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航空氣象協會 

第八屆第九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 時間：民國 105年 5月 31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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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麗君、洪美雲、童茂祥、 

劉廣英、劉少林、張友忠、于守良 

監事:蔡嘉成、陳海根、黃怡婷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確認年度工作及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余祖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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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於本（105）年 5 月 6 日（星

期五）於民航局地下 1樓國際會

議廳舉辦第八屆第三次會員大

會，並於會後假蓮田餐廳舉辦聯

誼餐會，相關活動照片請參閱協

會網站。 

 

舉辦海峽兩

岸航空氣象

預報/觀測作

業及技術交

流。 

秘書處 

教育推

廣小組 

一、 原訂本(105)年 6月 13日至

同年月 17 日分別於臺北/

大陸北京舉辦，惟考量近來

審核程序變數增加，爰經與

陸方討論後達成共識延後

實施。 



二、 目前陸方人員之入臺證申

請刻由內政部審查中，將於

完成審核後與陸方確認舉

辦日期。 

 

舉辦暑期航

空氣象研習

營 2梯次。 

秘書處 一、 本案原規劃於本(105)年 7

月辦理 2 梯次，每梯次 40

人。 

二、 配合目前已有彰化彰安國

中及新北市北大高中表達

各有 40 位同學欲報名參

加，並考量本協會會員及其

他學校同學參加需求，爰調

整於本(105)年 7月 1、8及

15 日舉辦 3 梯次，相關活

動計畫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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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日（星期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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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舉辦海峽兩岸航空氣象預報/觀測作業及技



術交流」乙案，查內政部已核發陸方人員之入臺

許可證，後續請秘書處完成與陸方之延後日期確

認後，依相關規定處理許可證有效期限展延事宜。 

 

七、 報告事項：  

（一） 協會會務報告（余祖華）： 

1. 105年 3月 8日長榮航空公司函請本協會派員擔任

該公司本年度三梯次簽派員複訓課程講師。 

2. 105 年 3 月 11 日寄送第八屆第八次理事、監事聯

席會議開會通知，並於同年 3月 24 日召開會議及

於同年 3月 25日函送會議紀錄。 

3. 105 年 4 月 11 日函邀飛航服務總臺共同舉辦 105

年度第七屆/第五屆海峽兩岸航空氣象預報/觀測

作業與技術交流活動，並於同年 4 月 18日接獲飛

航服務總臺函復同意辦理。 

4. 105 年 4 月 12 日函送本協會 105 年度會員名冊予

內政部備查。 

5. 105 年 4 月 12 日寄送第八屆第三次會員大會開會

通知單予本協會會員。 

6. 105 年 4 月 12 日函請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

及民航人員訓練所給予所屬本協會會員公假參加

本協會第八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7. 105 年 4 月 26 日麟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函請本協

辦理該公司團體會員資格移轉至子公司麟銳股份

有限公司事宜。本協會則於同年 5月 3日函復完成

該公司之團體會員資格轉移。 

8. 105年 5月 6日假民航局國際會議廳召開第八屆第

三次會員大會，會後並於蓮田飯店舉辦聯誼餐會。 

9. 105 年 5 月 10 日函送內政部本協會第八屆第三次

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決議： 准予備查。 

（二） 協會財務報告（余祖華）： 

105 年 1 月 1 日至同年 5 月 31 日止，收入 

117,583 元，支出 182,526元，短絀 64,943 元，

加計上期結存  1,545,766 元，總計結存為 

1,480,823元，相關財務收支詳如下表。 

科目名稱 

本年度 

決算數 

本年度 

預算數 

決算與預算

比較 
備註 

協會經費收入 117,583  764,500 -646,917  

會費收入 117,500  174,500  -57,000  

入會費 0  2,500  -2,500  

常年會費 117,500  172,000  -54,500  

政府補助收入 0  270,000  -270,000  

利息收入 83  10,000  -9,917  

兩岸活動贊助收入 0  250,000  -250,000  

其他收入 0  60,000  -60,000  

協會經費支出 182,526  764,500 -581,974  

人事費 0  25,000  -25,000  

兼職人員車馬費 0  0  0  

年終考核獎金 0  25,000  -25,000  

其他人事費 0  0  0  

辦公費 21,370  63,500  -42,130  

文具書報雜誌 0  1,500  -1,500  

印刷費 1,901  10,000  -8,099  

水電燃料費 3,046  12,000  -8,954  

旅運費 0  2,000  -2,000  

郵電費 2,423  13,000  -10,577  

修繕維護費 0  0  0  

公共關係費 14,000  25,000  -11,000  

業務費 161,071  657,000 -495,929  

會議費 64,812  62,000  2,812  

聯誼活動費 71,618  130,000  -58,382  



業務推展費 6,835  340,000  -333,165  

考察觀摩費 0  5,000  -5,000  

會刊編印費 17,806  40,000  -22,194  

內部作業組織業務費 0  40,000  -40,000  

其他業務費 0  40,000  -40,000  

購置費 0  0  0  

折舊 0  0  0  

雜項支出 85  1,355 -1,270  

預備金 0  10,000  -10,000  

提撥基金   7,645  -7,645  

本期餘絀 -64,943  0 -64,943  

決議：准予備查。 

（三） 教育推廣小組報告（余曉鵬）： 

1. 應長榮航空公司邀請，分三梯次於本(105)年 4 月

12日、5月 17日及 6月 14日派本協會閻雅婷、楊

川德及卓智祥會員擔任講師協助該公司舉辦簽派

員訓練。 

2. 應復興航空公司邀請，規劃分二梯次於本(105)年

6 月 29 日及 7 月 6 日派本協會吳國榮會員擔任講

師協助該公司舉辦簽派員訓練。 

決議：准予備查。 

（四） 飛航天氣期刊進度報告（官岱煒）： 

飛航天氣期刊第25期已於本(105)年4月底順利出

刊，感謝臺灣大學戴志輝博士，空軍氣象聯隊陳淑

芬女士，本協會會員劉沛藤先生及蒲金標博士等投

稿文章。此外刻正進行第 26期邀稿事宜。 

決議：准予備查。 

八、 議案討論（余祖華）： 



(一) 案由：徐碧玉女士、簡文鴻及許勝凱先生申請個人

入會案。 

說明：徐碧玉女士、簡文鴻及許勝凱先生目前任職

於飛航服務總臺桃園航空氣象臺，因認同本協會宗

旨申請入會，建請理事會同意。 

決議：照案通過。 

(二) 案由：本協會個人會員李康、李麗英等 2人申請退

會案。 

說明：李康先生等 2人因個人因素申請退會，建請

理事會同意。 

決議：照案通過。  

九、 臨時動議： 

(一) 案由：考量上揭秘書處規劃之本(105)年暑期航空

氣象研習營 3梯次活動中，7月 8日開放會員家屬

及其他學校同學自由報名梯次，可能發生報名人數

過少之情況，爰建議取消該梯次活動規劃，亦即本

年度仍維持辦理 2梯次夏令營活動。 

決議：仍依秘書處之規劃辦理 3梯次暑期航空氣象

研習營活動，惟請秘書處於報名簡章納入「人數不

足時活動取消」，及「於確認活動如期舉行後再行

通知收費」之但書。 

 

十、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