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航空氣象協會 

第九屆第六次理事、監事聯席會議紀錄 

一、 時間：民國 107 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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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理事長麗君                記錄：余祖華 

四、 出席人員： 

理事：黃麗君、李建國、童茂祥、劉廣英、王崑洲、洪

美雲、魏志憲、官岱煒、張友忠、王太元、于守

良 

監事：蔡嘉成、陳海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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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開第九屆

第二次會員

大會並於會

後舉辦聯誼

餐會 

秘書處 業於本（107）年 5 月 4 日（星

期五）假民航局國際會議廳舉辦

第九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中邀

請中央氣象局鄭明典副局長演

講「2017 大西洋颶風談起」。會

後並於晶宴會館舉辦聯誼餐

會。相關活動照片請參閱本協會

網站及臉書粉絲頁。 

舉辦暑期航

空氣象研習

秘書處 (一) 業於本年7月4日舉辦「認

識航空氣象之旅」夏令營



營 2梯次。 第 1 梯次活動，相關活動

照片請參閱本協會網站及

臉書粉絲頁。 

(二) 原訂本年7月11日舉辦之

第 2 梯次活動由於人數不

足予以取消，相關檢討如

如報告事項（三）。 

舉辦會員 1

日遊活動。 

秘書處 預訂本年 9 月 29 日舉辦，相關

計畫如附件 1。 

參加或舉辦

航空氣象相

關研討會活

動。 
 

秘書處 預訂本年 10 月 18 日舉辦，相關

計畫如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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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0

期） 

期刊編

輯小組

如報告事項（四）。 

決議： 

(一) 本年度會員聯誼活動原則上採秘書處所提之第一

案，舉辦東眼山森林遊樂區、大溪老街 1日遊，請

秘書處確認午餐地點後續辦報名事宜。 

(二) 餘洽悉。 

 

七、 報告事項：  

（一） 協會會務報告： 

1. 107 年 4 月 18 日函送本協會第九屆第五次理事、



監事聯席會議紀錄予各理、監事。 

2. 107年 4月 18日函送本協會 107年度會員名冊予

內政部備查。 

3. 107 年 4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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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公假參加本協會

第九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4. 107年 4月 19日寄送本協會第九屆第二次會員大

會開會通知單予團體及個人會員。 

5. 107 年 5 月 8 日函送本協會「第九屆第二次會員

大會會議紀錄｣予內政部備查。 

6. 107年 5月 30日函邀飛航服務總臺共同舉辦「107

年認識航空氣象之旅夏令營活動｣，並於 107 年 6

月 6 日接獲總臺回復同意辦理。 

7. 107年 5月 30日函請長榮航空公司協助本協會辦

理「107 年認識航空氣象之旅夏令營活動｣至該公

司參訪事宜。 

8. 107年 7月 23日函謝長榮航空公司協助本協會辦

理「107 年認識航空氣象之旅夏令營活動｣。 

決議：洽悉。 

（二） 協會財務報告（余祖華）： 

107 年 1 月 1 日至同年 7 月 31 日止，收入 

220,989 元，支出 280,989 元，餘絀 -60,000 元，

加 計 上 期 結 存  1,718,320 元 ， 總 計 結 存 為 

1,658,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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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989 814,500 -593,511  

會費收入 159,000 174,500 -15,500  

入會費 0 2,500 -2,500  

常年會費 159,000 172,000 -13,000  



政府補助收入 0 270,000 -270,000  

利息收入 4,589 10,000 -5,411  

活動贊助收入 40,000 300,000 -260,000  

其他收入 17,400 60,000 -42,600  

協會經費支出 280,989 814,500 -53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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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05 63,500 -32,795  

文具書報雜誌 0 1,500 -1,500  

印刷費 0 10,000 -10,000  

水電燃料費 3,845 12,000 -8,155  

旅運費 0 2,000 -2,000  

郵電費 9,121 13,000 -3,879  

修繕維護費 0 0 0  

公共關係費 11,015 25,000 -13,985  

業務費 249,984 707,000 -457,016  

會議費 13,074 62,000 -48,926  

聯誼活動費 135,823 130,000 5,823  

業務推展費 60,570 390,000 -329,430  

考察觀摩費 0 5,000 -5,000 

會刊編印費 19,451 40,000 -20,549  

內部作業組織業務費 13,100 40,000 -26,900  

其他業務費 14,,686 40,000 -25,314  

購置費 0 0 0 

折舊 0 0 0 

雜項支出 300 1,355 -1,055 

預備金 0 9,500 -9,500 

提撥基金 0 8,145 -8,145  

本期餘絀 -60,000 0 -60,000  

決議：洽悉。  

（三） 教育推廣小組報告： 

1. 本(107)年 4 月 10 日、5 月 15 日及 6 月 7 日協

調總臺派臺北航空氣象中心藍嘉偉、卓智祥及吳



國榮等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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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訓練紀錄如附件

3。 

2. 本年 7月 4日舉辦「認識航空氣象之旅夏令營活

動」，計有 29 人參加本次活動，相關學員活動紀

錄如附件 4。 

3. 有關「認識航空氣象之旅夏令營活動」報名人數

未如預期部分，經檢討原因主要為本次活動未有

學校表達整班同學參加意願，及僅透過於本協會

網站與粉絲頁進行活動宣傳之效過不佳。後續將

以主動發函學校及聯繫學生家長會之方式強化

宣傳。 

決議：洽悉。  

（四） 飛行天氣期刊進度報告： 

29 期飛航天氣期刊已於本年 4 月順利出刊，刻正

辦理飛航天氣第 30 期邀稿作業，預計本年 10 月出

刊。 

決議：洽悉。  

八、 議案討論： 

（一） 案由：舉辦 107 年中華航空氣象協會桌球聯誼賽

案。 

說明： 

本協會為增進各類飛航服務人員之聯繫及本會會

員情誼，特與中華民國飛航安全電子協會、中華民

國飛航管制員協會及飛航服務總臺共同舉辦本聯

誼賽，相關計畫請參閱附件 5。 

決議：請秘書處就本案經費、場地、賽程及時間等細節

再做確認後賡續辦理活動事宜。 



 

 

（二） 案由：李知航、葉南慶、莊耀中申請個人入會案。 

說明： 

李知航目前任職於天氣風險管理開發公司擔任專

案經理，葉南慶目前任職於空軍航空技術學院軍事

氣象系擔任副教授兼系主任，莊耀中目前任職於空

軍航空技術學院擔任教師，三人因認同本協會宗旨

申請入會。 

決議：照案通過。 

 

九、 臨時動議： 

十、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