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中華民國航空太空學會 

第四十九屆理監事第四次聯席會議 

紀     錄 

                            紀錄:黃柏文 

      時間：九十七年九月十九日 下午 3:00~5:00 

       地點：國家實驗研究院(第一會議室) 

       主席：劉通敏理事長 

出(列)席人員：  

理事: 王耀德(雷震台代) 、宋齊有、李永明、宛  同(陳正興代)、

胡潛濱、張學斌、黃榮芳(胡潛濱代)、藍兩家(劉禕嬍代) 

監事:方  俊(黃柏文代)、陳正興、曾培元、馮朝剛(宋齊有代)、 

趙怡欽、蕭飛賓 

主任委員:王耀德(雷震台代)、宛  同(陳正興代)、曾培元、楊龍杰

趙怡欽、鄭金祥 

列席：王怡仁、藍庭顯 

 

壹、 主席報告 (略) 

貳、 委員會報告 

一、幹事會報告            (李永明主任)   附件一。 

二、司選委員會報告        (曾培元教授)   附件二。 

三、航太工業服務委員會    (王耀德副主任) 附件三。 

四、航太科學普及教育委員會(楊龍杰教授)   附件四。 

五、國際事務委員會報告    (宛  同教授)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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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會刊編輯委員會報告    (溫志湧教授)   附件六。 

七、會員委員會報告        (戴昌賢副校長) 

八、學刊編輯委員會報告    (趙怡欽教授)   附件七。 

九、學生委員會            (蔡永利副校長) 

十、學術委員會報告        (鄭金祥教授)   附件八。 

 

參、  提案討論 

提案一：2008 中華民國航空太空學會年會暨學術研討會籌備規劃案，提

請討論。(王怡仁主任提報) 
說  明：本年度本會年會暨學術研討會委請淡江大學航太系承辦，舉辦

日期預定於九十七年十二月六日假淡江大學驚聲國際會議廳

舉辦，籌備相關事宜委由淡江大學航太系主任王怡仁教授提報

(提報資料請參閱附件九)，提請討論。 

決  議：1.建議劉理事長改為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家宜校長為籌備委

員會榮譽主任委員。 

2.原會議議程中「年會專題演講」與「本會年會暨會員大會」間

之 Tea/Coffee Break 建議刪除或延後。 
3.原會議議程中之「理監事會議」時間，建議挪至午餐時段。 

 

提案二：司選會提報第五十屆理監事候選人提名建議名單，提請審議。

並請討論本屆選舉方式。(司選會提報) 

說  明：司選會提報理事候選人共 33 名：學 17（52%）產 9（27%）官

3（9%）研 4（12%）；監事候選人共 10 名：學 5（50%）產 2
（20%）官 2（20%）研 1（10%）。(詳細名單請參閱附件二) 

決  議：1.理事候選名單增列華航基金會毛治國董事長。 

2.本屆採現場選舉，並委請會員委員會配合查核候選人會員資

格、邀請非會員候選人入會及整理具投票權之選舉人名冊等，

相關資料函請戴主委限期處理(11 月中旬以前)，以利選舉工作

之遂行。 
 

提案三：「國家太空中心」提出擬重新成為本會團體會員之申請，提請審

議。(會員委員會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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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明：「國家太空中心」之入會申請書如附件十所示，該中心編列預

算擬繳交團體會費伍萬元整。 

決  議：通過。 

 

提案四：邀請各校參加 2009 台北航太展，提請討論。(航太工業服務委

員會提報) 

說  明：1. 每兩年舉辦一次的「台北國際航太科技暨國防工業展」，明

(98)年即將邁入第九屆，本展是台灣最重要且唯一展示軍民用

航太產品及國防武器裝備的展覽會，同時也是國內外航太科

技、國防工業、航空服務及航空運動休閒產業重要之展示暨交

易平台。 
2. 2009 年航太展規劃於 8/13-8/16 假世貿展覽館舉行，希邀請

學校共同參展擴大展覽規模。 
3. 建議邀請國內各航太大專院校預先規劃參展事宜。 

決  議：將相關訊息置於本會網站以公告周知。 

 

提案五：兩岸航空產業交流研討會潛在討論議題及內容，提請討論。(航

太工業服務委員會提報) 

說  明：1. 經濟部為推動兩岸合作，提出「兩岸產業合作平台」（又稱

「搭橋計畫」），是政府推動兩岸產業合作，連結跨國企業布局

全球的重要計畫。由台灣方面主動推動相關的技術研討會，先

從個別產業就制定標準、合作開發、合作生產、產銷合作等方

面合作。經濟部預估，2008 年 12 月開始至 2009 年底止，兩岸

產業研討會至少要辦 10 場，每場規模在 200 至 300 人之間，

其中大陸人士至少 40 人以上。若成效良好，後續可由台灣和

大陸輪流主辦。 
2. 其中航空產業已列入舉辦項目，規劃時間為 2009 年 4 月，

地點在台舉辦，相關規劃事宜，詳如簡報。 
3. 惠請提供本案會議潛在討論議題及內容。 

決  議：委由幹事會彙整各與會人員所提供之相關議題，再 e-mail 予航

太工業服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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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六：本會前理事長李羅權諮議請辭諮議乙職，提請審議。(幹事會提

報) 

說  明：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來函表示(附件十一)，礙於公務人員以

專家身份之個人名義兼任其他機關職務以 2 個職務為限之規

定，李羅權主委擬辭本會諮議乙職。 

決  議：同意請辭，待李諮議卸任公職後再予以回聘。 

 

提案七：擬建議設置「航太工程獎章」以表揚「對航太工程學術研究有

顯著成就者」或「對推動航太工程應用有重大貢獻者」，提請

討論。(幹事會提報) 

說  明：目前「中國機械工程學會」設有「機械工程獎章」，而「中華

民國力學學會」設有「孫方鐸教授力學獎章」，請討論本會是

否應設立「航太工程獎章」。 

決  議：名稱改為「航太獎章」並委由幹事會擬定設置辦法草案，於爾

後會議中討論。 

 

提案八：協辦 7th Pacific Symposium on Flow Visualization and Image 
Processing (PSFVIP-7)會議乙案，提請討論。(學術委員會提報) 

說  明： 2009 年 11 月 16-19 日舉辦 7th Pacific Symposium on Flow 
Visualization and Image Processing (PSFVIP-7)，該會主辦單位擬

邀請本會掛名協辦單位，提請討論。 

決  議：同意掛名為協辦單位。 

 

肆、 臨時動議：(無) 

 

伍、 主席結論：(略) 

 

陸、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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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事會報告 

一、 幹事會目前工作進度： 
 (一) 完成向國科會申請「98 年全國性學術團體辦理學術推廣業務計畫」。 

(二) 完成團體會費之催繳。 
(三) 持續進行個人會員會費之催繳。 
(四) 完成 97 年國科會第一、二季經費核銷。 
(五) 完成稅籍負責人變更。 
(六) 持續進行郵政劃撥負責人變更。 

 
二、團體會員異動情形：團體會員繳會情況：如附件一之一。 
 

三、97 年 1 月 1 日至 97 年 9 月 18 日之經費收支表，如附件一之二。 

附件一 



附件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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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華航空公司  150,000 150,000 150,000 等待中

3 
國防大學理工學院機電能源及航太工程學

系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4 逢甲大學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5 台灣區航太工業同業公會  10,000 5,000 退出

6 台翔航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7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70,000 70,000 70,000 

8 中華航太產業發展促進會  50,000 10,000 10,000 

9 淡江大學航太系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1 雷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20,000 20,000 

12 長榮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4 高苑科技大學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5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飛機工程學系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6 
中華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機械與航太工程

研究所  
5,000 5,000 5,000 5,000 

17 空軍官校(教學部航太系)  5,000 5,000 5,000 5,000 

18 中央研究院  5,000 5,000 5,000 5,000

19 工業技術研究院  50,000 50,000 50,000 退出

20 成功大學航太所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1 空軍司令部（計畫處）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22 千附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0 50,000 退出

23 行政院航空器飛航安全委員會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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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25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飛機工程系)   5,000 5,000 5,000 5,000 

26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27 新興高中  15,000   5,000  接洽中

28 國立台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5,000  5,000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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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5,000 5,000 5,000 接洽中

30 中華技術學院  5,000 5,000 5,000 5,000 

32 永達技術學院機械工程系  5,000 5,000 5,000 5,000 

33 開南大學空運管理系  5,000   5,000 5,000 

34 社團法人中華工業合作發展促進會   10,000 10,000 10,000 

35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心     50,000 完成中

36 中科院航空研究所   100,000 100,000 完成中

37 國立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10,000 10,000 10,000 

38 清華大學動力機械系  10,000 10,000

  合計: 847,000 782,000 892,000 5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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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二 

中國航空太空學會 

97 年 01 月 01 日~97 年 09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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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0    

團體會費 890,000 5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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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00 196,800  

訂閱學刊 20份,論

文刊登 28 篇 

會刊刊登廣告收入 10,000    

國科會補助款 496,000 283,694  第一、二季款項 

其他贊助款 80,000 50,000  
CFD 研討會回饋

金 

收入合計 1,863,600 1,047,794    

會刊編輯委員會 56,000       

會員委員會 10,000      

航太工業服務委員會 20,000   $19,800    

學術委員會 10,000      

司選委員會 30,000      

科普委員會 30,000   $4,760    

國際事務委員會 150,000   $150,000 $71,333 預支 150000 

學生委員會 160,000   $145,085  (已核銷) 

無人遙控飛機設計比

賽 
120,000 

  
$120,000  

預支 120000（已核

銷） 

學刊編輯委員會 150,000   $150,000 $38,511 預支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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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預支 100000 

航太學會研討會 100,000      

學刊印製 250,000   $10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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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雜支 100,000 
  

$73,679  
郵資(寄扣繳憑單,

開會通知,) 

支出合計 1,406,000   866,827    

本期結餘   180,967   

累計結餘   1,827,650   

備註: 

 

製表                              財務                      

秘書長                              理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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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航空太空學會第四十九屆司選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記錄 
時    間：民國九十七年九月五日（星期五）下午 4：30～6：00 
地    點：逢甲大學科技與航太館 505 室 
主    席：曾培元 
出席監事：陳正興 
出席委員：王覺寬、王耀德、陳世雄、陳信雄(簡來成代)、蔡永利 

簡來成、吳培欣、林崇安、方 俊、黃柏文 
請假委員：戴昌賢、張世定、陳步偉、梁治國、何無忌、李龍鑫 
          朱錦洲、張元彰 
 
一、主席報告： 

首先要感謝各位委員的熱心參與以及逢甲航太系同仁的大力幫忙。本次會

議請各位委員集思廣益討論研擬航太學會第五十屆理、監事候選人名單，

以供提報九月十九日理監事會議複核。提名原則可大致遵循往例並兼顧學

產官研的合理比例和鼓勵年輕新秀為學會服務。 
 

二、討論事項及決議： 
（1）提名第五十屆理、監事候選人名單。 

理事候選人提名名單：（應提名 21 人以上；應選 7 人） 

編 號 姓 名 職 稱備 註

1 張克勤 成功大學航太系教授 理事第一任屆滿、學

2 王耀德 經濟部航太工業推動發展小組副主任 理事第一任屆滿、官

3 彭元熙 僑光技術學院工業工程與管理系教授 理事第一任屆滿、學

4 戴昌賢 屏東科技大學副校長 理事第一任屆滿、學

5 藍兩家 航太工會總幹事 理事第一任屆滿、產

6 李雲寧 前華經科技董事長 上屆候補理事、產 

7 張冠群 中山科學研究院副院長 上屆候補理事、研 

8 王怡仁 淡江大學航太系主任 上屆候補理事、學 

9 趙國帥 前華航總經理 上屆候補理事、產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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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陳信雄 中華技術學院校長 上屆候補理事、學 

11 楊照彥 台灣大學應力所教授 上屆候補理事、學 

12 孫洪祥 中華航空公司總經理 產 

13 揚宏智 行政院飛航安全委員會執行長 官 

14 賴春霖 雷虎科技公司董事長 產 

15 楊龍杰 淡江大學機械系教授 學 

16 王德和 民航局副局長 官 

17 陳紹興 國家太空中心副主任 研 

18 王鴻智 亞航董事長 產 

19 邱祖湘 中山科學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長 研 

20 江達雲 成功大學航太系教授 學 

21 楊世英 虎尾科技大學飛機工程系主任 學 

22 崔海恩 空軍軍官學校教學部主任 學 

23 張延廷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校長 學 

24 趙魯平 逢甲大學機械系教授 學 

25 鄭藏勝 中華大學工學院院長 學 

26 洪健君 國防大學機電及航太系副教授 學 

27 尹相隆 開南大學空運管理學系主任 學 

28 劉說安 中央大學遙測中心主任 學 

29 楊鏡堂 台灣大學機械系教授 學 

30 林正祥 佑祥直昇機公司董事長 產 

31 郭俊義 長榮航太公司協理 產 

32 何無忌 工研院能資所組長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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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翁慶隆 磁震公司總經理 產 

提名理事比例：學 17（52%）產 9（27%）官 3（9%）研 4（12%） 
 

 
 
 

監事候選人提名名單：（應提名 6 人以上；應選 2 人） 

編 號 姓 名 職 稱備 註

1 陳正興 中華技術學院航空機械系教授 監事第一任屆滿、學

2 賈澤民 輔英科技大學環境與生命學院院長 上屆候補監事、學 

3 蘇玉本 中山科學研究院計畫總主持人 上屆候補監事、研 

4 陸鵬舉 成功大學航太系教授 理事連任一次、學 

5 張學斌 高苑科技大學機電學院院長 理事連任一次、學 

6 邢有光 經濟部漢翔公司董事長 產 

7 劉先進 長亨公司總經理 產 

8 李龍文 民航局局長 官 

9 唐  峰 經濟部工業合作小組主任 官 

10 林秋裕 逢甲大學工學院院長 學 

提名監事比例：學 5（50%）產 2（20%）官 2（20%）研 1（10%） 
 
（2） 討論選票內容是否須增修（請參閱附件）。 

決議：按附件通過。 
 

三、臨時動議 
無 
 

四、晚餐 
 
注意事項 

八十三年八月十六日經內政部同意修訂本會章程第九條，內容如下： 
本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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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理事二十一人，候補理事七人，組織理事會，任期三年，每年改選七人，

連選得連任一次。每屆理事互選一人為理事長，連選得連任一次，對外

代表本會，開會時擔任主席。 
2.監事七人，候補監事二人，組織監事會任期三年，按三、二、二之人數

分配，分三年改選之，連選得連任一次，每屆監事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

連選得連任一次。 
 
 
故本屆： 

 理事應選七人，選後理事共二十一人，候補七人。改選七人為： 

張克勤 （任期至 97/12/31） 張學彬 （任期至 97/12/31）＊ 

王耀德 （任期至 97/12/31） 戴昌賢 （任期至 97/12/31） 

陸鵬舉 （任期至 97/12/31）＊ 藍兩家 （任期至 97/12/31） 

彭元熙 （任期至 97/12/31）   

 監事應選二人，選後監事共七人，候補二人。改選二人為： 

曾培元 （任期至 97/12/31）＊ 陳正興 （任期至 97/12/31） 

註：打＊者為已連續服務滿兩任之理事或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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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太工業服務委員會工作報告 

 

1. 舉辦「2008 效益後勤國際座談會」 
於 7 月 30 日假三軍軍官俱樂部辦理「2008 效益後勤國際座談會」，邀請洛克

希德馬汀公司後勤副總裁 Louise Kratz 等擔任講者，講述有關效益後勤之發展

及實務案例，Louise Kratz 表示待我國國防部政策確定，在「效益後勤」的架構

下，原廠將進行與國內產業合作進行供應鏈整合及投資事務。本次座談會國內

產學研界計 99 員、軍方計 96 員，合計 195 員與會。 
 
2. 舉辦之「UAV 在國土安全之應用研討會」 
與國土安全辦公室共同舉辦之「UAV 在國土安全之應用研討會」，於 8/6(三)
於台北縣政府六樓大禮堂舉辦，同時將進行 UAV 即時影像傳輸之飛行展示，

碳基.智飛.漢翔等三家廠商將於樹林柑園起降場進行飛行展示，同時將影像即時

傳輸至縣政府研討會現場。本次會議有 180 位來賓參與，其中包含林務局等 25
個單位、碳基等 28 家廠商、5 個學校單位參加。 
 
3. 舉辦「2008年台北國際商務航空論壇」 
與民航學會共同於5月30日在台北松山機場民航局國際會議廳舉辦「2008年台北

國際商務航空論壇」，邀請國內外商務航空機構高層等7員擔任講者，就有關「台

灣發展商務航空未來展望」等議題發表演講，參加廠商機構共53家，來賓計187
位。 
 
 
討論議題 1 
案由：邀請各校參加 2009 台北航太展 
說明： 
一、每兩年舉辦一次的「台北國際航太科技暨國防工業展」，明(98)年即將邁入

第九屆，本展是台灣最重要且唯一展示軍民用航太產品及國防武器裝備的

展覽會，同時也是國內外航太科技、國防工業、航空服務及航空運動休閒

產業重要之展示暨交易平台。 
二、2009 年航太展規劃於 8/13-8/16 假世貿展覽館舉行，希邀請學校共同參展

擴大展覽規模。 
辦法：邀請國內各航太大專院校預先規劃參展事宜 
 
討論議題 2 
案由：兩岸航空產業交流研討會 
說明： 
一、經濟部為推動兩岸合作，提出「兩岸產業合作平台」（又稱「搭橋計畫」），

是政府推動兩岸產業合作，連結跨國企業布局全球的重要計畫。由台灣方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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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主動推動相關的技術研討會，先從個別產業就制定標準、合作開發、合

作生產、產銷合作等方面合作。經濟部預估，2008 年 12 月開始至 2009 年

底止，兩岸產業研討會至少要辦 10 場，每場規模在 200 至 300 人之間，其

中大陸人士至少 40 人以上。若成效良好，後續可由台灣和大陸輪流主辦。 
二、其中航空產業已列入舉辦項目，規劃時間為 2009 年 4 月，地點在台舉辦，

相關規劃事宜，詳如簡報。 
辦法：惠請提供本案會議潛在討論議題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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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太科學普及教育委員會報告事項 

1. 2008/07/09(三) 在淡江大學舉辦「金探子」拍翼機電驅動模組試教，包括淡

江大學、中華大學、台北醫學大學、國防大學、陸軍官校等 5 校之 30 餘位

師生參與: 

 
2. 2008/08/21-24 參與世貿機器人展精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攤位展出「金探子

拍翼機」: 

 

附件四 



 17

3. 國科會科教處核定淡江大學執行「國科會 50 之旅 -拍出精彩、飛出

丰采」計畫 (NSC 97-2515-S-032-001): 
(1) 活動期間 :  2009/01/19(Mon.)-21(Wed.) 
(2) 對象: 基宜北桃竹苗偏遠地區有科研潛力之高中學生，共計 40 名 (淡江

大學發文通知各校推薦 1-2 名，清寒生將補助大部分費用。) 
(3) 活動內容:  

i. [第一天]水鳥飛行生態之觀察與攝影; 
ii. [第二天] 「金探子」拍翼式飛行器之製作教學, 實作與飛行大賽; 

「與金探子共舞」之夜; 
iii. [第三天] 參訪臺灣大學風洞與液滴動態高速顯影實驗; 結業式。 

4. 供稿「尖端科技」軍事雜誌社 2008/08-09 兩月份之 MAV 報導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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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成功大學航太所賴維祥教授提案【國科會 97 年度專題研究計畫】「2009 全

國大專學生無人飛機設計競賽」已增列拍翼機比賽項目，並邀請本委員會共

同主持。 

6. 雲科大 2008 年 10 月份「非固定翼機比賽」不及與本會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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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委員會報告事項 
 

1. 宛同教授本週率三位學生前往美國安克拉治出席國際航空科學

委員會(ICAS)年會並發表論文。 

2. 有關本學會爭取 2011 年第 62 屆國際太空年會(IAC)主辦事宜，經

過 5、6 月份兩個月的努力，準備了一份非常完整且對國際太空

聯盟(IAF)很有利的標書，經過 IAF 當局的初審後被策略性排除，

而未進入初選入圍名單，有待以後繼續努力。 

3. 今年第 59 屆 IAC 將於 9 月 28 至 10 月 3 日在英國 Glasgow 舉行，

目前確定參加人原有陳正興、吳岸明、中華技術學院兩位研究

生，而中央大學太遙中心壬玄將代表劉說安，目前尚待國科會核

准。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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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太會刊編輯委員會報告事項 
 

1.第三十八卷第二期會刊內容 

  (一) 專題報導 

      (1) 衛星用反應式控制系統(RCS)之自主研發與驗證 

          作者：趙怡欽 

 

      (2) 超大型貨機改裝工程 

          作者：劉禎氣 

 

      (3) 國內民用 UAV 發展現況 

          作者：張建華 

 

 

  (二) 活動報導 

      (1) IAC 春季會議紀要 

      (2) 2008 台灣鳥人大賽 

      (3) 2008 台北國際商務航空展相關照片 

      (4) 2008 台北國際商務航空論壇 

 

詳網址：http://www.iaa.ncku.edu.tw/~cywen/aasrc/AASRC01.htm 

 

2.本年度第三卷預計發表內容 

 

  (一)專題報導 

      (1) 劉人仰組長/國家太空中心/關於慣性導航系統(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方面主題 

      (2) 王大中教授/成大航太系/飛航流量管理(Air Traffic Management)

方面主題 

      (3) 詹劭勳教授/成大航太系/民航使用 GPS 之完整性預報系統

(Integrity Prediction System)方面主題 

附件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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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刊編輯委員會工作報告 

一、投稿處理情形： 
97 年度（96.08.01~97.08.31）總投稿數 ：               63

（篇） 

97 年度已接受論文（96.08.1~97.08.31）       38（篇） 

  含  長篇論文          28（篇） 

      短篇論文           8（篇） 

      邀請論文           2（篇） 

  退稿／放棄修訂                          12（篇） 

  處理中                                    13（篇） 

 

63篇投稿中之英文稿佔34篇(53.97%)，中文稿29篇(46.03 %) 

 
%25

)132(63
12

)(
=

+−
=

+−
=

處理中稿邀稿投稿數

退稿數
退稿率  

 
二. 97 年度目前訂閱戶共 31 戶，本年度訂閱收入共為

NT$66,000 
三 . 97 年度團體會員共 33 戶，本年度目前收入共為

NT$522,000 
四. 本年度(96.08.01~97.08.31 接受)論文刊登費繳交情況統

計如下： 

金額(新台幣)  

應繳 154,000 元 

實繳 119,200 元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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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委員會報告事項 

 

1. 第十五屆全國計算流體力學會議已於2008年8月7~9日順利舉行；

下屆全國計算流體力學會議將由淡江大學機械系李宗翰教授主

辦。 

2. 委請成功大學航太系張克勤教授擔任航太學會第50屆年會暨學術

研討會之論文獎評審委員會主席。 

3. 本會理事長劉通敏教授預計在2009年11月16-19日主辦 7th Pacific 

Symposium on Flow Visualization and Image Processing 

(PSFVIP-7)，擬邀請本會掛名協辦單位(徵文啟事如附件)，提請討

論。 

4. 建議儘早決定下屆年會暨學術研討會之主辦學校，俾便於本屆會

議期間進行觀摩，有助於交接順利並能讓下屆主辦學校有較長之

準備時間。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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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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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太空中心入會申請表 

 

 

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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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來函 

 
 

附件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