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搭早上6:55的班機飛仁川機場
因為全北大學的宿舍入住時間是3點到7點
往全州的車程又要3個小時多
才搭這班航空~
我們可是凌晨3點就出發去機場了呢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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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是10:20抵達
但是飛機延遲 快11點才下飛機
之後因為我們有申請接機服務
所以要去出境大廳等志願者來接我們
而當天出境跟取行李都挺快的
我們也順利在12點就和志願者們會合了!

因為搭高速巴士去學校要蠻長時間的
我們兩個就先在機場吃午餐了
烤牛肉章魚粥超好吃 讚讚~~



這是成功進到宿舍裡頭時拍的照片
在宿舍樓下分配房間時
志願者會發名牌
和把一樓大門的感應扣一併給我們
對於從來沒有宿舍經驗的我
一切都好新鮮 好興奮!!!!

當天晚上就有供應的學餐→
必須戴上名牌 食堂阿姨才會認得唷~
中間的高麗菜竟然是冷的 驚艷到我哈哈
之後才知道
好像是要包右邊那道肉一起吃的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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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來韓國之前就上網查過
聽說早餐都會有飲料
果真有柳橙汁呢~
起床總特別有動力哈哈哈

在一個像禮堂的地方
進行著歡迎會 玩分組遊戲
有一項是凌波舞 隔天大腿超痛哈哈
之後下午 小隊輔帶著隊員去逛校園
也拍了很多照片~
而且學校裡有博物館欸 超帥的哈哈



當
天
中
午
還
帶
我
們
去
吃 ↑樓下超商最夯的香蕉牛奶~

這天下午自己閒閒去樓下逛逛
很幸運的買到了
雖然有點甜 但還是喜歡<3

buffet!!!

出國前敷了面膜結果太營養 壯大了痘痘!
緊急去樂天買的痘痘貼哈哈
還好有和醫生(?)詢問 加 比手畫腳
不然原本好像差點買成貼痔瘡的(誤)XD



第一堂韓語課!
還做了小時候會弄的三角柱名牌~

之後在畢業典禮
那天拿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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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完課 下午來到有一千多年歷史的寺廟!!
學禮拜、串佛珠、做蓮花、喝菊花茶、吃糰子
可以算是半天的temple stay~~~

“漂亮老師教發音”



韓國暖氣真的超暖的
這天座位在出風口(?)下
根本都要流汗了哈哈哈哈哈

食材親自動手切 動手炒 動手擺盤
分工合作 做韓國道地拌飯囉^____^



!!完成了!!
挑食的我也全部吃光光 超級好吃 (拇指)
也學到了相似顏色的東西放在對角
可以讓整體看起來更多樣美麗ㄛ~~

晚上我和朋友四個人
走去舊正門吃晚餐
誤打誤撞走入一間烤肉店
明明不是吃到飽 也吃得超撐~~~
*烤盤上鐵盒裡的配料
是學隔壁韓國人加的哈哈 果然好吃耶!



我們四人這晚有訂弘大民宿
可是因為行程有變動
變成這個活動沒有參加到Q__Q
下午出發去首爾~~

下課準時去吃學餐
吃飽後 在校內招了一台計程車
請他載我們到KTX全州站~

車廂真的和屍速列車裡頭長一樣!!!
只覺得神奇哈哈
電影畫面出現在眼前的概念哇



●二代祖馬鈴薯湯
好吃到完全不顧及形象 直接啃著吃哈哈
我們吃超多的! 加點兩碗飯、三包拉麵
推推 來韓國必吃呦

弘大Kakao Friends
這系列的人物真的都太可愛了!
沒買東西回去實在有點後悔
因為逛得太趕了QQ 



發現 可能因為在市區
蠻多24小時營業的店耶!
我們預計12點要去搭電鐵
11點從民宿出來覓食 還以為會找不到東西吃
因為好多間店其實都是12點或12點半才接客
湯泡飯很好吃~老闆聽到我們說好吃超開心
哈哈 好可愛~~

再來是我自己的個人行程XD
首先遇到的挑戰是：

找場地&取票



來藝術殿堂看音樂劇
裡頭真的很大~~
第一次去所以覺得很複雜啊啊啊啊
只是在國外絕對不要害怕開口!!
其實韓國人對外國人很友善
當我聽不懂的時候也會很有耐心很仔細的
再試著告訴我TOT
非常非常感謝!!!
但要記得微笑和說聲謝謝噢!

表演中禁止拍照
我是在散場的時候拍的
佈景很精緻吧!



當音樂劇還沒那麼盛行時
若是找藝人去表演就會被覺得是找來衝
人氣，觀眾才會多
雖然不可否認偶像帶來的人潮
可是他們的努力和實力也是不能忽視
因為這場表演 真真實實的給了我好大的
力量…強大的渲染力
或許是與故事劇情有關
但我只知道…真的很值得!!!
不僅是值回票價了 得到的還多更多
整趟韓國行帶給我最大感觸的就是這裡
了吧…

←晚餐(梨大)
●孔零一隻雞
我們把1.5隻雞吃完後
加點了四碗白飯放入原本的高湯裡
經過阿姨不斷翻炒後變成超好吃的粥<3
只是加蛋跟海苔而已耶 太厲害了這食物~~



終於吃到韓劇會出現的炸醬麵
道地口味!
有一點點甜甜的味道~好好吃~
只是我們總是睡到快中午然後吃早午餐
哈哈哈
出來玩也是要充足睡眠der
才能去逛街戰鬥阿!

↑半夜躺著拍的照片ˊˇˋ
我們在弘大時住的民宿
很大喔 還有餐桌跟廚房呢
挺溫馨的 不錯~



下午就在不斷的採買XDDD
唯一拍照的時候是晚上
在這間BBQ炸雞店˙3˙

很多韓國明星都會開店
少不了的當然就是
我們的蒞臨阿哈哈哈

INFINITE



發現 自己完全沒在地鐵裡拍照
只有這段白癡的影片-///-
地鐵太方便啦!
早上在弘大退房 去明洞check in跟逛街
晚上還搭去合井就為了
吃剛剛那個炸雞哈哈哈
要不是地鐵好搭又快速 不然也太蝦繞了
ㄎ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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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了 !



早
午
餐
←

韓國の地鐵站裡
總是有很多螢幕刊板
廣告
或是慶祝偶像生日的都有
做的很棒欸~~

坐高速巴士回學校~~
跟接機時搭的感覺不一樣
因為這次是我們
自己
來高速巴士站搭乘呀~



這是從首爾回全州後吃的西式早餐
※有時候會提供中西式兩種

午餐很厲害哈哈
像簡餐一樣呢!
肉超大塊
盤子差點要裝不下白飯了XD
((對 這是截圖

我一直在IG分享學餐))



傳統點心們!!
是遇到韓國特別時節會吃的
結婚的時候也會~
可不止這些喔 總共有200多種!!
而我們那天做的是右上角那盤

當天切麵皮のmini影片→



雖然最後因為時間不夠
把大家捲的點心 混在一起炸了
但是分享彼此做的成品
好像也不錯^^

純天然

無色素



↑雪在頭髮上超像頭皮屑(!)
其實當天沒有下雪
頭上會有雪 是因為拍照前
朋友手抓一把往我們身上拋的哈哈
手動的雪製造機XDD

還特別在積雪處喬位置 拍照上傳
騙台灣朋友ㄏㄏ



回國前
再次去學校附近的LOTTE採購!
超好買~~~~
還買到送了5000塊折價券XDDD
請一定要帶旅行袋來裝喔 哈哈!
之推推草莓 不但大顆 又紅又甜~



由於在首爾把錢花得差不多了XD
原本是要去韓屋村….

但最後發現
不疾不徐的好好逛逛校園
其實也非常愜意~~
因為全北真的很美呀!



CBNU



喝昨晚買的多多~
因為有天然冰箱
完全不怕壞掉=))



活動就快到尾聲
只想和老師多拍幾張照T___T

↑對面是長得很像鉛筆頭的
筆鋒山



敲鑼打鼓Day
農樂老師很有趣 把教學的氣氛維持得很愉悅
大家也都有認真地配合
最後成功完成四段合奏!!



結業式前最後一晚

隊輔們籌劃的
◎第一大隊聚餐◎

喝到了韓國燒酒→
比想像中的還辣啊啊



第一大隊裡的中科team
還規定當晚要穿黑色!! 黑趴XDDD
之後在餐廳裡立腳架拍照哈哈

右邊是被隊輔亂入，「勉強」一起拍的(哈哈哈哈)



吃飽後隊輔問要不要去唱歌 !!!!韓國KTV!!!!
完全就很想來的我立馬答應
統計完人數發現

全 部 都 是 中 科 人XDDDD

↑
特別的是：房名都是偶像團名
我們在Gril’s Day包廂 哈哈!



>>>超high<<<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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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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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中文歌呦~~~

隊輔們!
開唱了!!



真的很喜歡我們班的
韓文老師<3
雖然他不會說中文
英文也不太通
但總是很用心的教導我們!
努力表達到最完整!
感謝讓我學到了很多文法、
對話和發音。
那天上課時加了老師
Kakao talk的ID
跟我們說如果在韓語方面
遇到困難可以找他
若是不會問 打中文也可以
他會自己翻譯成韓文
再回我們欸!!!!!!!
嗚嗚超感動啊我愛老師QQ
最美的老師總是笑臉迎人
不僅是兩週，
永遠都是我的老師。



我們前一晚在KTV的時候 突然被告知隔天要上台表演
情急之下 快速選了bang bang bang來練習
結果其實我們還是只會副歌跟開頭的拍手而已 其他時候都是亂跳哈哈
謝謝大家 我們是Smallbang(##



朱Gary臨時決定加唱
害我們太累了
所以要踹他XDDDDDDDD → 

←安可曲
Smallbang主唱的
拿手歌：
Dancing King
p.s.主唱長得太像
RM的固定班底了
所以叫他朱Gary



相遇就是緣份

但仍期待再次相遇



←從我們房間窗外看出去的樣子
只是猜 我以後應該會很懷念
所以才拍下來的
(巧妙的拍到美麗夕陽)

真的是在全北的最後一晚了..
才來吃看看宿舍樓下的炸雞店
結果竟然是超好吃的烤雞ㄟ!!!
阿姨人很好 大家多多去捧場好嗎



↑全州高巴站的Isaac
聽說是韓國必吃的早餐喔!
吐司讚讚~~
(學校舊正門對面也有一間)

請永遠對你選擇的事
抱持著好奇並時時珍惜吧

也不要空想 實際的去踩、去闖!

所有一切不會是絆腳石
而是能墊腳 看得更遠的石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