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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航空氣象協會中華航空氣象協會中華航空氣象協會中華航空氣象協會    

第第第第八八八八屆第屆第屆第屆第五五五五次理事次理事次理事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監事聯席會議監事聯席會議監事聯席會議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一一一一、、、、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101010104444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二二二二））））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3333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分分分    

二二二二、、、、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民用航空局民用航空局民用航空局民用航空局 B2B2B2B22222 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    

三三三三、、、、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李李李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建國建國建國建國                                                                    記錄記錄記錄記錄：：：：吳國榮吳國榮吳國榮吳國榮    

四四四四、、、、    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本協會理事本協會理事本協會理事本協會理事、、、、監事監事監事監事    

五五五五、、、、    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    

六六六六、、、、    確認上次決議事項辦理情形確認上次決議事項辦理情形確認上次決議事項辦理情形確認上次決議事項辦理情形((((余秘書長祖華余秘書長祖華余秘書長祖華余秘書長祖華))))：：：：    

決議事項 
承辦 

單位 
辦 理 情 形 

召開第八屆第二

次會員大會並於

會後舉辦聯誼餐

會 

秘書處 業於本（104）年 5月 1 日（星

期五）於民用航空局地下 1

樓國際會議廳舉辦第八屆第

二次會員大會，並於當日晚

間假蓮田餐廳辦理會員聯誼

餐會，相關活動照片請參閱

本協會網站。 

舉辦海峽兩岸航

空氣象預報/觀測

作業技術交流 

秘書處 

 

一、 本案原訂本年 6月 8日

至同年月 12 日實施，

因陸方作業不及延至

本年 7 月 13 日（星期

一）至同年月 17 日（星

期五）舉行，交流地點

仍為南京(預報)及長

沙(觀測)。我方赴大陸

交流人員如下: 

(一) 預報:官岱煒、吳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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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張文綺、蔡宜君及

闕珮羽等 5人。 

(二) 觀測:陳玉芬、柴客麟

及柳庭順等 3人。 

二、 陸方派 10 人赴臺交

流，相關交流行程規劃

如附件 1。 

舉辦暑期航空氣

象研習營 2梯次。 

教育推

廣小組 

如報告事項（三）。 

舉辦會員 1 日遊

活動 

秘書處 預訂本年10月3日（星期六）

舉辦，刻正進行活動規劃。 

舉辦第九屆海峽

兩岸航空氣象與

飛行安全研討會

訪活動 
 

秘書處 預訂本年11月1日（星期日）

至 7 日（星期六）舉辦，將

依活動計畫自本年 7 月起辦

理相關準備事宜。 

提名本協會資深

會員林宗嵩1人為

本年度「航空氣象

年度傑出貢獻獎」

受獎人  

秘書處 業於本年 5月 1日第八屆第

二次會員大會頒授林宗嵩會

員該獎項。 

邀請新近成立之

普通航空業者、民

用航空業者及航

空訓練學校加入

本協會 

秘書處 將利用舉辦「第九屆海峽兩

岸航空氣象與飛行安全研討

會」時機邀請左列單位加入

本協會。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同意備查同意備查同意備查同意備查。。。。    

七七七七、、、、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一一一））））    協會會務報告協會會務報告協會會務報告協會會務報告（（（（余祕書長祖華余祕書長祖華余祕書長祖華余祕書長祖華）：）：）：）：    

1. 104年 4月 7日函送本協會 104年度會員名冊予內

政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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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4年 4月 7日函送第八屆第四次理事暨監事聯席

會議紀錄。 

3. 104 年 4 月 15 日函發會員大會開會通知予所有會

員，並函請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及民航訓練

所同意給予所屬人員公假出席本協會會員大會。 

4. 104 年 4 月 17 日函邀飛航服務總臺共同舉辦「第

六/四屆海峽兩岸航空氣象預報/觀測作業與技術

交流活動」並獲飛航服務總臺於 104 年 4 月 23 日

函復同意。 

5. 104年 5月 6日函送第八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議紀

錄予內政部備查。 

6. 104 年 5 月 13 日彰化縣立彰安國民中學來函報名

「認識航空氣象之旅」暑期夏令營活動。 

7. 104 年 5 月 28 日函知飛航服務總臺「第六/四屆海

峽兩岸航空氣象預報/觀測作業與技術交流活動」

因陸方作業不及延至 104 年 7 月 13 日至同年 7

月 17 日實施，並獲飛航服務總臺於 104 年 6月 1

日函復同意配合。 

8. 104 年 5 月 28 日函請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協助

本協會「認識航空氣象之旅」活動至該公司參訪

事宜。 

9. 104 年 5 月 29 日函請國立故宮博物院協助本協會

「第六/四屆海峽兩岸航空氣象預報/觀測作業與

技術交流活動」參訪該院導覽事宜。 

10. 104 年 6 月 2 日內政部函有關本協會所報第八屆

第二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准予備查。 

11. 104 年 6 月 17 日函發本協會第八屆第五次理事、

監事聯席會議開會通知。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同意備查同意備查同意備查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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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協會財務報告協會財務報告協會財務報告協會財務報告（（（（余祕書長祖華余祕書長祖華余祕書長祖華余祕書長祖華））））：：：：    

104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24 日止，收入 197,306 

元、支出 249,664 元、本期短絀 52,358 元，加

計上期結存 1,475,550 元，總計結存為 1,423,192 

元，財務收支表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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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會經費收協會經費收協會經費收協會經費收入入入入    197,306 197,306 197,306 197,306 1,748,500 1,748,500 1,748,500 1,748,500 ----1,551,1941,551,1941,551,1941,551,194     

會費收入 158,000 172,500 -14,500  

入會費 1,000 2,500 -1,500  

常年會費 157,000 170,000 -13,000  

政府補助收入 0 270,000 -270,000 尚未申請 

利息收入 6,306 10,000 -3,694  

兩岸活動贊助收

入 
0 

1,236,000 1,236,000 1,236,000 1,236,000 ----1,236,0001,236,0001,236,0001,236,000    尚未申請 

其他收入 33,000 60,000 -27,000  

協協協協會經費支出會經費支出會經費支出會經費支出    249,664249,664249,664249,664    1,748,500 1,748,500 1,748,500 1,748,500 ----1,498,8361,498,8361,498,8361,498,836     

人事費人事費人事費人事費    0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兼職人員車馬費 0 0   

年終考核獎金 0 25,000 -25,000  

其他人事費 0 0   

辦公費辦公費辦公費辦公費    39,704 63,500 63,500 63,500 63,500 -23,796  

文具書報雜誌 951 1,500 -549  

印刷費 9,800 10,000 -200  

水電燃料費 3,926 12,000 -8,074  

旅運費 0 2,000 -2,000  

郵電費 10,412 13,000 -2,588  

修繕維護費 0 0   

公共關係費 14,615 25,000 -10,385  

業務費業務費業務費業務費    209,960 1,631,000 1,631,000 1,631,000 1,631,000 ----1,421,0401,421,0401,421,0401,421,040     

會議費 10,763 60,000 -49,237  

聯誼活動費 78,805 130,000 -51,195  

業務推展費業務推展費業務推展費業務推展費    62,349 1,316,000 ----1,253,6511,253,6511,253,6511,253,651    
 

考察觀摩費 0 5,000 -5,000  

會刊編印費 19,803 40,000 -20,197  

內部作業組織業 38,240 40,000 -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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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費 

其他業務費 0 40,000 -40,000  

購置費 0 0   

折舊 0 0   

雜項支出 0 1,5151,5151,5151,515    -1,515  

預備金 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提撥基金  17,485 17,485 17,485 17,485 -17,485  

本期餘絀 -52,358  -52,358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同意備查同意備查同意備查同意備查。。。。    

（（（（三三三三））））    教育推廣小組報告教育推廣小組報告教育推廣小組報告教育推廣小組報告（（（（余副理事長曉鵬余副理事長曉鵬余副理事長曉鵬余副理事長曉鵬））））：：：： 

1. 有關本(104)年度辦理航空公司教育訓練，至今分

別於本年 4 月 14 日、5 月 19 日及 6 月 16 日由卓

智祥與吳國榮會員前往長榮航空公司擔任該公司

簽派員「航空氣象」課程教官，累計課程時數 12

小時，79 位學員參加。相關訓練紀錄如附件 2。 

2. 本年度「認識航空氣象之旅」夏令營活動將依規劃

於本年 7 月 8 日（星期三）及 15 日（星期三）舉

行，報名作業順利，2梯次總計 85 人報名參加(國

中組 40 人；高中組 45 人)，相關活動規劃如附件

3。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同意備查同意備查同意備查同意備查。。。。    

（（（（四四四四））））    飛行天氣期刊進度報告飛行天氣期刊進度報告飛行天氣期刊進度報告飛行天氣期刊進度報告（（（（官岱煒官岱煒官岱煒官岱煒））））：：：： 

1. 飛行天氣第 23 期已於 4 月出刊，電子檔刊載於協

會網站，並已完成稿費與審稿費之核發。 

2. 刻正積極進行 24 期期刊邀稿作業，目前已邀請許

秀妮及楊憶婷會員投稿，預計本年 10 月底出刊。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同意備查同意備查同意備查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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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    議案討論議案討論議案討論議案討論：：：：    

（（（（一一一一））））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個人會員入會申請審查案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李琳琳小姐現職為飛航服務總臺員工，認同協會宗

旨，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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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請理事會同意李

琳琳小姐之入會事宜。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九九九九、、、、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一一一一))))案由案由案由案由：：：：于理事守良提案邀請戴志輝先生參加「第九屆

海峽兩岸航空氣象與飛行安全研討會」進行

「雲中閃電資料應用於雷暴即時預警」議題報

告。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請秘書處於後續規劃「第九屆海峽兩岸航空氣象與

飛行安全研討會」議題時納入考量。 

((((二二二二))))案由案由案由案由：：：：劉理事少林提議彭蕙薇個人會員入會申請案。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彭蕙薇目前任職於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主計

室，認同本協會宗旨，本案經與會理監事一致同

意，照案通過。 

十十十十、、、、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