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航空氣象協會第六屆第八次理事監事聯席會議紀錄 

 

一、時間：民國 99 年 2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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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員：王榮譽理事長德和、王副理事長崑洲、李理事康、童理事茂祥、林

理事國平、王理事太元、劉理事少林、蒲理事金標、郭理事忠暉、

李理事金萬、簡理事慶芳、余理事曉鵬、蔡監事召集人嘉成、林監

事宗嵩、王監事玉蘭、陳秘書長海根、張友忠、徐敬輝、莊清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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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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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處 已於 98.12.22發函長榮航空

公司，感謝其贊助日本來回

機票。 

二、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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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推廣

小組 

將於未來教育訓練課程增加

實際案例說明課程。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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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推廣

小組 

已將相關意見轉總臺臺北航

空氣象中心，其中 JMDS 系統

資料列印功能，該中心已於

98 年底完成系統修改，並於

99.2.22 將相關改善情形以

電子郵件方式傳送長榮航空

公司參考。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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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推廣

小組 

已將本案轉總臺台北航空氣

象中心，該中心回應將於日

後舉辦說明會或訓練課程時

進一步了解航空公司對於

CDF 預報資料開放需求後始

進行相關網頁改版事宜。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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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小組 第 12 期期刊已於 98.11.06

印 製 完 成 ， 秘 書 處 於



 

98.11.13將協會98年度相關

單據函送民航局辦理申領 98

年度補助款，並已獲民航局同

意撥付。 

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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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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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處 經祕書處與陸方於大連溝通

討論後，已修正計劃書，細節

請同意於提案三討論時一併

說明。 

決議：同意備查。 

七、 報告事項：  

（一）協會會務報告（陳秘書長海根）： 

1. 98.11.03 發函民航局申請補助協會 99 年度活動經費，並獲該局 98.12.15 函復同意。 

2. 98.11.06 臺北國際航空站函送協會辦公室房舍借用合約用印函，協會於用印後函復，

並於 98.11.12 接獲該站用印完成後之房舍借用合約。 

3. 98.11.06 簽核發放飛行天氣第 12 期稿費 14,100 元、審稿費 10,350 元，共計 24,450

元。 

4. 98.11.06 寄送第 12 期飛行天氣期刊予民航局、國家圖書館等相關單位及協會個人、

團體會員。 

5. 98.11.09 中華發展基金管理會函復協會，因該管理會 98 年度兩岸活動補助經費已用

罄，爰無法同意本會 98.9.8（航象字第 98033 號函）所申請前往中國大連參加第四

屆兩岸研討會經費補助案。 

6. 98.11.13函送 98年度協會相關單據予民航局，申領98年度協會活動補助款27萬元，

於 12 月獲民航局同意撥付。 

7. 98.11.16 舉行大連兩岸研討會第 2次行前說明會，討論研討會出國手續、行程、議

程及團員分工計畫。 

8. 98.11.19 致贈飛航安全電子協會會員大會摸彩禮金 1,600 元。 

9. 98.11.22~98.11.28 黃理事長麗君率領計 14 人之參訪團，前往中國大連參加第四屆

海峽兩岸航空氣象與飛行安全研討會，及參訪大陸相關飛航服務單位。活動期間並與

大陸達成擴大第五屆兩岸研討會及辦理年度技術人員作業觀摩共識。陸方建議因應兩

岸直航機場增加，第五屆研討會陸方參加人員增為 20-25 人，15 人以上之參訪住宿

費用由陸方負責；作業觀摩建議於今(99)年 8、9 月間假台北及廣州同時辦理「颱風

及強對流預警預報作業觀摩」，雙方各派 2-4 位技術人員前往對方單位進行，並由雙



 

方各自負擔所派人員差旅費用。 

10.98.12.02 發函財團法人台灣飛行安全基金會，辦理 98 年度赴大陸參加第四屆海峽兩

岸航空氣象與飛行安全研討會經費核銷作業。 

11.98.12.22 發函長榮航空公司感謝其贊助本會會員日本東京來回機票，以了解日本航

空氣象服務。 

12.98.12.24 簽核發放 98 年度工作人員考核獎金，計新台幣 2萬 2千元整。 

13.98.12.31 函送第四屆海峽兩岸航空氣象與飛行安全研討會出國報告書予飛行安全基

金會。 

14.99.01.05 提撥新台幣 5000 元補助臺北航空氣象中心年终聚餐費用。 

15.99.01.12 致贈飛航管制員協會會員大會摸彩禮金 1600 元。 

16.99.01.28 派員參加民航局、航空事務教育基金會、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中華

民用航空學會、飛行安全基金會共同舉辦之 2010 國際航空運輸研討會。 

17.99.01.28 陳秘書長代表協會前往財團法人飛行安全基金會進行「參加 2009 第四屆海

峽兩岸航空氣象與飛行安全研討會暨參訪活動」簡報。 

決議：同意備查。 

（二）協會財務報告（陳秘書長海根、徐秘書敬輝） 

有關協會 98 年度財務現金收支情形，請同意於提案一討論時一併說明。 

決議：同意於提案一討論時一併報告。 

（三）教育推廣小組報告（王副理事長崑洲） 

1. 98 年 11 月及 12 月持續派員前往麟瑞公司擔任 AOAWS 系統資料流程介紹及 JMDS 系統架

構介紹，共 23 人次參訓，學員滿意度及需求調查表統計結果為:非常滿意:34.8%、滿

意:65.2%、普通:0%、不滿意:0%、很不滿意:0%。 

2. 應復興航空公司邀請，協會選派王太元理事於 11 月 19 日和 12 月 3 日前往該公司擔任簽

派員複訓教官。2 梯次 12 名學員滿意度及需求調查表統計結果為:非常滿意:41.6%、滿

意:58.4%、普通:0%、不滿意:0%、很不滿意:0%。相關統計表請參閱附件 1 

3. 98 年度全年受長榮、復興簽派員複訓及麟瑞公司課程計 169 人次/11 梯，回收問卷計 149

份，回收率 88.1%。整體滿意度:非常滿意:55.4%、滿意:44.6%、普通:0%、不滿意:0%、

很不滿意:0%。相關統計表請參閱附件 2。 

4.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邀請協會於99年 3月 22及 29日分兩梯次選派教官前往教授直升機

的航空氣象服務。 

決議： 

(1) 請教育推廣小組參考過去問卷調查意見，重新檢視修訂滿意度問卷調查題目，以期

能達到了解學員意見，提升教育訓練品質之目標。 

(2) 請教育推廣小組蒐集直升機航空氣象需求資訊，作為相關教育訓練教材參考。 

（四）飛行天氣期刊進度報告（編輯小組童理事茂祥） 



 

1. 第 12 期飛行天氣期刊已於 98.11.6 印製完成，且已於 98 年 11 月中完成會員期刊發放

作業。 

2. 第 13 期飛行天氣期刊則已收到 3篇專業文章，2篇一般性文章。其中 2篇專業文章已

完成審查，1篇審查中。已足敷第 13 期飛行天氣期刊之用。 

3. 99.1.18 提送協會飛行天氣期刊 ISSN 國際書號申請單予國家圖書館，該館已於 2月 2

日正式將申請單傳送法國管理單位，目前的處理進度為＂送件中＂，約需時 2個月可

完成申請程序。 

決議： 

飛行天氣期刊稿件可朝邀稿方向進行，請編輯小組邀請大陸須部長劍良撰寫一篇關於直

升機航空氣象服務之經驗分享文章。 

八、 提案討論： 

（一）案由：協會 98 年度收支決算表、現金出納表、基金收支表及資產負債表等審查案。 

說明： 

1. 依據協會章程第 32 條規定辦理。 

2. 98 年度總收入為 867,032 元，支出為 840,316 元，年度結餘為 26,716 元。 

3. 相關資料請參見附件 3。 

決議：同意備查。 

 

（二）案由：協會 99 年度第六屆第三次會員大會召開日期及籌備會討論案。 

說明： 

1. 會員大會日期建議於 99 年 4 月份第三週（4/12~16），配合氣象中心業務檢討會

日期舉辦。 

2. 為順利召開第六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擬依往例成立籌備會執行各項籌備工作。籌

備工作擬分成秘書組、議事組、公關組、總務組及財物組共五組。各組負責人及

工作項目建議如附件 4。 

決議：暫訂大會日期為 4月 16 日，請工作小組負責人依時程準備大會相關事宜。 

（三）案由：「第五屆海峽兩岸航空氣象與飛行安全研討會暨大陸民航專業人士參訪交流活動」

討論案。 

說明： 

1. 依據去(98)年大連研討會與陸方溝通後共識，調整陸方參加人數為 20 人，研討

會總人數 100 人，參訪行程規劃為中部或東部。 

2. 依據去年 11 月 3 日第六屆第七次理事監事聯席會議決議，調整計畫書名稱，並

將經費需求依研討會及參訪活動分別臚列，所需經費為研討會 85 萬 6 千元，參

訪活動 34 萬 5 千元，合計新臺幣 120 萬 1 千元整。 

3. 預估費用概算表請參閱附件 5 



 

決議： 

1. 本案暫依秘書處規劃辦理。 

2. 請秘書處於第六屆第三次會員大會進行本案報告，及鼓勵會員參加並踴躍投稿。 

3. 請秘書處俟本案於會員大會通過後，發函中華發展基金管理會申請經費補助。 

（四）案由：協會個人會員資格審查及確認案。 

說明：協會現有個人會員 165 人，經秘書處於去（98）年 8月聯繫未繳會費之會員，

仍有 26 名個人會員未繳會費。其中連續 3年未繳會費有 4人，均表達無繳交會

費意願。依據協會章程第 8條第二款規定，兩年以上未繳納會費者，視為自動退

會。因此，今（99）年將有黃紀仁、李裕宗、鄭學勇及廖敏全等 4位會員自動退

會。 

決議：請秘書處再度聯繫該等 4位會員確認，如仍無意入會，則辦理退會手續。 

（五）案由：個人會員蕭長庚入會申請案。 

說明：蕭長庚先生 98 年於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科技中心技正一職退休，認同協會宗旨，

透過本會永久會員劉昭民先生之介紹，希望加入協會為個人會員，經審查符合協

會章程第 6條第一款個人會員資格。 

決議：通過蕭長庚先生為本會個人會員。 

九、 臨時動議 

(一) 提案人︰王副理事長崑洲 

案由：有關調整協會 99 年度基金提撥比例案。 

說明：為因應今年度辦理「第五屆海峽兩岸航空氣象與飛行安全研討會」經費需求，

建議修改 99 年度預算表，將原訂 5%之基金提撥改為 1%。 

決議：照案通過，請秘書處依提案調整 99 年度基金提撥比例為 1%，並依收支平衡原則

修正預算表。 

(二) 提案人：劉理事少林  

案由：有關協會 99 年度夏令營活動辦理案。 

說明：為因應今年 7月氣象中心搬遷至北部飛航服務園區，建議儘早成立 99 年度夏令

營活動小組，進行相關活動規劃。 

決議：照案通過，請劉理事少林整理歷年夏令營活動辦理之資料，於 4月份召開夏令

營工作小組會議討論活動準備工作事宜。 

十、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