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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板橋板橋板橋南區南區南區南區扶輪社簡介扶輪社簡介扶輪社簡介扶輪社簡介 

106.08.06 休閒活動暨扶輪家庭休閒活動暨扶輪家庭休閒活動暨扶輪家庭休閒活動暨扶輪家庭日日日日－－－－電影欣賞電影欣賞電影欣賞電影欣賞「「「「模犯生模犯生模犯生模犯生」」」」圓滿成功圓滿成功圓滿成功圓滿成功!! 

                                                                                                                                                             
 

 
 
 
 

 

 

 

 

 

 

 

 

 

 

 

 

 

 

 

 

 

 

 
 
 
 
 
 
 
 
 
 
 
 
 

 
  
敬祝生日快樂 
程萬全 社友夫人(08.19)Judge 夫人 
張愿福 前社⻑夫⼈(08.20)P.P.Jyi-Lih 夫人 
    
    
    
    
    
    
    
    
    
    
    
    
    
    
    
    
    
    

歡 迎 板 橋 南 區 扶 輪 社 組 團 蒞 社 訪 問 

所屬地區：國際扶輪社 3490地區 

成立臨時社：1988年 1月 19日 

加盟 R.I.日期：1988年 2月 23日 

創社授證日期：1988年 3月 3日 

輔 導 社：板橋扶輪社 

姊 妹 社：日本熊本東南扶輪社 

社員人數：51人 

平均年齡：58歲 

現任社長：陳世通 (Rtn Area) 

現任秘書：陳澤龍 (Rtn Jason) 

例會時間：每星期二中午 12:30～14:00 

例會地點：板橋區四川路 2段 16巷 8號 11樓 

辦 事 處：板橋區四川路 2段 16巷 8號 11樓 

電    話：(02)8966-2256 

傳真電話：(02)8966-0010 

E-mail：pannan@ms71.hinet.net 

~感謝您~ 

 
此次 D2720日本熊本扶少團來訪，感謝本社

Gas社長、Care 社友、Stock社友、Stone 社

友、Jamie社友、Genial社友、光復高中扶輪

團家長林素君女士擔任接待家庭，因為有大

家的幫忙及付出，才能讓此活動圓滿成功。 



 

 

2016-17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RYE Outbound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汪劭昱汪劭昱汪劭昱汪劭昱 同學同學同學同學歸國報告歸國報告歸國報告歸國報告  
 
我是汪劭昱，1617 到美國 6250 Wisconsin 交

換。美好的時光永遠過得那麼快，仍記得一開始因

為朋友的關係，不想出來當交換學生，之後卻也是

因為認識新朋友才決定一起出來闖一闖，到現在仍

然感謝當時的父母以及願意孤注一擲的自己。 

從培訓時期到現在兩年的時間心境變化真的

很大，脫離父母，感覺就這麼匆忙地變成一個小大 

人，不再有人為你做所有的事，而是自己掌握所有的一切。出國前對於事情的迷惘，之後一下都煙消

雲散了，雖是這麼說，但來的是更多深層的問題，這一年當中我反覆的想著這個問題“這一年的生活

真的是我想要的嗎？”、“這真的是最好的決定嗎？”，當然沒有人的交換生活會是完美的，一定是

有好有壞，整體來講我真的認為這是我這輩子做過最有意義的決定。一年來的生活真的就宛如一個雲

霄飛車般，精采絕倫跟瞬間地墜入谷地。所有的別離都是最痛苦的時候，但就是這些痛苦才讓你知道麽這段時間的相處是多 的令人難忘，在一起的所有時光都在彼此的心中好好的保存著。 

何況有著接待家庭就真的像是第

二個家，帶領著我理解環境，教導我、

在背後扶持著我，帶著我到處開開眼

界。不管是跟哪個轟家，我覺得最熟悉

的永遠是媽媽，就像是對待親生女兒般

的，真的很感謝轟家們的付出。 

 

出國後對於人生抱持著一個更大的夢想，那就是“環遊世

界”，對於過去的我可能覺得比較困難，但現在有著來自世界各地

的好朋友們，是比起一般人更有機會的事。交換學生永遠是我覺得

彼此感覺最深刻的，雖然來自不同的國家，但卻比任何人更了解這

段時間的辛苦，一起歡笑、一起成長，是我這一年來最享受的，短

短的一年卻認識了無數個稱得上家人的朋友們大概是我最感恩的

部分。他們帶給我無限的正能量，讓我知道真正的 16 歲生活該如

何揮灑，有著截然不同的人生。 

另一個改變我的是學校，在一個只有一條走廊 300多個學生的學校裡，我卻能找到一堆與我志同

道合、興趣相輔的朋友們，也因為學校自由選課的因素，讓我更加肯定自己的目標以及興趣。美國學

校跟台灣相比真的是天差地遠，制度各有利有弊，但是比起統一我更甚好自主，每個人都是獨立個體，

有著自己的思想。這一年來我也嘗試了很多過去的我絕不會想做的事，擔任很多志工，也因為學校的

關係，有很多課外活動時間可以跟朋友一起去冒險，或者參加社團，有著更多的時間去發展自己的興

趣。 



 

 

首先我真的很感謝我的父母以及扶輪社，是他們讓我的這一年把很多的不可能變成可能，還有這

段時間以來所有幫助我的人。我認為不管是到哪裡去都一定能讓你有所成長，只要態度是對的就能看

得更寬更闊。可能是我更願意去順應，來自一個每天都車水馬龍的大城市，到一個比我國中總學生人

口數都還小、市中心就一個十字路口的小農村，當初的我絕對無法想像這裡在經過十個月後對我會是麽多 的重要，小地方的人情味，在這裡幾乎大家都認識你，每天課後能聚集的地方雖然就這麼一個，

卻保有我最多的情感。很多人都很羨慕我的交換生活，覺得我過得很多彩多姿，但這些令人稱羨的生

活絕對都是自己去爭取來的，盡可能地去參加所有學校社團，也因此結交了很多要好的朋友，平常沒

事就出去走走晃晃，感受小農村的香氣，享受騎腳踏車時拍照的時刻。 

這一年來感受到了世界是多麼的廣大，卻也同時感受到人與人的心是多麼的相近，影響到的不只

是自己，還有身邊的所有家人朋友們，我的家庭也因為成為接待家庭，結識了更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朋

友，這大概就是所謂的與世界接軌吧！ 

我強烈建議所有有機會能夠當交換學生的人，千萬不要

害怕，這一年的經驗絕對會遠遠超出你的想像，是回去有人

問你這一年如何，也絕對不知該從哪裡開始講起的。絕對要

親身體驗，每個人的故事還是會很不一樣，只有自己知道，

這段時間 麽對於人生是有多 大的影響。這一年的經歷，真的

不誇張，絕對足以影響一生。  

  

 

中華扶輪獎學金申請、評審及頒發辦法 
⼀、獎助對象：國內各大學研究所在學碩士班及博士班之本國籍學生。 
二、獎學金額：博士班：每名新台幣十六萬元。碩士班：每名新台幣十二萬元。 
三、獎助條件：國內各大學研究所在學青年具備下列條件者，得申請獎助。 
四、申請⽇期：申請⼈於⼆Ｏ⼀七年八⽉⼗六⽇起⾄九⽉三⼗⽇⽌，填妥申請書⼆份連

同有關證明文件向戶籍所在地區扶輪社提出申請，如發現重覆申請者，即取消其資
格。 

五、評審及公告： 
．初審：由各扶輪社成立初審委員會，審核申請必備文件及家庭訪問。 
．複審：由各地區總監辦事處成立複審委員會，就專業及人品等面試複審。 
．決審：由基金會召開董監事會議審定得獎人名單並公告之。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9 名     補出席人數：10 名 
出席人數：63 名    免 計出席：12 名 
缺席人數： 5 名    出 席 率：96%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Charles,Frank,Golf,Printer,Tile 

三、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89,000 

YOUNG 第一期 4,250 

JAMIE 第一期 4,250 

FRANKLIN 第一期 4,250 

TRUST 第一期 4,250 

合計  17,000 

累計  206,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Tea 8/10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Gas 8/16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Canon 8/16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3,000 

    
    
    
    
    
    
    
    
    
    
    

    
    
    
    
    
    

訪問板橋東區扶輪社訪問板橋東區扶輪社訪問板橋東區扶輪社訪問板橋東區扶輪社    

時間：106年 8月 19日(星期六) 中午 12：30 

地點：六社共同會議室 

參加人員：Gas社長、P.P.Building、P.P.Lawyer、

Michael 副社長、Park 祕書、Alan、

James Kao、Judge、Life、Stone 

訪問板橋北區扶輪社訪問板橋北區扶輪社訪問板橋北區扶輪社訪問板橋北區扶輪社    

時間：106年 8月 18日(星期五)  

中午 12：30 

地點：都匯中心 

(板橋區中山路二段 443巷 77號 14樓) 

參加人員：Gas社長、Park 祕書、P.P.Book、 

I.P.P.Bank、Wireless社長當選人、 

Stone、Judge、Green、Genial、 

Schooling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32 次例會 

                         106年 8月 17日 

●主講人：國泰世華銀行財富管理商品部  

胥洪民 副理 

●講題：川普行情下的投資思維 

●節目介紹人：吳榮欽 社友 

●召開 8月份理事會 

●板橋南區扶輪社來訪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33 次例會 

                         106年 8月 24日 

●中午 12：00 聯誼 12：30 餐敘  

下午 1：00 準時開會 

●地點：都匯中心 

(板橋區中山路二段 443巷 77號 14樓) 

●主講人：昭業酒販 鄭光欽 營運長 

●講題：單一麥芽威士忌的奧秘 

●節目介紹人：鄭錦玉 前社長 

●土城扶輪社來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