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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航空太空學會 

第四十九屆理監事第二次聯席會議 

紀     錄 

      時間：九十七年三月七日 下午 4:00~6:00 

       地點：逢甲大學(行政大樓第一會議室) 

       主席：劉通敏理事長 

出(列)席人員：  

咨議:李羅權、林見昌、祝如竹 

理事:李永明、宋齊有、宛  同、張克勤、彭元熙、黃榮芳、單豫庸、

劉禎氣(郭俊義代)、蔡永利、戴昌賢 

監事:方  俊、陳正興、曾培元、趙怡欽(溫志湧代)、蕭飛賓(黃榮芳

代) 

主任委員:王耀德、宛  同、曾培元、溫志湧、戴昌賢、趙怡欽(江達

雲代)、楊龍杰、蔡永利、鄭金祥 

 

壹、 主席報告 (略) 

貳、 委員會報告 

一、幹事會報告            (李永明主任)   資料如附件一。 

二、司選委員會報告        (曾培元教授)   資料如附件二。 

三、航太工業服務委員會    (王耀德副主任) 資料如附件三。 

四、航太科學普及教育委員會(楊龍杰教授)   資料如附件四。 

五、國際事務委員會報告    (宛  同教授)   資料如附件五。 

六、會刊編輯委員會報告    (溫志湧教授)   資料如附件六。 

七、會員委員會報告        (戴昌賢副校長) 資料如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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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學刊編輯委員會報告    (趙怡欽教授)   資料如附件八。 

九、學生委員會            (蔡永利副校長) 資料如附件九。 

十、學術委員會報告        (鄭金祥教授)   資料如附件十。 

 

參、  提案討論 

提案一：提聘第 48 屆理事長李羅權先生為本會諮議。 

說  明：按照以往慣例，上屆理事長卸任後將擔任本學會諮議。 

決  議：通過。 

 

提案二：本學會第四十九屆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及幹事會秘書長任命，提

請審議。 

說 明：本屆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及幹事會秘書長推薦名單如下，若決

議通過，將提報內政部核備。 

● 司選委員會：曾培元（國防大學機電與航太系教授） 

● 航太工業服務委員會：王耀德（經濟部航太工業推動發展

小組副主任） 

● 航太科學普及教育委員會：楊龍杰（淡江大學機械與機電

工程系教授） 

● 國際事務委員會：宛同(淡江大學航太系教授) 

● 會刊編輯委員會：溫志湧(成功大學航太系教授) 

● 會員委員會：戴昌賢(屏東科技大學副校長) 

● 學刊編輯委員會：趙怡欽(成功大學航太系教授) 

● 學生委員會：蔡永利(虎尾科技大學副校長) 

● 學術委員會：鄭金祥(成功大學航太系教授) 

● 幹事會秘書長：李永明（逢甲大學航太與系統工程系主任） 

決  議：通過。 

 

提案三：本學會九十六年度經費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及損益表，

提請審議。（幹事會提報） 

說  明：本學會九十六年度經費收支算表、資產負債表及損益表，如

附件十一，若審查無訛，擬提報內政部核備。 

決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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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本學會九十七年度預算表，提請  審議。（幹事會提報） 

說  明：本學會九十七年度預算表，如附件十二。 

決  議：修訂後預算表如附件十二。 

 

提案五：本學會九十七年度工作計畫，提請  審議。（幹事會提報） 

說  明：本學會九十七年度工作計畫。如附件十三。 

決  議：通過。 

 

提案六：新會員入會案，提請  審議。（會員委員會提報） 

說  明：新會員申請入會之永久會員 1 人(呂文祺/虎尾科技大學飛機

工程系助理教授)，敬請  核定。 

決  議：通過。 

 

提案七：協助籌辦「2008 台北國際商務航空展」活動內容與經費贊助，

提請  討論。（航太工業服務委員會提報） 

說  明：活動內容及籌辦現況詳附件。 

建  議：1. 請同意補助航展活動費用新台幣拾萬元整。 
 2. 請鼓勵相關人員參展。 

決  議：補助新台幣貳萬元整，並鼓勵相關人員參展。 

 

提案八：補助成功大學航太系主辦『第二十九屆全國大專航太盃』經

費案，提請  審議。（學生委員會提報） 

說  明：1. 『第二十九屆全國大專航太盃』於今年(2008)將由成功

大學航太系主辦，全國共有八個學校，預計約有一千五百至

兩千五百位同學參加此次活動，活動期間為三月十五日、十

六日兩天，假成功大學舉行，詳細企劃內容請見附件十四。 

2. 主辦單位擬申請活動補助經費二十一萬元整。 

決  議：補助新台幣壹拾陸萬元整，經費實報實銷。 

 

提案九：補助成功大學航太系承辦『2008 全國大專學生無人飛行載

具(UAV)設計競賽』經費案，提請  審議。（學生委員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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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說  明：1. 成功大學航太系承辦『2008 全國大專學生無人飛行載具

(UAV)設計競賽』。該競賽自去(2007)年在屏東縣-賽嘉飛行

公園己將原有七隊擴增至二十三隊的規模；今年(2008)全國

各大專院校踴躍報名隊伍更已達到二十八個隊伍，同時更有

外國隊伍印尼萬隆理工學院的參與，已開啟國際賽之格局。

活動期間為三月二十九、三十日兩天，於岡山空軍官校舉行

競賽，詳細競賽內容請見附件十五。 

2. 主辦單位擬申請補助經費十五萬元整。 

決  議：補助新台幣壹拾貳萬元整，經費實報實銷。 

 

提案十：補助高雄海洋科技大學輪機工程系『第十五屆全國計算流體

力學學術研討會』費用案，提請  審議。（學術委員會提報） 

說  明：1.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輪機工程系承辦『第十五屆全國計算

流體力學學術研討會』申請補助經費二十萬元，敬請  核定。 

2. 申請表如附件十六。 

決  議：補助新台幣壹拾萬元整，經費實報實銷。 

 

提案十一：年底是否仍發行紙本專題報導彙編，提請  討論(會刊編

輯委員會提報) 

說  明：發行紙本專題報導彙編製版費昂貴，且 96 年底已未發行紙

本。 

辦  法：為節省學會開支，建議取消紙本專題報導彙編，但仍以電子

彙編方式網路 

決  議：以通訊(Newsletter)方式發行，其發送對象僅針對各地文化中

心及團體會員。 

 

提案十二：本屆航太年會暨學術研討會承辦單位，提請  討論。(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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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提報) 

說  明：確認承辦單位以俾進行年會及學術研討會相關事宜。 

決  議：暫訂由淡江大學承辦本年度會議，並於下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中由承辦單位簡報。下一年度會議則暫訂由中華技術學院承

辦。 

 

提案十三：IAF 會費有無需繼續繳納，提請  討論。（幹事會提報） 

說  明：IAF 來函通知繳納會費，如附件十七。 

決  議：同意繼續繳納 IAF 會費。 

 

提案十四：爾後聯席會議開會地點是否固定，提請  討論。（幹事會

提報） 

說  明： 為方便北、中、南與會人員出席本會議，爾後聯席會議開

會地點是固定於台中逢甲大學召開(高鐵接駁車資訊如附

件十八-p38)，亦或於每次會前另擇合適地點。  

決  議：原則上會議地點固定於台中逢甲大學，並視需要作機動性調

整。 

 

肆、 臨時動議： 

一、 爾後航太學術研討會之「最佳論文競賽」，由學術委員會主任委

員擔任其籌備委員。 

二、 承辦本會相關會議之單位，希望其經費能提供部分回饋金予學

會。 

 

伍、 主席結論：(略) 

陸、 散會



幹事會報告(2008) 

一、幹事會成員名單： 

祕 書 長：李永明     逢甲大學航太與系統工程系 主任 

副祕書長：黃柏文     逢甲大學航太與系統工程系 副教授 

祕    書：蕭鴻鈞     逢甲大學航太與系統工程系 助教 

 

二、工作規劃： 

       (一) 協助年會承辦單位，籌劃年會有關活動。 

       (二) 負責學會活動（學術研討會、演講等）有關規劃聯絡事宜。

網頁設計與更新。會刊上網。建立會員 E-mail 資料庫。

網頁上公告學會活動。學會所屬財產目錄製作及管理。團

體會員及一般會員會費之催繳。全年支出結算及收入規

劃。與各委員會聯繫。 

        (三) 信函及一般公文處理與回覆。 

        (四) 會議交通安排，場地租洽與餐點訂定。 

        (五) 理監事及聯席會議之召開。 

(六) 學會對外用印、發文、文件歸檔、交接清單製作。 

 

三、幹事會目前工作進度： 

(一) 已完成:理監事委員會名單更新、九十五年度各類扣繳憑

單申報及將扣繳憑單寄發各所得人、學會收支帳整理並

製作清單、對外發文、收文處理。 

(二) 進行中：網頁網址轉址、郵政劃撥帳號通訊資料變更及

存款單影像資料 E 化服務申請、團體會員繳款通知。 

(三) 準備中：催繳團體會費及會員會費、申請理事長當選證

書資料。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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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目前團體會員情形： 

(一) 97 年度團體會員共計 33 個單位，近期擬發函通知 97 年

度團體會員繳款，希望能獲得迴響並繼續支持學會永續

發展。團體會員資料包括 96 年度已繳費的 26 個單位及

已發文通知繳款但未繳費的 7 個單位。(資料如附) 

(二) 97 年度擬發函爭取支持以成為團體會員之單位如下： 

(1) 清華大學動力機械系 

(2)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計畫室 

 

97 年度團體名單 

No 單位名稱 96 年預開 96 年實收 97 年預開 97 年實收

1 中華航空公司  150,000 150,000 150,000 
2 國防大學機電能源及航太工程學系 10,000 10,000 10,000 
3 逢甲大學航空工程學系  10,000 10,000 10,000 
4 台灣區航太工業同業公會  5,000 0 5,000 
5 台翔航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50,000 
6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0,000 70,000 80,000 
7 中華航太產業發展促進會  10,000 0 10,000 
8 淡江大學航太系  10,000 10,000 10,000 
9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2,000 12,000 12,000 

10 雷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0 20,000 
11 長榮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 150,000 150,000 
12 高苑科技大學 10,000 10,000 10,000 
13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10,000 10,000 10,000 
14 中華大學機械與航太工程研究所  5,000 5,000 5,000 
15 空軍官校(教學部)  5,000 5,000 5,000 
16 中央研究院  5,000 5,000 5,000 
17 工業技術研究院  50,000 50,000 50,000 
18 成功大學航太所  20,000 20,000 20,000 
19 空軍司令部（計畫處）  10,000 10,000 10,000 
20 千附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0 50,000 
21 行政院航空器飛航安全委員會  10,000 10,000 10,000 

22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速

網路與計算中心  
5,000 5,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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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飛機工程系)   5,000 5,000 5,000 
24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50,000 
25 新興高中  5000 0 5000 
26 國立台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5000 0 5000 
27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5000 5,000 5000   
28 中華技術學院  5000 5,000 5000   
29 永達技術學院機械工程系  5000 5,000 5000   
30 開南大學空運管理系  5000 0 5000   
31 社團法人中華工業合作發展促進會 10,000 10,000 10,000 
32 中科院第一研究所 100,000 100,000 100,000   
33 國立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10,000 10,000 10,000   

  合計: 892,096 782,096 892,097 

 

五、經費預算新台幣 85,000 元 

 

六、97 年 1 月 1 日至 97 年 3 月 7 日之經費收支表，資料如附。 

中華民國航空太空學會 

97 年 01 月 01 日~96 年 03 月 07 日 

 收入/支出 明細表                      

會  計  科  目 年度預算 實    收 實   支 結  餘 摘    要 

上期結餘  $1,646,683   

一般會費 6,200   

團體會費 890,000   

永久會員會費 20,000 $5,300 1 位新增會員 

學生會員會費 10,000   

利息收入 1,000   

學刊收入(訂閱費及論

文超頁費) 
350,000 $38,800

訂閱學刊 5份,論文

刊登 7篇 

會刊刊登廣告收入 10,000   

國科會補助款 496,000   

其他贊助款 80,000   

收入合計 1,863,200 $44,100   

會刊編輯委員會 56,000     

會員委員會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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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太工業服務委員會 20,000     

學術委員會 10,000     

司選委員會 30,000     

科普委員會 30,000     

國際事務委員會 150,000     

學生委員會 160,000     

無人遙控飛機設計比賽 120,000     

學刊編輯委員會 150,000     

理監事會議支出 35,000     

幹事會 85,000     

全國計算流體力學研討

會 
100,000 

  
  

航太學會研討會 100,000    

學刊印製 250,000     

其他雜支 100,000 
  

$6,521
郵資(寄扣繳憑單,開

會通知,) 

支出合計 1,406,000   $6,521   

本期結餘   $37,579   

累計結餘   $1,684,262   

備註: 

 

製表           財務           秘書長            理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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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屆司選委員會名單、工作計畫及預算經費  
一、委員名單 

職    務 姓   名 職    稱 單     位 
主 任 委 員曾 培 元教 授國防大學理工學院機航系 
副 主 任 委 員方 俊副 教 授逢甲大學航太與系統工程系 
委 員王 覺 寬教 授成功大學航太所 
委   員王 耀 德副 主 任經濟部航太小組 
委   員朱 錦 洲教 授台灣大學應力所 
委 員何 無 忌組 長工研院能源與環境研究所 
委 員李 龍 鑫處 長漢翔知識管理處  
委 員吳 培 欣副 所 長中科院一所 
委 員林 崇 安協 理雷虎科技公司 
委   員陳 世 雄副 教 授成功大學航太所 
委   員陳 步 偉副 教 授淡江大學航太系 
委 員陳 信 雄校 長中華技術學院  
委 員梁 治 國技 監中科院二所 
委 員黃 柏 文副 教 授逢甲大學航太與系統工程系 
委 員張 元 彰副 總 經 理明明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委 員張 世 定副 所 長中科院二所 
委 員蔡 永 利副 校 長虎尾科技大學 
委 員簡 來 成教 授建國科技大學機械系 
委 員戴 昌 賢副 校 長屏東科技大學 
 
二、工作計畫 

97/09/上旬 召開第一次司選委員會議，提名第五十屆理監事選名單。 
97/09/中旬 學會召開第 次理監事會議： 

(一) 提案討論，決定理監事選舉方式(現場選舉或通訊選

舉)，並審核司選委員會所提理監事候選人名單。 
(二) 敦請秘書處打電話詢問候選人之意願。 
(三) 敦請會員委員會與秘書處提供會員名冊，並務必以學校

為單位，在 97/9/下旬以前郵寄至司選委員會。 
(註一)若為現場選舉：97 年年會(97/12/  )舉辦現場選

舉會議並當場開票公布結果。 
(註二) 若為通訊選舉：97/09/下旬印製選票，97/10/上
旬寄出選票，97/11/上旬選票擲回截止(以郵戳為憑)。 

97/11/上旬 召開第二次司選委員會議，公佈開票選舉結果，並呈報理監

事(如為現場選舉則免召開此次會議) 。 
97/11/中旬 學會召開第 次理監事會議，報告選舉結果與當選名單。 
(註) 理監事聯席會議日期若有所異動，將做彈性配合調整。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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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費預算 
           印刷費    8,000 
           郵  費    8,000 
           餐  費    6,000 
           雜  費    8,000             
         總金額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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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九屆航太工業服務委員工作報告  
 
委員名單 

職    務  姓    名  公        司  

主任委員  王耀德 經濟部航太工業發展推動小組 

委員 藍兩家 台灣航太工業同業公會 

委員  王萬能 經濟部工業合作推動小組 

委員  翁武城 長榮航太科技公司 

委員 袁克剛 中華航空公司修護工廠 

委員 李適彰 漢翔航空工業公司 

委員 陳步偉 淡江大學航太系 

委員 朱靜麟 中華飛機維修學校 

委員 歐陽忠恒 經濟部航太工業發展推動小組 

委員 雷震台 經濟部航太工業發展推動小組 

 
壹、97 年度活動報告 
活動日期 活動綱要 

2.19-2.24 
名   稱：新加坡航展 
地   點：新加坡樟宜展覽中心 
詳   閱：http://www.singaporeairshow.com.sg 

4.1-4.3 
名   稱：德國航空內裝展 
地   點：德國漢堡 
詳   閱：http://www.aircraftinteriorsexpo.com 

4.8-4.10 

名   稱：美國航空地勤裝備與機場設施展 
地   點：美國拉斯維加斯 
詳   閱：http://www.airportexpo2008.com/page.cfm/
link=1/t=m/goSection=3 

4.8-4.13 
名   稱：美國 Sun’n Fun 超輕飛機展 
地   點：美國佛羅里達州 
詳   閱：http://www.sun-n-fun.org/content/ 

4.18-4.22 名   稱：大陸天津第 15 屆投資貿易洽談會 
地   點：大陸天津 
詳   閱：www.casid.org.tw 

5.29-5.31 
名   稱：2008 台北國際商務航空展 
地   點：松山機場第二航空站 
詳   閱：http://www.casid.org.tw/2008TIBAF 

5.29-5.30 名   稱：商務航空研討會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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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點：民航局會議室 
詳   閱：http://www.casid.org.tw/2008TIBAF 

6.10-6.12 
名   稱：美國 UAV 航展 
地   點：美國聖地牙哥 
詳   閱：http://www.auvsi.org/index.cfm 

6.17-6.19  名   稱：上海國際民用機場設施建設與運營展覽會 
地   點：上海市光大會展中心 
詳   閱：www.casid.org.tw  

7.14-7.20 
名   稱：英國法茵堡航展 
地   點：英國法茵堡 
詳   閱：http://www.farnborough.com/intro.aspx 

預定 9 月份 名   稱：效益後勤國際研討會（一天） 

10.21-10.2
2  

名   稱：第一屆台滬航空技術及產業合作論壇活動計

畫 
地   點：中華技術學院台北總校區國際會議廳 
詳   閱： www.casid.org.tw 

11.4-11.9 
名   稱：珠海航展 
地   點：中國大陸珠海 
詳   閱：http://www.airshow.com.cn/ 

 
貳、討論議題:  

案由：協助籌辦「2008 台北國際商務航空展」活動內容

與經費贊助。 
說明：活動內容及籌辦現況詳附件 
建議：請同意補助航展活動費用新台幣拾萬元整。 

請鼓勵相關人員參展 



 14

          第四十九屆航太科學普及教育委員會報告事項 

1. 航太科學普及教育委員會名單 

職    務 姓    名 公 司 / 單 位 

主任委員 楊龍杰 淡江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新任) 

委員  苗君易 國立成功大學航太所教授/國家太空中心主任 

委員  崔兆棠 國立成功大學航太所教授(新任) 

委員 朱耀明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教授兼圖書館館長 

委員 姜仲鴻 中華技術學院航電系教授兼系主任 

委員 方俊 逢甲大學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副教授 

委員 林中彥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飛機工程系助理教授(新任) 

委員 馬德明 淡江大學航太工程學系副教授(新任) 

委員 洪健君 國防大學理工學院機電航太系副教授(新任) 

 
2. 九十七年度工作計畫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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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事務委員會年度工作報告(2007) 
 

一、委員組成及名單確認。 

    主任委員：宛  同  淡江大學航太系副教授 

    委    員：苗君易    太空中心主任兼成功大學航太系教授 

蕭飛賓    成功大學航太系教授  

        陳正興    中華技術學院航機系教授 

    劉悅安  中央大學遙測中心主任 

         王耀德  航太工業推動小組副主任 

       方  俊  逢甲大學航太及系統工程系副教授 

         卓大靖  海洋大學通訊與導航工程系主任 

         官文霖  飛安委員會失事調查實驗室主任 

         林中彥  虎尾科技大學飛機工程系助理教授 

 

二、年度工作經費需求。 

    15 萬元 (含 IAF 及 ICAS 年費) 

三、為爭取 2011 年第 52 屆 IAC 大會之主辦權，已於 97 年一月初去

文經濟部推動會議專案辦公室，爭取經費補助。 

四、美國航空太空學會(AIAA)每年一月舉行之航太科學會議

(Aerospace Sciences Meeting and Exhibition)地點將自 2009

年起移至佛羅里達州奧蘭多市，論文投稿截止時間為 6月 4 日，

將鼓勵國內學者踴躍投稿並組團參加。 

五、陳正興委員將於三月中旬赴法國巴黎參加 IAF 年會，並邀請 IAF

主席夫婦來台訪問，以增加我爭取主辦 2011 年 IAC 大會之影響

力。 

六、三月下旬將邀請部分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及相關政府單位承辦

人於台北科技大樓開會，商討籌辦 2011 年 IAC 大會細節問題。 

七、宛同主任委員將於 9 月份赴美國阿拉斯加參加 2008 年第 26 屆

ICAS 大會，並發表論文。 

八、理事長，李羅權校長、太空中心苗君易主任、陳正興委員等相

關人士將於 10 月份組團赴蘇格蘭格拉斯哥市參加 2008 年 IAC

大會，並爭取 2011 年主辦權，同時並請國科會、外交部駐外人

員與會協助。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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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刊編輯委員會報告 

 

 

報告內容 

 

一、97 年工作計畫 

二、96 年度第一、二、三、四期已出刊專題報導主題 

三、96 年度經費動支情形 

四、97 年度經費預算 

五、97 年會刊編輯委員名單 

六、提案討論 

 

 

 

 

報告人：溫志湧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三月七日 

會刊編輯委員會年度工作報告 

附件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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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96 年工作計畫 

․會刊仍以電子季刊方式網路發行(3,6,9,12 月) 

 

二、96 年度第一、二、三、四期已出刊專題報導主題 

(一)第一期會刊已出刊專題 

主題 作者 

中共軍事技術對亞太戰略之影響評

估：以蘇凱戰機系統 

袁正綱 

穿梭天地之間談太空梭 傅鶴齡 

連翼構型飛翼船之研析 賈澤民、徐子圭 

 
(二)第二期會刊已出刊專題 

主題 作者 

超輕飛機 KINGBIRD 之結構設計分析 胡惠文、高懷恩、呂鎮源 

遙測雷達發展近況 李鴻偉、 陳錕山 

整合高解析衛星影像、光達資料與大比
例尺向量圖重建三維道路 

陳良健、 邵怡誠 、羅紹元、江采薇 

 

(三)第三期會刊已出刊專題 

主題 作者 

自由邊界模型飛機之模型驗證 王栢村、林志明 

六加速儀慣性導航系統之實現 洪兆宇、李守誠 

衛星質量性質的量測與解析 
王仲之、潘旭斌、洪俊傑、林志陽、戴

家豐、王建仁、詹勇倫、陳又華 

 

(四)第四期會刊已出刊專題 

質量性質的原理推導與程式設計 王仲之 

具儲存與轉傳功能之微衛星郵箱伺服器

通訊系統設計 徐超明、翁瑞麟、洪祖昌、劉賢竹 

微衛星電腦系統與電源子系統之整合研
究 林煥榮、陳裕愷、溫永全、洪祖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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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96 年度經費動支情形 

項目 預算 實支金額 

稿費 26,000 24,000 
紙本或光碟會刊製版費 20,000  
郵寄費 4,000 3,370 
合計 50,000 27,370 
 

四、97 年度經費預算 

項目 預算 實支金額 

稿費 26,000  

合計 26,000  

 

五、97 年會刊編輯委員名單 

學會職稱 姓名 服務單位職稱 服務單位 

主任委員 溫志湧 教授 成功大學航太系 

副主任委員 詹紹勳 助理教授 成功大學航太系 

委員 傅鶴齡 副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數位機電科技研究

所 

委員 吳岸明 副主任 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心 

委員 雷震台 組長 經濟部航太小組 

委員 林俊良 專門委員 交通部民航局標準組 

委員 楊明浩 副工程師 行政院飛安委員會 

委員 卓至元 技士 經濟部技術處 

委員 陳正興 教授 中華技術學院航空機械系 

委員 黃鼎名 組長 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委員 黃榮芳 教授 台灣科技大學機械系 

委員 王仲之 工程師 
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心衛

星整合測試組 

 

六、提案討論 

案由：年底是否仍發行紙本專題報導彙編 

說明：發行紙本專題報導彙編製版費昂貴，且 96 年底已未發行紙本。 

辦法：為節省學會開支，建議取消紙本專題報導彙編，但仍以電子彙編方式網

路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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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九屆會員委員會工作報告 

一、新任委員名單 

 

職務 姓名 職稱 單位 

主任委員 戴昌賢 副校長 屏東科技大學 

副主任委員 藍兩家 總幹事 航太工會 

委員 趙怡欽 主任 成功大學航太工程系 

委員 方   俊 主任 逢甲大學航太與系統工程系 

委員 劉禎氣 副董事長 長榮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委員 陳步偉 教授 淡江大學航空系 

委員 鄭榮和 教授 台灣大學機械系 

委員 蘇盛竹 系主任 中華技術學院航空系 

委員 苗志銘 教授 國防大學機電及航太系 

委員 徐子圭 教授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飛機工程系

委員 洪建君 教授 國防大學機電及航太系 

委員 梁智創 教授 屏東科技大學車輛系 

委員 尹相隆 教授 開南科技大學 

新邀成員  組成說明： 

   藉由新委員來自不同領域背景，一則拓展會員吸收之工作，同時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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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籌辦相關活動。 

二、工作規劃： 

1. 97 年度擬以廣邀一般會員為主，預定約 50 人左右。 

2. 持續配合本學會創立宗旨，籌劃舉辦相關活動或研討會，推廣

國人對航太認知，藉以吸收會員參與本會。 

3. 除開拓新會員外，並加強與學會原有團體會員之間連繫與訪問。 

三、經費預算： 

    獲分配預算，金額新台幣 10,000 元 ，主要支應相關會議活動。 

四、工作內容： 

1. 潛在會員的拜訪與邀請。 

2. 運用相關媒體、網路，傳播學會活動訊息，並推廣組織。 

3. 搭配相關單位年度計畫內容活動（研討會、說明會、展覽、競

賽等），經由合作籌辦，藉以吸引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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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年學刊編輯委員會年度工作報告 

一、投稿處理情形： 

96 年度（96.01.1~96.12.31）總投稿數 ：               62

（篇） 

96 年度已接受論文（95.11.1~96.10.31）        41（篇） 

  含  長篇論文          25（篇） 

      短篇論文          13（篇） 

      邀請論文           3（篇） 

  退稿／放棄修訂                          15（篇） 

  處理中                                     6（篇） 

 

62篇投稿中之英文稿佔44篇(70.97%)，中文稿18篇(29.03 %) 

 

%3.28
)63(62

15
)(

=
+−

=
+−

=
處理中稿邀稿投稿數

退稿數
退稿率  

 

二. 96年度訂閱戶共43戶，本年度訂閱收入共為NT$86,000 
 
 

三. 本年度(96.01.1~96.12.31 接受)論文刊登費繳交情況統

計如下： 

金額(新台幣)(含一名國外投稿者)  

應繳 194,640 元 

實繳 179,240 元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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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8 年  航空太空學會學生委員會委員名單，如下表所列。 

 

二、本年度之主要活動有「2008 全國大專學生無人飛行載具(UAV)設計競賽」，

計有二十八個隊伍參加，且有印尼萬隆理工學院參與，已開啓國際賽之格

局，活動期間為三月二十九、三十日兩天，於岡山空軍官校舉行；另外是

「第二十九屆全國大專航太盃」，計有八個學校，預計約有一千五百至兩千

五百位同學參加，活動期間為三月十五日、十六日兩天，於成功大學舉行。 

 
案由：補助成功大學航太系主辦『第二十九屆全國大專航太盃』經費案，提請  審

議。 

說明：1.『第二十九屆全國大專航太盃』於今年(2008)將由成功大學航太系主

辦，全國共有八個學校，預計約有一千五百至兩千五百位同學參加此

次活動，活動期間為三月十五日、十六日兩天，假成功大學舉行，詳

細企劃內容請見附件十四。 

2. 主辦單位擬申請活動補助經費二十一萬元整。 

 

案由：補助成功大學航太系承辦『2008 全國大專學生無人飛行載具(UAV)設計

競賽』經費案，提請  審議。 

說明：1. 成功大學航太系承辦『2008 全國大專學生無人飛行載具(UAV)設計競

賽』。該競賽自去(2007)年在屏東縣-賽嘉飛行公園己將原有七隊擴增

至二十三隊的規模；今年(2008)全國各大專院校踴躍報名隊伍更已達

到二十八個隊伍，同時更有外國隊伍印尼萬隆理工學院的參與，已開

啟國際賽之格局。活動期間為三月二十九、三十日兩天，於岡山空軍

官校舉行競賽，詳細競賽內容請見附件十五。 

2. 主辦單位擬申請補助經費十五萬元整。 

姓 名 單 位 職 稱 備 註 

蔡永利 虎尾科技大學飛機工程系 教授 主任委員 

曾培元 國防大學理工學院航空工程學系 教授 委員 

卓大靖 海洋大學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教授 委員 

賴維祥 成功大學航空與太空工程學系 教授 委員 

陳步偉 淡江大學航太工程學系 副教授 委員 

陳啟川 逢甲大學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 助理教授 委員 

呂文祺 虎尾科技大學飛機工程系 助理教授 委員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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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屆學術委員會 (依姓名筆劃序) 

職    務 姓    名 單   位 

主任委員 鄭金祥 成大航太系 

副主任委員 藍庭顯 中華技術學院航機系 

委員 王覺寬 成大航太系 

委員 朱錦洲 台大應力所 

委員 宋齊有 逢甲航太系 

委員 呂宗行 成大航太系 

委員 吳宗信 交大機械系 

委員 吳光鐘 台大應力所 

委員 胡潛濱 成大航太系 

委員 施聖洋 中央機械系 

委員 馬劍清 台大機械系 

委員 陳志臣 中央機械系 

委員 陳彥升 太空中心 

委員 黃美嬌 台大機械系 

委員 陳寒濤 成大機械系 

委員 陳增源 淡大航太系 

委員 陳錕山 中央大學太遙中心 

委員 黃榮芳 台科大機械系 

委員 趙怡欽 成大航太系 

委員 趙振綱 台科大機械系 

委員 鄭仙志 逢甲航太系 

委員 鄭藏勝 中華大學機械系 

委員 顏維謀 華梵機電系/校長 

委員 戴昌賢 屏科大車輛系/副校長 

委員 魏欽益 空官航太系 

委員 蕭飛賓 成大航太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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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航空太空學會 

97 年度預算表 

  
96 年預算數 96 年決算數 97 年預算數 備   註 

  項   目 

收     

入 

一般會費 22,000 2,440 6,600 
現有：

10*500=5,000 

新增：2*800=1,600

團體會費 850,000 706,725 890,000 
維持現有會員及增

加團體會員 

永久會員會費 30,000 10,580 20,000 4 人*5000=20,000

學生會員會費 10,000 270 10,000 
現有:30*100=3,000

新增:35*200=7,000

利息收入 2,000 952 1,000   

學刊收入(訂閱費

及論文超頁費) 
350,000 320,539 350,000   

會刊刊登廣告收

入 
10,000 10,000 2-4 則廣告 

國科會補助款 243,000 243,000 496,000 補助 

其他贊助款 180,000 80,000 
政府/民間機構之

補助 or 贊助 

收入合計 $1,672,000 $1,284,506 1,863,600   

支     

出 

會刊編輯委員會 50,000 40,068 56,000   

會員委員會 10,000 10,000   

航太工業服務委

員會 
20,000 19,954 20,000 

  

學術委員會 10,000 10,000   

司選委員會 30,000 30,000 30,000   

科普委員會 30,000 30,000 30,000   

國際事務委員會 100,000 200,000 150,000   

學生委員會 160,000 157,457 160,000   

無人遙控飛機設

計比賽 
100,000 100,000 120,000 

  

附件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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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刊編輯委員會 150,000 150,000 150,000   

年會支出 100,000 7,009 0   

理監事會議支出 20,000 33,140 35,000   

幹事會 85,000 66,000 85,000   

全國計算流體力

學研討會 
100,000 100,000 100,000 

  

航太學會研討會 100,000 100,000 100,000  

學刊印製 250,000 255,250 250,000   

會刊印製 80,000 80,000 0   

其他雜支 100,000 44,130 100,000   

支出合計 1,495,000 1,413,008 1,406,000   

  年度結餘 $177,000 ($128,502) 457,200   

製表:         財務組長:             祕書長:              理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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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九屆中華民國航空太空學會年度工作規劃草案 ★ 

日期 活       動        內        容 負  責  單  位 舉辦地點 

97.02 召開學刊編輯委員會議 學刊編輯委員會  

97.03 參加 IAF 年會 國際事務委員會 法國巴黎 

97.03 第二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幹事會  

97.03 
綜整一份紙本或光碟會刊(12 月)發

行 
會刊編輯委員會  

97.03 38 卷第一期會刊發行網路版 會刊編輯委員會  

97.03 40 卷第一期學刊發行 學刊編輯委員會  

97.03 
2008 全國大專學生無人飛行載具

(UAV)設計競賽 
學生委員會 

岡山空軍

官校 

97.03 第二十九屆全國大專航太盃 學生委員會 成功大學 

97.03 
參與 03/29 全國 UAV 大賽並展

示「拍翼式微飛行器」 

航太科學普及教

育委員會 
 

97.03-04 
協調國內航太系所申請國科會

科教處「國科會 50 之旅」計畫

航太科學普及教

育委員會 
 

97. 04 
與「機械月刊」、「科學發展」、「科

學月刊」洽談專欄供稿 

航太科學普及教

育委員會 
 

97.04 40 卷第二期學刊發行 學刊編輯委員會  

97.05-06 
召開「航太科普讀本」編輯會議並安

排國內科普雜誌之專欄供稿 

航太科學普及教

育委員會 
 

97.06 第三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幹事會  

97.06 38 卷第二期會刊發行網路版 會刊編輯委員會  

97.06 40 卷第三期學刊發行 學刊編輯委員會  

97.07-08 召開「航太科普網站」設計會議 
航太科學普及教

育委員會 
 

97.08 第十五屆全國計算流體力學研討會 學術委員會 
高雄海洋

科技大學 

97.09 參加 2008 年第 26 屆 ICAS 大會 國際事務委員會 
美國阿拉

斯加 

97.09 
第一次司選委員會議，提名第五十屆

理監事名單 
司選委員會  

97.09 第四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幹事會  

97.09 38 卷第三期會刊發行網路版 會刊編輯委員會  

97.09 40 卷第四期學刊發行 學刊編輯委員會  

97.09-10 召開「航太科普讀本」編輯會議並安 航太科學普及教  

附件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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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國內科普雜誌之專欄供稿 育委員會 

97.10 40 卷第五期學刊發行 學刊編輯委員會  

97.10 參加 2008 年 IAC 大會 國際事務委員會 
蘇格蘭格

拉斯哥市 

97.11 
召開第二次司選委員會議，完成第五

十屆理監事名單 
司選委員會  

97.11-12 召開「航太科普網站」設計會議 
航太科學普及教

育委員會 
 

97.12 第五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幹事會  

97.12 第五十屆年會暨學術研討會 幹事會  

97.12 第五十屆第一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幹事會  

97.12 38 卷第四期會刊發行網路版 會刊發行委員會  

97.12 40 卷第六期學刊發行 學刊編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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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屆大航盃體育邀請賽暨聯誼活動 

一、活動名稱：大航盃體育邀請賽暨聯誼活動 

二、活動宗旨：邀集國內大專院校之航太相關科系進行學術交流與

體育競賽，並藉以增進各校情誼。 

三、活動目標：辦理各項球類競賽與校際聯誼及學術交流。 

四、主辦單位：國立成功大學 

承辦單位：國立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協辦單位：國立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系學會、衣 power 睿誌整合

行銷 

五、活動時間：民國 97 年 3 月 15、16 日 

六、活動地點：成功大學自強操場、光復操場、中正堂、航太系館 

七、活動內容： 

預計將舉辦籃球、排球、足球、壘球、羽球、桌球、躲避球等

球類體育競賽，另外新增手擲機、飛行罐、拔河、大隊接力等

特殊項目 

八、參加對象（含人數）： 

    淡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200 人 

    逢甲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200 人 

    長榮大學航運管理學系 150 人 

    真理大學航空服務管理學系 150 人 

    虎尾科技大學飛機工程系 100 人 

    國防科技大學機電能及航太工程學系 250 人 

    空軍軍官學校航太系、航電系、航機系 250 人 

    國立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200 人 

                                   合計 15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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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支出 

項目 總計 

賽務支出 124160 

生輔支出 62325 

行政支出 37000 

總計支出 223485 元 

目前經費 

項目 總計 

系所補助 20000 

 

總計活動缺口：2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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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航空太空學會 
補助專題研討會經費申請書 

 

1 會議名稱：第十五屆全國計算流體力學學術研討會 

2 舉辦日期：民國 97 年 8 月 7 日至民國 96 年 8 月 9 日共三天 

3 

主辦機構：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中華民國航空太空學會 

協辦機構：(1) 聯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中鋼公司 

          (3) 國家高速網路與計算中心 

          (4) 教育部 

          (5) 國科會工程科技推展中心 

 

主持人：輪機工程學系 詹益政 教授  

聯絡人：陳文超先生或連長華主任 

電話：（07）3617141 分機 2316 或 2315 

4 
舉辦地點：高雄國賓飯店及本校旗津校區 

邀請演講者人數：12 人 

5
預估出席人數：工業界（含政府機構）75 人，學術界（含學生）

225 人，共 300 人 

6 
申請補助金額：新台幣  200,000 元 

(使用項目包括: 租用會議室、巴士租用費、文具及海報印製及看板製

作、地點標示牌、電腦週邊耗材、工讀費用、其餘雜支費用、校方管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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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車路線 

方向（往） 路線名稱/起迄 

停

靠

月

台

客運公

司 
主要停靠站/(行經道路) 

台中 

【125】 

龍井－僑光技

術學院 

1 
仁友客

運 

高鐵站-(中山路)-(復興路)-台中車站-(中

正路)-中山醫院-(西屯路)-(逢甲路)-逢甲

大學-僑光技術學院 

中部科學

園區、台

中航空站 

【69】 

烏日－高鐵台

中站－台中航

空站 

15
台中客

運 

高鐵站-(中彰快速道路)-朝馬-(中港路)-

榮總分院-(東大路)-科園路口-(科園

路)-(中清路)-台中航空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