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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台灣・秋田高中生交流友好大使  黃于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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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 

雖然一整天都在交通上原本以為會很無趣，但是卻意外地有趣，由於我們是搭

下午的飛機所以下午的天晴和傍晚的餘暉以及夜晚地面上的星星一次盡收眼底，

雖然搭快四個小時的飛機，但一點也不無聊。 

       

下飛機後真的感受到秋田當地的溫度，真的超冷的~我們還說誰把冷氣開這麼

強（*´▽`*)我還忘了帶圍巾（*´▽`*) 

之後我們就搭火車從仙台機場搭到仙台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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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車廂裡面我們還發現了一件很酷的事情，就是他們的門是要自己開的，因為

秋田非常的冷如果車門一直開著風會吹進來，為了保持車廂內的溫度，所以做

這樣的設計，椅子下面還有暖氣，一整個超溫暖的（*´▽`*) 

到了仙台火車站後我們要轉 JR 到秋田，我們要在仙台火車站先把肚子填飽再

繼續出發，進到下火車後，人超多的~不愧是市區，之後有機會再到這裡好好

的逛街~(*´∇｀*)然後我們就開始覓食了。 

 

走著走著我們看到了站食我們一整個很新奇，因為平常只能在動漫啊電視劇啊

才能看到得的場景現在卻親眼目睹，身歷其境的感覺。 想

去吃吃看但時間有限拍完照我們就繼續覓食了。 

進去車站內人更多了，還有很多的店家非常的熱鬧，我們找了一間便當店有一

位很親切的阿嬤幫我們服務，原本要吃內比雞便當但沒了又加上是冷的，我吃

了會肚子痛(剛好腸胃不適)，所以我們買了牛舌便當，它的這個設計很特別，

有一條線可以拉開，拉開後便當會自己加熱，原理是拉那條線會撕開紙袋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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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粉然後石灰粉遇水後會發熱，好聰明的一個發明，這 

樣上班族下班可以吃到熱熱的晚餐(・∀・)  

 

然後在商店採購一下後我們就準備上火車了，這是我第一次搭新幹線，而且是

秋田縣定的---小町號，超可愛的(*≧▽≦) 

                           

我們坐的是指定席所以不做擔心做到別人的位子，我們要在火車上享用我

們的晚餐，我們小心翼翼的把便當加熱，因為在公共場合都要體諒到別人，日

本人在這一點很重視的，但因為我們還有行李的關係所以沒辦法把桌子放下來

吃，所以.. 

 

私はこまちです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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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變這樣了 連腳都沒地方放-`д´-不過椅子很好坐(*´∇｀*) 

 這是便當的內容物，雖然單調但非常好吃喔~ 

經過 1 個小時多的車程終於到了，我們一下新幹線映入我們眼簾的是..雪!! 

 

我們超級開心的!因為我們都是第一次看到雪，而且我們以為看不到雪，三月

都是春天了嘛~我們興奮的一直亂叫（☆∀☆），剪完車票後就看到這次我們的

日本導遊，兩位都超美的，一開始就跟我們說謝謝我們搭這麼遠的車，很辛苦，

請多多指教。我們也說不會不會，請多多指教。出車站後要步行 10分鐘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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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晚上要住的地方，一出去冷風來襲，比仙台還冷啊，一路上都只有我們拖

行李箱的聲音，還有伴我們的星星，由於比較鄉下沒有光害，星星超多的

(๑♡⌓♡๑) 

這個就是我們今晚住的飯店啦~因為我們到那已

經很晚了，我們就趕緊進去啦~裡面的服務人員都超親切的，交代完早餐和注

意事項後我們就進去我們的房間啦~(≧∇≦*) 

 

超日式的設計，地板還會發熱~超溫暖的，躺在地板睡覺都不成問題呢~ 

我們還開直播，跟同學們視訊跟大家說今天的行程，這中間還發生了小小的插

曲，我呢出房門後發現…我忘了帶鑰匙…一直跟人家道歉，還給人添麻煩…真

是抱歉。在最後我們穿上浴衣拍了一張合照，結束今天這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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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2 

    早安，秋田。一起床打開內窗看見玻璃窗的霧氣忍不住就把自己手印蓋了上去，

外面依然是雪景，心裡祈禱著希望今天會下雪。   

我們大概整理好行李後我們就出去吃早餐了，早餐非常的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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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早餐剛吃完，忽然外面飄起了雪!!我們三個超級興奮的想衝到外面，那裡

的服務人員跟我們聊了一下天之後，我們就連外套也沒穿就衝出去了，哇~雪

耶!我們三個把雙手打開擁抱我們的初雪，真的好美啊~但礙於時間 

我們就趕緊去拿行李準備開始今天的旅程了。٩(●ᴗ●)۶ 

我們走行程的路上不用拖行李，日本導遊幫我們把行李送到火車站，我們上火

車時再去拿就行了，好貼心~謝謝你(≧∇≦*) 

 

因為剛下過雪，路上都濕濕的，路邊隨處都是雪（☆∀☆） 

外面真是超冷啊~不過走到哪感覺全部都是風景，把它全部收進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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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我們的第一個點新潮社紀念文學館，離飯店滿近的，大概走不到 10 分鐘

吧~館內是禁止拍照，但因為我們是來交流得所以特別允許我們攝影，但只能

拍裡面大概的樣子，裡面都是介紹從古至今的日本文學家，其中還有我們國文

課本裡的作者呢!覺得很熟悉哈哈哈，放映廳剛好在播放一隻熊貓的故事，那

隻熊貓叫做"讀了嗎"，故事內容非常有趣(=^_^=) 

 

館外有一本石做的書，我們在那和佐藤さん拍照留念(*´∇｀*) 

    

我們看到外積有積雪，我們就很興奮的開始一路上都在打雪仗。 

走了大概 6~7 分鐘，就到了武家屋敷，他是在馬路的兩側的建築物都是曾經

武士住過的抵宅，因為櫻花是在下個月開，所以樹上的葉子都枯了 

，我們就像走在瀰漫著嚴肅又帶點淒美的歷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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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還有一隻秋田犬，是我們來到秋田看到的第一隻秋田犬，牠的臉就好像沒

睡飽一樣，超可愛的啦（*´▽`*)  

之後我們進入了一間角館樺細工傳承館，裡面的木工藝品都是用櫻花樹做成的，

裡面還有一間用櫻花樹皮做成的和室，裡面擺放著女兒節的人偶，剛好師傅在

工作，才有機會看到過程，超佩服的~跟師父聊過天之後，才知道原來他也有

在做表演，但因為他前幾天有到其他地方表演，道具還沒寄回來所以沒辦法表

演給我們看，好可惜啊~ 

          

館內還有展覽以前日本的使用的工具，還有介紹祭典的模型，就在我們逛土產

的時候，外面飄起了雪，我們興奮的衝到外面，享受著這美麗的景象。 

     

之後我們就出發之午餐啦~我們吃的這間餐廳叫做土間人，進去前還跟招牌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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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照片(*≧▽≦)  

我們點了有名的御狩場燒，在菜單上看到有一個叫薑汁汽水，想嘗鮮看看就點

來喝喝看，它跟一般的汽水的味道一樣哈哈哈，還點了充滿蔥的披薩，味道很

微妙哪…還點了香草冰淇淋當飯後甜點，吃非常飽的一餐啊~ 

 

接下來我們就要前往秋田市區啦~從火車的窗戶看出去，彷彿好像在電影裡一

樣，窗外的風景每一刻都想收到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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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約 30分鐘，我們到達了秋田市區啦~出驗票所後就看到好大的竿燈。

之後我們就去 CHECK IN 了，我們住的飯店跟車站的商

店是有連接的，搭手扶梯下來後就到飯店櫃台了，感覺好高級啊啊啊~ 

我們寄放完行李後我們就出發前往千秋公園囉~這邊的街景跟角館的街景不

太一樣因為這裡是市區，所以比較熱鬧，走的路上還看到我喜歡的一位明星的

廣告刊版，好幸運啊~（*´▽`*) 

      

走大約 10分鐘，就到千秋公園囉~裡面非常的大，千秋公園主要是賞花的地

點，但因為..三月櫻花還沒開，所以看起來很寂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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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走過一個小橋後，看到草地上有一大灘雪，我們就飛奔過去，堆起了小雪

人，老師說她想體驗看被雪砸的感覺，所以我們就拿起了雪球往老師的身上 K

哈哈哈。 

 

往裡面走還有一間神社，主要是求愛情的一間神社，我們在那祈求還抽了簽，

我抽到了小吉，有總小確幸的感覺，但上面寫說就算努力了，也不一定會跟想

像的一樣，但只要不要急耐心等待還是會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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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我們要上一個階梯參觀上面的建築物，我們就臨時興起了一個念頭，比賽

誰先到最上面菅原さんと佐藤さん就說年輕人好有活力啊~哈哈哈 

我們一上去後就下起了雪，好美啊~~ 

然後我們就前往縣立美術館，但我們到達時它已經關了…好可惜啊 

我們之後就改往民俗藝能傳承館，裡面是在介紹秋田有名的祭典-竿燈祭 

他們還特別為了我們現場表演給我們看，真的很佩服居然能把 50 公斤重的竿

燈舉的那麼的高還可以用頭，用腰，用肩膀把竿燈舉起來，真的非常的佩服，

他們也有讓我們體驗，舉這個平衡感要很好啊~沒上去親自舉看看還真的不知

道有這麼難啊，體驗完後我們就到樓上參觀，他們曾經也來台灣好幾次做表演，

希望他們下次來時，我有機會一定要親眼目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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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去參觀了民俗藝能傳承館旁的舊金子家住宅，我們一出傳承館後，"冷

冷的風在臉上胡亂地吹"(台灣老歌)裡面的溫度跟外面的溫度差好多啊，超冷的，

進去後裡面也很冷因為這裡是提供參觀的沒有暖氣，這間房屋是住家兼賣東西，

裡面也有展覽它以前賣的商品。 

   

之後我們就要搭巴士到我們血拚的百貨公司，這裡有一台秋田才有的巴士，它

開的路線是繞市區一圈的，外觀感覺超可愛的，但可惜我們沒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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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我們就到了百貨公司，約定一個時間後，我們就開始大採購啦~採購完後，

我們比喻先的時間還要早到，所以我們就到外面晃了一下，剛好外面飄起了雪，

我們就很開心的拿起手機起來錄影，只有在電影才看的到的畫面，居然在我們

眼前上映，好開心啊~ 

集合完後，我們就前往我們今晚要吃的餐廳無限堂，就在百貨公司附近而已，

非常的近，進去後就有服務人員幫我們帶位，我們是在一個包廂裡面，很有氣

氛，進去前要脫鞋子，坐定位後我們就開以點餐了，感覺都好好吃，但我們主

要是要吃這裡的名產烏龍麵，還有煮米棒，那個烏龍麵超級好吃的，軟硬恰到

好處，正中了我的心了~我們還另外點了玉子燒，玉子燒裡頭包的是肉醬，真

的絕配啊~害我想再衝回去吃一次（*´▽`*)，煮米棒味道也很不錯，但跟我想像

中的不太一樣，我以為味道會跟台灣的大腸很像，湯頭很甜，還不錯吃~我們

還教菅原さんと佐藤さん台灣語的好吃怎麼說，不知道為甚麼覺得好可愛（*´

▽`*)，我們就這樣邊吃著美味的食物邊聊著天，這種感覺好輕鬆又好幸福，真

想永遠停在這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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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菅原さんと佐藤さん看我們非常的喜歡雪，每次看到雪都很興奮，由於明

天的行程比較平淡，所以問我們想不想去滑雪場玩雪，我們連思考都沒有馬上

說:好!!!，我們變得好期待明天的行程（*´▽`*) 

吃飽後我們就要回飯店休息了，我們出去時看到店員已經把鞋子拿出來擺好，

還把鞋子放像我們穿鞋的方向，天啊~好貼心啊~（*´▽`*) 

我們就邊聊天邊走回飯店。到飯店後，跟大家互道晚安就各自進房裡休息了，

進房間後，看到桌上有一張小紙條和一盒小禮物，上面寫的大概就是歡迎親善

大使來到秋田，我們看了非常感動啊~我們也很謝謝你們讓我們有這個機會住

進您們的飯店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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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我看著時間還早，我跟另一位同學就邊直播邊在街上走走晃晃，介紹給大

家，還買了接宵夜回去等等大家一起吃，真是非常累的一天啊~由於飯店內部

跟其他飯店差不多，就沒特別拍照，而且我跟另一位同學進房間後，馬上就亂

七八糟了哈哈哈（*´▽`*)就這樣累累的結束今天這回合。 

DAY３ 

早安，秋田。早上聽到鬧鐘響起。打開窗簾，外面飄著雪，我心裡想著，今天

的這一天我也要盡情的享受今天的任何一刻。行李收好後我們就趕緊到餐廳吃

完早餐後就到大廳集合了，出發到田澤! 

到車站時我們似乎早到了一點，還有一點點昏昏欲睡的感覺，上火車之後，睡

意完全消失了，眼前的雪景讓我全神貫注地看著窗外，不知道為甚麼就是特別

的著迷，可能我上輩子住在沙漠…? （*´▽`*) 

     

下火車後，發現這裡的雪積的好厚，我們又更加興奮了。我們要先將行李寄到

我們今晚要住的地方，日本的火車站真的很貼心，就不用拉著行李腦一整天了。

在等待之時，菅原さん看到有一個角落有可以試穿傳統服飾的衣服，叫我們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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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穿看看，因為衣服很厚又沒拿掉包包的關係穿起來看起來超胖的（*´▽`*)旁

邊的桌子還有吉祥物的面具，我們就開始玩了起來，還拍了照片留念（*´▽`*) 

    

之後呢，我們就搭上巴士前往滑雪場啦~~~去滑雪場的路上，風景真的是… 

美呆了!天啊~我自己都沒想過我能看到這樣的風景，這裡積的雪很多，樹上，

車子上，屋頂上，路上，全部都是雪啊~整個少女心爆發（*´▽`*)

     

到滑雪場後，一下巴士真的超冷的…，在巴士上是熱到想脫外套，下巴士是冷

到想用暖暖包貼滿全身（*´▽`*)看到滑雪場的我們，早已雀躍不已，趕緊跟上

腳步等不及大玩特玩了，但我們已經等不及了，我們走到快門口時，旁邊都是

積雪，一直很想試試躺在雪上面的感覺，我們連想都沒想就直接躺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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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軟軟的(☆▽☆)，頭是冰因為..帽子忘了帶（*´▽`*)但躺久了衣服會濕

掉，真的想一直躺著呢~我們進去後，菅原さんと佐藤さん幫我們租了 2 個滑

雪板 1 個滑雪車，我們的活動的範圍就是小孩遊樂區，因為上面是給真的會滑

雪的人滑的場所我們不會只能在比較平坦比較安全的地方玩，哈哈哈那時候剛

好有 2 個小孩在那玩，我差點撞到她，問她大丈夫?，他用一臉很驚恐的臉，

臉上的表情大概就是:這姊姊好可怕，然後就頭也不回地回去找媽媽了…我小小

的心靈破碎了つ´Д`)つ姐姐只是想幫妳啊..然後我們就改陣地了，才不會又撞

到妹妹。滑雪板真的很好玩啊~~~在台灣只能飆草飆沙飆山，就是沒有飆雪，

超好玩的~一開始有點難控制，一直卡在一半，要不然就是跌倒哈哈哈，玩這

個有一個缺點，就是你還要在把雪板拉上去最高的地方在滑下來，這個來減肥

應該不錯 ಠڀಠ。 

     

之後我們開始推起了雪人，一開始推都堆不太起來，怎麼滾都是那個大小，然

後忽然想起卡通裡面不是從高的地方跌下來會變大雪球嗎，然後我就把雪球般

到最高的地方讓他滾下來，但是…有變大顆，但用起來還是很吃力，因為我的

雪球不是圓的，然後我發現要用軟的雪才黏得起來，之後做起來也比較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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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困難的在後面，雪球是滾起來了，但要把它用圓才是困難的呢，看卡通裏

面都隨便滾一滾就那麼圓了，都是騙人的啦哭哭，之後同學教了我一招，就是

先抓一把雪把它用密集一點，用雪去摩擦雪，就可以修雪人的稜稜角角了，真

聰明（*´▽`*)我們在堆雪人的同時，菅原さんと佐藤さん還有班導和導遊姐姐

玩起了我們的滑雪板，滑雪板果然很吸引人哈哈哈，我們還體驗到了，在雪中

滿身大汗的感覺，想脫外套也不是，因為你會冷死，穿著又超熱但只能穿著，

因為脫掉真的會冷死，我們完成後剛好下蠻大的雪，配上我們的雪人，真的超

美的，拍起照來特別有意境，而且很有成就感（*´▽`*) 

         

真是筋疲力盡啊~好久沒玩那麼過癮了，進去後我們在販賣機投了一罐熱熱的

奶茶，喝下去真是舒服。我們看到牆壁上貼著日本觀光局的海報，每一張海報

都有秋田犬，真的超Q的，海報上有介紹秋田的日文，然後我們開始念了起

來，菅原さんと佐藤さん還一直說我們好棒，聽了都害羞了起來，但我們還有

很多地方還要再學習。我們在外面拍個照留念後就去等巴士來，準備前往吃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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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囉～ 

       

玩雪玩到鞋子都濕掉了…好不舒服，好怕自己得香港腳（*´▽`*) 

到了之後，我們繞著田澤湖的邊的馬路，走了有一段時間，中間還下了雪，頭

髮上都是雪，看起來超美的，然後我們就說:終於不是保麗龍了，因為我們學

校有話劇表演，我們做道具時需要將一塊很大的保麗龍塑形，保麗龍都會黏在

頭髮上，這次是雪ㄟ~哈哈哈好美啊（*´▽`*)我們還跟田澤湖拍了張文青照，順

便一提田澤湖是全日本最深的湖泊喔~ 

     

終於走到我們今天吃午餐的地方啦~它就在田澤湖的旁邊而已，吃飯時可以跟

田澤湖一起吃（*´▽`*)，裡面的氣氛很鄉村的感覺，也很寬敞，讓人覺得很舒

服，沒有壓迫感~而且餐點超好吃的啦~豬肉炸得剛剛好，外酥內軟，飯也讓

人想再來一碗啊~（*´▽`*)我們吃到一半的時候，忽然天空變暗，下了超大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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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又放晴飄小雪，好..奇妙喔（*´▽`*) 

    

我們之後就前往秋田犬見所，裡面主要是賣土產，走到後面是室外，有三隻超

可愛的秋田犬，牠們的臉看起來超像剛睡飽的臉哈哈哈超可愛的，有一隻還是

被我們吵醒的（*´▽`*)但牠一直待在裡面，沒辦法拍到牠，那裏還有飼養內比

雞，是秋田有名的一種雞，旁邊有一片空地，那裏有一棟雪屋啊~~天啊~超

勾錐的，裡面超小的超可愛，我要進去的時候，沒算好距離，我的頭就這樣很

大力的從門上撞下去，一陣暈眩，我真的撞的超大力，真是丟臉哈哈哈，但還

是完成了和雪屋拍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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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們在裡面採買了一下後，我們就在裡面等待巴士的到來，我就開直播，

想看看誰不上課在玩手機，幸好大家都很乖，看的人只有我旁邊的兩位而已，

之後我們就去外面玩雪，又堆了個小雪人，真的玩不膩（*´▽`*) 

 

 

之後我們就搭環田澤湖一周的巴士，遊田澤湖囉~（*´▽`*) 

這個巴士會在辰子像和御座之石停大約 20~10 分鐘，時間到了就開走了哈哈，

所以拍照動作要快快快，我們去的時候剛好有雪覆蓋，拍起照來真的超級美的，

回去給朋友看照片還說真的美到很像用 P 圖的感覺，我們還問神像會不會冷，

然後錄成影片，我現在回去聽還是覺得很好笑，走路的過程佐藤さん還問我們

中文的 1~10 怎麼念，她說好難啊~不過我覺得佐藤さん念的滿標準的哈哈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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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座神像呢是有傳說的，傳說中辰子為了想要永駐青春，於是連續一百天向上

天祈禱，老天爺告訴他只要喝一口湖裡的水就可以得到永遠的青春美麗，沒料

到越喝越渴，直到湖裡的水快被喝光，這時候才發現自己變成了一條巨龍，無

法回家的她只好深藏在湖底，直到有一天辰子的母親，一直找不到她的女兒才

來到湖邊，丟了一隻木枝，卻變成一條鱒魚引領尋找到那條巨龍，辰子的愛人

得知他變成了龍，於是也往湖裡走，變成了第二條巨龍，據說是因為他們的愛，

所以田澤湖在冬天不會結冰。好感人的愛情故事啊啊~(ಥ﹏ಥ) 

我們這樣所花的時間大約 1 個小時，之後我們就搭巴士準備前往我們今天要住

的休暇村乳頭溫泉鄉囉~因為路途有點遙遠，我的隊友們上車沒多久就睡著了，

而我呢真的捨不得閉上我的眼睛，外面的風景對我來說真的真的好美，越往山

裡開，雪積的越厚，然後因為巴士內的溫度比室外高很多，車窗都起霧了，我

就開始玩起霧來了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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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我們旅館的時候，下超級大的雪的，我們下車後就趕緊進屋內了。 

這裡的雪真的積的好厚好厚，都比我高了，又是想栽進去的衝動。 

 

裡面超溫暖的，然後我們還發現裡面有賣秋田犬的便便餅乾，哈哈哈因為隊友

有媽媽提到很想買來吃吃看，回家吃了之後，還真的很好吃ㄟ~ 

從旅館看出去外面都是雪，好美啊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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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領完行李後，我們就前往我們房間啦~打開門超驚喜的，因為跟大雄的房

間好像哈哈哈，也有壁櫥，超日式的房間，同學還想把我塞進去壁櫥，說體驗

一下當哆啦 A夢的感覺，恩…裡面好暗我不敢（*´▽`*)。 

 

我們放完行李後，我們就趕緊下去樓下的餐廳集合吃晚餐啦~ 

旅館裡面是自助式的，要吃甚麼就夾甚麼，看到每一樣都感覺很好吃，但是…

幾乎有 3/2的食物都是海鮮的，我偏偏就對海鮮過敏，啊只能看他們吃了╥﹏

╥我夾的菜裡面還有三樣是我不能吃，不小心夾到的哭哭啦╥﹏╥只能狂吃烏龍

麵了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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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飽後我們就大家講好大概哪個時間要去洗澡，把時間錯開，因為是泡大眾浴

池，因為會害羞所以跟大家錯開時間去洗澡，回到房間後，我們穿上浴衣，準

備要去泡湯囉~穿上去超有日味的，一整個超喜歡（*´▽`*)                 

 

我們要去洗澡的時候剛好遇到剛洗好澡的佳燕姐姐和佐藤さん還有剛好要去

洗澡的佐藤さん，拍了照之後我們就去洗澡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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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害羞啊~公共澡堂(/ε＼*)我第一次到公共澡堂洗澡哈哈哈，換衣服的時候真

的超害羞的，然後看到日本人都這麼大方，但是我還是不敢哈哈，我還是很害

羞的換，進去之後，人還滿少的，加我們 4.5個而已，我們淨身體後，就下去

泡了~好舒服啊~~~感覺疲憊都一掃而空了~我們看到旁邊有一扇門，感覺很

像是去露天溫泉的，但我們不確定，我就去開一下門，看一下然後默默的把門

關起來，好冷…，在不確定之下我們就沒去泡了（*´▽`*)，有一點點後悔哈哈

哈，真想體驗看看上冷下熱的感覺，另外一個同學有去泡，他說他還被別人嚇

到，因為煙很多有人走過來看不太到哈哈哈，穿好衣服，吹好頭髮，我們就回

房間啦~走回房間的時候，看到窗外全部都是雪，積超高的（*´▽`*)有一點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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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我們三個就在一間房間，直播跟同學視訊哈哈哈，真有趣~ 

就這樣結束了我們在秋田的最後一晚。 

DAY4 

聽到鬧鐘響後，我們又把它關掉，聽到敲門聲後才發現!!我們睡過頭了!! 

啊~~我們趕緊把東西收一收就趕緊下去吃早餐了~居然在最後一天睡過頭…

真的很對不起啊~但幸好集合沒有遲到~呼~之後我們就穿著飯店提供雪鞋， 

到附近走走囉~雪真的都積超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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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我們就搭巴士觀光乳頭溫泉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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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我們就要離開溫泉鄉了，好捨不得啊哭哭…，我們要前往秋田藝術村囉 

準備吃我們在秋田的最後一餐了，好感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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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餐吃起來特別的好吃，心理作用嗎..? 

之後我們就去做陶笛啦~在彩繪的過程中，回憶一直湧現，想把回憶畫進這陶

笛裡。 

 

店家還送了我們一人一個工藝品，超級可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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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搭著車準備離開這了，菅原さんと佐藤さん將獎狀交給了我們，獎

狀好大張（*´▽`*) 

最後的最後，我們在車站與菅原さんと佐藤さん道別，心裡充滿了不捨，多希

望能在多一天的，我們給彼此一個擁抱，這個擁抱是多麼的長，多麼的不捨，

最後互道再見後身影就消失在車站了。 

 

之後，我們搭著新幹線回到了仙台火車站，和那天一樣的景色，但帶著心情卻

是充滿不捨，之後我們就搭火車前往機場，我們在機場採購完後，就去登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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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飛機後，飛機好像出了點問題，等候久時，飛機起飛了，秋田，再見。 

我癡癡的一直外著窗外，享受這最後最後的夜景，謝謝。 

 

心得: 

這幾天下來真的非常感謝菅原さんと佐藤さん和佳燕姐姐跟導師還有我的隊

友們，雖然只有短短幾天，心裡的感受還有收穫是用語言無法形容的，從得知

這個比賽，製作的過程，得獎的心情，我們甚至還在年假時來到學校做最後修

改，這些從頭到尾，這些經歷，都是別人無法代替的，真的覺得能夠參加這個

比賽真是太好了，能跟我們隊友們一起共事真是太好了，也因為這次的招待讓

我們知道了許多日本文化和秋田的文化，也讓我體驗到玩雪的滋味，也很謝謝

菅原さんと佐藤さん的貼心，幫了我們許多的忙，處處替我們設想，真的好感

動好幸福，打到這怎麼有點鼻酸了呢，雖然最後還是結束了，但一件事情的結

束，不就是另一件事情的開始嗎，所以我們會更加努力，讓自己更上一層樓的!

還有太多太多的話想說了! 

總之一句，非常感謝你們，有緣再相見（*´▽`*) 

                                                        Byせい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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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跟同雪們分享我們的旅遊，大家笑得好開心，雖然我一直被嗆（*´▽`*)但看到

大家這麼捧場這麼開心，這次的分享也算是圓滿成功了呢~ 

聽完後有些同學也想到秋田旅遊了呢（*´▽`*)真是太棒了~ 

  

以上で、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