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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打月報的零界點好像都在美國重大節慶，上個月月報講到感恩節，現在才正式介紹感恩節，感恩

節那天早上我們要去參加火雞盃 4mile 路跑，所以早上起床弄一弄，天氣很冷要穿很多衣服，牛仔褲會

很冷，所以都是穿我的運動褲(兩件)，上衣三件，準備好就要出發了，至於我第一家庭的轟姐，因為他

不用跑，不用準備，所以在我們出發之前，轟姐才被叫起來，匆匆忙忙的準備，我們才出發，因為轟爸

之前出車禍，雖然手打著石膏，但他還是有去跑，當然是轟媽開車摟，我們先到轟阿嬤家集合，還有轟

媽他姐姐他們，大家集合好就可以去起跑點摟，這次的火雞盃，因為偏向於娛樂項目，所子很多人來參

加，一大堆人起跑，轟媽在前面，至於其他人我就不知道了，我和轟爸在後面跑，4mile 對我在跑步隊

來說還好，而且這裡高度比較低，所以跑完全程還不是很喘，但轟家所有人還是都跑得比我快啦! 不知

道為什麼大會對我沒計算成績，但我大約算了一下，我大概 40 多分鐘，而轟媽說他 32 分，轟阿嬤 31

分(全年齡組第三名，他的年齡組第一名，真的是名不虛傳啊!一個六十幾歲的老人!)，第一名 21 分 20

秒，他是 UW XC 跑者，真的超快的!跑玩先到轟媽他姊姊家吃早午餐，吃完就趕快趕回家弄火雞摟!我記

得那天風超大的，我們還和轟爸他的籃球隊去玩美式足球，他們先去我後來才騎腳踏車去，那天順風像

下坡，逆風像陡坡，整個……，當然手套要帶(很冷+風大~~~~~)，但就算帶了手套好像也沒啥用，因為整

個還是像放在冰塊水中一樣冷!所以早早玩完早早回家嘍，回到家我累了，他們玩大富翁，紙牌……我睡

午覺，睡到差不多要吃晚餐前一小時，才起床和他們打乒乓. 吃火雞大餐!，他們的感恩節我覺得有點像

過年，大桌子，大家一起吃飯(火雞，蝦子，馬鈴薯……)，吃完就像過年一樣，大家打牌，聊天，等到時

間差不多，大家就各自回家去嘍(我們沒有守夜 XD) 

 

隔天睡到自然醒，桌子，盤子，全部都要歸位，所以幫他們整理東西，早上就弄很久直到中午才弄好，

昨天的火雞大餐還剩很多，所以接下來幾餐可能都是火雞 STUFF 了……，感恩節過後, 美國人俗稱消費黑

色星期五，因為許多東西價錢都爆降，像我那天看報紙，購物商場，半夜五點開，他們主打 42 吋液晶

電視只要 200 美元!所以半夜三點已經是大排長龍了，第一位排隊的據說是 12 點半就來了!雖然我轟媽

說她從不在那天買東西，但今天早上他還是有和他朋友去看東西，但沒有買就是了= =，今天我的第二

家庭轟媽會來接我去看 PRO 籃球比賽，我的第二家庭有兩個姊姊，一個高三，一個大一，但今天大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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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MURPHY)要和她男友一起到丹佛和我們會和，所以沒和我們同車，至於車上，我和小轟姐

(MUKENZIE)，轟爸轟媽，還有他姪子也一起來，因為這場是丹佛納格斯 VS 芝加哥公牛隊，芝加哥公牛

隊裡的淺力新秀(詹姆斯強森)，他是轟媽姪子的朋友，因為他也是畢業於 EAST HIGH SCHOOL，和我們同

校, 所以我們去看他的比賽，我們到丹佛，先去 FIRDAY，吃晚餐，我知道 FIRDAY 源自於美國，但他們

的餐點有點不一樣，口味也有點不一樣，但裝潢和台灣差不多就是了(暗暗的~~~~~)吃完就趕去球場看

比賽!從停車場走到籃球場裡，途中有看到超長悍馬(裡面的人還開窗戶說:小賈斯汀在裡面， 我就當賞

車就好~~~~，當然 VIP 球員停車場，高貴名車很多啦~~~~~只是我有一個疑問，他們為啥都喜歡薄胎+超

銀大鋼圈????而且每台車的輪子看起來都一樣??我們在球場裡座在最後一梯，雖然很後面，但可以看全

場，我喜歡~比賽之前大家聊天拍照直到比賽開始，這場比賽，雖然我離 CO 很近，但公牛隊從之前我

就很喜歡，又加上詹姆斯強森，所以這場比賽輸贏沒那麼重要，重點是很好看就是了，途中我們還和丹

佛隊的吉祥物拍照(我還和他玩了一下，他整個 SOOOOO FUN!)，而這場比賽的精隨，是在最後那 4 秒，

球賽一開始納哥斯領先，前半場打的平平，但後半場公牛開始追上來，雙方比數相當，開始熱鬥，最後

4 秒鐘納格斯以一分之差, 目前還輸給公牛，但那四秒，卡麥樓的跳投進, 讓那格斯取得的勝利，全場大

聲歡呼，真的事一場超精采的比賽! 

 

球賽隔天是最後一天我在第一家庭，接下來要換到我第二轟家摟，今天是很好天氣，我在這家庭的最後

一天，做最多的事情..除草，是我自願的拉，因為轟爸手不能動，所以我代替他嘍，當然轟爸他兒子

(ZACK)也有來幫忙，除完草，雖然好天氣，但沒人陪我打高爾夫，所以……，吃著我最後一餐在這家庭的

火雞，吃完我就要離開了，他們都有點不捨我，當然我也不捨，但要換家庭了我也很開心啦!就這樣，

轟媽帶我到我的新家去交接，抱一下，然後她就離開了，我的新家很大，開車到學校大約要 10 分鐘(順

暢的話!)，我的房間有自己的廁所，還有儲藏室、KING 大床……，到那邊當然先整理東西，轟姐因為他

是今年的交換學生(去比利時)，所以不時超 HIGH 會跳到我床上來，弄完下樓，他們討論去買東西，所

以我也跟著去，因為未來要參加游泳隊，所以吃的我自己拿摟!(轟媽說你要什麼自己拿~~~~~)(他同時也

是我的電腦老師!)，買完東西，幫忙拿到車上回家去，話說今天新轟媽運氣好像不太好，弄破兩個天

使，所以轟姐在那邊黏半天，下午沒事做，大家聊天，當然不忘秀台灣，晚餐吃 PIZZA，大轟姐



ARTHUR 頁 3 
 

(MURPHY)下星期生日，但他要回大學，所以提早慶祝摟~~~~，點心吃完，聽一大堆嘴巴呱呱叫，這時

就可以套這句話了(女人啊~~~~)，轟媽沒那美國時間加入他們的話題，轟爸工作完先回房了(他是早睡早

起身體好~~~~)，轟媽去看電視，轟姐們繼續聊，時間差不多，我先回房間弄我的內務嘍~~~~ 

(這是我第一天在新家的生活)! 

我轟爸一樣愛運動，他也是早睡早起，他比我還早

起床要去上體育課，至於我在這轟家也差不多一個

月了，通常我和轟媽要上學，假日我們不時會去打

保齡球，還有玩 WII，記得上星期，因為天氣好我

們還去打高爾夫，這是我轟家第一次好天氣打球，

當然因為球場沒整理所以我們打免費的，而上次打

球是我第一次用我的新球組，還不太上手，但打的

比之前好，我覺得鐵杆輸出功率很直接，小雞腿很

好打，球道木竿我沒用，重點是我的木竿，大頭對

我來說很有利，球都開得出去了(之前用小頭，偶而還是開不出去= =)，但今天還在習慣中所以已不敢揮

太兇，所以開球沒開很遠，但反而今天成績不會太差，因為一個切竿進洞，我還打出在美國第一隻小鳥

(雖然還打到真的鳥兩次= =)，在台灣我的保齡球不是很好，但這幾次去打都有 150 幾分，整個超開心

的，前幾天轟爸還帶我去打靶，一支是 45MM，一支是 38MM，口俓的，第一次射擊，所以不是很好，

令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槍的聲音和後作力都好大喔! 

前兩個星期，因為轟阿嬤在山上有小木屋，所

以我們上山去那邊住一天，轟爸要工作沒去，

所以我和轟媽，轟姐們，還有 MURPHY 他男

友，這是我在美國第一次上山玩雪，他們帶我

去滑雪橇，騎雪上摩托車，還穿雪鞋走走路，

這些運動, 轟媽跟我說只是 TEST 我帶我冬天衣

服 IS WORK OR NOT!，當然我一直都很保暖

拉，因為要上學，所以只能上山兩天，第一天

開車到那邊的晚上，我們在高速公路遇到暴風

雪，能見度超低，車速過 10 公里，但還是有

不少車禍，當然被卡在路上停住的次數也不少! 



ARTHUR 頁 4 
 

 

 

扶輪社方面，HAEMISH(澳洲的交換學生)因為一月初要回去了，所以有介紹他的國家和他自己，之後還

不知道能不能再見面了? 

而上次因為是 OutBound 選國家和 INTERVIEW 的日子，所

以 IN 棒的大家又集合嘍，這次我的桌子，好像是裡面最

多 INFORMATION 的一個攤位，在 INTERVIEW 的前一天晚

上，有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到了，所以社長帶我們去 MALL

買東西，吃晚餐(因為友人的 TOWN，沒有消費的地方，

所以晚上他們睡在一起，因為我家離他們睡的地方很近，

所以我回家睡嘍，我的攤位演講似乎很成功，我有給他們

嘗中藥，玩扯鈴，但重點還是問題一大堆，最多人問的是

學校~~~~，介紹時間完。我們換 INTERVIEW OUTBOUND 

STUDENT(其實問題和行事都跟台灣差不多啦~~~~)，我和一個 YEP 還有一個 OUTBOUND，一起，YEP 問

問題，我們投票寫為啥~~~~，就這樣 23 個學生，花了我們好久的時間(累~~~~，但中途有休息啦 XD)，

INTERVIEW，我們一起去吃午餐，我們家帶了連我 5 個學生，還有其他家的，加起來大約 10 位學生跟

我們一起吃，聊天(為啥他們都喜歡講黃色笑話= =)，那餐廳的老闆很好客。尤其是像我們這樣各國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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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都會拿東西給我們嚐~~~~真的好好玩，吃完午餐，回 LCCC 等結果，我們 INBOUND 沒事做，所以大

家狂拍照，尤其是有幾個學生一月就要離開了(像 HAEMISH~~~)，所以……一個多小時後，YEP 主委說，

會再打電話公佈，就這樣結束了，回到家，整理一下東西，全家下樓玩乒乓，對打，國王，都有……，

就這樣玩了一個下午，轟姐在家有 PARTY(我們社接待凹棒的學生!)，所以等他們來我們 ORDER 晚餐(中

國菜(名雙龍))，等 ORDER 完，我和 HOME MOM 去拿東西，到那邊看到美國國旗和台灣的中美共同防禦

條約(複製品)+國旗，因該是台灣餐廳(SINCE 1820!)沒錯，為啥我這樣說ㄋ，因為回到家，大家一起吃

飯，雞，飯，……雞和台灣味差不多，那米飯(簡直吃起來跟蓬萊米差不多~~~~)，整個就是台灣味啦(就

甘心ㄟ~~~~~)(雖然有點貴= =)，吃完轟姐他們聊天，轟爸時間到了，睡覺去，我和轟媽下樓玩一下

WII，20 分鐘後轟姐說要去我另一個顧問家送蛋糕，所以玩完就跟他們去了，我們先去買蛋糕，然後去

他家，我們聊天，他們很關心他們去哪裡，現在有百分之八十的人知道他們要去哪裡(包跨我 HOME 

SISTER)，因為我那顧問也有幫忙決定人去哪裡，他跟我說，這次是有史以來最多人選台灣的一次，而且

有一男一女會來台灣，他跟我說:你做得很好~~~~(超高興的啦~~~~)，就這樣， 大家聊一下，時間不早

了，回家去~~~~ 

 

之後 KENZIE 他們知道國家後, 還有再去扶輪社自我介紹，他們還特別製作隊服去扶輪社演講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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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最近要進入聖誕節了，所以 party 會很多，尤其我轟家都是女生，交換學生們也是女的，最大的

party 是上次整個啦啦隊都來我們家，因為是聖誕節派對，所以每個人都有準備禮物，他們說很想見

我，有下樓露個面，重點是他們還送我禮物啦(就甘心ㄟ~~~~~) 

 

搬家後我開始參加了游泳隊，每天游了一個小時, 舉重一個小時，剛開始我力量當然沒那麼大，之後就

變好了，現在我的腳各 45 磅，手 25 磅，游泳也快多了，上次練習我有量了一下體重(四個月沒量了)，

我很驚訝我竟然瘦了 12KG(這是游泳+跑步的傑作啊!)，在放聖誕節假期之前我還有去參加比賽，我有

50+100M，我 50M 游 38 秒，100M，游一分 23 秒，全部最後一名= =，但好玩就好，重點是我們是兩天

旅行，要開車兩個小時!而進入聖誕節假期後我們還是要游，而且進入地獄期，每天游 10 公里，4 小

時，舉重一小時，前天教練還跟我轟媽說，現在我們游泳隊吃多少，吃什麼都可以，前題是無條件會

瘦，我整個......(每天吃超多的啦~~~~~)，昨天終於放我們三天假了，但我會請假一星期，因為我轟家會

帶我去滑雪，所以要請假(期待嘍~~~~~~) 

 

p.s:月報是聖誕夜那天打的，因為聖誕節過後會變很忙, 忙著玩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