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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航空氣象協會 

第九屆第三次理事、監事聯席會議資料 

一、 時間：民國106年10月24日（星期二）下午3時30分 

二、 地點：民用航空局 B21 會議室 

三、 主席：黃理事長麗君                  

四、 出席人員：本協會理事、監事 

五、 主席致詞： 

六、 確認年度工作及上次決議事項辦理情形： 

事  項 
承辦 

單位 
辦 理 情 形 

舉辦「國際

航空氣象發

展趨勢研討

會」 
 

秘書處 本案預訂本(106)年 11月 8日假

民航局國際會議廳辦理，當晚並

於晶宴民權館舉辦交流餐會，刻

依計畫積極進行準備事宜，相關

研討會議程及工作進度如附件

1。 

舉辦「桌球聯

誼賽」 

秘書處 本案預訂本年11月 18日於飛航

服務總臺羽球館舉辦，目前已完

成報名及賽程抽籤事宜，計有 10

支隊伍 80 人報名參加，相關參

賽隊伍人員名冊，工作進度及賽

程規劃如附件 2。 

舉辦會員聯

誼活動 

秘書處 如提案討論(一)。 

辦理教育訓 教育推 如報告事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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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 廣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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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飛航作

業人員航空

氣象知識提

升訓練」 

秘書處 已將實施計畫送交航空事業發

展基金會，未來將配合該基金會

規劃續辦。 

決議： 洽悉。 

七、 報告事項：  

（一） 協會會務報告： 

1. 106 年 8 月 3 日函邀飛航服務總臺研商航空氣象

作業及交流事宜。 

2. 106 年 8 月 3 日寄送第九屆第二次理事、監事聯

席會議開會通知單，並於 8月 16 日召開會議。 

3. 106 年 8 月 21 日函送第九屆第二次理事、監事聯

席會議紀錄。 

4. 106年 8月 24日函邀飛航服務總臺共同舉辦「106

年中華航空氣象協會桌球聯誼賽」，並於同年 9

月 5日接獲飛航服務總臺函復同意。 

5. 106年 8月 31日函邀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灣飛行

安全基金會共同舉辦「2017 國際航空氣象發展趨

勢研討會」，並於同年 9 月 12 日接獲該基金會通

知將贊助新臺幣 10 萬元辦理本次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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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06 年 8 月 31 日函邀民用航空局共同舉辦「2017

國際航空氣象發展趨勢研討會」，後於同年 9 月

14 日接獲民用航空局回復同意，並補助新臺幣 20

萬元。 

7. 106 年 9 月 5 日函送「106 年中華航空氣象協會桌

球聯誼賽實施計畫」予本協會團體會員歡迎其組

隊參加。 

8. 106 年 9 月 22 日函邀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等 31

個單位參加「2017 國際航空氣象發展趨勢研討

會」。 

決議： 洽悉。 

（二） 協會財務報告： 

106 年 1 月 1 日至同年 10 月 13 日止，收入 

302,691 元，支出 406,334 元，餘絀-103,643 元，

加計上期結存  1,775,197 元，總計結存為 

1,67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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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691 814,500 -511,809 

會費收入   158,000 174,500 -16,500 

入會費 0 2,500 -2,500 

常年會費   158,000 172,000 -14,000 

政府補助收入 0 270,000 -270,000 

利息收入 4,691 10,000 -5,309 

兩岸活動贊助收入   100,000 300,000 -200,000 

其他收入    40,000 60,000 -20,000 

協會經費支出 406,334 814,500 -408,166 

人事費 0 25,000 -25,000 

兼職人員車馬費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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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終考核獎金 0 25,000 -25,000 

其他人事費 0 0 0 

辦公費 62,525 63,500 -975 

文具書報雜誌 140 1,500 -1,360 

印刷費     7,540 10,000 -2,460 

水電燃料費 7078 12,000 -4,922 

旅運費 0 2,000 -2,000 

郵電費 15,037 13,000 2,037 

修繕維護費 0 0 0 

公共關係費 32,730 25,000 7,730 

業務費 343,744 707,000 -363,256 

會議費 43,746 62,000 -18,254 

聯誼活動費 134,230 130,000 4,230 

業務推展費 100,197 390,000 -289,803 

考察觀摩費 0 5,000 -5,000 

會刊編印費    18,704 40,000 -21,296 

內部作業組織業務費    12,380 40,000 -27,620 

其他業務費    34,487 40,000 -5,513 

購置費 0 0 0 

折舊 0 0 0 

雜項支出 65 1,355 -1,290 

預備金 0 9,500 -9,500 

提撥基金 0 8,145 -8,145 

本期餘絀 -103,643 0 103,643 

決議： 洽悉。 

（三） 教育推廣小組報告： 

1. 協調飛航服務總臺薦派臺北航空氣象中心林昀

瑱、卓智祥及楊川德主任氣象員於本(106)年 10 月

11 日、11 月 8 日及 12 月 13 日赴長榮航空公司擔

任教官，協助該公司辦理航務人員年度複訓。 

決議：目前只執行 1 梯次，於執行完畢後再提報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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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飛行天氣期刊進度報告： 

有關 28 期飛行天氣期刊，目前臺北航空氣象中心

許秀妮預報員投稿之 2 篇颱風相關文章已完成審

稿，刻正進行其餘本會龍文馨會員投稿 1篇翻譯文

章、豐年航空氣象臺投稿 1篇國際民航組織(ICAO)

文件翻譯文章，及高雄航空氣象臺王玉蘭主任氣象

員投稿 1篇散文之審、校稿作業，預計將於本(106)

年 10 月底出刊。 

決議：未來進行本項進度報告時請簡要說明投稿題目及

內容。 

八、 議案討論： 

（一） 案由：舉辦「會員聯誼活動」案。 

說明： 

本案係為促進本協會會員間相互認識及交流，依本

協會 106 年度計畫辦理，經于守良理事擬具計畫如

附件 3，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二） 案由：明（107）年度收支預算表及工作計畫審查

案。 

說明： 

107年度協會預計收入25.75萬元加上政府補助27

萬元及辦理航空氣象業務交流與研討會外界補助

款 30 萬，總收入 83.75 萬元。扣掉協會必要之人

事及辦公費支出 11.75 萬元，可支用於會務及業務

費用約為 72.9 萬元，相關收支預算表草案及工作

計畫草案如附件 4，請參閱。 



6 
 

決議：照案通過。 

九、 臨時動議： 

十、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