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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航空氣象協會 

第八屆第十一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資料 

一、 時間：民國 105年 12月 9日（星期五）下午 3 時 30分 

二、 地點：飛航服務總臺第 1會議室 

三、 主席：李理事長建國                  

四、 出席人員：本協會理事、監事 

五、 主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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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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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原訂本(105)年 10 月 30 日

（星期日）至 11月 6日（星

期日）於大陸昆明舉辦，由

於兩岸交流變數增加，陸方

表示延至明(106)年辦理。 

二、 至本案未使用經費，則配合

贊助單位飛安基金會要

求，辦理「105年民用與軍

民合用機場颱風作業研討

會暨參訪交流活動」，相關

計畫如附件 1。 

舉辦會員 1日

遊活動。 

秘書處 業於本年 11月 12日完成新竹南

寮 1日遊會員聯誼活動，計有會

員及眷屬 60 人參加，相關照片

請參閱本協會網站及粉絲團。  

編印《飛航天

氣》期刊二期

期刊編

輯小組 

如報告事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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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26

期） 

決議： 准予備查 

七、 報告事項：  

（一） 協會會務報告（余祖華）： 

1. 105 年 10 月 13 日函送本協會第八屆第十次理

事、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2. 105 年 10 月 19 日函請長榮航空公司贊助遊覽車

協助本協會辦理會員聯誼活動。 

3. 105 年 11 月 14 日去函感謝長榮航空公司協助本

協會辦理「認識航空氣象之旅」夏令營及會員聯

誼活動。 

4. 105 年 11 月 16 日函請飛航服務總臺及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台灣飛行安全基金會共同舉辦「105 年

民用與軍民合用機場颱風作業研討會」並函邀空

軍氣象聯隊參加。 

5. 105 年 11 月 21 日飛航服務總臺函復同意共同舉

辦「105 年民用與軍民合用機場颱風作業研討

會」。 

6. 105 年 11 月 29 日寄送「第八屆第十一次理事、

監事聯席會議」開會通知單予本協會理、監事及

「研商民用與軍民合用機場颱風作業研討會開會

通知單」予飛航服務總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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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30 日止，收入 

434,672 元，支出 334,138元，餘絀 100,53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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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計上期結存  1,545,766 元，總計結存為 

1,646,300 元，相關財務收支詳如下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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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672  764,500 -329,828  

會費收入 158,500  174,500  -16,000  

入會費 0  2,500  -2,500  

常年會費 158,500  172,000  -13,500  

政府補助收入 0  270,000  -270,000  

利息收入 5,672  10,000  -4,328  

兩岸活動贊助收入 250,000  250,000  0  

其他收入 20,500  60,000  -39,500  

協會經費支出 300,668  764,500 -463,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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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46  63,500  -5,854  

文具書報雜誌 692 1,500  -808  

印刷費 7,981  10,000  -2,019  

水電燃料費 7,005  12,000  -4,995  

旅運費 0  2,000  -2,000  

郵電費 13,596  13,000  596  

修繕維護費 0  0  0  

公共關係費 28,372  25,000  3,372  

業務費 242,897  657,000 -414,103  

會議費 59,639  62,000  2,361  

聯誼活動費 122,548 130,000  -7,452  

業務推展費 

6,535  340,000  -333,465 

昆明研討會

因故延至明

(106) 年 舉

辦。 

考察觀摩費 0  5,000  -5,000  

會刊編印費 35,013 40,000  -4,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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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作業組織業務費 33,470  40,000  -6,530  

其他業務費 19,162  40,000  -20,838  

購置費 0  0  0  

折舊 0  0  0  

雜項支出 125  1,355 -1,230  

預備金 0  10,000  -10,000  

提撥基金   7,645  -7,645  

本期餘絀 100,534  0 100,534  

決議：准予備查 

（三） 飛航天氣期刊進度報告（官岱煒）： 

飛航天氣期刊第 26 期已於本(105)年 11 月出刊，

計刊出臺灣大學楊憶婷博士、中華航空魏志憲先

生、臺北航空氣象中心巫佳玲預報員、張原通觀測

員及航管組鄭文通技正美國氣象學會刊物翻譯文

章心得等 5篇文章。此外本小組刻正規劃飛航天氣

期刊第 27期邀稿事宜。 

決議：  

八、 議案討論（余祖華）： 

(一) 案由：明（106）年度收支預算表及工作計畫審查

案。 

說明： 

106年度協會預計收入 24.45萬元加上政府(民航局)

補助 27 萬元及辦理航空氣象業務交流與研討會外

界補助款 45 萬，總收入 96.45 萬元。扣掉協會必

要之人事及辦公費支出 10.8 萬元，可支用於會務

及業務費用約為 85.7 萬元，相關收支預算表草案

及工作計畫草案如附件 2，請參閱。 

決議： 照案通過 

(二) 案由：游素蓮小姐申請個人入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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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游素蓮小姐目前任職於飛航服務總臺擔任業務士

職務，因認同本協會宗旨申請入會。 

決議：照案通過 

九、 臨時動議： 

十、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