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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航空氣象協會 

第九屆第九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 時間：民國 108年 4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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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副理事長曉鵬                紀錄：余祖華 

四、 出席人員：劉廣英、童茂祥、王崑洲、李建國、洪美雲、

張友忠、王太元、于守良、官岱煒、蔡嘉成、陳海根、

黃怡婷 

五、 主席致詞： 

六、 確認上次決議及年度工作事項辦理情形： 

決議事項 
承辦 

單位 
辦 理 情 形 

接續進行兩

岸交流活動 

秘書處 本案考量陸方所提部分議題涉

及航管作業，非氣象人員所能掌

控，另總臺相關理監事及會員下

半年將進行桃園機場新塔臺、氣

象臺啟用及諸多系統轉移作

業，需全力投入更多人力及物力

準備不及，為確保兩岸交流活動

達到實質效益，爰建議將研討會

向後延遲，俟適當時機再行協調

陸方辦理。 

召開第九屆

第三次會員

大會並於會

秘書處 一、 預訂本（108）年 5 月 2 日

（星期四）於民航局地下 1

樓國際會議廳舉辦第九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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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舉辦聯誼

餐會 

第三次會員大會。相關準備

工作規劃如附件 1。 

二、 本年度規劃配合民航局補

捐助政策之改變以餐盒取

代晚宴餐會，並將會議時間

由往年下午 3時至 6時調整

為下午 2時至 5時。 

本協會會址

變更 

秘書處 一、 本案業依上次會議決議於

108年 3月 8日函請飛航服

務總臺同意所屬臺北航空

氣象中心做為本協會新會

址。 

二、 惟於辦理過程中發現，以臺

北航空氣象中心做為本協

會會址，恐有違反「公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虞，

爰經考量協會工作推動之

便利性，建議將會址置於秘

書處余秘書長住所。 

敦請考選部

加強國家考

試航空氣象

科目考題與

飛航之相關

性 

秘書處 一、 本案業於 108年 3月 8日檢

附 106及 107年民航人員考

試，飛航管制類科之航空氣

象學考題，函考選部建請其

調整民航人員考試「航空氣

象學」命題方向，俾相關人

才之選用得以契合飛航作

業需求。考選部則於 108 年

3 月 15 日函復業將本會建

議錄案參考。 

二、 另本協會余副理事長曉

鵬，亦利用 108 年 3 月 29



3 

 

日參加中華民國氣象學會

理監事會時機，建議該學會

會員於參與學校大氣科學

相關學程內容規劃，以及國

家考試航空氣象命題作業

時，本諸學識涵養並參酌作

業單位需求，以確保航空氣

象教考訓用合一。 

舉辦暑期航

空氣象研習

營 

秘書處 預訂本年 7月舉辦。 

舉辦會員 1

日遊活動 

秘書處 預訂本年 9月舉辦。 

參加或舉辦

航空氣象相

關研討會活

動 
 

秘書處 預訂本年 10月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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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2

期） 

期刊編

輯小組 

如報告事項（四）。 

決議： 

一、 有關兩岸交流案，原則同意依秘書處建議回復陸

方「經各方確認、評估，恐無法於本年赴陸及接

待貴方來臺，另考量貴方所提下半年將進行北京

新機場啟用及我方工作安排甚為忙碌，爰建議將

雙方研討會推遲至明年再做規劃」。 

二、 有關秘書處規劃配合民航局補捐助政策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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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以餐盒取代晚宴乙案，考量該晚宴為會員聯

誼之重要活動，且相關經費業經理、監事會核定

在案，爰仍按計畫進行，惟請秘書處於本次會員

大會活動期間，利用機會說明未來餐會活動恐因

民航局補捐助政策改變而取消或調整進行方式。 

三、 有關本協會會址變更案，同意依秘書處建議將新

會址置於秘書處余祖華秘書長住所(臺北市松山

區民生東路 5段 151號 3F-6)。 

 

七、 報告事項：  

（一） 協會會務報告： 

1. 108年 1月 22日函送本協會第九屆第八次理事、

監事聯席會議紀錄予各理、監事。 

2. 108 年 2 日 14 日派員參加總臺 50 週年擴大舉辦

球類活動籌備會議，獲得共識本協會將於 108 年

11月 23日與總臺合辦飛航服務桌球聯誼賽。 

3. 108 年 3 月 8 日函飛航服務總臺辦理本會會址更

改事宜。 

4. 108年 3月 12日函考選部建議調整民航人員考試

「航空氣象學」命題方向並獲其於 108年 3月 15

日回復業將本協會建議錄案參考。 

決議：洽悉。 

（二） 協會財務報告： 

108 年 1 月 1 日至同年 4 月 10日止，收入 0元，

支出 3,544 元，餘絀 -3,544 元，加計上期結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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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1,210 元，總計結存為 1,757,6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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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27,000 -827,000   

會費收入 0 187,000 -187,000   

入會費 0 2,500 -2,500   

常年會費 0 184,500 -184,500   

政府補助收入 0 270,000 -270,000   

利息收入 0 10,000 -10,000   

參加或舉辦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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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4 827,000 -8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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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 63,500 -62,620   

文具書報雜誌 0 1,500 -1,500   

印刷費 0 10,000 -10,000   

水電燃料費 0 12,000 -12,000   

旅運費 0 2,000 -2,000   

郵電費 880 13,000 -12,120   

修繕維護費 0 0 0   

公共關係費 0 25,000 25,000   

業務費 2,664 718,500 -715,836   

會議費 2,664 80,000 -77,336   

聯誼活動費 0 117,000 -117,000   

業務推展費 0 418,500 -418,500   

考察觀摩費 0 43,000 -43,000   

會刊編印費 0 0 0   

內部作業組織業務

費 
0 30,000 -30,000   

其他業務費 0 30,000 -30,000   

購置費 0 0 0   

折舊 0 0 0   

雜項支出 0 1,730 -1,730   

預備金 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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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撥基金 0 8,270 -8,270   

本期餘絀 -3,544 0 -3,544   

決議：洽悉。 

（三） 教育推廣小組報告： 

配合長榮航空公司需求，協調總臺派臺北航空氣象

中心周俊明、林昀瑱及卓智祥三人，於本(108)年

4月 16日、5月 14日及 6月 11日赴該公司擔任教

官，協助其辦理簽派員年度複訓。相關訓練紀錄將

於完成後提報。 

決議：洽悉。 

（四） 飛行天氣期刊進度報告： 

飛行天氣第 31 期期刊目前計有高雄國立科學工藝

博物館楊憶婷博士投稿「參訪活動對於國中學生學

習航空氣象之成果探討」、臺北航空氣象中心楊川

德主任氣象員投稿「韓國氣象局及航空氣象辦公室

參訪心得」、中華航空公司魏志憲先生投稿「運用

雙偏極化氣象雷達偵測水象粒子分布之驗證」及豐

年航空氣象臺投稿「豐年機場雲面面觀(II)」等 4

篇文章，預計 108年 4月出刊。 

決議：洽悉。 

八、 議案討論： 

（一） 案由：本協會會員資格審定案。 

說明： 

1. 依據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第 4 條規定：

『人民團體應建立會員 (會員代表) 會籍資

料，隨時辦理異動登記，並由理事會於召開會

員 (會員代表) 大會十五日前審定會員 (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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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資格，造具名冊，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2. 另依據本協會組織章程第八條規定：『兩年以上

未繳納會費者，視為自動退會』。 

3. 經清查會費繳納情況，確認團體會員 10 個單

位，個人會員 184 人(含永久會員 15 人及一般

會員 169人)。相關會員名冊如附件 3，擬於本

次會議審定後報請內政部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二） 案由：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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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崑洲先生、童茂祥先生 

3. 推薦人：余副理事長曉鵬、于理事守良、張理

事友忠、陳監事海根 

4. 重要貢獻： 

(1) 王崑洲及童茂祥先生畢身投入航空氣象工

作，除於公職身涯經歷完整，並致力航空氣

象研究發展及教學推廣，對航空氣象整體業

務之推動，航空氣象技術之精進，貢獻卓著。 

(2) 此外二人皆擔任本協會多屆理事，並曾擔

任副理事長甚或秘書長職位，期間盡心盡

力，對本會會務之推動，以及協會之發展，

亦貢獻卓著。 

5. 相關推薦書請參閱附件 3，擬於本次會議審查

通過後，於會員大會中頒予候選人 108 年航空

氣象年度傑出貢獻獎。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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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臨時動議： 

十、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