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4 屆地區年會獲獎 

【總監特別獎】 

 EREY 捐獻社 

 寶尊眷社友增加 100% 

【地區服務貢獻獎】 

 前總監 郭道明 P.D.G.Trading 

 

 

 

【地區扶輪貢獻獎】 

 社長 羅國龍 P.Lobo 

【個人巨額捐獻獎】 

 前社長 葉進一 P.P.First 

【扶輪運動耆老獎】 

 前社長 邱明政 P.P.Masa 

 前社長 李水日 P.P.Ge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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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04 月 12 日   第 1402 次例會 

 

 社長 Lobo 鳴鐘開會。 

 聯誼 P.P.ENT： 

歡迎主講者專業畫家陳秋玉女士、夫婿陳正

仲先生、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 Coach、Hero、P.P.First 夫人，生日快

樂! 

敬祝 Sunny、P.P.Shige、Herbert、P.P.Fuku

結婚週年快樂! 

 秘書 Hero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召開四月份理事會議，敬請

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下週例會，四月十九日(星期六)例會為地

區年會假台北內湖典華旗艦店舉行。 

 P.P.Sun-Rise 介紹主講者： 

姓名：陳秋玉女士 

學歷：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 

曾任：日本形象畫會台北支部會長 

      中華民國後立體派畫會理事 

      財團法人育成基金會繪畫比賽評審 

現任：中華圓山畫會理事、專業畫家 

榮譽：陳秋玉油畫集 1~4 

藝術與集象主義 

  

 

 

 

 

 

 

 

 

專業畫家 陳秋玉女士 

早期的岩畫-洞窟藝術 

法國南部、西班牙北部，其作品為實用性及宗教

性。 

埃及藝術希臘藝術羅馬藝術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三傑 

拉菲爾-聖母畫家 

米開朗基羅-西斯汀大教堂 

達文西 

御用畫師 

大衛是代表人物，為拿破崙的御用畫師。 

哥雅 GOYA 1764-1828，西班牙宮廷首席御用畫

師。王公貴族會請畫家畫肖像畫。 

十九世紀的印象派(外光派)代表人物有莫內，強

烈個人風格畢卡索，立體派的創始者畢卡索布拉

克。 

要看懂早期的畫作必須看過兩本書： 

1.聖經、2.希臘神話故事 

集象主義 

創始者陳秋玉，包含了集錦、印象、心象為主要

創作元素。 

陳秋玉油畫展─集象主義 

展場:中正紀念堂 志清廳 三樓 

展期:103/10/1 ~ 10/14 

歡迎大家蒞臨賞畫! 

 社長 Lobo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陳秋玉女士 

小社旗、車馬費，感謝其精彩演說。 

 出席 Junior、糾察 Jason 報告本週社友出席、 

紅箱收入情況。 

 社長 Lobo 鳴鐘閉會。 

四月份理事會會議記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12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三十分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羅國龍            

記錄：劉炳宏 

四、出席：張富逸、劉炳宏、郭昭揚、張正鳴、 

陳嘉偉、王世原、謝堂誠、羅國龍、 

賴建男、吳得利、陳萬祥、劉炳華、 

郭道明 

甲、 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三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社友李錫泉因事務繁忙申請退社。 

請討論。 

決  議：社籍截止至中華民國103年 3月 31日。 
 



2014-2015年度地區訓練研習會 

時間：5月 3日（星期六） 

09：30 報到、10：00 開始 

地點：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參加： 

職稱 姓名 社名 

社長 賴建男 Otoko 

秘書 章明仁 Duval 

社員委員會主委 張茂樹 Shige 

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 張富逸 Eric 

扶輪基金會委員會主委 葉進一 First 

新世代服務委員會主委 呂仁團 Kenny 

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 陳萬祥 Roberta 

會計 黃伯堯 Jack 

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 劉孟賜 Bright 

國際服務委員會主委 謝堂誠 Land 

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 張正鳴 Jason 

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 劉炳華 Stock 

前總監 郭道明 Trading 

 

友社授證 

【三重東區扶輪社授證 33 週年】 

時間：4月 27 日(星期日)18:00 

地點：台北典華旗艦店 

【板橋西區扶輪社授證 21 週年】 

時間：5月 2日(星期五)18:00 

地點：板橋麗寶百貨 9樓囍宴軒 

【板橋中區扶輪社授證 19 週年】 

時間：5月 5日(星期一)17:30 

地點：宸上名品飯店 

【三重南欣扶輪社授證 16 週年】 

時間：5月 8日(星期四)17:30 

地點：台北典華旗鑑館 

【五股扶輪社授證 19 週年】 

時間：5月 9日(星期五)17:30 

地點：台北典華旗鑑館六樓花田盛事廳 

【新莊東區扶輪社授證 19 週年】 

時間：5月 12 日(星期一)17:30 

地點：三重珍豪大飯店 

台灣七地區公益環島騎車活動 

迎接 2014-15 第一位台灣的 RI 社長 Gary 上

任，招募七地區扶輪社友進行自行車環島大會

師活動，藉此活動來宣傳 RI 有史以來規模最

大，耗時最長，成就最大的一項全球性服務

-<<End Polio Now>>消除小兒麻痺，並同時發

起為<End Polio Now>募款的計畫，以「我騎

一公里，你捐一塊錢」，作為小額募款的基礎，

讓身為球村一份子的台灣民眾們共同響應做

愛心，最後於 10/24<World Polio Day>世界

根除小兒麻痺日當天在台北市舉辦七地區聯

合宣傳活動，同時迎接七個地區的環島騎士。 

環島對象：扶輪社友及其家庭成員。 

環島人數：本地區以 60 人為上限。 

環島執行：財團法人自行車新文化基金會 

企劃統籌，捷安特旅行社全程環 

島服務。 

報名期間：2014/3/15-2014/7/20 

報名方式：請向本地區單車委員會報名。 

參加團費：兩人房$36,000/單人房$45,000 

，自備車扣 1,000 元(以人上費 

用含短袖車衣兩件、頭巾兩條、 

袖套一組)報名後預付訂金一萬 

元，並於 2014/9/10 前將團費繳 

清。 

參加人員：李榮鏗、吳晉福 

 

社長.秘書聯誼會 

時間：4月 27 日(星期日)16:0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參加：羅國龍、劉炳宏、賴建男、章明仁 

 

光耀台灣扶輪慶祝大會 

時間：6月 15 日(星期日)上午 9:00 報到 

地點：大台中國際會展中心 

(台中市烏日區高鐵五路 161 號) 

參加：羅國龍、劉炳宏、賴建男、章明仁、 

郭道明、郭林美惠、黃伯堯、陳萬祥、 

         劉炳華、黃文龍、吳振斌、蕭慶安 



本週節目 

四月二十六日 

第 1404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五月三日 

第 1405 次例會 

 為舉行「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爐邊會」故經 

理事會決議，延至五月四日(星期日)下午 

五時三十分假板橋彭園餐廳舉行例會。 

 爐主：江基清、黃文平、吳晉福、葉進一 

黃伯堯、張正鳴、陳嘉偉、王世原 

許國騰、陳明忠、陳萬祥、林振哲 

李榮鏗、吳振斌。 

 

 敬祝 生日快樂! 

林同義前社長夫人(45.05.02) 

 

本社訊 

為編製本社第27屆授證特刊，社友欲更新大

頭照、全家福照片，請於下次例會時攜帶繳

納。 

為練習授證合唱表演，敬邀全體社友夫人，

於 5/24 中午例會時蒞臨社內練習。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3年04月12日   第1402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3 名 

出席人數：                       32 名 

缺席人數：                       10 名 

出國人數：                        3 名 

免計出席：                        7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81%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Coach、Frank、Herbert、Jeremy、 

Just、Picasso、Smile、Tiger、Tom 

三、祝您旅途愉快! 

     Alumi、Dental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3月04月12日   第1402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1,124,750

Aero 1,000 Life 6,000

Eric 1,000 Lobo 2,000

First 2,000 Masa 1,000

Fuku 5,400 Otoko 1,000

Gary 2,000 Shige 2,000

Hero 2,500 Stock 1,000

Jason 1,000 Sky 1,000

Kevin 2,000 Trading 2,000

Land 500  

小計：     $33,400 總計：   $1,158,15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959,200

Fuku 5,200 Sky 5,200

Hero 7,700 Tea 5,200

Land 7,700 Tony 5,200

Ming-Long 10,400 Trading 15,400

小計：      $62,000 總計：   $1,021,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