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華航空氣象協會 

第九屆第五次理事、監事聯席會議紀錄 

一、 時間：民國 107 年 4 月 17 日（星期二）下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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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副理事長曉鵬、李理事建國、童理事茂祥、

劉理事廣英、官理事岱煒、張理事友忠、王理事德和、

王理事崑洲、王理事太元、于理事守良、蔡監事召集人

嘉成、陳監事海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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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飛航作

業人員航空

氣象知識提

升訓練」 

秘書處 業於本(107)年 3月20日邀請目

前擔任行政院飛航安全調查委

員會委員之本協會王理事崑洲

擔任講師，舉辦「今天能不能飛

啊-天氣對飛行之影響」專題演

講，計有航空公司相關民航人員

及民用航空局暨所屬機關合計

近 200 人參加，相關成果如附件

1。 

召開第九屆

第二次會員

秘書處 預訂本（107）年 5 月 4 日（星

期五）於民航局地下 1樓國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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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並於會

後舉辦聯誼

餐會 

議廳舉辦第九屆第二次會員大

會。相關準備工作規劃如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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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舉辦。 

參加或舉辦

航空氣象相

關研討會活

動。 
 

秘書處 預訂本年 10 月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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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報告事項：  

（一） 協會會務報告（余祖華）： 

1. 107年 1月 10日本協會官理事岱煒參加臺北國際

航空站召開之「配合第二航廈結構補強工程房舍

調整事宜說明會議｣，後續本協會與各單位辦公室

需配合該站工程時間(未定)及規劃之空間(未定)

進行搬遷。 

2. 107年 1月 10日民用航空局函復本協會原則同意

於預算額度新臺幣 27 萬元內辦理本(107)年度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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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補助事宜。 

3. 107年 1月 15日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金

會函復本協會同意共同舉辦「今天能不能飛啊-

天氣對飛行之影響｣專題演講。 

4. 107 年 1 月 23 日函送本協會第九屆第四次理事、

監事聯席會議會議紀錄。 

5. 107年 2月 5日函邀中華航空公司等29個公民營

單位參加本協會與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

金會共同舉辦之「今天能不能飛啊-天氣對飛行之

影響｣專題演講。 

6. 107 年 3 月 22 日函送「今天能不能飛啊-天氣對

飛行之影響｣專題演講成果報告及收據予財團法

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金會辦理補助經費撥款事

宜。 

決議：洽悉。 

（二） 協會財務報告（余祖華）： 

107 年 1 月 1 日至同年 4 月 11 日止，收入 44,050 

元，支出 69,147 元，餘絀 -25,097 元，加計上期

結存 1,718,320 元，總計結存為 1,693,22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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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50 814,500 -770,450  

會費收入 0 174,500 -174,500  

入會費 0 2,500 -2,500  

常年會費 0 172,000 -172,000  

政府補助收入 0 270,000 -270,000  

利息收入 4,050 10,000 -5,950  

活動贊助收入 40,000 300,000 -260,000  

其他收入 0 60,000 -60,000  

協會經費支出 69,147 814,500 -74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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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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97 63,500 -50,703  

文具書報雜誌 0 1,500 -1,500  

印刷費 0 10,000 -10,000  

水電燃料費 1,659 12,000 -10,341  

旅運費 0 2,000 -2,000  

郵電費 5,123 13,000 -7,877  

修繕維護費 0 0 0  

公共關係費 6,015 25,000 -18,985  

業務費 56,350 707,000 -650,650  

會議費 2,500 62,000 -59,500  

聯誼活動費 0 130,000 -130,000  

業務推展費 53,850 390,000 -336,150  

考察觀摩費 0 5,000 -5,000 

會刊編印費 0 40,000 -40,000  

內部作業組織業務費 0 40,000 -40,000  

其他業務費 0 40,000 -40,000  

購置費 0 0 0 

折舊 0 0 0 

雜項支出 0 1,355 -1,355 

預備金 0 9,500 -9,500 

提撥基金 0 8,145 -8,145  

本期餘絀 -25,097 0 -25,097  

決議：洽悉。 

（三） 教育推廣小組報告（余曉鵬）： 

本(107)年 4 月 10 日、5 月 15 日及 6 月 7 日協調

總臺派臺北航空氣象中心藍嘉偉、卓智祥及吳國榮

等三人前往長榮航空公司擔任教官，協助該公司辦

理簽派員年度複訓。相關訓練紀錄將於完成後提

報。 

決議：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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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飛行天氣期刊進度報告（官岱煒）： 

29 期飛行天氣期刊預計收錄中華航空公司魏志憲

先生「受地形影響下侵台颱風之中尺度特徵分

析」、豐年航空氣象臺「ICAO Doc 9817 簡介(下)」、

「近五年颱風對於東南部機場的風力統計」及本協

會秘書處「2017 年國際航空氣象發展趨勢研討會

成果報告」等 4篇文章，刻正辦理審稿、印刷作業，

後續將配合本年度會員大會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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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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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人(含永久會員 15 人及一般

會員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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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照案通過。 

2. 另請秘書處函邀臺中及馬公航空站參加本協會

成為團體會員；亦請各位理、監事協助了解產

官、學、界相關單位參加本協會意願，持續開

拓本協會會員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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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案由：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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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建國先生 

3. 推薦人：余副理事長曉鵬、張理事友忠、陳監

事海根 

4. 重要貢獻： 

(1) 自民國 103 至 105 年擔任本協會第八屆理

事長，任內計辦理「103 年海峽兩岸暨香港

地區航空氣象技術講座」、「104 年第九屆海

峽兩岸航空氣象與飛行安全研討會」、「105

年民用與軍民合用機場颱風作業研討會」，

尚於民國 103 與 104 年辦理兩岸航空氣象

作業人員之測、預報作業交流，此外任內各

年均辦理航空氣象夏令營與會員聯誼活動。 

(2) 除辦理上述活動，任內並促成桃園國際機

場股份有限公司成為本協會團體會員，對航

空業界之交流與溝通、兩岸航線氣象資料之

交換，我國航空氣象整體服務品質之提升，

貢獻卓著。 

5. 相關推薦書請參閱附件 4，擬於本次會議審查

通過後，於會員大會中頒予候選人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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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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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能不能飛啊-天氣對飛行之影響」 

專題演講成果 

天氣與飛行息息相關，中華航空氣象協會(下稱本協會)

考量航空運輸業各類人員，多非氣象本科系專業人員，特與

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金會，於 107 年 3 月 20 日邀

請目前擔任行政院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委員之本協會王理

事崑洲擔任講師，舉辦本次專題演講，計有航空公司相關民

航人員及民用航空局暨所屬機關合計近 200 人參加，相關演

講內容摘要如下： 

一、 航空活動係於大氣環境中進行，大氣是飛行必須之承載

物，任何航空器只有依靠大氣才能遨翔於天空中，所以

大氣中各種天氣現象及變化，必然直接或間接影響航空

運輸之安全及效率。 

二、 低空風切、亂流、積冰、雷暴、大霧、火山灰及颱風等

天氣，或可能造成航機空速及高度之迅速變化(低空風

切、亂流、雷暴、颱風)，或可能造成駕駛員能見度降

低(雷暴、大霧、颱風)，或可能造成航機設備無法正常

運作(積冰、火山灰)，皆屬影響飛行操作之顯著天氣現

象。 

三、 鑑於天氣對飛行產生相當影響，各國航空運輸主管機

關，皆會配合機場之助導航設施，針對各類顯著天氣

現象，訂定適航之天氣條件，航空氣象單位也會依據

國際民航組織(ICAO)之相關規範，提供航路及機場之

天氣觀測及預報資料。 

四、 雖然礙於現今科技限制，天氣預報有其不準確性，惟

國際民航組織於訂定作業規範時，已將相關之風險納

入考量，只要各類航空運輸單位及人員，確實依照個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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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標準作業程序進行作業，即可安全、有效地執行飛

航任務。 

 

參加人員報到 

 

參加人員就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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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理事長致詞 

 

王理事進行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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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理事進行演講 

 

參加人員提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