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駱駝登山會 
會議記錄_20190109 

主題: 

1. 中華民國駱駝登山會第 11 屆理監事成立事項 

2. 2019 活動表 

3. CYMC 50 週年籌備會 

 

地點: 

台北市林森北路 305號  -  好小子餐廳 

 

出席人員: 

陳進鴻, 王邦杰, 陳敬恆, 劉宜遠, 徐殊凡, 李旭陽, 鄭仲齊, 鄧樹正, 郭奕成, 陳翔以, 楊逸秀 

何衛德, 余成俊, 劉文賢, 許伊鈞, 林憶怜, 簡溎芬 

 

討論事項:  

1 中華民國駱駝登山會第 11 屆理監事成立事項 

1 依網路投票結果, 會長-進鴻, 秘書長-殊凡, 招集第十屆幹部及當選人員討論第十一屆理監事
會之成立事項 

2 11屆理事當選人暨候補人有 :  

2.1 劉宜遠, 郭奕成, 陳明像, 簡溎芬, 鄭仲齊, 李旭陽, 吳文發, 徐殊凡, 許德聰,  陳翔以, 
陽宇儂, 蔣昇諺, 楊逸秀, 許伊鈞, 劉文賢  

2.1.1  其中 陳明像, 許德聰, 陽宇儂, 蔣昇諺 等人因個人及家庭等因素推辭為與會.  

2.1.2   劉宜遠, 郭奕成, 簡溎芬, 鄭仲齊, 李旭陽, 徐殊凡, 許德聰,  陳翔以, 楊逸秀, 許
伊鈞, 劉文賢 等 11位出席, 吳文發請假並委由劉宜遠發言. 

2.1.3  會中推舉最高票當選人-劉宜遠 為 11屆理事長, 並經討論及工作分配成立第 11
屆理事會如下表. 



 

3 11屆監事當選人暨候補人有 :  

3.1 陳敬恆, 余成俊, 林憶怜, 何衛德 

3.1.1 會中推舉高票當選人-余成俊 為 11屆常務監事, 並經討論及工作分配成立第 11
屆監事會如下表. 

 

4 現場辦理第十屆及第十一屆理事長交接 

4.1 監交: 第十屆常務監事: 鄧樹正 

4.2 與會人員, 監交, 交接照片如下 

職務 姓名 說明
理事長 劉宜遠
常務理事 陳翔以 兼任副理事長
常務理事 簡溎芬
理事 郭奕成 駱駝網站及論壇之管理
理事 楊逸秀 祕書長
理事 徐殊凡 公裝, 美編
理事 鄭仲齊 財務管理
理事 李旭陽
理事 吳文發

候補理事 許伊鈞
候補理事 劉文賢
候補理事 陳明像

理事



 

 

2 彩排 2019 活動表 

2.1 宜遠報告, 20181208 老山胞回巢未盡 2019 活動表彩排事宜, 除 CYMC50+ 岳初
步彩排外對常態活動未進行討論, 以導致 2019 1~5 月無活動表列, 且至



20190109 並未公告 2019 活動表, 所以新理監事會首要之務即是完成活動彩排並
近期公告之 

2.2 結合 CYMC50+ 岳活動及會中討論認領。 2019 活動表如下. 會後與各領隊確認後
公告之. 

 

 

 

3 CYMC50 週年籌備會 

3.1 確認籌備會及其成員 

3.1.1 宜遠報告: 去年八月開完中原登山社五十週年籌備會前會後, 針對正式籌備
與執行委員依然沒有機會討論定案, 以致推廣執行上會有障礙. 建議, 籌備會成員



以第 11 屆理監事及幹部為主, 之前會前會與會人員如未在第 11 屆理監事及幹部
或實際參與執行活動者則列為諮詢委員 (顧問) 

3.1.1.1  與會人員針對上述宜遠所提無異議通過 

3.1.2 CYMC50 週年籌備會於餐會中正式成立. 時間: 20190109  

3.1.3 11 屆理事長-劉宜遠 兼 CYMC 50 籌備會會長, 11 屆理監事及幹部成員
表如下:  

 

 

委員另有:  

陳進鴻 – CYMC50 活動起創&紀念酒;  

張美殊 – 統籌 CYMC50 紀念服;  

盧智成 – 統籌 CYMC50+岳;  

蔡嘉峻 – 中原山社社長  

職務 姓名 說明
理事長 劉宜遠
常務理事 陳翔以 兼任副理事長
常務理事 簡溎芬
理事 郭奕成 駱駝網站及論壇之管理
理事 楊逸秀 祕書長
理事 徐殊凡 公裝, 美編
理事 鄭仲齊 財務管理
理事 李旭陽
理事 吳文發

常務監事 余成俊
監事 陳敬恆
監事 何衛德

幹部 許伊鈞
幹部 劉文賢 安全SOP
幹部 廖柏睿 美編
幹部 郭宥菁
幹部 鍾仁豪 中原聯絡人
幹部 林憶怜



諮詢委員 (顧問): 

林廷芳; 許德聰; 王邦杰; 吳學陞, 蔡明穎, 徐源清, 溫恬加 

   

3.2 工作分配: 

3.2.1 CYMC50+  岳: 爐子 / 文發, 文賢  

3.2.2 CYMC50 社史 : 殊凡 (補上 36 屆) 

3.2.3 紀念服: 美殊/溎芬/仲齊/宥菁/柏睿 

Ø  Jan 10th  網上預購 close 

Ø  Apr : 寄發 

Ø  May : CYMC50 辦桌時à 現購 

3.2.4 CYMC50 徵文徵稿 : 奕成(網站)/逸秀 (校稿,統協) 

Ø  CYMC50 紀念刊 (宜遠尋求專業 OBs) 

Ø  2019 Oct CYMC50 周年回顧展: 翔以/仁豪/在校生 

3.2.5 CYMC50 馬拉松 : 明華, 10/27 (SUN), 木柵 

3.2.6 5/18 (SAT) 迎新送舊暨 CYMC50 開幕式 

Ø  CYMC 50  開幕 

Ø  CYMC50+岳 鳴槍授旗 

Ø  CYMC50 辦桌 (50 桌) : 翔以(場地)/進鴻(酒)/宜遠/嘉峻 

Ø  紀念服更換現購: 溎芬/宥菁 

3.2.7 CYMC 校友通訊錄 : 宜遠/奕成/逸秀 

3.2.8 CYMC50+ 岳 安全守則 : 文賢/成俊/邦杰/宜遠 

Ø  留守資料 

Ø  緊急應變流程 

Ø  救援資源資訊 

Ø  登山醫學醫藥 

Ø  保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