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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航空氣象協會 

第八屆第十二次理事、監事聯席會議資料 

一、 時間：民國 106 年 2 月 21 日（星期二）下午 4時 

二、 地點：民用航空局 B22 會議室 

三、 主席：李理事長建國                  

四、 出席人員：本協會理事、監事 

五、 主席致詞： 

六、 確認上次決議事項辦理情形(余祖華)： 

決議事項 
承辦 

單位 
辦 理 情 形 

舉辦 105 年

民用與軍民

合用機場颱

風作業研討

會 

秘書處 一、 本案業於105年 12月 20日

假飛航服務總臺(下稱總

臺)第 1 會議室辦理，計有

總臺、軍方及國籍航空公司

代表約 40 餘人與會。 

二、 研討會中各單位代表除分

別聽取總臺及軍方介紹「民

用機場颱風作業」及「軍民

合用機場颱風作業」外，並

廣泛針對颱風警報作業、天

氣預報作業、氣象資料交換

及軍民協調溝通等議題充

分交換意見，相關活動照片

請參閱本協會網站及粉絲

頁。 

召開第九屆 秘書處 一、 預訂於本（106）年 4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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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會員

大會並於會

後舉辦聯誼

餐會 

日（星期五）於民航局地下

1 樓國際會議廳舉辦第九屆

第一次會員大會。 

二、 為辦理此次會員大會活動

準備事宜，秘書處依往例成

立籌備會分秘書、議事、公

關、總務、財務等 5組執行

各項準備工作，相關負責人

及工作項目如附件 1。 

舉辦海峽兩

岸航空氣象

預報 /觀測

作業及技術

交流。 

秘書處

教育推

廣小組

一、 預訂本年 6 月分別於臺北/

大陸北京舉辦航空氣象預

報及觀測作業交流。 

二、 相關交流事宜刻與陸方確

認中。 

舉辦暑期航

空氣象研習

營 2梯次。 

秘書處 預訂本年 7月舉辦 2梯次。 

舉辦會員 1

日遊活動。 

秘書處 預訂本年 11 月舉辦。 

參加第十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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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赴大陸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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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8

期） 

期刊編

輯小組

如報告事項（四）。 

決議： 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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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報告事項：  

（一） 協會會務報告（余祖華）： 

1. 105 年 12 月 12 日函邀立榮、遠東及華信航空公司

參加「105 年民用與軍民合用機場颱風作業研討

會」。 

2. 105年 12月 19日接獲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北航空

站函送 106 年度房屋提供使用合約書辦理續約用

印事宜。 

3. 105 年 12 月 22 日函送第八屆第十一次理事、監事

聯席會議會議紀錄。 

4. 105年 12月 22日函民航局請領105年度該局補助

本協會活動經費。 

5. 105年 12月 28日函送 105年民用與軍民合用機場

颱風作業研討會成果報告予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

灣飛行安全基金會。 

6. 105年 12月 28日函送 105年民用與軍民合用機場

颱風作業研討會會議紀錄予飛航服務總臺等 8 個

與會單位。 

7. 106 年 1 月 16 日函送本協會 106 年度經費補助申

請書及活動計畫予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並獲該局於

同年 2月 2日函覆同意。 

8. 106年 2月 6日函邀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灣飛行安

全基金會及飛航服務總臺共同舉辦空軍第三基地

天氣中心參訪交流活動，並函邀空軍氣象聯隊、臺

中航空站與立榮、長榮、華信及遠東航空公司等單

位派員參加。 

決議： 洽悉 

（二） 協會財務報告（余祖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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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議案討論（二）。 

決議： 照案通過 

（三） 教育推廣小組報告（余曉鵬）： 

為持續提升與軍方間之航空氣象業務交流與聯

繫，規劃於本(106)年 3 月 3 日與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臺灣飛行安全基金會及飛航服務總臺共同舉辦

(臺中清泉崗機場)空軍第三基地天氣中心參訪交

流活動，刻正積極進行籌備工作，相關計畫及工作

進程如附件 2及 3。 

決議：洽悉 

（四） 飛行天氣期刊進度報告（官岱煒）： 

有關 27 期飛行天氣期刊，目前計有臺灣大學楊憶

婷博士、中華航空魏志憲先生、氣象中心預報員許

秀妮及本會會員劉昭民表達投稿意願，整體編輯作

業尚屬符合預訂進度，預計配合本（106）年度會

員大會期程於 4月下旬出刊。 

決議：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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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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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繳納會費者，視為自動退會』。 

3. 經清查會費繳納情況，並無連續三年（103 至

105 年）未繳會費情況，爰確認有團體會員 9

個單位(復興航空公司解散)，個人會員 198 人

(含永久會員 14 人及一般會員 184 人)。相關會

員名冊如附件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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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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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年度總收入為 721,477  元，支出 492,046 

元，年度餘絀 229,431 元。相關資料請參見附

件 5，擬於本次會議審定後提交會員大會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三） 案由：本（106）年度收支預算表及工作計畫修正

案。 

說明： 

本(106)年度收支預算表及工作計畫業於去(105)

年 12 月 9 日本協會第八屆第十一次理、監事聯席

會議審查通過，其內航空氣象業務交流與研討會外

界補助款乙項，配合飛安基金會近年來皆補助新臺

幣 25 萬元，預估總額為新臺幣 45 萬元，惟秘書處

日前接獲飛安基金會通知本年度補助款確認為新

臺幣 10 萬元(較原預估減少 15 萬元)，爰配合將上

述航空氣象業務交流與研討會外界補助款由原 45

萬減列為 30 萬元，總收入由 96.45 調整為 81.45

萬元。可支用於會務及業務費用由 85.7 調整為

70.7 萬元，並修正相關收支預算表及工作計畫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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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及 7。 

決議：照案通過 

 

九、 臨時動議： 

(一)有關王理事德和建議本協會函請相關單位參加本協

會團體會員 1 案，經討論後由秘書處函邀桃園國際

機場股份有限公司、安捷飛航訓練中心股份有限公

司及台灣虎航股份有限公司加入本協會團體會員。 

十、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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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籌備會工作分組 

組  別 工  作  項  目 負責人 

秘書組 

籌備會之召集，會員大會相關事

務之綜理、督導，大會手冊編印

等事宜。 
余祖華 

議事組 
議案之收集、審查，理監事提案

之研擬，大會議案討論之主持。
莊清堯 

公關組 來賓接待，聯繫等事宜。 張友忠 

總務組 

會場之洽借、布置、照相，茶水

之供應與晚餐之辦理及其他不屬

各組事項。 
吳國榮 

財務組 
會員報到、會費收據、資料分發、

出納、及帳務處理 張文綺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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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空軍第三基地天氣中心參訪交流活動 

實施計畫 

壹、 目的： 
中華航空氣象協會(下稱本協會)為增進軍、民航空氣象
單位對彼此作業之瞭解，持續提升臺北飛航情報區之航
空氣象服務品質，特辦理此次交流活動。 

貳、 共同舉辦單位：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灣飛行安全基金會、民用航空局飛
航服務總臺。 

參、 參加單位： 
一、 臺中航空站。 
二、 空軍氣象聯隊。 
三、 飛航服務總臺。 
四、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灣飛行安全基金會。 
五、 飛航臺中機場之立榮、長榮、 遠東及華信等國籍航

空公司。 

肆、 活動時間、地點及流程： 
一、 時間：106 年 3 月 3 日(星期五)。 
二、 地點： 

(一) 交流：空軍第三基地天氣中心(下稱三天中)。 
(二) 餐敘：臺中陶醴春風匯館。 

三、 流程： 

時間 內容 備註 

07：30~08：00 參加人員報到 民航局門口 

08：00~10：30 搭車前往臺中機場
(三天中) 

乙泰通運巴士

10：30~10：45 主席、來賓致詞 三天中 

10：45~11：45 三天中業務介紹及作
業觀摩 

三天中 

11：45~12：30 交流座談及合照 三天中 

12：30~14：30 餐敘 機場外餐廳 

14：30~17：00 賦歸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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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空軍第三基地天氣中心參訪交流活動 

工作檢查表 

工作項目 負責人員 
預定完

成日期 
備註 

協調參加單位及流程安排 余祖華 02/10 已完成

發邀請函請各單位提供參加人員資料 吳國榮 02/10 已完成

製作人員名冊 余祖華 02/14 已完成

人員名冊函送空軍司令部 余祖華 02/14 已完成

議題彙整 吳國榮 02/24  

座談及餐敘座位安排 余祖華 02/24  

領隊致詞稿 余祖華 02/24  

總臺派車作業(早晚總臺至民航局來

回)接駁(民航局)乙泰通運遊覽車 
劉愷薇 02/24 

 

致贈三天中紀念獎座製作 劉愷薇 02/24  

名牌製作 劉愷薇 03/02  

桌牌、筆、簡報資料 30 份(如三天中

有提供)  
劉愷薇 03/02  

司儀順稿 余祖華 03/02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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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航空氣象協會會員名冊 

一、團體會員  

編號  團體名稱  編號  團體名稱  

002 翰昇環境科技公司 008 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003 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011 基復有限公司 

004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012 資拓宏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06 華信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013 麟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7 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合計 團體會員數:9 個 

二、榮譽會員 

編號 姓名  

3001 謝美惠  

三、個人會員 

編號 姓名 
備

註 
編號 姓名 備註 編號 姓名 備註

2001 洪東和  1015 柴客麟  1039 魏運寶  

2003 林松瑩  1016 李勝斌  1044 陳榮豐  

2004 王建華  1017 蔡嘉成  1045 梁丕賢  

2005 王建忍  1018 王崑洲  1046 黃麗君  

2006 蔡光隆  1019 童茂祥  1056 蒲金標  

2007 高春順  1021 林清榮  1058 唐傳台  

2008 董國樑  1022 劉少林  1060 李明毅  

2009 張揚隸  1023 王太元  1061 李炳鋒  

2010 施明財  1028 林國平  1063 陳世錡  

2011 蔡長馨  1029 陳炳全  1064 郭忠暉  

2012 逯均  1031 朱人傑  1066 陳錦敏  

2013 劉昭民  1032 張泉湧  1067 柳庭順  

2014 陳瑞瑜  1034 董昱昀  1068 余祖華  

2015 陳介中  1035 張瑞澍  1071 洪進水  

1006 林宗嵩  1037 駱銘樂  1072 郭春蘭  

1013 陳海根  1038 簡慶芳  1073 徐敬輝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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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4 李裕宗  1131 黃拔源  1193 董吉利  

1076 韓嘉勵  1132 郭家利  1194 蔡淑菁  

1084 張翠分  1133 沈義欽  1203 陳志偉  

1087 紀立偉  1134 李燦輝  1204 陳銘哲  

1089 黃怡婷  1135 鍾惠樺  1205 李文振  

1090 周俊明  1136 劉少峯  1206 孫志剛  

1093 許依萍  1137 程期麗  1207 巫佳玲  

1094 李坤城  1138 吳拱辰  1210 蔡邦國  

1096 洪甄聲  1139 鄭成豐  1211 林士哲  

1097 張文綺  1141 葉文欽  1212 蕭長庚  

1098 歐陽康燕  1142 劉景夫  1213 陳瑞棋  

1099 黃禹璁  1143 官岱煒  1215 沈啟  

1101 于守良  1144 林信霖  1216 吳國榮  

1102 王玉蘭  1151 戴立綱  1217 謝維權  

1103 葉祖芳  1153 張俊德  1218 黃承樞  

1104 許連發  1154 劉廣英  1219 蔡宜君  

1105 高秋慧  1156 徐天佑  1220 張立偉  

1106 余曉鵬  1157 徐光前  1223 楊子萱  

1107 王德和  1158 陳維翔  1224 李偉綸  

1109 吳思儀  1159 林雍嵐  1225 李建國  

1112 林得恩  1160 劉素屏  1227 周東昇  

1113 蔡麗娟  1163 張榕書  1228 俞川心  

1117 鄭文通  1174 林稘凱  1230 曾鴻陽  

1118 張友忠  1175 楊川徳  1231 闕珮羽  

1122 陳政和  1176 楊憶婷  1232 蔡國榮  

1123 陳玉芬  1177 阮筱梅  1234 李斌熙  

1124 莊清堯  1178 張瓊文  1235 陳盈曄  

1125 楊宏宇  1182 吳旭民  1236 黃律維  

1126 楊志文  1184 陳戴男  1237 楊子瑩  

1127 劉聖宗  1188 龍文馨  1239 陳俊昇  

1128 朱軒廷  1191 田祥麟  1240 曾瓊慧  

1130 王世杰  1192 卓智祥  1242 陳麗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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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3 李正傑  1264 郭碧枝  1284 鄭添福  

1245 廖淑芬  1265 吳光雄  1285 劉家福  

1246 鄢夢凡  1266 陳一戈  1286 李琳琳  

1248 許秀妮  1267 賴靜怡  1287 彭蕙薇  

1249 林昀瑱  1268 黃文宏  1288 蔡宗穎  

1250 許牧豪  1269 林伯東  1289 魏志憲  

1251 洪美雲  1270 黃威凱  1290 侯昭平  

1252 陳雨青  1271 張原通  1291 林永慶  

1253 王嘉瑋  1273 郭力瑋  1292 林廷彥  

1254 林乃馨  1274 洪子隆  1293 吳幸娟  

1255 石靚琦  1275 黃聖閔  1294 彭啟明  

1256 陳盈帆  1276 林俊男  1295 陳文定  

1257 陳盈曉  1277 許智婷  1296 徐碧玉  

1258 鄧惠娟  1278 楊立民  1297 許勝凱  

1259 莊瑞華  1279 吳潔韻  1298 簡文鴻  

1260 林燕淑  1280 陳厚霞  1299 游素蓮  

1261 林昌富  1281 鄭國璽     

1262 林慧珠  1282 吳淑娜     

1263 馮英彬  1283 洪祥耀     

合計 個人會員:198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