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达了东京！

2012.08.29

8月28日到达了东京！天气好，心情也好了。9月1日去高知县、很期待！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許佳傑的日记



文化节！

2012.09.04

9月15日进行文化节！第一次文化节，很期待！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許佳傑的日记



动物园！

2012.09.07

哈哈！本周日，妈妈带我到高知的动物园去哟！能看见什么样的动物。。。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許佳傑的日记



第一次地震!!

2012.09.08

今天高知地震了哟！那时，正在教室听英语课。大家都钻入桌子底下，我很吃惊。但是，震度只有3度左右，一切平安！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許佳傑的日记



去了ieon！

2012.09.09

今天由于下大雨没能去动物园。。。但是，去了高知最大的超级「ieon」！吃了好吃的冰淇淋，买了可爱的衣服！晚饭吃了煎饺子。（自己做的哟！）特别好吃！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許佳傑的日记



明天，文化节！

2012.09.13

马上就要到了！文化节！明天！最近，为文化节的准备，做了海报，专题讨论会的看板。很累,但特别快乐！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許佳傑的日记



文化节，大成功！

2012.09.15

文化节结束了。跳舞，吃炒面，真的很快乐！而且，还穿旗袍，参加了专题讨论会。一定会成为美好的回忆的！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許佳傑的日记



庆功会！

2012.09.18

今天是文化节的庆功会，在牛藩这个店和朋友一起吃烤肉！真的很好吃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許佳傑的日记



吃的。。。

2012.09.19

不知道咋的了，开始想家里的吃的了。。。奶茶、鸡爪子、薯片、奥利奥、还有中国菜。。。

許佳傑的日记



蜻蜓

2012.09.22

哈哈，高知果然自然风光优美啊！今天放学回家抓到了“红辣椒”（一种蜻蜓，在我老家可是很难抓到的哦，因为它很聪明。。。）！（已经放生啦）

許佳傑的日记



社团体验！

2012.09.24

今天体验了花道部和料理部。花花超漂亮，芝士蛋糕超好吃！ 最终还是决定加入料理
部啦O(∩_∩)O

許佳傑的日记



俱乐部活动参观！

2012.10.02

昨天参观了乒乓球小组。从7点开始乘自行车返回家，相当累。然后，今天参观了游泳部和戏剧小组。游泳池是室外，不冷吗。。。戏剧小组下月的14日有竞赛，在那之间要记住27
页的台词！参观日本的学校的俱乐部活动，被他们的认真感动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許佳傑的日记



体验入学

2012.10.03

今天是学校的体验入学，作为留学生代表做了了讲演。终于做完了！今天还去了ESS部，只有两名外国老师和其他的两名留学生。全外教英语教学，嘿嘿(^o^)/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許佳傑的日记



聚集了五个国家的孩子！

2012.10.06

今天和日本的佐织，加拿大的贝鲁妮卡，挪威的Sibu和比利时的gae5人去了aeon！吃了拉面和冰淇淋，照了大头贴！大家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但用英语交流，一点没有距离感，真的

是快乐的一天 但，刚才看了大家的日记，几乎都是期中考试的事。我，太放松了吗。。。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許佳傑的日记



充实的一星期

2012.10.12

     周一，体育の日，休息，和住家妈妈去了和服店。一条小小的带子就要2万日元啊。。。住家妈妈说明年过年的时候把她成人礼时穿的和服借给我，呵呵，会是啥样的嘞？

     周二，骑自行车出了点小事，不过有机会体验了日本学校的保健室。多亏了老师和住家妈妈，现在好的差不多啦，不用担心哦！（我在意的是这一天的报纸明明说我会很幸运
的。。。）

    周三，住家妈妈带我参加了“Loins Club”（一个志愿者组织）的例会，还作为嘉宾发了言。（令我惊讶的是，流程表上还有我的名字哎！）听了俱乐部近期的计划安排，这个星
期天在中央公园有打扫卫生的活动，我也准备参加。因为十月份是“Loins Club”39周年纪念日，宴会后还玩了bingo游戏，中了2次，拿了两次奖品！许多一起参加的会员也把得
到的奖品作为礼物送给了我，特别开心O(∩_∩)O年轮蛋糕、泡芙、红豆面包、咖啡什么的，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的点心不用愁啦！听说这个俱乐部遍布全世界，在上海也有3个，等明
年回去的时候留意留意哈！

     周四，奋斗到一点，谁让明天期中考试咧！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啊。。。

     周五，期中考试。考了国语（古文）、英语语法和物理。国语不用说，有的题目都不懂啥意思。。。英语还说得过去。。。郁闷的是物理，考完了才回过神来，填空题貌似有些
写成中文了。。。

    第一次写这么多，超有成就感！（虽然是用中文。。。嘿嘿）明天去家附近的学校参加体育节，还是很期待的哦↖(^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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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柿子炒？蛋！西红柿和蛋的炒物！

2012.10.16

今天做了中国菜“西红柿炒鸡蛋”！虽然在中国只做过一次，但几天非常成功！寄宿家的爸爸妈妈都说“很好吃！好吃”真的好高兴。下次做什么呢

 

 

ＰＳ：今天回家时在玄关发现了一只壁虎！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許佳傑的日记



期中考试的报告和最近的事！

2012.10.24

期中考试结束，今天为止所有成绩都回来了！像预期一样，古文、现代文、伦理、家庭基础没有及格。。。化学、物理、英语还可以。最好的是数学。以后要努力了。

料理补活动了两次、做了栗子馒头和香蕉松糕。老师说、“下次可以教我们饺子的作法吗？”用什么馅好呢？。。。

还有爸爸岱我去大方町看足球。是我所在的西高中和南高中的比赛。３比０、胜了！回家时看到太平洋。顺便问一下，太平洋中间时什么大家知道吗？

昨天和妈妈一起去妈妈的乐鼓老师的Pub听Jazz。歌手在日本很有名，是高知县人。真的是非常美妙的音乐！

今天早晨很冷，大家注意不要感冒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許佳傑的日记



快乐的一天O(∩_∩)O

2012.10.28

今天早上5点有地震,不过，一点没有注意到。。。

12点左右从家出来，多亏妈妈，与高知LIONS CLUB的成员一起在带屋町进行了「你的爱」这个漫步。真的很有趣！漫步结束后，参观了「第26次全国健康福利节高知大会」。也
看到奥特曼了哟！明天发照片！然后，喝了柚子饮料，吃了春卷和炸鸡块，虾烧卖。

3点半左右去朋友佐智家玩，做了饺子。顺便说一下，佐智的妈妈是中国人哟！据说现在在日本教中文。

八点半左右自己坐电车，爸爸到车站接我了。第一次一个人乘电车哟！有些紧张

到家后，母亲从中国寄的行李到了。～冬天的衣服啦，中国的糖啦，各种各样的东西装满了箱子～ESS部的万圣节聚会打算用那个糖！袜子有20多双。大家，需要吗？(只有女孩子
的。。。)

下周一参加「高知县高级中学国际教育学生研究发表大会」，我做讲演。主题是「中国的学校生活」。希望能顺利！

本星期的作业很多，下周也有英语和数学考试。明天，一起努力！(但可能去买东西。。。)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許佳傑的日记



照片！

2012.10.28

高知县的吉祥物、黒潮君！

 

ＰＳ：今天在家做了天妇罗！真的好好吃↖(^ω^)↗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許佳傑的日记



终于去了动物园！

2012.11.03

期待了两个月的动物园，今天终于去了！而且，noichi动物园今天开园21周年，入园免费哟！嘿嘿！有很多动物，都用片假名写着名字，没全部记住。。。但看照片大概都知道

今天是好天气，真好啊！

在看什么呢。。。

，大家都一只脚站着！厉害！

 注意招牌上写着「不能说话。」。。。

能看到后面的麒麟吗。。。

許佳傑的日记



熊很痒吗。

像猫一样的小豹。

据说他的名字叫sasa。。。

Say'Bye bye!’

 多谢寄宿家庭的妈妈，今天非常快乐！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动物，满足！在noichi动物园的广告里写着「尽可能再现动物们自然的身姿」。今天看了，真的是那样。为了使我们生活
的世界更美丽，大家都好好保护动物们吧！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食欲之秋！

2012.11.13

这次想介绍食物！为什么呢，今天测体重，胖了4千克。注意了！是4千克。。。4千克!!!

料理自习∶

咖喱饭，色拉和芒果果冻！

，秋刀鱼盖饭，汤和萝卜色拉！PS∶秋刀鱼特别好吃！

料理部∶

第一次的奶酪蛋糕！

！栗子包，外边硬，里面很软哟！

！香蕉松饼，其实也有巧克力！嘿嘿

許佳傑的日记



 栗子蛋糕！外表不好，但很好吃！

奶酪面包！有大纳言和奶酪味哟！

吃饭∶

昨天做了饺子，放到了锅里。。。可以这样做水饺子吗。。。

非常喜欢的蛋包饭！

也就是说，吃了这样好吃的饭菜，结果胖了。。。嘿，好好想想的话，不是很好嘛？冬天很冷，脂肪多能保温。。。

ok,以上。大家也愉快地度过今后的每天吧！期待着中间进修时见面！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高知县高中综合文化节！

2012.11.21

上个周日，留学生们一起去看高知县高中文化节。有照片、书法、漫画等很多作品。虽然之是高中生、但大家都是专业水平喔！我真的很惊讶。中国的这些地方还很不足。。。

还有、我参加的演剧部、本周六要登台表演。我虽然不能登台、但参加了录音！扮演的是1９９５年左右的日本女高中生的幽灵。。。依~依~依~~

中国的元阳梯田

海啸。不是照片是画！

西高的美术不的作品“思考中的熊猫”！∩_∩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許佳傑的日记





三连休～

2012.11.27

三连休过的很充实

第一天，坐了2个半小时的车，去了四国的爱媛县！购物、看风景、还写了俳句。晚饭时托寄宿家妈妈的福吃了超高级的日本料理。6千元啊。。。很好吃！还从妈妈的朋友的爷爷
那里的到了中国和日本的以前的圆锥蛋卷。晚上１０点回到家。好累、不过看了很多很开心！

还是１１月、但街上已经是圣诞节的氛围～

 

第二天、作为演剧部的一员，参加了高知县高中综合文化节的比赛。帮这帮那听到了几百个“辛苦了”的答谢话。。。晚上和寄宿家庭一起吃意大利餐。明年回到中国，想自己做出
好吃有好看的料理来。

 

第三天，早上去高知市的周末集市。有水果、蔬菜、植物等很多东西卖。每周周日从早到晚一直开。下次还想去！下午在高知站前的广场看到"Omotenashi 勤王党”。是以高知县

的坂本龙马为中心的5个维新英雄在一起、想客人介绍高知县魅力的宣传。歌很好、舞蹈也很棒

許佳傑的日记



好喜欢“冈田以藏”、好帅！嘻嘻

 

刚来日本的时候、每天都好热，要开空调才能睡着。现在在厚厚的被褥中也觉得冷。。。好快啊！一个学期过去了。。。下周星期二开始期末考试，大家也都一样吧。一起加油！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考试期间,不过。。。

2012.12.11

好久不见！上周周一开始期末考试，昨天终于结束了。上周周六，虽然在考试期间，但一整天都在外面玩。

高知站附近的“龙马幕末志士社”举办头180名游客赠送贺年片的活动，我早上8点30就到了。是第3名耶~\(≧▽≦)/~还有，申请了“龙马护照”。有了这个，在高知县的很多景点都

有优待。然后，11点看了待客勤王党的舞台表演，一起拍了照片。

 

下午是另1个留学生Peronica的生日，一起去大保龄球。第一次，很糟糕，但很开心。成绩表也拿到了。

 

晚上和寄宿家的妈妈一起去看高知城的彩灯。大约９万个蜡烛。温柔的亮光让人神往。

生日，圣诞节和新年的很期待。↖(^ω^)↗

許佳傑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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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发生的很多事~

2012.12.26

大家好吗?还有一周就是２０１３年了！那么,２０１２年的最后一个月是怎么度过的呢。

１２月１６日

和比利时来的Gaeru同学一起去高知市的商店街带屋町。吃了在周末市场上一直想吃的白薯天妇罗。真的好好~吃。下午在Hirome市场吃了炸牛肉饼和炸鸡块，就在带屋町照了大头
贴。日本的大头贴真让人佩服。。。。

１２月１８日

人权LHR课上学了「要约笔记」。是为了耳朵听不到的人的一种j傲六方法，把话语变成文字的方法。要约笔记,中文是什么呢。中国也有吗。。。

１２月２０，２１日

今年最后的料理部的活动是圣诞蛋糕！我第一次做蛋糕。２０日作了蛋糕底座，21日毕业典礼结束后作了装饰。很可爱,很好吃，非常成功!回到中国也想给家人做(*^__^*)

１２月２２日

英语部开圣诞聚会。６个留学生、寄宿家庭的家人和老师、大家一起吃一起聊天。校长装成圣诞老人的样子，好吃惊。但,很合适喔。。。

为什么是江南style呢。。。

許佳傑的日记



１２月２４日

早上去看「Omotenashi勤王党」的特别表演。非常有趣。下午和寄宿家庭的妈妈去看日本传统舞蹈。６岁的女孩子的表演印象深刻。还有，妈妈的前辈送了我如本舞蹈专用的扇

子。真的好高兴

１２月２５日

最棒的一天！！！今天是圣诞节有是我的生日，和朋友一起度过！下午去带屋町买东西（好喜欢百元店～）、当然也找了大头贴 ５点开始聚会!寄宿家庭的妈妈作了很多意大利
菜。妈妈在1个月前就开始想做什么菜,用什么盘子，为我想了很多。我这次的生日聚会一生也不会忘记。寄宿家庭、朋友、真的谢谢。

 

 礼物和祝福，非常感谢

 

那么，今年藉由到最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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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特集！

2013.01.09

２周的寒假结束，明天开学！还有作业的考试o(╯□╰)o。。。但是，过了一个多么充实的寒假啊！

１２．２８

去看动画“蓝色驱魔师”的电影版！得到了贺年卡和蓝色驱魔师的签！是“吉”喔。燐还是那么帅！

１２．２９

早上和朋友5个人去卡拉OK。骑车1小时总算到达。。。中文歌也很多，玩的很开心 下午在朋友Nana家放松，6点去参加班上的新年会。自助餐，吃了好多。甜点最好吃！

１２．３１

寄宿家的姐姐从东京回来了，全家一起去吃大餐，看电视。晚上十二点吃过年荞麦面(是挂面啊。。。）然后大家互问“新年好”。日本的新年和中国很不一样，但家人团聚的温暖

是一样的！

１．１

初一！穿上和服，去高知大神神社新年参拜！有很多摊铺，吃了炸鸡块、明太子饭团、章鱼烧等等。还有一家海贼王的玉子烧的店铺!对了、碰到了高知县的演员广末凉子。家人一
起、好幸福啊\(≧▽≦)/好收到了贺年卡、爸爸妈妈姐姐给了压岁钱。多亏了小谷先生家、完全没有远离自己家的感觉。真的好感谢O(∩_∩)O

許佳傑的日记



年糕！

 

１．２

早上8点起床。和妈妈姐姐一起坐船去九州别府市！冬天温泉太棒了。。。热度正好、太舒服了 还有晚餐、太好吃了よ！！！和风～～～次日的早饭也很好吃（¯﹃¯）

１．４

姐姐的建议、大家一起去打保龄球！ 正在举行STRIKE成功可获海贼王人物的纪念照的活动。我试了试倒了9个球瓶、拿到了纪念照！Luckyo(≧v≦)o~~晚饭吃了牡蛎料理。那家店据
说有100年历史！

１．７

寒假最后一天、吃了七草粥。嗯、像草一样的。。。很爽口的饭、据说是让不停消化的胃休息一下！



明天开始上课。第三学期有修学旅行、练步会、Home match等很多活动。很期待。(>^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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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集合～

2013.01.24

成人节穿了和服！(还不是20岁。。。)

 参加了LIONS CLUBN的慈善义卖。我拿的中国风书签也很畅销，真高兴(*^__^*)

98日元的秋刀鱼！便宜，好吃！而且，吃地很干净(笑)

料理实习，做了情人节用的点心。一共有4种，我选了snow ball。1年级全体人员都参加了哟！有这样的课，真的很吃惊。。。日本的
情人节与中国的，可能印象不同。

 

PS∶1月28日到2月1日要去修学旅行！在新泻滑雪进修和东京迪斯尼！最后一天的访问学习将参观东京国立博物馆。希望为成为好的回忆

 

那么，中间进修时再见哟O(∩_∩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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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学旅行～

2013.02.11

大家，新年快乐￥(^o^)/(虽然有些晚了。。。)这次，想介绍中间进修之前的修学旅行～

1.28

6点起来，确认了行李向学校出发！坐巴士去了高知机场，坐飞机去了羽田机场，然后乘巴士去了新泻。新泻的雪很像蛋糕啊～～到达时已经到了下午5点。在饭店办了入住手续，
进了大浴室。一边看雪，一边洗温泉，心情多么舒畅～吃晚饭的地方，想起了哈利波特。。。

1.29

滑雪研修，第一天！滑雪鞋，真沉！滑雪板，很容易滑！多亏了老师，从平地，渐渐去了高处，真的很快乐。但跌倒了很多次。。。

1.30

滑雪进修，第二天！乘坐索车，去了更高处!!初学者合格！大家已经能自由地滑了。啊～开始喜欢滑雪了

1.31

11点，到了东京迪斯尼乐园！这果然是实现梦想的地方～和朋友们登上船，照了照片，很充实的一天。一天真的不够。

許佳傑的日记



在

2.1

修学旅行最后一天，去了东京国立博物馆访问学习。时间太紧了，没能看王羲之的书法展,但是很好的体验。据说这个博物馆时常联合上海博物馆搞活动。回国后，一定要参加～

 

修学旅行，中间进修，5连休，充分地休息了。从明天学校就开始了。数学考试，练步会，情人节的料理部，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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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活动～

2013.02.23

中间进修结束了，回到了学校生活。这两周，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哟。

2.9春节

得助于妈妈认识的爷爷，参加了日中友好主办的「春节庆祝会」。听着二胡演奏，吃了中华料理，与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和老师们聊天了。17年，第一次离开家人，在异国度过了春
节。6个月，第一次觉得想家，想念着家乡的事

2.13练步会

练步会是西高中特有的活动，1年级和2年级停一天课，比赛上山。我所在的班级，女子和男子都是第5名哟。花了4个小时左右～～大家一起努力的感觉真好哟！

2.14 情人节

佩服日本女高中生的女子力!!!!!手制的巧克力，cookie，漂亮的包装。。。与其说表达爱意，不如说女孩子们的巧克力交换更合适 我也给了朋友们中国的巧克力哟。也得到了很多

～真幸福

2.14和20 料理部

情人节的料理部？。。有些寂寞啊。。。玩笑，玩笑 特别快乐哟！ ／＼／＼ ＼　　／ ＼／ 心形的巧克力蛋糕，不仅外观，味道也可以说是专业水平（自己觉得是这样的～）。

一周后，做了猪肉包子。没在中国做过，在日本第一次做，不好意思啊 幸运的是，很好吃。

許佳傑的日记



2.19拔河大会

西高中的传统活动，一年生的拔河大会！据说上次，我所在的1home输给了5home，得了第2名。所以，这次是和5home竞赛第一名。正式比赛时，佳杰被朋友说碍事(确实，没做

过 )，1home得到了第一名。真好～～

毕业式快到了，每天中午，都放exile的「道」这首歌。到了4月，分理科和文科，组成新的班级。想到与1home的大家在一起的时间渐渐减少，打心里难过。三月的班级比赛，作为
1home的一员而努力!!!?(^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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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活动～班级比赛～

2013.03.19

3月18日，19日，1年级和2年级举行了班级比赛。扑克，jenga，足球和排球，运动较差的我选了jenga。一点不知道jenga这么有趣

非常喜欢海贼王的SOUTA画的支援海报！～～

～

～

足球是第一天，因为下雨的原因，换成了掰腕子，第二天是足球。

～大家真的很强！

班级比赛是与1班的大家一起参加的最后的仪式。成为二年生后，可能会因为分文科和理科而分开，与现在的朋友们可能不在一个班级。回顾到现在的六个月，文化节·修学旅行·访问
学习·炼兵会·拔河，大家一起玩，一起努力，留下了美好的回忆。1班，最棒!!!

許佳傑的日记



< /p>

 

 

明天开始进入春假。期待的赏樱花也临近了。还有4个月，要竭尽全力努力O(∩_∩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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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in高知～在高知城观赏樱花～

2013.03.31

不知不觉间春天来了哟。回家的草坪上，水仙，梅花，桃子，郁金香，接连开放。当然，樱花也盛开了(^ω^)?说起樱花，一定要去赏花。所以，之前与朋友去了高知城观赏樱花～

嗯—，果然，樱花的话，比起盛开时，飞舞落下时更漂亮啊～

「世の中に　たえて桜の　なかりせば　春の心は　のどけからまし」出处<古今和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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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in高知～桂滨～

2013.04.10

春假和朋友去了桂浜～桂浜位于高知市浦户高知市浦戸面向太平洋，是高知县有名的观光胜地。要知道这是高知县观光
信息登陆排行榜第1名唷。而且，坂本龙马纪念馆、桂浜水族馆、土佐斗犬中心等设施都很近。这次没有全部去成、还想

什么时候再去～          

PS:下周开始换寄宿家庭。到学校要花费1个多小时。新的寄宿家庭，新的班级，新的俱乐部，要加油↖(^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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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in高知～四万十川～

2013.04.14

终于，终于，去了四万十川!!四万十川是一级河川，被称为「日本最后的清流」。真的是特别温柔的河。只看着就能被治愈～～

顺便说一下，也去了河童馆也去了哟。真的全是河童。。。但是，意外地发现了面包超人！

是的！也去了海洋堂！到处都是动画片角色的模型。看着活灵活现的精制模型，佩服啊～～

 

 

∶5月1日，与新班级的比赛！上次，我选了jenga，第四名。这次，胡乱选了足球！没玩过，连球都没有摸过 嘿，射门就行了。但是，如果成为守门员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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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比赛 第二次～

2013.05.05

真快呀～homestay已经变了2周了。现在渐渐习惯了！最后的两个月，西高中的3个留学生坐一个电车去学校。1小时的路程看起来会很快乐￣(@^_^@)￣

与 homestay妈妈做了草莓大福！非常成
功～

进入本题吧！班级比赛!!上次，我选了jenga。这次想挑战一下，选了足球～第一次的足球，真的真的很快乐！很有用，很高兴～回中国，体育课时，试着玩一玩(^ω^)

二年一般的标语——「我痛」

我的设计

女足队～

全员中国手势～

許佳傑的日记



之后两个月，真的很短。开始喜欢日本的学校生活了，想到对现在的新同学，host family说「再见」，有些寂寞的心情。今后的每天，要好好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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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黄金周报告～

2013.05.22

第一天

host family的哥哥属于垒球部。所以，今天去给比赛加油了～垒球与棒球相似,但规则稍微不同。多亏妈妈，大致记住了规则。大家都很棒，很帅，真的很有趣哟！可以的话、也想
去5月25日的县体助威～

 

第二天

看了高知西高校吹奏乐部的第24回定期演奏会！此次的主题是「寻找」。听了专业一样的演奏，真的很感动。和在中国时参加的民族乐器吹奏乐部相比，还应该有很多学习的地方
～

 

第二天

和寄宿家庭，去了冈山鹫羽山的highland！！轨道飞车什么的，都习惯了。。。有时一直站着。。。

嗯。。。厉害！

而且，玩了好久不玩的溜冰！还没忘，真好～～

                

許佳傑的日记



 

此次的黄金周很充实，快乐。host family，真的谢谢。

 

PS 与妈妈一起做的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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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记~

2013.06.18

一个月没写日记了～。最近，忙着县体育大会的声援、期中考试、西高中的汇报演讲等等，好忙～（嘻嘻、经常会讲出
土佐方言来（笑））

６月６日

去看萤火虫！为了这一天，在百元店还买了虫网。据妈妈朋友讲，今年的萤火虫并不算多。但，让我感到吃惊已经足够
了！第一次看到萤火虫，像霓虹灯般美丽。对只看到过标本的我来说，是一次很不错的经历。

 

６月７日

今天，西高中的火鸡交流推进会的总会上，发表了有关日本生活的演讲。在准备演讲稿时，拿出很多照片什么的，好怀
念，哭了好几回。想着演讲的时候一定不能哭，但还是没有忍住，哭了出来。还有1个月，为了笑着和大家告别，现在只
有好好加油！不能后悔！

 

６月９日

跟妈妈学了蛋包饭的作法！第一次作蛋包饭，非常成功～希望回到中国后，跟家人骄傲的说“我会做饭了”，正在努
力！

許佳傑的日记



 

６月１５日

今天在奶奶家举行章鱼烧大会！没想到，我还很熟练呢（大笑)。还唱了卡拉ok，唱了很多中国歌。非常满足╮(╯▽╰)╭

 

６月１６日

看了在高知拍摄的电影「县厅招待课」，我一直想去看电影的取景地。今天，去了中津溪谷！到底自己感觉和看电影不
一样。啊~，真的是言语无法表达的美。由于日照不同，进入溪谷和出来时的景色各有滋味。大家如果有时间，一定要看
“县厅招待课”。卡过后一定会喜欢高知的。(⊙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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