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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航空氣象協會第六屆第七次理事監事聯席會議紀錄 

 

一、時間：民國 98 年 11 月 3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 

二、地點：臺北航空氣象中心會議室 

三、主席：黃理事長麗君                       記錄：許依萍  

四、出、列席人員：全體理監事、榮譽理事長、顧問、秘書處工作

人員 

五、主席致詞：（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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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為慰勞夏令營活動工作人員

之辛勞，請秘書處依本次夏令

營結餘款，規劃辦理工作人員

聚餐活動。 

秘書處 已於 9 月 1 日辦理完竣，計有

理事長、副理事長及活動相關

工作人員共 10 人出席。 

二、有關赴大連參加研討會之航

班，請秘書處俟 9月份兩岸定

期航班確認後，研究是否有更

佳之航班行程。 

秘書處 經參考冬季兩岸直航定期航

班，並配合大陸參訪行程安

排，航班規劃為： 

11/22去程(桃園-北京-大連) 

CA 186 TPE/PEK 1255/1625 

CZ6140 PEK/DLC 1910/2025 

11/28 回程(北京-桃園) 

CA 185 PEK/TPE 0835/1145 

三、請秘書處於收到陸方研討會

論文格式後，通知各論文發表

人，並請其提報論文題目 

秘書處 秘書處已於8月31日將論文格

式以電子郵件傳送各研討會成

員。協會共提報 9篇論文，WORD

電子檔已於 10 月中以電子郵

件寄送予大陸，PPT 簡報檔於

10月底上傳於協會網站供陸方

下載。 

四、請秘書處於協會相關科目

下，各捐助新臺幣 5,000 元整

予慈濟功德會及世界展望會

之八八水災賑災專戶 

秘書處 已於 9月 1日辦理完竣。 

決議：照案通過。 

七、 報告事項： 

（一）協會會務報告（陳秘書長海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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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08.18 召開第六屆第六次理監事聯席會議，並於 98.08.20 函

送會議紀錄予各理監事，及公告於協會網站週知會員。 

2. 98.08.27 函送協會六屆六次理、監事聯席會議會議紀錄予內政

部，辦理協會理事變更備查事宜，並於 98.09.18 獲內政部函復同

意。 

3. 98.09.02 飛安基金會再度函知協會，大連研討會贊助經費修正為

358,000 元，並已於 98.09.16 收到補助款項。 

4. 98.09.02 接獲陸方快遞送抵之研討會邀請函。 

5. 98.09.07 函送兩岸研討會個人邀請函予中華、長榮及立榮航空公

司、飛安基金會及民用航空局，並請各公司/機關給予參加人員公

假。98.10.20 民用航空局函知王榮譽理事長公假已獲交通部同

意，另與氣象局聯繫確認，紀副局長亦已獲交通部同意公假前往。 

6. 98.09.08 函送協會『2009 年第四屆海峽兩岸航空氣象與飛行安全

研討會暨參訪活動計畫』予中華發展基金管理會申請補助經費

209,596 元。 

7. 98.09.08 召開第四屆海峽兩岸航空氣象與飛行安全研討會第 1 次

行前說明會，討論研討會行程、經費及論文資料提報事宜。 

8. 98.09.17 函請長榮航空公司贊助協會會員楊憶婷小姐臺北-東京

來回機票乙張，配合氣象中心於 98.10.12~98.10.16 期間前往日

本氣象協會及全日空參訪。 

9. 98.10.15 飛安基金會函知協會，因新增分攤電費單位，調整協會

辦公室電費分攤比例，由原本 19%調整為 15%。 

10. 98.10.16 以電子郵件寄送兩岸研討會論文予大陸。 

11. 98.10.19內政部來函通知協會參加97年度社會暨職業團體工作評

鑑獲評為甲等，頒獎典禮將於 98.11.06 日下午假福華國際文教會

館舉行，並由黃理事長代表協會受獎。 

12. 98.10.20 臺北國際航空站函知協會辦公室借用合約將於年底到

期，秘書處已於 98.10.26 函復航空站，協助辦理續約事宜。 

決議： 

1. 請秘書處去函長榮航空感謝其贊助本會臺北-東京來回機票辦理日

本參訪行程。 

2. 照案通過。 

（二）協會財務報告（陳秘書長海根、徐秘書敬輝） 

協會 98.01.01 至 98.10.31 止，收入 586,864 元、支出 312,10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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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餘絀 274,755 元，加計上期結存 1,357,664 元，總計結存為

1,632,419 元，財務收支表，詳如附件 1。 

決議：照案通過。 

（三）教育推廣小組報告（王副理事長崑洲） 

1. 派員擔任長榮航空公司簽派員複訓教官，課程為新一代航空氣象產品

顯示系統（JMDS）之功能與應用，本項訓練已於 7 月 14 日、8 月 21

日及 9月 15 日實施完畢。課程滿意度調查結果如附件 2。 

2. 派員擔任麟瑞公司航空氣象教育訓練教官，本項訓練已實施 4 個梯

次，課程滿意度調查結果如附件 3，另 11 月及 12 月將進行「AOAWS

系統資料流程介紹」及「JMDS 系統架構介紹」等兩項訓練課程。 

3. 應復興航空公司邀請，11 月 18 日及 12 月 16 日將由王理事太元前往

擔任簽派員複訓教官，進行颱風和航空氣象電碼與符號介紹課程。 

決議： 

1. 相關應用類課程請教育推廣小組安排教官以實際天氣個案進行講授。 

2. 有關長榮航空公司複訓課程滿意度調查之學員意見，請教育推廣小組

洽請總臺研議後，於一個月內函復長榮航空公司。 

3. 有關蒲理事所提，開放日本 CDF 預報資料予駕駛員、簽派員等航空氣

象服務網使用者參考乙案，請教育推廣小組洽請總臺研議。 

（四）飛行天氣期刊進度報告（編輯小組童理事茂祥） 

第 12 期飛行天氣期已完成編審作業並送印，本期期刊共刊載專業文章

5篇，非專業文章 2篇，俟印刷廠送回後，請秘書處進行期刊發送作業。 

決議：請編輯小組加快期刊印製工作，以辦理民航局本年度經費補助申請。 

（五）赴大陸大連參加「第四屆海峽兩岸航空氣象與飛行安全研討會」辦理

情形報告（陳秘書長海根） 

1. 98.09.15 完成研討會行程機票訂位，團員台胞證加簽工作亦正由旅行

社辦理中。 

2. 考量協會參加研討會人員係接受飛安基金會補助前往，若以民航局員

工身分登記公假前往會有交叉補助情事，請具民航局員工身分之團

員，以私人身分休假前往。 

3. 有關研討會日程表、工作計畫及人員分工表相關資料詳如附件 4、5。 

決議：照案通過。 

八、 提案討論： 

（一）案由：有關明（99）年度工作計畫草案及收支預算表草案審查案。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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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 年度協會預計收入約 21 萬元加上政府(民航局)補助 27 萬元

及兩岸研討會外界補助款 113 萬，總收入約 161 萬元，扣掉協

會必要之人事、及辦公費支出約 19 萬元，可支用於會務及業務

費用約為 142 萬元(含兩岸研討會經費 113 萬)。 

2. 參閱工作計畫草案及預算收支表草案，如附件 6。 

決議：照案通過。 

（二）案由：有關明年「2010 第五屆海峽兩岸航空氣象與飛行安全研討會」

草案討論案。 

說明： 

1. 經與大陸初步聯繫，配合陸方作業，第五屆研討會暫訂於 99

年 11 月 7 日-13 日假臺北舉行，8-9 日為研討會，10-12 日為

參訪行程，暫定規劃參訪墾丁及高雄，陸方參加人數比照今

年我方前往人數，為 15 人。 

2. 本案初估預算需求約新台幣 113 萬元，飛安基金會與民航局

99 年度編列研討會預算分別編列相關預算 35.8 萬元及 20 萬

元，另依去(97)年兩岸研討會其他單位募款補助狀況，約可

募得新台幣 20 萬元，資金缺口約新台幣 38 萬元。 

決議：  

1. 請修正計畫書名稱為「2010 第五屆海峽兩岸航空氣象與飛行

安全研討會暨參訪活動」，並將經費需求依研討會及參訪活動

分別列出。 

2. 另俟大連研討會與陸方溝通確認後，視需要再行修正計畫書。 

九、 臨時動議 

（一）提案人：陳秘書長海根 

案由：有關巫佳玲等 5人入會申請案。。 

說明： 

1. 巫佳玲小姐、王煥文先生、曾浩然先生、蔡邦國先生及林士

哲先生等 5人為本年度高考及格新進航空氣象人員，目前正

在訓練所進行職前訓練，相關資料詳如會員入會申請表。 

2. 該等 5人認同本會宗旨，希加入本會為個人會員，經審查符

合本會章程第 6條第一款個人會員資格。 

決議：通過巫佳玲等 5人為本會個人會員。 

 

十、散會：下午四時四十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