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劉書宏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劉書宏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劉書宏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劉書宏 1111 月報告書月報告書月報告書月報告書    

        1 月 6 日慶祝羅什卡德雷耶斯是墨西哥傳統習俗，會和親密的朋友、家

人一起聚會。這一天第一轟家邀請了交換生到家中慶祝，轟媽和轟爸還是一

樣的熱情，又回到我熟悉溫暖的第一轟家。餐桌上放著羅什卡德雷耶斯-又

叫王天的墨西哥麵包，它是一個橢圓形的麵包，上面裝飾著蜜餞、各種顏色

的乾果仁，螺旋狀的花紋在配上糖粉。在麵包內會嵌入 1個小娃娃人，暗指

耶穌。據說誰發現娃娃的人，一整年都會帶來好運氣。轟媽要我第一個去切，

我選擇了 9點鐘的方向希望為自己帶來好運，令人失望……我沒切到，最後

是來自印尼的交換生 LuLu 發現了小娃娃，大家還是鬧得很開心。麵包是甜

的，沒什麼特殊口感，也不是我愛吃的口味，不過這麼大的麵包，配色配的

不錯，用看的就好。雖然沒抽到小娃娃，想想自己這半年的交換生活也是很

幸運的，第一轟家對我很關心，即便已換轟家還會跟我連絡。第二轟家給我

西班牙語的字卡，讓學習慢的我可以有所幫助。 

    一般人只知墨西哥只有毒品、黑道、和治安不好，但我接觸的墨西哥人

是很有人情味的。我想念台灣的小吃、7-11,全家便利商店、想念台灣的朋

友、家人，想念台灣便利的MRT,想到那玩自己都可以去。在墨西哥我住的

城市去那一定要有人接送，有時一整天待在家中真會覺得很無聊，火氣一度

上來，台灣的導師私訊給我，說我能去國外交換是非常難得的體驗，不是每

個人都有這種機會的，要我好好加油。後來自己想想也有道理，也許 5個月

後我回到台灣，會想念墨西哥的同學、轟家的生活，在國外發生的一切一切，

我現在不能放棄，一定可以堅持到最後一刻，給自己加油加油。 

    放了一個多月的寒假終於開學了，看到好久不見的老師和同學，聽到校

內熟悉的鍾聲。開學後改穿冬季制服，黑色的運動外套，我們學校規定很嚴，

一週只有星期五可穿便服。這一天校內出現了好多野生保育類動物，有專門

的機構在照顧牠們。黃金色的大蟒蛇大小隻都有，墨綠色的蟒蛇最大隻，應

有二公尺吧! 看起來最可怕。老師要我們一個一個排隊掛在脖子上，看到蟒

蛇在同學身上緩慢的滑動，同學們都不敢動，接下來老師也跟著一起玩，我

們排在後面的都沒法玩到。又介紹小鱷魚，這是一種凶猛的動物，老師不敢

讓我們捉牠，只讓我們照個像。在這上課真的和台灣有很大的不同，上幾何

圖形課時，是把各式各樣五彩的幾何模型放在每個同學的桌上，上保育類動

物課時，直接帶動物來學校上課，真是另人難得的體驗。學校的西班牙語文

課還是安排在下午，和之前的上課方式有一點的改變，一週有一堂課是採用

分組討論的方式，不是整節由老師照課本的內容上，會請班上有一位墨西哥

的同學當助教，和我們一起討論。我會的單字有限，僅能用少量的西語單字，

拼湊出斷斷續續的一句話。分組的方式我比較喜歡，比較有互動，不容易上

課時打瞌睡。巴西的交換生真的很厲害，她的西語已可以說的很流利了，真 

的好羨慕她。 

   週未，第二轟家帶著我和轟媽姐姐的小朋友一起去 Anacahuita 植物園

參觀，是位於塔毛利帕斯州。園區可分沿海區、平原區、山脈區、松橡林、

河岸林，雖然這裡不是一個保護區，但也有很多植物面臨滅絶的危險，每個

區都種植著不同種類的植物。園區面積約 6公頃，沿海區看的到和台灣一樣

的紅樹林，河岸林有各式各樣的仙人掌，仙人掌的花還可當成藥材，仙人掌

冰在這也很有名，我還有看到龍舌蘭仙人掌。二個小朋友拉著我追著野兔

跑，也看到好多松鼠在樹幹上跑來跑去，這裡的動物都不怕人，看這二個小

朋友跟動物一樣，一整天跑來跑去都不會累。在台灣只要是假日，觀光區的

垃圾一定比地上的落葉還多，而且垃圾筒已裝滿了，沒公德心的人還是會繼

續把垃圾丟在地上。但在這園區內的環境很乾淨，有充足的垃圾桶，也沒看

到人亂丟垃圾。這應該是園區內的人員很用心在維護著。轟爸問我，墨西哥

漂亮還是台灣漂亮，來這已經不知多少人問過相同的問題了，我只能回說二

個都很漂亮。 

   開學的第四週，學校開始一連好多天的考試。包括電腦的檢測，學科的

測驗。之前在台灣的學校，只要是月考期間，國外的交換生都可以不用來學

校，那時真的覺得他們來台灣當交換生真幸福。現在自己來到墨西哥當交換

生，學校所有的活動、電腦測驗、考試、報告都和所有的同學同等要求，所

有的交換生都沒特殊待遇。怎跟當初扶輪社叔叔們說的差很大，”到國外不

是要你們去讀書，是讓你們去玩一年和學語言的”。以前的考試題目都是中

文的，檢定的題庫也是中文的，那時要背還背不太起來，現都是西班牙語的

考題，困難重重，想想以前在學校的日子還真是幸福多了。 

 

 

 

 

 

 

 

 



 

 
 
  例會事項報告     01 月 29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4 名     
   出席人數:…………37 名                 

    出國人數:………… 6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8 名         
缺席人數:…………22 名                     

    出 席 率:…………70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bsorber、Adoah、Agent、Aircon、 
Archi、Barcode、Bearing、Bed、 
Chef、Civil、CNC、John、Manpower 
Michael、Media、Money、Pin Jer、 
Sam、Stanless、Stone、Yico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All Line、Green、Machine、Roman、 
Ricky、Tim、Wood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Banker、Book、Branding、Health、 
Importer、Life、Page、Service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葉思敏 教授          講師 
     Serina 秘書      三峽北大菁英社 
     Alex 社友        台北南隆扶輪社      
     蔡東華 先生        P.P.Paul 
     潘建叡 先生        P.P.Paul 
     謝木陽 先生        P.P.Paul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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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999931313131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中午一時整，由社長 Chiang Ji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Auto 代理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葉思敏 教授，接

下來歡迎蒞臨貴賓：三峽北大菁英社 秘書 Serina、台北南隆扶輪社 社友 Alex、
晶準企業有限公司 潘建叡經理、晨暘國際有限公司 蔡東樺總經理、皇朝國際旅行
社(股)公司 謝木陽經理以及各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社友 Wine、社友 Stone 夫人羅婷以小姐，祝福您們生日快樂、健康

幸福！ 
2. 結婚週年：社友 Ricky 與吳咸叔夫人結婚 16 週年紀念，祝福您們幸福美滿、永

浴愛河！  
◆ 糾察活動由 Jaysjinnet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

$40,600 元！ 
   捐款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Chiang Ji 3,000 2. P.P.Plastics 3,600 
3. P.P.Blower 15,000 4. P.P.Valve 1,000 
5. P.E.Land 1,000 6. 秘書 Designer 1,000 
7. 社友 Andy 1,000 8. 社友 Auto 1,000 
9. 社友 Paper 1,000 10. 社友 Wine 1,000 
11. 社友 Risen 1,000 12. 社友 Braht 10,000 

小計：40,600 元 
承上期：627,1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林信銘老師 
講題：風生水起好運來 
學經歷： 
※ 宜蘭縣省立羅東高中畢業 
※ 花蓮天侑慶製材工廠廠長 
※ 花蓮光隆大理石工廠副總經理 
※ 中華民國道家學術研究會理事 
※ 内湖社區發展協會紫微斗數,風水

老師 
※ 中壢救國團紫微斗數.易經老師 
※ 中國廣播公司民俗慶典.風水老師 
◎會後召開二月份理事會議請理事們 
   留步開會。 
 
下週節目適逢農曆春節休會乙次 
 
第四次爐邊會暨新春團拜活動 

日期：2 月 26 日(星期四) 
地點：全國宴會館 
時間：下午 6:00 註冊聯誼 
      下午 6:30 開會 
爐主：P.P.Bicycle、P.P.Hardware、
P.P.PVC 、 P.P.Case 、社友 Andy 、
Branding、Braht、Civil、CNC、David、
Doctor、Jaysjinnet、Life、Sam、
Trading 敬邀社友與寶眷 
 

四七分區聯合高爾夫球賽 
日期：3 月 11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30 報到 11:30 開球  
地點：桃園高爾夫球場 
報名費：每位新台幣500元，擊球費 
      2,550 元(含杆弟、球車) 

                                                                                             社長：江顯皎 Chiang Ji  秘書：陳陽春 Designer  糾察主委：方欽瑩 Jaysjinnet  社刊主委：楊大中 Valve 

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Book 社友(46.02.20) 

P.P.Bicycle 夫人蕭陳宴小姐

(24.02.19) 

P.P.Building 夫人楊玉盞小姐

(43.02.16) 

Machine 社友夫人黎詠詩小姐

(65.02.18) 

Whole 社友夫人陳春祝小姐(50.02.21) 

 

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 

P.P.Hardware 與陳英妹夫人 

結婚 46 週年紀念 

(58.02.12) 

Stone 社友與羅婷以夫人 

結婚 7 週年紀念 

(97.0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