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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航空氣象協會中華航空氣象協會中華航空氣象協會中華航空氣象協會    

第第第第八八八八屆第屆第屆第屆第四四四四次理事次理事次理事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監事聯席會議監事聯席會議監事聯席會議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一一一一、、、、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101010104444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三三三三））））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3333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分分分    

二二二二、、、、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民用航空局民用航空局民用航空局民用航空局 B2B2B2B22222 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    

三三三三、、、、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李李李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建國建國建國建國                                                                        

四四四四、、、、    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本協會理事本協會理事本協會理事本協會理事、、、、監事監事監事監事    

五五五五、、、、    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    

六六六六、、、、    確認上次決議事項辦理情形確認上次決議事項辦理情形確認上次決議事項辦理情形確認上次決議事項辦理情形((((余秘書長祖華余秘書長祖華余秘書長祖華余秘書長祖華))))：：：：    

決 議 事 項 
承辦 

單位 
辦 理 情 形 

召開第八屆第二

次會員大會並於

會後舉辦聯誼餐

會 

秘書處 一、 訂於本（104）年 5 月 1

日（星期五）於民用航

空局地下 1 樓國際會議

廳舉辦第八屆第二次會

員大會。 

二、 為辦理此次會員大會活

動準備事宜，秘書處依

往例成立籌備會分秘

書、議事、公關、總務、

財務等 5 組執行各項準

備工作，相關負責人及

工作項目如附件 1。 

舉辦海峽兩岸航

空氣象預報/觀測

作業及技術交流。 

秘書處 

 

一、 訂於本年 6月 8日（星

期一）至同年月 12 日

（星期五）分別於臺北

/大陸南京及臺北/大

陸長沙舉辦航空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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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報及觀測作業交流。 

二、 相關交流主題規劃如

下： 

(一) 預報：航空氣象預

報用戶服務； 

(二) 觀測：航空氣象觀

測複訓及修正作業

（陸方稱錯情處

置）。 

三、 刻由雙方辦理人員選

派事宜。 

舉辦暑期航空氣

象研習營 1~2 梯

次。 

秘書處 預訂本年 7月 8日（星期三）

及 15 日（星期三）舉辦。 

舉辦會員 1 日遊

活動。 

秘書處 預訂本年10月3日（星期六）

舉辦。 

舉辦第九屆海峽

兩岸航空氣象與

飛行安全研討會

訪活動。 
 

秘書處 預訂本年11月1日（星期日）

至 7 日（星期六）舉辦。 

辦理教育訓練 教育推

廣小組 

如報告事項（三）。 

編印《飛航天氣》

期刊二期（第 23、

24 期） 

期刊編

輯小組 

如報告事項（四）。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同意備查同意備查同意備查同意備查。。。。    

七七七七、、、、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一一一））））    協會會務報告協會會務報告協會會務報告協會會務報告（（（（余余余余秘書秘書秘書秘書長祖華長祖華長祖華長祖華））））：：：：    

1. 103 年 12 月 8 日民航局來函同意本協會所提 104

年度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 27 萬元，惟該預算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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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立法院審議刪減，實際補助金額將配合修訂。 

2. 103年 12月 17日臺北國際航空站來函同意本協會

續簽訂房屋提供使用合約 1年。 

3. 104年 3月 6日辦理長榮航空公司函請本協會協助

講解氣象預報實務及工具運用與未來展望事宜。 

4. 104 年 3 月 27 日依據內政部 104 年 2 月 4 日函，

提報 103 年度全國性社會團體績效評鑑相關報表

及資料予內政部。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同意備查同意備查同意備查同意備查。。。。    

（（（（二二二二））））    協會財務報告協會財務報告協會財務報告協會財務報告（（（（余秘書長祖華余秘書長祖華余秘書長祖華余秘書長祖華））））：：：：    

如議案討論（二）。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於議案討論時報告並進行討論於議案討論時報告並進行討論於議案討論時報告並進行討論於議案討論時報告並進行討論。。。。    

（（（（三三三三））））    教育推廣小組報告教育推廣小組報告教育推廣小組報告教育推廣小組報告（（（（余副理事長曉鵬余副理事長曉鵬余副理事長曉鵬余副理事長曉鵬））））：：：： 

1. 104 年 3 月 10 日下午 2 時本協會余副理事長曉鵬

率余秘書長祖華及官岱煒、莊清堯及吳國榮等人前

往空軍氣象聯隊進行航空氣象業務協調。 

2. 應長榮航空公司邀請，規劃分 3 梯次於本（104）

年 4 月 14 日、5 月 19 日及 6 月 16 日由本協會于

守良、卓智祥及吳國榮會員擔任講師前往長榮航空

公司舉辦氣象預報實務、工具運用與未來展望講

座。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同意備查同意備查同意備查同意備查。。。。    

（（（（四四四四））））    飛行天氣期刊進度報告飛行天氣期刊進度報告飛行天氣期刊進度報告飛行天氣期刊進度報告（（（（官理事岱煒官理事岱煒官理事岱煒官理事岱煒））））：：：： 

1. 有關 23 期飛行天氣期刊編輯進度，目前計已完成

黃監事怡婷投稿香港及美國機場雷電偵測系統現

況、楊憶婷會員投稿西北太平洋多次生成長雙眼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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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期颱風-蘇力颱風(2013)等文章之審查作業，

並積極進行許秀妮會員投稿天氣個案分析文章之

審查，此外尚有林乃馨會員投稿參加 2014 年航管

協會羽球聯誼賽心得 1篇。 

2. 整體編輯作尚屬符合預訂進度，預計配合本（104）

年度會員大會期程於 4月底出刊。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同意備查同意備查同意備查同意備查。。。。    

八八八八、、、、    議案討論議案討論議案討論議案討論：：：：    

（（（（一一一一））））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本協會會員資格審定案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 依據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第 4 條規

定：『人民團體應建立會員 (會員代表) 會

籍資料，隨時辦理異動登記，並由理事會

於召開會員 (會員代表) 大會十五日前審

定會員 (會員代表) 資格，造具名冊，報

請主管機關備查』。    

2. 另依據本協會組織章程第八條規定：『兩年

以上未繳納會費者，視為自動退會』。    

3. 經清查會費繳納情況，並無連續三年（101

至 103 年）未繳會費情況，且無會員表達

退會意願，爰確認有團體會員 10 個單位，

個人會員 197 人(含榮譽會員 1人、永久會

員 14 人及一般會員 182 人)。相關會員名

冊如附件 2，擬於本次會議審定後報請內政

部備查。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針對針對針對針對 2222 位位位位 2222 年未繳交會費會員年未繳交會費會員年未繳交會費會員年未繳交會費會員，，，，請秘書處請秘書處請秘書處請秘書處

確認繼續參加本協會意願確認繼續參加本協會意願確認繼續參加本協會意願確認繼續參加本協會意願，，，，並依規定於會並依規定於會並依規定於會並依規定於會

員大會前將會員名冊報內政部備查員大會前將會員名冊報內政部備查員大會前將會員名冊報內政部備查員大會前將會員名冊報內政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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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上(103)年度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基

金收支表及資產負債表等審查案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 依據協會章程第 32 條規定辦理。    

2. 103 年度總收入為 981,272 元，支出為

1,038,402 元，年度短絀 57,130 元。相關

資料請參見附件 3，擬於本次會議審定後提

交會員大會通過。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有關有關有關有關 103103103103 年度是否提撥準備基金乙節年度是否提撥準備基金乙節年度是否提撥準備基金乙節年度是否提撥準備基金乙節，，，，請秘請秘請秘請秘

書處依法令規定辦理書處依法令規定辦理書處依法令規定辦理書處依法令規定辦理，，，，並於會員大會中提並於會員大會中提並於會員大會中提並於會員大會中提

報報報報。。。。    

（（（（三三三三））））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104 年航空氣象年度傑出貢獻獎審查案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 依據協會「航空氣象年度傑出貢獻獎」評

選暨表揚辦法辦理。 

2. 候選人：沈啟女士 

3. 推薦人：李理事長建國 

4. 重要貢獻： 

(1) 支持民間航空氣象業務推廣，對本協會會

務之推動，貢獻卓著。  

(2) 推動航空氣象現代化作業系統建置事宜，

對臺北飛航情報區（下稱本區）航空氣象

服務品質之提升，貢獻卓著。 

(3) 重視航空氣象人員培訓事宜，對航空氣象

人員視野之開拓及專業之增進，貢獻卓著。 

(4) 暢通航空氣象優秀人才晉升管道，對航空

氣象人員之發展及士氣之提升，貢獻卓著。 

(5) 宣導航空氣象之重要性，對本區飛航安全

之持續精進，貢獻卓著。 

5. 擬於本次會議審查通過後，於會員大會中

頒予候選人 104 年航空氣象年度傑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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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九九九九、、、、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一一一一))))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有關本年度「航空氣象年度傑出貢獻獎」，

建議增加提名本協會資深會員林宗嵩 1人。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本案本案本案本案由秘書處彙整林前理事長宗嵩由秘書處彙整林前理事長宗嵩由秘書處彙整林前理事長宗嵩由秘書處彙整林前理事長宗嵩對本協會對本協會對本協會對本協會

會務發展會務發展會務發展會務發展之之之之傑出貢獻及具體事蹟傑出貢獻及具體事蹟傑出貢獻及具體事蹟傑出貢獻及具體事蹟，，，，並並並並將相將相將相將相

關資料電郵理監事參考關資料電郵理監事參考關資料電郵理監事參考關資料電郵理監事參考及及及及依本協會依本協會依本協會依本協會「「「「航空航空航空航空

氣象年度傑出貢獻獎氣象年度傑出貢獻獎氣象年度傑出貢獻獎氣象年度傑出貢獻獎」」」」評選暨表揚辦法辦評選暨表揚辦法辦評選暨表揚辦法辦評選暨表揚辦法辦

理理理理。。。。    

((((二二二二))))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近來民航事業蓬勃發展，許多普通航空業    

者、民用航空業者及航空訓練學校相繼成

立，為持續加強本協會之業務宣導及聯繫，

建議邀請這些單位加入本協會。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請秘書處於會後積極辦理請秘書處於會後積極辦理請秘書處於會後積極辦理請秘書處於會後積極辦理。。。。    

十十十十、、、、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