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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航空氣象協會  函 

 

地  址：105台北市松山區民生

東路五段 151號 3F-6 

承辦人：余祖華 

電  話：(03)384-1451 

傳  真：(03)386-5575 

E-Mail：eiddyeiddy@gmail.com 

郵遞區號： 

地    址： 
受文者：如正、副本收件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年 6月 23日 
發文字號：航象字第 10901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檢送本協會第九屆第十三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如附件，請查照。 
 
正本：黃理事長麗君、余副理事長曉鵬、李理事建國、王理事德和、王理事

崑洲、李理事正傑、洪理事美雲、童理事茂祥、劉理事廣英、魏理事

志憲、陳理事一戈、于理事守良、劉理事少林、王理事太元、張理事

友忠、董監事昱昀、蔡監事嘉成、陳監事海根、黃監事怡婷 

副本：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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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航空氣象協會 

第九屆第十三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 時間：民國 109年 6月 20日（星期六）下午 4時 30分 

二、 地點：民用航空局 B22會議室 

三、 主席：黃理事長麗君                紀錄：余祖華 

四、 出席人員：李建國、童茂祥、王崑洲、王德和、洪美雲、

魏志憲、張友忠、王太元、于守良、蔡嘉成、董昱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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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祖華)： 

決議事項 
承辦 

單位 
辦 理 情 形 

召開第十屆

第一次會員

大會並於會

後舉辦聯誼

餐會 

秘書處 一、 預訂本（109）年 7月 10日

（星期五）於民航局地下 1

樓國際會議廳舉辦第十屆

第一次會員大會。相關準備

工作規劃如附件 1。 

二、 配合民航局補捐助政策之

改變，本年度聯誼餐會之型

式改以餐盒方式辦理。 

舉辦暑期航

空氣象研習

營 

秘書處 預計 109年 8月舉辦，活動內容

規劃中，惟仍需視新冠肺炎疫情

狀況及總臺是否開放參訪而定。 

舉辦會員 1

日遊活動 

秘書處 預訂本年 9月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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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顯著

危害天氣與

飛航作業研

討會」 
 

秘書處 一、 考量疫情造成本年度活動

有許多不確定性，復考量相

同性質研討會已連續舉辦

兩年，爰配合中華航空事業

發展基金會邀請，與該會及

科學人雜誌，於 109 年 10

月，共同舉辦「2020 飛航

解密  暢遊天際系列講

座」，取代「顯著危害天氣

與飛航作業研討會」。 

二、 本案目前已完成與科學人

雜誌之活動合約書簽署，刻

由科學人雜誌進行活動安

排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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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4

期） 

期刊編

輯小組 

如報告事項（四）。 

決議： 

一、 為使整體流程更加順暢合理，本年度會員大會聯誼

餐會改以外燴方式，利用會議休息時間於會場外辦

理。 

二、 餘洽悉。 

 

七、 報告事項：  

（一） 協會會務報告（余祖華）： 

1. 109 年 5 月 4 日函送本協會第九屆第十二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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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監事聯席會議紀錄予各理、監事。 

2. 109 年 5 月 8 日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

會來函邀請本協會共同辦理「2020 飛航解密 暢

遊天際系列講座」活動，本協會並於 109 年 5 月

19日函復該基金會同意共同辦理。 

3. 109年 5月 29日函送科學人雜誌辦理「2020 飛航

解密 暢遊天際系列講座」合約影本及本協會收據

予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辦理活動經

費撥付事宜，該基金會則於 109 年 6 月 2 日函復

撥款。 

決議：洽悉。 

 

（二） 協會財務報告（余祖華）： 

109 年 1 月 1 日至同年 6 月 20 日止，收入

2,014,050 元，支出 1,011,144元，餘絀 1,002,906

元，加計上期結存 1,809,420 元，總計結存為 

2,812,326 元，(含兩岸基金 58,400；不含兆豐基金

377,7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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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50  568,000 1,446,050   

會費收入 10,000  198,000  -188,000   

入會費 0  2,500  -2,500   

常年會費 10,000  195,500  -185,500   

政府補助收入 0  100,000  -100,000   

利息收入 4,050  10,000  -5,950   

參加或舉辦研討會

活動贊助收入 0  200,000  -200,000 
  

其他收入 

2,000,000  60,000  1,940,000 

航發會

撥 付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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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航解

密  暢

遊天際

系列講

座」活

動費用

貳百萬

元。 

協會經費支出 1,011,144  568,000  4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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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4  63,500  -52,686   

文具書報雜誌 0  1,500  -1,500   

印刷費 1,748  10,000  -8,252   

水電燃料費 0  12,000  -12,000   

旅運費 0  2,000  -2,000   

郵電費 2,066  13,000  -10,934   

修繕維護費 0  0  0   

公共關係費 7,000  25,000  -18,000   

業務費 1,000,000  462,000 538,000   

會議費 0  80,000  -80,000   

聯誼活動費 0  117,000  -117,000   

業務推展費 

1,000,000  162,000  838,000 

支付科

學人雜

誌活動

費用第

1 期款

壹百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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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1,820 -1,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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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金 0  10,000 -10,000   

提撥基金   5,680  -5,680   

本期餘絀 1,002,906  0 1,002,906   

決議：洽悉。 

 

（三） 教育推廣小組報告（余曉鵬）：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109年度至今僅協請總臺薦派

臺北航空氣象中心林主任氣象員昀瑱，於 3 月 24

日赴長榮航空公司協助該公司辦理複訓，講授「衛

星雲圖與航空氣象圖之分析與應用」課程，計有該

公司簽派員 18人參訓，相關訓練紀錄如附件 2。 

決議：洽悉。 

 

（四） 飛航天氣期刊進度報告（官岱煒）： 

飛航天氣第 33 期(109 年 4 月號)已出刊，計收錄

魏志憲博士「參加國際民航組織 (ICAO) 舉辦之

2019 年年度氣象/航管專題研討會議 (MET/ATM 

Seminar)之心得分享」、秘書處「2019 顯著危害天

氣與飛航作業研討會成果」及豐年航空氣象臺郭家

利「豐年機場雲面面觀(IV)」等 3篇文章。刻正辦

理飛航天氣第 34期(109 年 10月號)邀稿作業。 

決議： 

一、 總臺「航空氣象現代化作業系統汰換及更新計畫

(AOAWS-RU)」業奉行政院核定於民國 110 至 113

年辦理，請期刊小組洽臺北航空氣象中心投稿一篇

該計畫簡介文章讓會員了解未來系統之發展方向。 

二、 餘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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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議案討論（余祖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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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人(含永久會員 15人及一般會

員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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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協會第十屆理、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擬定

案。 

說明： 

1. 依據本協會組織章程第十五條規定：『本會置理

事十五人、監事五人…。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

依計票情形得同時產生候補理事五人，候補監事

一人…。本屆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監事候選

人參考名單』。 

2. 本年度會員大會適逢第十屆理、監事改選，為使

選務工作辦理順遂，秘書處依往例評估各方代表

性，研提下屆理、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草案如附

件 3，擬於本次會議審定後，作為第十屆理、監

事選舉之候選人參考名單，辦理選票印製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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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案由：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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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忠暉先生、陳海根先生及李正傑先生。 

3. 推薦人：余副理事長曉鵬、于理事守良、張理事

友忠。 

4. 重要貢獻： 

甲、 郭忠暉及陳海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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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 此外二人皆曾擔任本協會理監事或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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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 李正傑先生擔任長榮航空公司代表，多年

來積極贊助本協會各項活動，對本會會務之推

動，以及協會之發展，貢獻卓著。 

5. 相關推薦書請參閱附件 5，擬於本次會議審查通

過後，於會員大會中頒予候選人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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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