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iFi真慢 随便写点

2016.09.08

这日记适合深夜看

ʕ•ٹ•ʔ下午不要下雨不要下雨不要下雨 穿裙子太冷了

韓　星的日记





收拾到深夜 睡觉就起不来了

2017.01.30

明天就是中间研修的日子了呢 咋整啊感觉自己会迷路 箱子收拾到一半突然想起来好像一篇日记也没写过 会被打吗……反正在别的地方写了复制粘贴就好了嘿嘿

2016.09.05的照片

济外三巨头就要东山再起啦哈哈哈

韓　星的日记



2016.09.07

2017.01.30

 担心箱子超重结果还差好几斤 想洗面奶想疯了的时候来了两瓶资生堂 随便进一家便利店就找到了白桃限定 最无聊的时候瞅见了东京塔 饿懵逼的时候正好吃饭  除了随时随地都能睡
着翻盖机超难使风一吹头发像个疯子 以外 一切都是刚刚好  就连猫眼都在我下巴那 爽

上午接着研修下午买买买吃吃吃 出去玩结果手机锁屋里了没皂片 现在开始补作业等会还得面谈我好想要个午休啊

韓　星的日记





2016.09.08

2017.01.30

我的风格一直都是疯狂放图然后随便说点想说的

现在写这个日记

好惶恐

空好大

可以写好多

写不了那么多哈哈哈

这天上了心理课 去了外务省 坐第一排炒鸡紧张

那个心理课在半年后看来真的很重要啊

学会自我调节 不顺利的事太多太往心里去得累死

韓　星的日记







2016.09.09

2017.01.30

今天东京最后一天啦时间过得好快呀这届好多小帅哥小美女呀  今天早上去防灾馆体验七级地震 晚上东京就震了 我还在电梯里出来他们告诉我刚才震的可厉害呢还有点后怕 然后晚
上晚宴见了学校老师还有记者还是啥的 一直在说话都没怎么吃 刚准备吃了就宣布结束了我真想哭 佐藤先生听说我没吃还去711给买了好多热乎的给我送房里来了老感动了 最后一晚
了明早跟大家就拜拜了 新生活啊小激动 

 

现在佐藤老师不在心连心了 看原来的日记变得有一点想她

这个网页的emoji好有年代感啊哈哈哈 

韓　星的日记





2016.09.10

2017.01.30

到福冈啦所有人都超優しい还有一只日天日地小泰迪和一只不知道什么品种的小狗 有个台湾姐姐超可爱暂住这里 住家是那种二层小别墅 还有自己的房间和小阳台 接过好多好多留
学生 家里都是各国的东西 还有一柜子的姆明！！！芬兰留学生送的超羡慕 来接我的学校老头超严肃不过也挺可爱特地选了一条全是熊本熊的领带 跟我学比心 还夸我日语666 明天
去买校服就是出去玩啦 

 

天哪我那时候哪来的勇气披着头发 自来卷简直是灾难…被自己丑哭了…

心疼翻译老师 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您辛苦了 全当做一篇迷之阅读理解吧  比心

韓　星的日记





2016.09.11

2017.01.30

我爱这个小阳台 要单独发一张

 

这个阳台在后来的日子里救了我 没带钥匙外面还超级冷 冻懵了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只有阳台的门没锁 最后从二楼窗户爬进来的 也是佩服自己

啊写这种东西是不是不太好...

韓　星的日记



2016.09.11

2017.01.30

今天上午去买校服连袜子和书包大家都一样 还要绣名字年纪颜色不一样啥的下周才能给我 我这一周都得穿济外红格子裙啊尴尬癌都犯了 结果住家妈妈说大家都是灰裙子就我是红的
太扎眼了给了我一条住家姐姐的 现在想想就尴尬明天学校老师还要来家里天哪 啊啊啊ムック超厉害会双脚直立 リオン一拍照就跑一坐车就兴奋敲可爱  还买了新自行车 这简直是给
我交通工具让我浪啊还能变速 反正好好享受就好了！ 下午一个人骑车认路逛公园 后来跟台湾姐姐去百元店买买买 又跟住家去超市买买买 回来还拉我去了学校看看 本来不是村就满
足了 结果骑了一下午车发现是个牛逼的地方啊 福冈好棒啊 超幸运啊 心连心老师们我爱你们 mua 做人 知足常乐 

韓　星的日记





2016.09.13

2017.01.30

偷拍到了リオン!下了一天雨哦一周都要下雨 搞事情 上午老师来家里一点才走 嘱咐了一堆乱七八糟的 让我给老师自我介绍给班级自我介绍 全校人面前自我介绍 天啦超紧张 然后搬
来两箱教科书 给我划了146页的单词说后天听写 一上来就要这样吗。。。大概翻了一下教科书内容 哪里超简单了  明明超难 学的特别杂乱特别全  好崩溃哦 晚上和湾湾姐姐聊天 约
好周末去博多放生会 明天上学 小紧张

 

哈哈哈那个时候好可爱啊 当时来的老师 后来跟他关系变得超好 他超酷的 发型也是上课也是生活也是  soooooo cooooooooollll！！！！！还会讲一点点中文 因为每年都去台湾玩
然后特别有音乐天赋 会好多乐器 弟弟是个超有名的歌手 他也有自己的乐队 也出过CD 但是一直在当英语老师 坚持全英文授课 超级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有一点怕他 反正我超
喜欢 特别对路子

 

每次写完回头看一眼都替翻译老师感到担忧……

韓　星的日记





2016.09.14

2017.01.30

今天上学啦！因为是体育祭替休之后的第一天所以有大扫除 我穿的住家妈妈认识的姐姐的校服 他曾经是这个学校的时候但是颜色和现在一年级生不一样超尴尬 大家有好亲切啊还有
三个女生来校门口接我 第一句去上学是汽车 但是西陵在山上 门口那个坡啊 要人命啊 有一点点小迟到 班主任叫武林 超帅气！！准备大扫除的时候 大家突然就把窗帘一拉开始换衣
服 男女生一起在班里换体操服 就直接脱 直接给我吓懵了第一天就这么刺激啊 最后我自己跑去厕所换的2333

之后大家就跟我打招呼说自己叫什么 真的好难记啊超级长说三四遍记不住 没关系 慢慢来……

全校面前做完自我介绍之后 回家路上就会有人给我说你好 小开心 大家人都超好呀

韓　星的日记



2016.09.14

2017.01.30

至今为止去上学 还没走过一样的路 所有路都要爬坡 我爬不上就推 然后同校的我也不认识就骑车嗖嗖的从旁边过跟我说你好 太羞耻了为什么要在全校面前做自我介绍啊更尴尬了

放学去柔道部见学真的太厉害了特别帅气 部活就柔道了！！

 

哇转眼我都在柔道部半年啦 时间好快啊过的 嗯有长进 回了好多 虽然肌肉训练完全不行只能做到大家二分之一的程度 下半年也要努力啊

韓　星的日记



2016.09.15

2017.01.30

这个迷之中秋节在下雨没有月亮 有一大张古典文法要背明天考试 还有三十几页作业 数学好像还有卷子二三四五六七进制和一次不定式啥啥啥的明天考试  腿上全是瘀青和擦伤一大
片一大片的 生活还是要继续呀尽管上学要爬半小时坡 大家比想象中好相处的多 图二隔壁班小哥在我教了他白鹤亮翅之后沉迷其中无法自拔超可爱 最重要的一点 英语真的就是用来
装逼的 数学偶尔也是 算是古典和社会给我打击的小小补偿 

古典和社会现在也不大行啊哈哈哈

今天又和那几个小哥拍了照 好巧啊

韓　星的日记



2016.09.16

2017.01.30

和台湾姐姐和大概喜欢姐姐的德国人一起去了箱崎放生会 明天开始三连休 放敬老假中秋假秋分假 然后又让我选文理 学啥都有古典选啥都一样 啊还有我校服终于做出来了终于不用
再尴尬了!!!

 

我一开始选了理 但我后来又改了文 我也不知道为啥

选文班主任高二就没机会带我了 他教物理 小伤心 文科真的没问题吗……

韓　星的日记







2016.09.18

2017.01.30

福冈塔&海滨公园  沙滩海边就是心情爽 而且骑车去没有迷路 开心 拿三脚架拍照片太尴尬了…但是效果甩自拍杆十八条街 

福冈塔里面有个工作人员是打工的中国人  超级热心还帮我拍了照

有个爱心桥之类的东西 两个人手牵手碰旁边按钮就会响音乐打光啥的 我一个人金鸡独立一下还是默默跑开好了 太心酸了哈哈哈

韓　星的日记







2016.09.20

2017.01.30

今天台风预警学校放假 开心开心

韓　星的日记



2016.09.21

2017.01.30

我不喜欢单人单桌 但是在日本这事挺平常的 没办法 入乡随俗 

住家妈妈做饭超好吃！！盘子碟子也超级多两大柜子呢

这个通学的鞋子超级磨脚 穿的特别累 那也没办法。。。

 

 

今天先到者 终于困了

韓　星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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