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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航空氣象協會 

第八屆第八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 時間：民國 105年 3月 24日（星期四）下午 3 時 30分 

二、 地點：民用航空局 B22會議室 

三、 主席：李理事長建國                 記錄:吳國榮 

四、 出席人員： 

理事:李建國、余曉鵬、王德和、王崑洲、童茂祥、 

劉廣英、劉少林、張友忠 

監事:馮英彬、蔡嘉成、陳海根、黃怡婷 

五、 主席致詞： 

六、 確認上次決議事項辦理情形(余祖華)： 

決議事項 
承辦 

單位 
辦 理 情 形 

召開第八屆

第三次會員

大會並於會

後舉辦聯誼

餐會 

秘書處 一、 預訂本（105）年 5 月 6 日

（星期五）於本局地下 1樓

國際會議廳舉辦第八屆第

三次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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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處 

教育推

廣小組 

一、 預訂本年 6 月 13 日（星期

一）至同年月 17 日（星期

五）分別於臺北/大陸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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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及技術

交流。 

舉辦航空氣象預報及觀測

作業交流。 

二、 相關交流方向經與陸方討

論初步規劃如下： 

(一) 天氣會商(會商方式、資

料運用以及天氣講解)。  

(二) 固態降水預報與觀測（相

應的應急程式及服務）。 

(三) 預報評定(預報檢討方式

及紀錄留存) 

(四) 航空氣象情報交換及應

用。 

三、 刻由雙方辦理人員選派事

宜。 

舉辦暑期航

空氣象研習

營 2梯次。 

秘書處 預訂本年 7月 6日（星期三）及

13日（星期三）舉辦。 

舉辦會員 1

日遊活動。 

秘書處 預訂本年 9 月 17 日（星期六）

舉辦。 

參加第十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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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30日（星期日）

至 11月 5日（星期六）赴大陸

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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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6

期） 

期刊編

輯小組 

如報告事項（四）。 

決議： 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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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報告事項：  

（一） 協會會務報告（余祖華）： 

1. 104年 12月 18日函請臺北國際航空站同意本協會

續約使用該航站第二航廈辦公室場地，並獲該站於

104年 12月 29日函復同意續約至本(105)年 12月

31日止。 

2. 104年 12月 23日函請飛航服務總臺同意所屬張友

忠先生遞補擔任本協會第八屆理事，並獲總臺於

104年 12月 30日函復同意。 

3. 105年 1月 7日函送本協會 105年度經費補助申請

書及活動計畫書予民用航空局，並獲該局於 105

年 1月 18日函復原則同意於預算額度 27萬元內辦

理。 

4. 105年 1月 28日依據基復公司 105年 1月 21日來

函完成該團體會員地址變更事宜。 

決議：准予備查 

（二） 協會財務報告（余祖華）： 

如議案討論（二）。 

決議： 

（三） 教育推廣小組報告（余曉鵬）： 

1. 為持續提升與軍方間之航空氣象業務交流與聯

繫，規劃於本(105)年 4月 15日由余副理事長曉鵬

率于守良、張友忠、吳國榮、莊清堯及許秀妮會員

赴空軍氣象聯隊參訪。 

2. 應長榮航空公司邀請，規劃分三梯次於本年 4 月

12日、5月 17日及 6月 14日由本協會閻雅婷、楊

川德及卓智祥會員擔任講師協助該公司舉辦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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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訓練。 

決議：准予備查 

 

（四） 飛行天氣期刊進度報告（官岱煒）： 

1. 有關 25 期飛行天氣期刊編輯進度，目前計有臺灣

大學戴志輝博士投稿 1 篇，空軍氣象聯隊投稿 1

篇，另請許秀妮會員投稿颱風風力預報及莊清堯會

員投稿日本氣象協會參訪心得等文章。 

2. 整體編輯作尚屬符合預訂進度，預計配合本（105）

年度會員大會期程於 4月底出刊。 

決議：准予備查 

八、 議案討論（余祖華）： 

（一） 案由：吳幸娟女士申請個人入會暨本協會會員資格

審定案 

說明： 

1. 吳幸娟女士目前任職於飛航服務總臺臺北區域

管制中心，因認同本協會宗旨申請入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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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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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經清查會費繳納情況，並無連續三年（102 至

104 年）未繳會費情況，爰確認有團體會員 10

個單位，個人會員 201 人(含永久會員 14 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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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會員 1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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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案通過 

（二） 案由：上(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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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依據協會章程第 32條規定辦理。 

2. 104 年度總收入為 1,182,649 元，支出 

1,302,009 元，年度短絀 119,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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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案通過 

（三） 案由：105年航空氣象年度傑出貢獻獎提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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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金標先生 

3. 推薦人：余副理事長曉鵬、張理事友忠、黃監 

事怡婷 

4. 重要貢獻： 

(1) 推動航空氣象現代化作業系統建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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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持續進行航空氣象相關研究並出版論文及著

作，對本區航空氣象技術之提升，貢獻卓著。 

(3) 持續於國內大專院校講授航空氣象相關學科

課程，對航空氣象知識之推廣以及人員之培

育，貢獻卓著。 

(4) 積極參與本協會活動，多次於本協會舉辦研

討會提出研究論文，對本協會會務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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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卓著。 

(5) 相關推薦書請參閱附件 4，擬於本次會議審查

通過後，於會員大會中頒予候選人 105 年航

空氣象年度傑出貢獻獎。 

決議：照案通過 

九、 臨時動議： 

(一) 案由：彭啟明及陳文定先生申請個人入會案 

說明： 

彭啟明及陳文定先生目前皆任職於天氣風險公司，因

認同本協會宗旨申請入會。 

決議：照案通過 

十、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