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  長：林耀清　　秘  書：劉銖淇　　財  務：陳慶璋

理  事  會

林耀清、吳為楨、劉銖淇、陳慶璋、賴仁淙、洪富金、林啟聖、
劉柯成、蔡育偉、許茂億、何志修、周鴻仁、劉偉傑

＊社務行政：賴仁淙
＊社　　員：洪富金
＊服務計劃：林啟聖
＊扶輪基金：劉柯成
＊公共關係：蔡育偉
＊金蘭友好：陳榮鍠
＊雙  子  社：張耀硬
＊新  世  代：洪富金

＊糾　　察：周鴻仁
＊節　　目：許茂億
＊聯　　誼：劉偉傑
＊出　　席：何志修
＊社　　刊：莊賜濱
＊健康活力：洪富金
＊膳　　食：朱福民
＊社區服務：馮賀欽

＊職業服務：吳騰彥
＊國際服務：柯富揚
＊扶輪之子：吳元益
＊ＳＴＡＲ：黃吉隆
＊　ＲＹＥ ：邱啟成
＊美學推廣：林振楨
＊職業分類：洪富金
＊社員發展：林丙申

◎例會時間：每星期二下午06:30-08:00
◎Mail：rotary.club17@msa.hinet.net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www.south-gate.org.tw

◎社館：403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181號12F之10
◎電話：04-2329-4202   ◎傳真：04-2329-4203

R.I.批准：1994年10月31日  授證日期：1995年元月4日  輔導社：台中南區扶輪社  金蘭社：新店碧潭扶輪社  雙子社：大阪大東中央扶輪社 

今天第 1338 次例會 2020 民國 一○九 年 六 月 廿四 日 【第二十五卷．第 三十四期】

上週民國 109 年六月十六日第

1337 次例會，邀請葉國新 

博士做「解開中國字畫投資與鑑

賞之達文西密碼─鑑定書畫真偽

並不難」專題演講。

Rich 林耀清社長報告，歡迎

今日講師葉博士及葉博士團隊及

見習社友陳維國先生。

Rich 社長報告，今天到茄荖

國小進行全球獎助金頒贈儀式，

Archi 很用心籌劃，捐贈儀式結束

後 Archi 即帶著夫人去墾丁渡假

了，有傳 Line 說 RCC 團員要追

加四件團服，再麻煩 Sprots 幫忙

處理，謝謝 Sprots 的幫忙。

這次全球獎助金有一隊執行

小組，組員有 Rudy、Concord、

Sugar、Star，今天的捐贈活動辦

得相當的圓滿成功，共有 26 位專

程來參加，很感謝各位社友及夫

人的參與，由衷的謝謝大家。

任期過了今天還剩二次，團

隊會堅持到最後一天，請各位社

友出席不要鬆懈，我們將出席拉

高，下屆繼續保持，南門最好的

表現就是高出席率、高凝聚力，

就是每屆社長及秘書想要做的事

情，我們這屆有這堅強陣容的講

師團，在秘書長操刀之下，每一

次邀請的講師跟團隊，絕對是上

上之選，這都顯現在出席率上。

下週壓軸由Brains社友主講；

6 月 30 日舉辦社長卸任盃高爾夫

球邀請賽，由 Poster 擔任主委，

例會結束後我們繼續召開籌備會，

呼應 Concept 擔任總監時的口號

「有趣 ˙ 有愛 ˙ 有品味」，有趣

大家才會想要來，盡力把活動辦

得有趣讓大家想要來。

Doctor 劉銖淇秘書報告，

下週例會由社友 Brains 專題演講

「失智萬花筒 - 從性本善到老番

顛」，歡迎社友踴躍參加。

6 月 30 日舉辦「社員表揚暨

內輪會表揚晚會輪」，地點在与

玥樓誠摯邀請全體社友與夫人參

加。

講題 : 失智萬花筒 - 從性本善到老番顛

主講人：葉守正 Brains（澄清醫院神經內科主治醫師兼主任）



第1337次例會

上週民國 109 年六月十六日第

1337 次例會，邀請葉國新 

博士做「解開中國字畫投資與鑑

賞之達文西密碼─鑑定書畫真偽

並不難」專題演講。

Doctor 秘書介紹演講者葉國

新博士，葉博士是華人第一位到

英國修習藝術鑑定並取得博士學

位，本身也是一個畫家、書法家，

在十二歲受邀書法展，高中畢業

是全國高中時以術科全國榜首的

成績保送師大美術系，後來更榮

獲臺系展、畢業展水墨畫與書法

的雙料冠軍，畢業後又毅然決然

遠赴英國深造 ...，等等我們請葉

博士為大家解開中國字畫投資與

鑑賞之達文西密碼。

葉國新博士說，會和鑑定這

門學說結緣，起因是我本身就熱

愛書畫藝術，愛到自己也進入美

術領域，成為一名書畫家。在台

灣取得師範大學美術系學士及碩

士學位，多次榮獲校內系展及畢

業展的國畫、書法第一名，取得

于右任先生多項藝術獎學金，舉

辦過多場個展的他，熱愛在國畫

及書法藝術上揮灑自己的天分和

熱情。

在學生時期偶然的機會下，

接觸到許多華人區的老一輩骨董

商，他們教他如何藉由臨摹名家

▲葉國新博士專題演講：解開中國字畫投資與鑑賞之達文西密碼─鑑定書畫真偽並不難

解開中國字畫投資與鑑賞之達文西密碼 

主講人：葉國新 博士
( 墨海樓國際藝術研究機構 執行長 )

的作品，深層品味書法及畫作藝

術的精髓，這當中就包含了驗證

名家收藏品真偽的許多實務訣

竅，也引發了他對藝術鑑定的興

趣。

葉博士多年走訪全球著名博

物館，取得珍貴一手資料，他集

合東西方百餘張藝術的真跡與偽

作，分享垃圾變黃金的故事，如

何鑑定極具文物歷史價值的胡適

手稿，且鑑定找回中國當代油畫

名家周春芽稀有早期畫作，生動

具體告訴大家「鑑定就是最深層

的鑑賞」。

在他鑑定師職涯中，有許多

傳奇性的經驗，而這些傳奇來自

於對藝術及「真」的堅持。他曾

受託鑑定一批大師級的稀有作

品，在場其他專家不敢肯定論

斷，更有人覺得是偽作，只有他

認定這是極為珍稀的好作品。顧

客出於對他的信任，買下了那些

作品，並送往全球最知名的拍賣

機構之一蘇富比進行拍賣，最後

蘇富比內部專家一致肯定，認為

其為難得一見之精品，不僅為之

開闢專場，畫作還登上當年度蘇

富比國際大拍的封面，後來也拍

出了極佳的成績。

說起印象最深刻的顧客委託

鑑定，葉博士說，有次顧客委託

我一批胡適先生的作品與藏品，

-  鑑 定 書 畫 真 偽 並 不 難  -



整理文物時發現角落有被揉成紙

團的紙張，打開來看是便條紙張

大小的英文書信，當時靈機一

動，自告奮勇要鑑定這些手稿。

我鑑定後，發現是胡適先生寫給

美國時代雜誌創辦人亨利．魯

斯，表達對當時雷震案處理方式

的看法。

成功鑑定出失落的胡適先生

手稿，就像找出了歷史上失落的

拼圖一角，拼湊出當時胡適先生

對於捍衛民主自由的態度，葉國

新說這次的鑑賞經驗帶給自己莫

大的成就感，其中的歷史教育意

義更遠遠超脫於藝術鑑賞領域。

而此手稿也因葉博士鑑定考證

後，獲華人區收藏家爭相收藏後

而拍賣出「天價」。

鑑定師不僅要能對優秀的藝

術品辨真假，還要能判斷作品的

優劣，最後是訂出它的合理價

值。針對每幅書畫的筆法、墨跡、

紙質，各種偽造的手法和破綻，

都有專業但淺顯的解說，葉博士

指出，書畫作偽自古有之，且手

法一直推陳出新，葉博士為了能

替東方書畫鑑定方法建立一套見

諸中外都適用的鑑定辯證方法學

說，特定將所學方法整輯成《墨

海春秋－古今書畫藝術鑑藏研

究》，走出自己獨樹一幟的鑑定

流派，例如開門、新加坡、轉山

頭等行家基本術語，「開門」術

語就是一看就是真的，「開門假」

就是一看就是假的；「新加坡」，

「新加坡」就是「新的、假的、

破的」，「轉山頭」便是將山水

畫中的題跋與名款沿著山頭邊緣

線剪去，另補上與原作同時期、

同質地的空白紙絹，貼上名人題

款，便成幾可亂真的名家之作。

藝術投資要學會基本鑑定功夫，

畢竟魔鬼藏在細節裡，辨識真偽

需要真功夫。

葉博士說，我的心願是希望

能幫助優秀的藝術品找到它該有

大隊長交接，請報名的隊友記得

來用餐。

出席率報告
　Sugar報告出席率，社友71

人，請假10人，免計出席5人，
實際出席人數56人，出席率85%
。社長抽出席獎，恭喜Gary、
Printing得獎。

糾察時間

糾察主委 Innovation 報告今

年度的紅箱一共是 35,700 元，

我們在上星期召開的理事會通

過，將 35,700 元紅箱捐給世界

展望會。

的價值。希望這套書可以建立一

個對於鑑藏學問的基本常識與系

統性知識，人們閱讀後能夠判別

作品真偽，並學習藝術鑑定的正

確方法。　

莊賜濱報告25屆社長卸任

盃高爾夫邀請賽

25 屆社長卸任盃高爾夫球邀

請賽主委 Poster 報告，Rich 社

長任內最一天 6 月 30 日，在霧

峰球場舉辦社長卸任盃高爾年球

邀請賽，獎品非常的豐富，十八

洞洞洞有獎，一桿進洞提供獎金

高達五萬元，Biotek 熱心贊同啤

酒 300 瓶，另外還有安排博奕遊

戲，給沒有打球社友及夫人，前

六名有獎金，歡迎所有的社友偕

夫人前來打球或是玩麻將遊戲。

吳騰彥報告高爾夫球賽

Tony 總幹事報告，星期四

舉行 25 屆最後一次的月例賽，

全勤獎計算到六月底截止，大家

要持續出席，地點：豐原球場，

晚上在与玥樓用餐。

邱啟成報告自行車隊長交接

Faith 報告 6 月 22 日自行車

點滴

▲為即將返國的 RYE 交換學生蘇娜娜 ( 厄瓜多 )、

    周宥儷 ( 美國 ) 舉行歡送餐會



下週 例會 109年6月30日 (二） 社員表揚暨內輪會表揚晚會

台中南門扶輪社2019~20年度 茄荖國小全球獎助金捐贈典禮

本社申請全球獎助金捐贈茄荖國小課後輔導學習設備捐贈乙案經 RI 通

過，6 月 16 日星期二下午 2:00 舉行捐贈儀式。總捐贈金額為 52,000 元

美金，將建構兩間智慧教室，提供學童教課後教學。

自 2015 年本社即捐贈彰化縣芬園鄉茄荖國小遠距教學設備，因該校位

處偏鄉，教育資源不足，並邀請台中家商應用英語科學生擔任志工進行

遠距視訊英語教學，讓學生的英語能力提升，6 月 16 日為該校成立「希

望工程 2.0 智慧教室」要讓這項教學持續下去。

此次總計捐出 75 吋觸控螢幕 2 組、iPad 平板電腦 63 組及電腦相關設備，

還有一學年課後強化教育學習課程。

共同捐贈的單位有大阪大東中央扶輪社和新店碧潭扶輪社、台北南門扶

輪社、台中中央扶輪社、台中惠來扶輪社、台中南光扶輪社、台中馬拉

松扶輪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