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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航空氣象協會第六屆第十次理事監事聯席會議紀錄 
 

一、時間：民國 99 年 8 月 11 日（星期三）下午 3 時 

二、地點：民用航空局 B21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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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出席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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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理事慶芳、余理事曉鵬、蒲理事金標、蔡監事召集人嘉成、駱監

事銘樂、王監事玉蘭、陳秘書長海根、徐敬輝、莊清堯、李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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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秘書處以電子郵件將夏令營招生

資訊寄送協會會員，鼓勵會員眷屬

踴躍報名。請夏令營工作小組修正

各階段報名時程後積極辦理 

秘書處、夏

令營工作

小組 

已依決議辦理，夏令營並已順利

辦理完成，辦理情形將於教育推

廣小組報告中一併報告。 

二、請秘書處依十分大探險案積極辦理

會員一日遊活動。 

秘書處 本案即將於 8月 14 日辦理，計

有 45 名會員暨眷屬報名，並由

長榮航空贊助 2部遊覽車。 

三、請秘書處規劃第五屆兩岸研討會籌

備會適切人選，並俟籌備會名冊確

認後召開第 1 次籌備會，辦理研討

會預算精算、經費募集及行程規劃

事宜。 

秘書處 已於 5 月 27 日、6 月 14 日召開

兩次籌備會，辦理研討會經費募

集及行程規劃等事宜，相關辦理

情形建請同意於議案討論中報

告。 

四、有關兩岸航空氣象作業與技術交流

活動-廣州部分，請秘書處密切注意

總臺出國案變更時程，若總臺無法

順利變更執行本案，則以尋求航空

公司贊助機票、及回國後觀摩報告

稿費支應方式，補貼協會有意願會

員自費前往。 

秘書處 據了解總臺已經順利完成出國

變更案，將由氣象中心劉聖宗、

黃怡婷協同協會代表王副理事

長、許秘書依萍前往廣州進行作

業與技術交流。 

決議：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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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報告事項：  

（一）協會會務報告（陳秘書長海根）： 

1. 99.05.04 召開第六屆第九次理監事聯席會議，並於 5 月 14 日函送會議紀錄給各理監

事，及公告於協會網站週知會員。 

2. 99.05.18 函送「認識航空氣象之旅」活動通知予大直高中等 16 個種子學校，請各種子

學校將活動訊息轉知同學踴躍報名參加。 

3. 99.05.24 函送協會兩岸交流團體評選資料予陸委會，參加「第 8屆兩岸專業交流績優

團體評選活動」。 

4. 99.05.27 召開『第五屆海峽兩岸航空氣象與飛行安全研討會』第 1次籌備會議。 

5. 99.05.28 依飛航服務總臺來函於協會網站上公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招募志工事宜，供

協會已退休會員參考。 

6. 99.06.01 捐贈協會庫存紀念品予天主教光仁二手庇護商店工作，且於 6月 22 日接獲財

團法人天主教光仁社會福利基金會捐物收據。 

7. 99.06.09 簽請同意將協會網站(http://www.aeromet.org.tw/)由專線主機自維方式改

為 SEEDNET 虛擬主機代管。網頁服務費用由每月 1,200 元降為每月 700 元，並可節省

主機汰換維護費用。 

8. 99.06.09 函邀民航局於 9 月 6 日至 10 日共同舉辦「2010 年兩岸氣象作業與技術交流

活動」，並於 6月 21 日接獲民用航空局函復同意。 

9. 99.06.09 函請立榮航空公司贊助本會蒲理事金標機票，前往中國廈門參加第二屆兩岸

空中直航圓桌會議，該會議邀請海峽兩岸相關航空氣象及飛航安全領域之專家、學者，

共同針對航空氣象與飛行安全問題進行研討、經驗分享和意見交流。 

10. 99.06.09 函請長榮航空公司同意協會「認識航空氣象之旅」參訪活動。 

11. 99.06.10 函邀民航局擔任「第五屆海峽兩岸航空氣象與飛行安全研討會」共同主辦單

位，及補助研討會相關經費新臺幣 20 萬元。於 6月 24 日獲民航局函復同意。 

12. 99.06.10 函邀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灣飛行安全基金會擔任「第五屆海峽兩岸航空氣象

與飛行安全研討會」共同主辦單位，並獲該基金會於 6 月 15 日函復同意及贊助研討

會經費新臺幣 30.3 萬元。 

13. 99.06.10 函請中華民國氣象學會、中華民用航空學會及協會團體會員贊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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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臺參訪活動」活動經費。 

14. 99.06.14 中華民用航空學會舉辦 2010 年會員大會，協會由黃理事長及陳秘書長代表

參加大會。 

15. 99.06.14 召開「第五屆海峽兩岸航空氣象與飛行安全研討會」第 2次籌備會。 

16. 99.07.01 函請長榮航空及中華航空同意協助協會辦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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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航空及中華航空已分別於 7

月 14 及 8 月 4 日函復同意。 

17. 99.07.06 函請民用航空局同意「第五屆海峽兩岸航空氣象與飛行安全研討會」之大陸

民航專業人士參訪飛航服務總臺等單位。並獲民航局 7月 13 日函復同意。 

18. 99.07.15 函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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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申請書予中華發展基金管理會申請研討會經費補助。 

19. 99.07.20 暨 99.07.23 舉辦認識航空氣象之旅夏令營活動，兩梯次共 51 人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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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99.08.05 發函飛航服務總臺及長榮航空公司，感謝對協會『99 年度認識航空氣象之

旅』夏令營活動之協助。 

決議：同意備查。 

（二）協會財務報告（陳秘書長海根、徐秘書敬輝） 

協會 99.01.01 至 99.07.31 止，收入 185,891 元、支出 248,533 元、本期短絀 62,642 元，

加計上期結存 1,384,380 元，總計結存為 1,321,738 元，財務收支表，詳如附表。 

決議：同意備查。 

（三）教育推廣小組報告（王副理事長崑洲） 

1. 教育推廣訓練： 

長榮航空今（99）年簽派員的年度複訓預訂於 7, 8, 9 月分三梯次舉行，目前

已完成 7 月一梯次，今年的授課教官為氣象中心童主任茂祥及張友忠臺長兩位，

其授課主題除介紹航空氣象服務網新一代航空氣象產品顯示系統（JMDS）的新功

能外，還安排「颱風簡報服務網頁的介紹與應用」課程，以利該公司飛航簽派業

務之應用。有關課程滿意度調查將待課程結束後於下次理監事會提報。 

2. 夏令營活動辦理情形報告： 

本次活動總計有 51 名國、高中同學報名參加，活動中除安排航空氣象簡介之

上課課程外，並安排參訪飛航服務總臺桃園機場塔臺管制區及長榮航空公司訓練

中心，使參加學員得以親身體會航空氣象、飛航管制及飛航組員訓練等作業狀況。

活動結束後，經統計學員意見調查（如附件），有高達 98%（非常滿意 29％，滿

意 69％）的學員滿意本次活動，其中學員認為最大收穫是吸收新知及認識新朋友，

由此可見本次活動辦的非常成功。有關活動相關照片已張貼在本會網站供學員下

載留存。至於部份學員反應活動可安排年紀相仿在一起、教材更精緻完善、午餐

難吃、車程太長及活動應該長ㄧ點等意見將做為明年規劃活動內容之參考。此外，

約有 3 成的學員對於能親身見識到飛航管制及長榮航空飛航組員訓練等真實情形

表示印象深刻；但只有 16％的學員對航空氣象臺的印象深刻，可見航空氣象作業

的講解方式還有很大的努力空間。 

基於對協會的認同及支持，夏令營活動籌備小組成員、授課教官及隨隊輔導

員皆義務參與，皆未支領工作費及教官費，建議理事長邀請所有工作同仁餐敘以

示慰勞。 

決議：請秘書處於 8月下旬安排夏令營工作小組成員進行檢討餐會，檢討本次辦理情形，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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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明年度辦理之參考。 

（四）飛行天氣期刊進度報告（編輯小組童理事茂祥） 

第 14 期飛行天氣期刊文章計有專業文章 2 篇，非專業文章 1 篇送審完成，其餘文章仍

在持續蒐集中。 

決議：有關蒲理事金標參加中國廈門第二屆兩岸空中直航圓桌會議及王副理事長崑洲等人赴

廣州參加 2010 年兩岸航空氣象作業與技術交流活動兩案，請撰文投稿下一期飛行天

氣期刊，餘同意備查。 

八、 議案討論：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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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進度報告。 

說明：本案相關辦理情形如附表。 

決議：請秘書處規劃於 8月下旬辦理第 3次籌備會議，並請籌備會學術組李組長坤城進行研

討會文章邀稿確認，並於下次籌備會議確認研討會議程。 

 

（二）案由：「2010 年兩岸航空氣象作業與技術交流活動」活動案辦理進度報告。 

說明：本案相關辦理情形請見附表。 

決議： 

決議：1、請童理事茂祥及余理事曉鵬協調總臺氣象中心辦理臺北交流活動教官安排、教材準

備等工作。 

      2、請秘書處發函長榮航空公司，提供廣州來回機票乙張，以參加廣州交流活動。 

九、 臨時動議：無。 

十、 散會：下午 5 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