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航空氣象協會第七屆第一次理監事聯席會議紀錄
時間：民國 100 年 4 月 29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地點：飛航服務總臺第一會議室
出席人員：黃理事長麗君、蒲理事金標、王理事太元、童副理事長茂
祥、王理事崑洲、黃理事承樞、李理事金萬、劉理事少林、
李理事建國、郭理事忠暉、陳監事海根、劉監事聖宗、蔡
監事嘉成、王監事玉蘭、董監事昱昀
列席人員：張翠分、徐敬輝、許依萍
一、 主席致詞：（略）
二、 第七屆理、監事選舉結果報告：
(一)理事當選人（依得票數，票數相同時以抽籤決定）
：
黃麗君（121 票）
、童茂祥（111 票）
、沈啟（103 票）
、劉少林
（101 票）
、李建國（99 票）
、李康（99 票）
、王太元（99 票）、
王崑洲（96 票）
、戴立綱（95 票）
、余曉鵬（92 票）
、陳戴男
（88 票）
、蒲金標（83 票）
、郭忠暉（83 票）
、李金萬（80 票）、
黃承樞（51 票）
。另候補理事 5 人：張翠分（51 票）
、許依萍
（36 票）
、林國平（23 票）
、余祖華（23 票）
、張泉湧（22 票）。
(二)監事當選人（依得票數，票數相同時以抽籤決定）
：
陳海根（109 票）、蔡嘉成（102 票）、王玉蘭（98 票）
、董昱
昀（94 票）、劉聖宗（92 票）等 5 人。另候補監事 1 人：駱
銘樂（37 票）
。
三、 選舉理事長、副理事長及監事召集人：
(一) 理事長選舉：應到理事 15 人，實到 10 人，5 人請假。選舉結
果：黃麗君 9 票、沈啟 1 票，由黃麗君當選理事長。
(二) 副理事長選舉：應到理事 15 人，實到 10 人，5 人請假。選舉
結果：童茂祥 9 票、王崑洲 1 票，由童茂祥當選副理事長。
(三) 監事召集人選舉：應到監事 5 人，實到 5 人。選舉結果：蔡
嘉成 4 票、陳海根 1 票，由蔡嘉成當選監事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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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移交：
(一) 移交清冊計有本會圖記、檔案、業務、財產、人事等 5 項移
交清冊。
(二) 新舊理事長交接簽署工作，由新任蔡監事召集人完成監交儀
式。
五、 新任理事長致詞：(略)
六、 討論提案：
(一)案由：第七屆秘書處秘書長及工作人員聘任案。
說明：依據本會章程第二十二條，秘書長及工作人員由理事長
提名經理事會通過後聘任之。
決議：
1、 新任理事長提名陳海根為祕書長，許依萍、徐敬輝、黃
怡婷、官岱煒、李坤城、莊清堯等七人為秘書處工作人
員，並經理事會決議通過聘任。
2、 陳海根秘書長原為選任監事，依「工作人員不得由選任
之職員（理監事）擔任」之規定，辭監事一職，遺缺由
第一順位候補監事駱銘樂遞補。
(二)案由：第七屆教育推廣小組及航空氣象期刊編輯小組組長聘任
案。
說明：依據本會教育推廣小組及航空氣象期刊編輯小組組織簡
則，組長任期與當屆理事任期相同，由理事長提名經理
事會通過後聘任之。
決議：經新任理事長提名及理事會決議通過，聘任王崑洲理事
為教育推廣小組組長、童茂祥副理事長為飛航天氣期刊
編輯小組組長。
(三)案由：第七屆會員大會臨時動議「請協會發函相關單位保障退
休公教人員優惠存款收益」研議案。
說明：於本（100）年 4 月 15 日協會第七屆會員大會中，劉昭
民會員提出臨時動議，請協會發函相關單位保障退休公
教人員優惠存款收益，以為公務員退休之會員爭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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益。會議決議，送第七屆理監事會議研議辦理。
決議：查本協會成立宗旨係為「非以營利為目的之社會團體，
以推廣航空氣象之研究、發展運用與交流，促進飛航安
全」
，本案與協會宗旨不符，且劉昭民會員亦可以個人
及退休公務人員身分向相關單位反映切身權益，爰請秘
書處函復劉昭民會員，建議其依政府相關管道進行反
應。
(四)案由：為增進協會會員航空氣象與人文素養，擬函請飛航服務
總臺共同舉辦相關專題講座案。
說明：本案擬邀請中國文化大學理學院劉前院長廣英進行「寫
風暴的人」專題講座案，所需經費 6,200 元（講師費
6,000 元、交通費 200 元）；考量協會會員多為飛航服
務總臺員工，擬函請飛航服務總臺共同舉辦本次專題講
座，並協助場地事宜及支付部分講師費 3,200 元，本協
會負擔 3,000 元及所有聯絡事項。
決議：照案通過。
(五)案由：有關團體會員基復公司書面建議，於下屆會員大會頒發
績優會員獎勵辦法案。
說明：本協會團體會員基復公司書面建議，於下屆會員大會頒
發獎狀予對航空氣象有貢獻之人員，考量鼓勵會員對航
空氣象做出貢獻，實有其必要性，建議後續由秘書處研
擬「航空氣象傑出貢獻獎評選辦法（草案）」提下次理
監事會討論定案通過。
決議：請秘書處參考會中各位理監事所提意見，研擬草案，並
再送各位理監事提供意見彙整後，提下次理監事會議審
查。
(六)案由：「第二屆海峽兩岸航空氣象作業與技術交流」活動報告
案。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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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與大陸協調，本交流活動訂本（100）年 6 月 13 日至
17 日就「梅雨預報天氣」議題假臺北/上海兩地同時舉
行。
2、臺北部分：陸方將派遣 6 名空管局氣象中心作業人員前
來總臺臺北航空氣象中心進行交流，目前秘書處已經洽
商臺北航空氣象中心，規劃相關交流接待事宜，相關資
料如附件 1。
3、上海部分：將由協會蒲理事金標，率董昱昀、王太元、
于守良 3 名總臺臺北航空氣象中心同仁前往交流。蒲理
事所需機票已發函洽請長榮航空贊助，另總臺 3 名與會
人員所需費用將由總臺支應，上海交流日程如附件 2。
決議：照案通過。
(七)案由：赴西安參加「第六屆海峽兩岸航空氣象與飛行安全研討
會」案。
說明：
1、 經與大陸中國氣象學會航空與航天氣象學委員會協
調，研討會擬訂於本（100）年 9 月 16 日至 23 日假大
陸西安舉行。我方名額為 15-20 人，除第 16-20 人住宿
費自負，其他在大陸費用依往例由該委員會支應，相關
資料如附件 3。
2、 本案所需經費規劃，將俟計畫書送飛行安全基金會決定
補助金額後，另行討論。
決議：
1、 初步同意本案人選規劃，請秘書處函邀航空公司等團體
會員共同前往與會，並提醒參加研討會人員儘早就報告
專題研擬題目及撰寫報告
2、 考量本（100）年 9 月底適逢飛航服務總臺新航管作業
系統啟用典禮，相關人員可能較忙碌，請秘書處洽陸方
商議研討會是否提前或延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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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案經費支出規劃，俟中華民國台灣飛行安全基金會經
費補助申請確認後，再召開理監事會議討論定案。
七、 臨時動議：
(一)提案人：黃理事長麗君
案由：建請同意聘請王前理事長德和為本會第七屆榮譽理事
長，以表彰其對協會之貢獻。
說明：王前理事長在第四屆及第五屆理事長 6 年任內，推廣航
空氣象教育有成，並成功推動兩岸航空氣象交流活動，
使本會榮獲內政部頒發 95 年度甲等績優民間社團獎，
對本會的發展與茁壯貢獻良多。王前理事長擔任第六屆
榮譽理事長期間，除協助協會持續推動海峽兩岸航空氣
象與飛行安全研討會活動，並於去（99）年推動建立海
峽兩岸航空氣象作業與技術交流機制，對增進兩岸航空
氣象作業技術相互了解、保障飛航安全貢獻甚鉅。為彰
顯王前理事長對本會績效，建請依據本會章程第 24 條
規定，聘請王前理事長擔任本會第七屆榮譽理事長，繼
續協助理事會推動會務。
決議：通過聘請王前理事長德和擔任本會第七屆榮譽理事長，
請秘書處賡續辦理聘請事宜。
(二)提案人：黃理事長麗君
案由：有關本（100）年航空氣象夏令營辦理案。
說明：為順利辦理本案，請劉聖宗監事、劉少林理事預先規劃
安排，研議是否擴大招生範圍，並於下次理監事會議提
出計畫草案，討論定案。
決議：照案通過。
(三)提案人：黃理事長麗君
案由：有關協會網頁服務精進改善方案。
說明：為精進協會網頁內容，提供外界、會員更優質的網頁服
務，請秘書處召會研議網頁服務精進改善方案，並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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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
決議：照案通過。
八、 散會：下午 3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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