競賽用紙，[80 磅以下(含 80 磅)B5

影印紙]，並於競賽指定地點現場摺製，且符合下列規定： 

(1) 可攜帶鉛筆、橡皮擦、尺協助紙飛機摺製，但禁止翻閱任何「參考資料」。 

(2) 為競賽安全,紙飛機頭部必須摺製成縱橫各 1公分以上的鈍頭設計，亦禁止以紙飛機

朝他人身體的任何部位丟擲。 

(3) 國小組國小組國小組國小組：：：：紙飛機摺製不得使用工具剪裁、黏貼，摺製過程可使用手工撕紙且須維持紙

張完整性(不得撕角或重組)。紙飛機成品需具有飛行功能。每位選手於試飛時間內，

需攜帶性能最佳的紙飛機兩架兩架兩架兩架，經寫上編號（A、B）、檢核後，擺放於大會規定置放

區，不可攜出場外 

(4) 國中組國中組國中組國中組：：：：紙飛機摺製可以使用工具剪裁、黏貼、撕角、重組或增加額外載重。紙飛機

成品需具有飛行功能。每位選手於試飛時間內，需攜帶性能最佳的紙飛機需攜帶性能最佳的紙飛機需攜帶性能最佳的紙飛機需攜帶性能最佳的紙飛機一一一一架架架架（（（（無備無備無備無備

用機用機用機用機可更換可更換可更換可更換）））），，，，經檢核後經檢核後經檢核後經檢核後，，，，擺放於大會規定置放區擺放於大會規定置放區擺放於大會規定置放區擺放於大會規定置放區（（（（或自行保管或自行保管或自行保管或自行保管）））），，，，不可攜出場外不可攜出場外不可攜出場外不可攜出場外。每每每每

位參賽者位參賽者位參賽者位參賽者需需需需根據紙飛機作品根據紙飛機作品根據紙飛機作品根據紙飛機作品，，，，填寫一份紙飛機作品摘要說明表填寫一份紙飛機作品摘要說明表填寫一份紙飛機作品摘要說明表填寫一份紙飛機作品摘要說明表，，，，未繳交未繳交未繳交未繳交者者者者，，，，取消競賽取消競賽取消競賽取消競賽

資格資格資格資格。。。。 

(5) 選手於各梯次場地試飛時間選手於各梯次場地試飛時間選手於各梯次場地試飛時間選手於各梯次場地試飛時間，，，，在競賽場地進行紙飛機試飛與調整在競賽場地進行紙飛機試飛與調整在競賽場地進行紙飛機試飛與調整在競賽場地進行紙飛機試飛與調整。。。。每隊就每隊就每隊就每隊就「「「「投擲區投擲區投擲區投擲區」」」」

位置模擬試飛時間位置模擬試飛時間位置模擬試飛時間位置模擬試飛時間，，，，以兩分鐘為限以兩分鐘為限以兩分鐘為限以兩分鐘為限。。。。 

(6) 指導老師不可進入紙飛機摺製教室及競賽投擲場地指導選手，競賽過程中，競賽選手

須自行負責紙飛機的摺製、調整與投擲。 

(7) 紙飛機若於競賽過程中因故毀損（不含人為自行破壞），經裁判組審查同意後，得以

更換繼續比賽。 

(8) 為達公平，飛行機因製作不理想、飛行時意外損壞等非大會造成影響者，均不允許更

換。 

(9) 不得持用他人飛行機，亦不得冒名頂替參與比賽，違者均取消競賽資格，並追繳獎

狀、獎金及一切大會的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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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競賽投擲與成績計算規則如下：。 

(1) 隊伍經唱名後，請立即帶隊就「預備區」等待，並進行最後的調整。選手經唱名後，

應立刻就「投擲區」位置，連續唱名三次未到者，取消競賽資格。 

(2) 選手站立於「投擲位置」並告知裁判後，須於 6秒內擲出紙飛機，違反規定者，該次

成績以 0分計算。選手站立 3秒後未投擲時，競賽裁判會舉手警示。 

(3) 選手可穿著一般平底鞋(限高 3公分以下)出場比賽。 

(4) 選手就定位到擲出紙飛機時，不得有踩線(競賽場地邊線)、越線(競賽場地邊線)、助

跑及跳躍的動作，投擲紙飛機時至少一隻腳著地。違反規定者，該次成績以 0分計

算。 

(5) 比賽形式：每人投擲 2次。若投擲次數因競賽選手人數及競賽場地條件有所調整，賽

前由大會裁判組統一宣布更正。 

(6) 計時標準：紙飛機離手時為計時開始，紙飛機落地（第一次接觸地面）時或飛行中觸

擊人員及其他任何物件為計時結束，其間經過的秒數為滯空飛行成績，成績登錄到小

數點後第二位。 

(7) 計時成績登錄時，競賽者應與計時裁判確認報讀秒數，若有誤差及明確事由，應立即

向計時裁判反應，或交裁判組進行仲裁，事後不受理申訴及仲裁。 

(8) 總成績計算：個人最佳計秒成績加總為團隊總成績，團隊總成績同分時，以兩人中個

人最佳成績較高者為排名依據。獲獎隊伍依獲獎隊伍依獲獎隊伍依獲獎隊伍依「「「「紙飛機作品摘要說明表紙飛機作品摘要說明表紙飛機作品摘要說明表紙飛機作品摘要說明表」」」」檢核紙飛機設檢核紙飛機設檢核紙飛機設檢核紙飛機設

計計計計，，，，另另另另行頒發行頒發行頒發行頒發『『『『最佳研究精神獎最佳研究精神獎最佳研究精神獎最佳研究精神獎』』』』六六六六人人人人以資獎勵以資獎勵以資獎勵以資獎勵（（（（獎金獎金獎金獎金 1200120012001200 元元元元））））。 

11. 競賽中意圖影響他人競賽成績者，取消競賽資格；選手因外在人為影響，經評審與選手

當場確認，得於競賽中重新投擲計時，不得於賽後要求另行予以補賽。 

12. 比賽若有特殊狀況，由計時裁判及大會裁判組進行議決。 

13. 競賽場地：（場地立面高度約 7～9 公尺，不分組、國中小均使用同一場地） 

 

 

                                                    

 

 

 

 

 

 

                                                          

                                                         場地剖面圖 

                                  

 

(1) 參賽者可於競賽場地「任一定點」站立投擲，場地圓圈僅供「定位參考」用。 

(2) 紙飛機可以飛出競賽場地，但若「第一次接觸地面」、或「觸擊建築物現有任何物

件」時，則停止計時。 

 

15m15m15m15m    

15m15m15m15m    

3.75m3.75m3.75m3.75m    

7.5m7.5m7.5m7.5m    

3.75m3.75m3.75m3.75m    

7.5m7.5m7.5m7.5m    

20202020mmmm    

7777mmmm    9999mm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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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第三屆桃園航空城創意飛桃園市第三屆桃園航空城創意飛桃園市第三屆桃園航空城創意飛桃園市第三屆桃園航空城創意飛行競賽行競賽行競賽行競賽  紙飛機作品摘要說明表紙飛機作品摘要說明表紙飛機作品摘要說明表紙飛機作品摘要說明表    

（（（（每每每每人人人人填寫一份填寫一份填寫一份填寫一份，，，，參賽者參賽者參賽者參賽者需需需需於於於於「「「「現場摺製現場摺製現場摺製現場摺製」」」」時間內填寫時間內填寫時間內填寫時間內填寫完畢完畢完畢完畢））））（（（（暫暫暫暫

定定定定））））    

作品名稱     
隊伍編號 

（主辦單位填寫） 
 

學籍分組         國國國國中組中組中組中組    

參賽類組         滯空飛行計時賽滯空飛行計時賽滯空飛行計時賽滯空飛行計時賽    

作作作作    品品品品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請勿超過請勿超過請勿超過請勿超過 100100100100 字字字字、、、、紅字部分僅供參考紅字部分僅供參考紅字部分僅供參考紅字部分僅供參考））））    

 

請依「紙飛機作品紙飛機作品紙飛機作品紙飛機作品」據實填寫（或空白），與事實不符者扣分 

 

飛機外型飛機外型飛機外型飛機外型與性能與性能與性能與性能    數據資料 設計要領 

1.機翼攻角 33330000°°°°    攻角攻角攻角攻角 33330000°°°°可提供可提供可提供可提供較大較大較大較大升力升力升力升力    

2.機翼外形 三角翼三角翼三角翼三角翼    摺製容易摺製容易摺製容易摺製容易    

3.裁剪重組 有有有有    飛機長度增加飛機長度增加飛機長度增加飛機長度增加時時時時力臂力臂力臂力臂較大較大較大較大    

4.機翼面積 20cm20cm20cm20cm
2222
    合理增大合理增大合理增大合理增大機翼機翼機翼機翼面積面積面積面積    

5.重心位置 機頭後方機頭後方機頭後方機頭後方 1.61.61.61.6cmcmcmcm

處處處處    

重心在飛機前方重心在飛機前方重心在飛機前方重心在飛機前方，，，，手握重手握重手握重手握重

心處投擲心處投擲心處投擲心處投擲    

6.升降舵 向上調整向上調整向上調整向上調整    飛機易下墜飛機易下墜飛機易下墜飛機易下墜                向上調整向上調整向上調整向上調整    

7.垂直翼 向左調整向左調整向左調整向左調整    飛機右偏飛機右偏飛機右偏飛機右偏                向左調整向左調整向左調整向左調整    

8.載重     無額外載重無額外載重無額外載重無額外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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