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航空氣象協會 

第八屆第十三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會議紀錄 

一、 時間：民國 106 年 4 月 17 日（星期一）下午 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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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副理事長曉鵬、王理事德和、童理事茂祥、劉

理事廣英、劉理事少林、張理事友忠、于理事守

良 

監事：董監事召集人昱昀、蔡監事嘉成、黃監事怡婷 

五、 主席致詞： 

六、 確認上次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決議事項 
承辦 

單位 
辦 理 情 形 

舉辦 106 年

空軍第三基

地天氣中心

參訪交流活

動 

秘書處 業於本(106)年 3 月 3 日邀集飛

航服務總臺、軍方、臺中航空站

及國籍航空公司代表，於臺中清

泉崗機場舉辦本活動。交流過程

中各單位代表除聽取空軍第三

基地天氣中心介紹「颱風作業及

機場天氣預報」、「守視室任務」

與「天氣室任務」外，並針對氣

象資料供應、濃霧天氣預報、氣

象測預報作業及軍民協調溝通

等議題充分交換意見，相關成果

如附件 1。 

召開第九屆 秘書處 訂於本（106）年 4 月 21日（星



第一次會員

大會並於會

後舉辦聯誼

餐會 

期五）於民航局地下 1樓國際會

議廳舉辦第九屆第一次會員大

會。相關準備工作辦理情形如附

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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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陸方通知本項活動持續順

延，爰規劃配合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台灣飛行安全基金會於本年 6

月辦理馬公機場氣象單位參訪

交流活動予以取代。 

舉辦暑期航

空氣象研習

營 2 梯次。 

秘書處 預訂本年 7月舉辦 2 梯次。 

舉辦會員 1

日遊活動。 

秘書處 預訂本年 11 月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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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陸方通知本項活動持續順

延，刻正規劃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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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8

期） 

期刊編

輯小組 

如報告事項（四）。 

函邀桃園機

場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虎

航及安捷飛

航訓練中心

參加本協會 

秘書處 一、 本(106)年 3月 13日函邀桃

園機場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虎航及安捷飛航訓練中心

參加本協會。 

二、 其中桃園機場股份有限公

司已於本年 4月 6日報名參

加，相關資格審定案如提案



討論 1。 

決議： 准予備查。 

七、 報告事項：  

（一） 協會會務報告： 

1. 106 年 2 月 23 日函送第八屆第十二次理事、監事

聯席會議之會議紀錄。 

2. 106 年 3 月 9 日函送「106 年空軍第三基地天氣中

心參訪交流活動」成果報告予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

灣飛行安全基金會，並將交流座談會議紀錄函送予

參加單位。 

3. 106 年 3 月 13 日依內政部「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

施辦法」函送 106 年度會員名冊予該部。 

4. 106 年 3 月 13 日依本協會第八屆第十二次理事、

監事聯席會議紀錄決議函邀桃園機場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虎航及安捷飛航訓練中心參加本協會。 

5. 106 年 3 月 21 日通知會員本協會訂於本(106)年 4

月 21 日召開第九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6. 106 年 3 月 21 日函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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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第一次

會員代表大會。 

7. 106 年 4 月 11 日發布本協會第八屆第十三次理

事、監事聯席會議開會通知。 

決議：准予備查。 

（二） 協會財務報告： 

106 年 1 月 1 日至同年 4 月 14日止，收入 4,050 

元，支出 133,712 元，餘絀 -129,662 元，加計上

期結存 1,774,797 元，總計結存為 1,645,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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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 814,500 -810,450  

會費收入 0 174,500  -174,500  

入會費 0 2,500  -2,500  

常年會費 0 172,000  -172,000  

政府補助收入 0 270,000  -270,000  

利息收入 4,050 10,000  -5,950  

兩岸活動贊助收入 0 300,000  -300,000  

其他收入 0 60,000  -60,000  

協會經費支出 133,712 814,500 -680,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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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88 63,500  -43,212  

文具書報雜誌 0 1,500  -1,500  

印刷費 0 10,000  -10,000  

水電燃料費 2,141 12,000  -9,859  

旅運費 0 2,000  -2,000  

郵電費 3,647 13,000  -9,353  

修繕維護費 0 0  0  

公共關係費 14,500 25,000  -10,500  

業務費 113,424 707,000 -593,576  

會議費 4,000 62,000  -58,000  

聯誼活動費 66,630 130,000  -63,370  

業務推展費 42,794 390,000  -347,206  

考察觀摩費 0 5,000  -5,000  

會刊編印費 0 40,000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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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355 -1,355  



預備金 0 9,500  -9,500  

提撥基金 0 8,145  -8,145  

本期餘絀 -129,662 0 -129,662  

決議：准予備查。 

（三） 教育推廣小組報告： 

本(106)年 4 月 11 日、5 月 16 日及 6 月 8 日派本

協會余曉鵬會員前往長榮航空公司擔任教官，協助

該公司辦理簽派員年度複訓。相關訓練紀錄將於完

成後提報。 

決議：准予備查。 

（四） 飛行天氣期刊進度報告： 

27 期飛行天氣期刊已完成編輯，本期計收錄臺灣

大學楊憶婷博士、中華航空公司魏志憲先生、民用

航空局鄭文通技正及秘書處投稿 4 篇文章，刻正辦

理印刷作業，將配合本年度會員大會出刊。 

決議：准予備查。 

八、 議案討論： 

（一） 案由：桃園機場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團體入會案。 

說明： 

桃園機場股份有限公司因認同本協會宗旨申請入

會。 

決議：照案通過。 

（二） 案由：第九屆理、監事候選人確認案。 

說明： 

本(106)年度將將進行本協會理、監事改選，相關

候選人名單草案如附件 3，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三） 案由：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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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麗君女士 

3. 推薦人：余副理事長曉鵬、張理事友忠、于理

事守良 

4. 重要貢獻： 

甲、 自民國 97 至 103 年擔任協會第六及七

屆理事長，任內每年辦理海峽兩岸航空氣象

與飛行安全研討會、兩岸航空氣象作業人員

之測、預報作業交流、航空氣象夏令營，以

及會員聯誼活動。 

乙、 卸任理事長職位後，仍持續大力支持協

會活動，尤其自 103 年 8 月擔任飛航服務總

臺總臺長起，與協會共同舉辦 3屆航空氣象

相關研討會、1 屆航空氣象作業交流，及每

年之航空氣象夏令營活動。 

丙、 對兩岸航線氣象資料之交換，我國航空

氣象預測能力之提升，航空氣象教育之推

廣，甚或航空業界之交流與溝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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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航空

氣象年度傑出貢獻獎。 

決議：照案通過。 

九、 臨時動議： 

十、散會： 



106 年空軍第三基地天氣中心參訪交流活動成果 

鑑於飛航安全、效率與天氣變化息息相關，以及我國各

地區旅客輸運需求持續增長，致外界對於航空氣象服務之期

待亦持續升高，為增進軍、民航空氣象單位對彼此作業之瞭

解，持續提升臺北飛航情報區之航空氣象預警報服務品質，

中華航空氣象協會(下稱本協會)繼 105 年 12 月與交通部民

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下稱總臺)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臺

灣飛行安全基金會共同舉辦「民用與軍民合用機場颱風作業

研討會」，復於本(106)年 3 月 3日邀集總臺、軍方、臺中航

空站及國籍航空公司代表，於臺中清泉崗機場舉辦「106 年

空軍第三基地天氣中心參訪交流活動」。 

交流過程中各單位代表除聽取空軍第三基地天氣中心

(下稱三天中)介紹「颱風作業及機場天氣預報」、「守視室任

務」與「天氣室任務」外，並針對氣象資料供應、濃霧天氣

預報、氣象測預報作業及軍民協調溝通等議題充分交換意見

(會議照片及簡報資料如附件)，茲將相關交流成果臚列如

下： 

一、 有關 105 年 12 月召開之「民用與軍民合用機場颱風作

業研討會」請航空公司與軍方提供聯絡窗口，以便航空

公司與氣象聯隊之駐地單位(各天中)直接進行溝通，及

航空公司提出具體氣象資料需求，俾氣象聯隊能夠針對

航空公司需求提供適當之服務，氣象聯隊提供辦況如

下： 

(一) 氣象聯隊所屬氣象中心整合各天中機場例行天氣報

告(METAR)及機場預報(TAF)資料，透由氣象專網方式

線傳至民航單位參用，各民航單位如有上述另外天氣

附件 1 



資料需求，可透過氣象聯隊所轄各軍民合用天氣中心

天氣室民線聯絡管道獲取天氣資訊： 

臺南一天中天氣室外線 06-2899252 

臺中三天中天氣室外線 04-25624434 

嘉義四天中天氣室外線 05-2864710 

馬公七天中天氣室外線 06-9216948 

花蓮九天中天氣室外線 03-8235559 

(二) 氣象聯隊所屬軍民合用天氣中心，於值勤期間如觀測

到未來將有危險天氣發生，將會運用軍線直接向各航

務組傳報天氣資訊，以利各航空公司掌握最新天氣情

況。 

(三)氣象聯隊所屬軍民合用天氣中心於接獲各航空公司查

詢天氣資訊時，會針對所需天氣現象及各航空公司各

型機限度標準，提供未來天氣預報時間點及變化趨

勢，以利各公司掌握最正確預報資訊。亦呼籲航空公

司詢問時主動提供天氣現象及機型飛航限度標準。 

二、 有關臺中航空站問及該機場終端資料自動廣播服務

(ATIS)之資料更新速度能否更為即時乙節，總臺表示目

前每月揭偕同軍方統計並檢視清泉崗機場之 ATIS 更新

情況，依最近資料顯示該機場單月份資料更新時間僅

0.5%未達國際規範標準(5分鐘之內)；氣象聯隊則表示

仍會持續研究精進之道。至華信航空公司建議將清泉崗

機場之 ATIS 升級為數據鏈自動廣播服務(Datalink 

ATIS；D-ATIS)乙節，總臺表示將於後續進行可行性評

估。 

三、 針對總臺提問三天中 METAR、機場特別天氣報告

(SPECI)、TAF 等一般氣象資料及颱風、危險天氣預報



等特殊天氣資料之修訂(AMD)作業流程，氣象聯隊說明

如下： 

(一) METAR、SPECI 等一般氣象資料之修正作業流程： 

當發現電碼內容因編碼、傳報或拍發等錯誤時，修正

網頁錯誤內容。值班人員立即通知塔臺、GCA，更正

即時天氣資料，並通知天氣室氣象士請其傳報 TTY 報

房發報(更正電碼報頭為 COR)。 

備註:COR更正電碼：不得逾原發電碼時間 20分鐘後。 

(二) TAF 修正標準： 

1. 預報出現與實際出現時差大於 1小時。 

2. 下列各現象，預測出現持續時間大於 1小時： 

(1) 各類降水出現或停止時，但雨量 T 者免修正。 

(2) 1,000呎（含）以下雲幕出現或消失時。 

(3) 雲幕或能見度升／降至儀器飛行最低限度時。 

(4) 平均風速超過或小於 25KT。 

(5) 跑道側風風向在 30 度及以上，且風速在 15KT

及以上時。 

3. 發布 HAZAT、HAZOB、HAZCL 之後。 

當天氣達上述修正標準時，由天氣室編發 TAF AMD

修正電碼送 TTY報房執行電碼發報作業。 

(三) 危險天氣預報修正標準： 

發布 HAZAT 後，若研判危險天氣將提前或延後 20 分

鐘以上出現，或內容有顯著差異時，均應及時編發

HAZAMD 修正該預報，並修訂 2小時預報資料及通知有

關單位。若研判結束時間提前或延後 20分鐘以上時，

亦應編發 HAZAMD修正之。當天氣達上述修正標準時，

由天氣室編發 HAZ AMD修正電碼送 TTY報房執行電碼



發報作業。 

四、 有關華信航空公司提及航機進場作業時除氣象單位依

國際規範於風速達陣風標準(大於平均風速 10 浬或以

上)時於風向風速資料組增列陣風(GUST)資料，當風速

未達上述陣風發布標準時亦請航管單位提供最大風

(MAX WND)資料，以協助航機起降作業乙節，總臺表示

「飛航管理程序」已有規定，後續亦會與軍方確認相關

作法。 

五、 有關總臺提及為強化民航氣象服務，建議三天中將【跑

道視程(RVR)550 公尺、能見度(VIS)800 公尺】等民航

機作業條件納入其機場預報(TAF)修訂(AMD)標準乙

節，氣象聯隊表示將於後續進行研究。 

六、 針對總臺提問清泉崗機場濃霧天氣之特性，並分享濃霧

天氣預報作業心得(例如：如何判斷起霧及結束時

間 ? )，氣象聯隊說明如下： 

(一) 臺中清泉崗機場為臺灣中部唯一聯外機場，場區主要

位於沙鹿區，亦涵蓋清水、神岡、大雅等區，占地 1,800

公頃，海拔高度 665 英尺(203 公尺)，濃霧多發生於

冬末春初，甚且於立夏前仍有機會發生，即自 11 月

下旬至隔年 5月中旬止。 

(二) 濃霧型態概區分為輻射霧、平流霧、平流輻射霧等三

類，除輻射霧多集中於清晨時段發生外，餘二類只要

氣象環境條件許可下，全日任何時段均有機會發生。 

(三) 造成濃霧天氣系統型態計有高壓迴流型、鋒前暖區型

及鋒面緩慢過境型等三類；尤其於冬末春初，當影響

臺灣天氣系統處於前揭型態且可見光衛星雲圖上亦



觀測到臺灣海峽存在近地面層有雲霧時，若在此期間

風向轉變為西北風，能見度常在極短時間內驟降至

1000公尺以下。 

(四) 判斷起霧時段 00-12 小時前，以天氣系統加諸濃霧校

驗表，以綜判隔日濃霧發生機率，並提供飛行部隊常

用；2 小時內則參考衛星雲圖、周邊鄰近機場天氣資

訊，道路視訊、自動氣象觀測系統(AWOS)即時資料及

氣象人員飛行守視為主。濃霧判斷結束時間亦然。 

(五) 其他預報作業心得如后： 

1. 研判最近之地面天氣圖，分裂高壓中心已出海且位

置在北緯 30 度，等壓線形成本省高壓迴流天氣型

態。 

2. 底層有逆溫存在，配和足夠之渦流混合使空氣達到

飽和。 

3. 850hPa 以上高空圖本省為太平洋高壓勢力控制，

且有南來氣流。 

4. 新竹測站有 1000呎以下有低雲存在。 

5. 衛星雲圖中海峽北部有廣大低雲。 

6. 清泉崗地區西邊外海出現近似地平線低雲且綿延

整個海岸線。 

7. 發生前清泉崗地區以陸風為主，且風速微弱，隨後

因東北季風與海風合成效應，使風向偏西北，初時

風速小，能見度下降不大，待西北風逐漸增強，能

見度迅速下降。 

七、 針對總臺問及三天中清泉崗機場之雷雨天氣觀測作業

程序為何？值班人員如何判斷(參考那些資料)未來短

時間內機場可能發生雷雨天氣？氣象聯隊說明如下： 



(一) 雷雨天氣觀測作業程序:值班人員觀測到機場四周有

直展雲族發展時，參考雷達回波判別其強度、距離及

移向，將所見情況回報天氣室及各航管單位(塔臺及

GCA)，如聞雷聲時即應依其方位及距離判斷為視區雷

(跑道中心範圍 8-16公里之間)或雷雨當空(跑道中心

範圍 3 公里以內)，編發特別天氣電碼傳遞至各所需

單位(塔臺、GCA、JAOC 氣象士及天氣室氣象士)，並

賡續掌握雷雨胞後續動態。 

(二) 雷雨天氣判斷參考:值班人員可先參考綜觀尺度天氣

圖，瞭解當日天氣系統及環境場是否存有不穩定因

子，亦可利用各項中小尺度之即時觀測情資，例如中

央氣象局劇烈天氣監測系統(QPESUMS)之雷達回波、

對流胞、雷電偵測等資訊、氣象網頁上衛星雲圖和雷

達回波圖，AWOS落雷偵測系統及本天中雷達班所提供

之各項雷達回波情資，並依守視室即時觀測之風向突

變、風速驟增(降)、氣壓值及溫度驟降等徵兆研判是

否將有雷雨胞移入本場。 

八、 有關上次「民用與軍民合用機場颱風作業研討會」由總

臺洽中央氣象局了解其颱風範圍定義之依據並研究統

一颱風警報之颱風範圍定義標準可行性之結論，總臺表

示，經查中央氣象局現行颱風發布警報有關颱風範圍之

定義標準(7 級風風速下限；28KTS)，係配合行政院人

事行政總處「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相關

規定訂定。而民用航空局之颱風警報作業對於颱風範圍

之定義標準（8級風風速下限；34KTS），則是依據國際

民航公約第三號附約(ICAO ANNEX 3)熱帶氣旋警報發布

相關規定訂定，二者訂定之目的及法源依據不同，爰建



議仍維持現行之颱風範圍定義標準。 

九、 中華航空氣象協會王理事崑洲以其協助調查飛安事故

之經驗，呼籲航空公司於飛行前重視航空氣象資料之蒐

集，並提醒軍、民航空氣象資料供應單位注意資料供應

紀錄之建立，俾於發生飛安事故時之責任釐清。 

 

 

 

 

 

 

 

 

 

 

 

 



 

 

 

空軍氣象聯隊張參謀長致詞 



 

 

 

 

空軍第三基地天氣中心進行簡報 



 

 

 

 

交流座談 



 

 

 

 

致贈紀念品及大合照 



 

 

 

 

空軍第三基地天氣中心裝備 



中華航空氣象協會 

第九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籌備工作檢查表 

工作項目 負責人員 期程或截止時間 

會議專題安排 余祖華 3/10前完成；已完成 

寄發開會通知單予內政部及會員 吳國榮 3/20前完成；已完成 

函會員名冊給內政部 吳國榮 3/20前完成；已完成 

民航局、總臺、航訓所會員公假函 吳國榮 3/20前完成；已完成 

理監事摸彩品邀請函 吳國榮 3/20前完成；已完成 

貴賓邀請名單 余祖華 3/15前完成；已完成 

貴賓邀請函設計印製  劉愷薇 3/25前完成；已完成 

貴賓邀請函寄發 劉愷薇 3/30前完成；已完成 

會務、經費及工作報告 余祖華 4/15前完成；已完成 

監察報告 董昱昀（監事召集

人） 

4/15前完成；已完成 

致詞稿(理事長、局長) 余祖華(理事長)、

官岱煒(局長) 

4/15前完成；已完成 

貴賓聯繫窗口（摸彩品及花籃領據） 張文綺 4/12~4/21辦理 

大會手冊編印(120份) 余祖華/吳國榮/劉

愷薇 

4/18前手冊送印 

簽到簿、簽到表、摸彩券 張文綺/劉愷薇 4/15前完成；已完成 

協會去年活動照片播放檔製作 莊清堯 4/20前完成；已完成 

議程海報 莊清堯 4/19前完成 

大會司儀（議程掌握） 官岱煒 4/21辦理 

資料袋裝袋(120份含大會手冊、期

刊、紀念品) 

張友忠/ 張文綺/

劉愷薇 

4/20航管組裝袋 

貴賓摸彩品謝函 吳國榮 4/22~4/29辦理 

會議記錄 吳國榮 4/22辦理、4/29 函送內

政部 

議案之收集，理事提案之研擬 余祖華 4/12前交秘書長；目前

無 

大會議案討論之主持(補充報告) 余祖華 4/19辦理 

大會晚餐之安排(9桌+1) 余祖華 3/25前預定餐廳；已完

成 

貴賓接待、引導與戴胸花 

(胸花 5朵:理事長、、局長、總臺長、

講座) 

余曉鵬/王太元/劉

少林/陳玉芬 

4/21辦理 

講座接待、停車卡 余祖華/莊清堯 4/21辦理 

晚宴活動之辦理 余祖華/陳玉芬/劉

愷薇  

4/21晚宴主持 

摸彩活動協助 

附件 2 



會場之洽借（民航局國際會議廳） 余祖華 3/9前完成、已完成 

紀念品構思、紀念品製作 劉愷薇 3/20前定案(已完成)、

4/12前交貨；已完成 

傑出貢獻獎獎牌製作 劉愷薇 4/20前完成 

議事設備準備、測試（筆電/投影機/

簡報器/活動照片擋/PPGM動畫檔/講

座電子檔/音響/燈光/麥克風等） 

余祖華/張友忠 

/莊清堯/張文綺/ 

4/20辦理 

會場佈置（大會布條、胸花、桌花、

簽到簿、簽到表、會場報到桌、指示

牌、議程海報、選票計票海報、貢獻

獎獎牌、報到處指引）、會場清理 

余祖華/張友忠/莊

清堯、張文綺/劉愷

薇/吳國榮 

4/21辦理 

晚宴酒水準備(紅酒 24瓶、高粱

1L*8) 

張友忠/莊清堯 4/15前完成；已完成 

礦泉水之購買、供應與擺設 莊清堯 4/21辦理 

會場/晚宴活動照相 王太元/吳國榮 4/21辦理 

運送摸彩品、酒至餐廳 張友忠/莊清堯 4/21辦理 

會員繳費清查 劉愷薇 3/10前完成；已完成 

會員報到、資料分發（資料袋、紀念

品、摸彩券、簽到單） 

吳國榮/張文綺/劉

愷薇/陳玉芬  

4/21辦理 

講座費用發放（講座收據） 劉愷薇 4/21辦理 

會費收據、出納及帳務處理 張文綺 4/22~4/29辦理完成 

開票、計票、監票、唱票工作 余祖華/張友忠/莊

清堯/張文綺/劉愷

薇/吳國榮/王太元

/陳玉芬/劉少林/

林昀瑱/許依萍 

 

4/21會員大會佈置、報到備忘錄 

 會員 貴賓 講座(XXX) 花籃致贈 

會員簽到表 V    

貴賓簽到簿 V V V  
空白委託書、收據、摸

彩券、選票 
V    

資料袋 V V V  
貴賓胸花  V   

花籃領據    V 

講座費用(2,000)、講座

收據 
  V  

註： 

貴賓報到流程  (1)報到簽名 (2)領取資料袋 

會員報到流程  (1)報到簽名(繳費/交委託書)發收據、摸彩券、選票 

(2)領取資料袋(憑收據) 



中華航空氣象協會第九屆理事選舉票(草案) 

編號 圈選 候選人 編號 圈選 候選人 

1   李建國 26  陳戴男 

2   王德和 27  許依萍 

3   黃麗君 28  劉景夫 

4   洪美雲 29  許秀妮 

5   李正傑 30  林昀瑱 

6   陳一戈 填 選 候 選 人 填 選 候 選 人 

7   官岱煒   

8   魏志憲   

9   劉廣英   

10  王崑洲   

11  童茂祥   

12  于守良   

13  余曉鵬   

14  劉少林   

15  黃承樞  

16  張友忠  

17  林得恩  

18  王太元  

19  戴立綱  

20  陳玉芬  

21  張瓊文  

22  王世杰  

23  張翠分  

24  鄭文通  

25  鄧惠娟  
                         
中華民國 106年 4月 21日 

說明： 

(1) 本屆應選十五名，候補五名（未當選最高票之前五名）。 

(2) 填選方式在圈選欄打「○」之記號或在填選候選人欄填上候選人姓名，不可

塗改，違者視同廢票。 

(3) 本次投票採無記名連記法，於圈選及填寫候選人時，總計不得超過十五名（但

可少於十五名），違者視同廢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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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航空氣象協會第九屆監事選舉票(草案) 

編號 圈選 候選人 填  選  候  選  人 

1  董 昱 昀   
2  蔡 嘉 成   
3  陳 海 根   
4  黃 怡 婷  

5  吳 國 榮  

6  林 乃 馨  

7  余 祖 華  

8  馮 英 彬  

9  林 慧 珠  

10  郭 碧 枝  

    

    

  
                   
         
 

 

 

 

 

中華民國 106年 4月 21日 

說明： 

(1) 本屆應選五名，候補一名（未當選最高票之前一名）。 

(2) 填選方式在圈選欄打「○」之記號或在填選候選人欄填上候選人姓名，不可塗

改，違者視同廢票。 

(3) 本次投票採無記名連記法，於圈選及填寫候選人時，總計不得超過五名（但可

少於五名），違者視同廢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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