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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8 年 7 月 13 日至 7 月 21 日為「21 世紀東亞洲青年大交流計畫」首屆香

港、澳門代表團訪日的重要日子。這次的旅程的成員共有 40 人，由黃詩麗校長、

兩位教育局主任：蔡嗣強先生和關萼英女士、三位領隊老師：林旭新老師、郭世

明老師及何文娟老師帶著來自全港 34 所不同學校的中六學生一同訪日去。出發

前的一天，日本駐港總領事特別為我們舉行了一個送別會。為了隆重其事，香港

教育局局長孫名揚先生親身祝願我們交流成功，大家可與日本的朋友建立友誼。

那一刻，我們團隊開始感受到，我們不單是一個文化交流團體，而是一群代表整

個香港教育界的「外交」團體，到日本作親善訪問的團體。 

 

2 計畫背景 

  

 2007年11月，在新加坡舉行的中日首腦會談中，中日雙方一致同意將中日

友好條約締結30周年的2008年確定為「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同年12月，當

時首相福田康夫在訪華期間，簽署了《關於「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活動備忘

錄》。計畫預定由2008年至2011年4 年期間，兩國安排約4000名青少年互訪，以

增進兩國國民的相互瞭解和友好感情，以充實兩國的「戰略互惠關係」。 

 

 

3 活動及行程 

 

3.1 出發前準備活動 

 

日期 活動詳情 場地 

31/5 交流計畫簡介 

互相認識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1/6 ~ 27/6 各小組會議及表演準備  

28/6 表演節目彩排 九龍塘官立小學音樂室 

2/7 表演節目彩排 

遞交資料手冊草稿  

藍田循道衛理小學禮堂 

 

8/7 家長簡介會 胡忠大廈 14 樓 1419AB 室

 

11/7 表演節目最後彩排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

心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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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日本交流行程 

 

日期 內容 備註 

13/7 香港出發到日本成田機場  

 交流計畫說明會 (東京王子飯店) 

14/7 中日關係研討會 (東京大學山上會館)

 參觀東京大學校園  

 參觀淺草雷門寺及二重橋  

 拜訪外務省  

 日中友好會館主辦的歡迎會 (日本青年館) 

15/7 乘坐新幹線到神戶  

 兵庫縣歡迎會  

 參觀神戶環境未來館  

 參觀明石海峽大橋  

 體驗乘坐神戶新交通 PortLiner  

16/7 到兵庫縣立神戶鈴蘭台高中交流  

 到人與防災未來中心「防災未來館」進行體

驗學習 

 

 參觀 HAT 神戶區震災復興狀況  

17/7 乘內陸機到鹿兒島  

 在「奄美之里」體驗草木染並參觀日本庭園  

 到指宿溫泉區體驗蒸沙浴  

18/7 鹿兒島說明會 (鹿兒島縣廳) 

 到鹿兒島情報高中及縣立甲南高中交流  

 在交流學校的學生家庭寄宿  

19/7 與寄宿的日本家庭一起自由活動  

20/7 乘內陸機到大阪  

 參觀 AEON 泉南購物中心  

 歡送招待會 (日航關西機場酒店)

21/7 回香港  

 

3.3 回港後跟進活動 

 

16/8 各組彙報及交流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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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本交流活動詳情 

 

 7月13日(星期日) 

 

 今天一早所有團員已到達香港國際機場集合往東京出發。由於交通需

時，全天的活動只有晚上由日中友好會館東亞青少年交流基金事務局舉辦的

說明會，向各團員介紹于日本交流的行程、隨團的日方工作人員及心連心網

站等。 

 

從香港出發 

 

日中友好會館東亞青少年交流基金事

務局次長小島義夫致歡迎詞 

 

 7月14日(星期一) 

 

這天第一個行程便是到訪東京大學，參與了由該校經濟學研究科教授伊

藤元重先生主持的日中經濟關係的研討會。他精要地指出面對經濟全球化的

趨勢，亞洲各國務必互助合作，如歐盟一般，才能共同面對日後難以想像的

經濟挑戰。我們當中有不曾修讀經濟科的成員，但教授能舉出 ipod 製造過

程、金融風暴、歐盟貨幣政策等生活化的論據支援他的「中日合作」理論，

真是能深入淺出的讓我們獲益良多。 

 

日本的外務省為日本政府的其中一核心部門，我們能得到外務大臣政務

官宇田治先生親自接見和回答我們對日本風土人情的提問，實在深感榮幸。 

晚上的歡迎會中，香港代表同學以粵語及日本語演唱了 Beyond 樂隊的《海

闊天空》，選唱此曲的原因是 5 月時在有關中國地震的節目裏經常唱到這首歌。

之後，日本的同學演唱了耳熟能詳的卡通片主題曲，香港同學邊唱邊跳，而且，

所有人都一起拍手，掀起晚會的最高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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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場那些移居日本的中國人，聽到這首令人懷念的歌曲，都不禁流下淚

來，令全場充滿了感人氣氛。 

 

出席由東京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

伊藤元重教授的研討會，主題為在全

球化下中國和日本的兩國關係 

參觀東京大學校園 

 

拜訪日本外務省時，團長黃詩麗校長

與日方代表交換紀念品 

 

日中友好會館主辦的歡迎會中，團員

與東京飛鳥高中的學生交流 

 

以廣東話及日語演唱「海闊天空」，更

特別選唱三首日本卡通片主題曲，送

給日本的朋友 

 

香港駐日經濟貿易代表祝彭婉儀對團

員表現表示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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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感想： 

這次郭老師主要負責指導香港代表同學的表演，和一群高中生一起參加交

流計畫，實在感到非常高興。排練在出發前一個月已經開始，然而，演出還有

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因此，這一天她整天都想著晚上在歡迎會的演出，有點

緊張呢！ 

  何老師以代表團的學生的表現為傲！這天同學于東京大學、外務省等

地，信心十足地以英語、普通話以及日語積極提問、交流和致辭。換句話說，

代表團的學生都充分具備香港精英中精英應有的積極學習的態度。 

 

 7月15日(星期二) 

  

這一天的重點參觀了神戶環境未來館。這建築物除了能把區內的垃圾分

類迴圈再用外，更有完善的教育設施，以教育他們的小朋友環保的重要性。

值一提的是，這些環保工作，經費由政府負責，而當中不少工作人員都是義

工，令人大開眼界。 

 

兵庫縣說明會 團員獲發有關兵庫縣的資料 

神戶環境未來館熱心的長者義工 團員細心聆聽工作人員介紹循環再造

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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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泳程同學接受日本傳媒的訪問 

 

 

  老師感想: 

 

何老師參觀完未來館後，感到日本人深深明白唇亡齒寒的道理。全球暖

化、環境污染等問題日趨嚴重，縱使日本有多完備的環保系統，他們始終不

能獨善其身，唯出積極向世界各國推廣環保工作，才能一起挽救地球。因此，

他們要向我們這群客人介紹日本文化的核心：與大自然並存的思想。日本在

環保和減少災害帶來的損傷這兩方面的教育思想非常完善。他們把垃圾分

類，大概是我兒時看《日本風情畫》時早有所聞，但仍不及看到他們的未來

館那般震撼！他們真真正正的從小便身體力行，灌輸環保思想，館內的活動

設施，全為小孩而設：用字簡易、色彩豐富。日本人從小習慣手帕隨身；空

調只會調較至攝氏 27 度；日本街上很難找到垃圾筒，即使找到，一定要分

類為可燃和不可燃――不可燃的就是可回收再造的資源。 

 

 郭老師這天的意外經歷！ 

 早上八時許，我和學生們正準備乘搭2號車前往新幹線的火車站去。就在

出發的那一刻往窗外一看，赫然發現到我丈夫的蹤影。「何他會在這兒？」

實在是把我大吃一驚！他為了給我驚喜與支持，專程由香港飛到日本來為我

打氣！雖然只能跟他說一兩句話便要立即出發，但我仍然為此而十分感動！

在我們告別後，他將會獨自一人爬上富士山的頂峰！有他給我的這份支持，

我也會懷著我丈夫爬上富士山的那份勇氣，去把這次的中日交流做到最好！ 

 

 

 

 

 

 

 

 



 

 8

 七月十六日(星期三) 

 

  今天到訪了兵庫縣神戶鈴蘭台高中。今天由何老師和郭老師兩組學生在

歡迎會上作交流表演。郭老師一組演出了中國的絲帶舞、扇舞，中國體操和

花式轉碟；何老師一組表演西式的HIP –HOP 舞蹈，組表演為歡迎會添上

輕鬆和愉快的氣氛。在日本同學表現完太鼓表演後，同學便分組參與柔道、

劍道、茶道、花道、書道以及和太鼓的日本文化體驗活動。活動過後，更有

兩場中日男女子籃球友誼賽。 

 

下午安排了去防災未來館體驗學習。這裏可見日本人他們認真策劃地震

減災的措施，建防災未來館教育人民減災知識：安排倖存者當義工分享經歷

地震的體驗，教授人民一定常備求生包於家中等，務求國民在地震發生時盡

力避免相同的悲劇發生。1995 年 7.2 級阪•神大地震，日本政府能只用三年

時間便完全重建好地震所所造成的城市損傷。 

 

郭老師一組于神戶鈴蘭台高中表演雜

技及絲帶舞 

何老師一組表演 HIP-HOP 舞蹈 

團員學習日本的傳統劍道 

 

何文娟老師與日本學生切磋柔道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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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體驗日本的傳統華道 與日本學生籃球比賽後合照 

 

 郭老師的感想： 

  

   我們在六月時已經開始為了這次歡迎會的演出而練習。我們的女同學

穿著富有中國色彩的衣服跳絲帶舞及中國的扇舞，跳得很美麗動人！男同

學則表演體操及轉碟。雖然演出時也有出錯的地方，但大家仍演出得很愉

快！表演後，我和七位同學一起參加了他們學校的太鼓課。由於這次是我

們第一次學習太鼓，所以這新的體驗，令我們都感到十分高興！ 

 

  不過今天令我最開心的事情，卻是香港澳門的同學與日本的同學對戰

了一場籃球賽。我們以十二比十一的分數勝出了！對於那些不太懂得打籃

球的同學來說，這次的體育交流是十分珍貴的。所以這班有份參加籃球比

賽的同學，整天也為此而感到很興奮呢！ 

 

 何老師的感想： 

     曾於香港學習柔道，今次能在日本的傳統道場上體驗柔道課，實在非

常感動！日本人非常重視自己國家傳統文化的承傳，這一點給我很大的啟

發。另一方面，日本人以積極的態度去克服他們位處地震帶而面對自然災

害的威脅，具有一種令人敬佩的不屈不撓的精神。 

  

 7月17日 (星期四) 

 

早上由神戶出發乘內陸機飛往鹿兒島，到達鹿兒島後第一個目的地是到

在「奄美之里」體驗草木染並參觀日本庭園，各團員發揮自己的創意，

以紮染的技巧製作手帕，作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紀念品。之後乘車到鹿

兒島指宿溫泉區體驗蒸沙浴及享受日本傳統溫泉，團員穿上日本浴衣

(YUKATA)享用日本料理，使多天的辛勞一掃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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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奄美之里」體驗草木染 郭老師與組員唱歌助慶 

林 老 師 與 組 員 穿 著 日 本 傳 統 浴 衣

(YUKATA)合照 

於溫泉旅館的會客室享用日本料理 

 

 7月18日(星期五) 

  

 早上到鹿兒島縣廳出席說明會及參觀後，團員分為兩組分別到鹿兒島縣

立甲南高中及鹿児島情報高等學校進行交流活動，之後各學生團員分別到

了交流學校的學生家庭進行兩日一夜的寄宿體驗。 

 

 鹿兒島縣立甲南高中行程和帶隊老師林老師和何老師的感受 

 

  今天是甲南高中的最後的上課天，同學都需要幫忙清潔校園，然後回

教室開班際的散學聯歡會。代表團學生均分成小組與日本學生一起打掃校

園，弄得汗流浹背，但亦非常興奮。畢竟他們在香港甚少有機會如此拿著

掃帚為學校服務。 

 

   班會過後，負責接代表團學生的日本同學便在學校的二甲紀念館進行

聯誼會。甲南高中支持團表演了「吶喊歌舞」，非常有氣勢。接著香港、

日本、澳門的同學分別介紹了各地的傳統玩意。香港的介紹了「估領袖」，

日本的介紹了「貼鼻子」，澳門的介紹了折紙遊戲，大家都全情投入，玩

得不亦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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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會後，代表團學生便隨他們的「寄宿同學」回去。 

  

   甲南高中的師生給人一種非常樸素和積極學習的態度。他們的招待非

常細心，帶領我們隨團老師游校園時，講解時十分仔細。另一方面，學生

時時爭取機會練習英語，給人一種很上進的感覺。 

 

 鹿兒島情報高中的行程和帶隊老師郭老師的感受 

  

   今天到訪了鹿児島情報高等學校。他們的學校有兩個入口，分別放著

一架他們學校負責維修並且在賽事中勝出的方程式賽車，及他們學校冬天

與夏天的校服。那些校服實在搶眼得很，我曾經聽說過日本學生在選擇學

校，校服的款式也是他們選擇學校的條件之一。當我一看到放在正門這麼

搶眼的校服時，便立刻明白到校服的重要性了。 

 

   在歡迎會中，鹿兒島情報高等學校的學生表演了太鼓。這是我第一次

那麼近去看太鼓表演，那些雄渾的太鼓聲，實在令我聽出耳油。接著我們

便到體育館參加他們的結業禮。我和香港的同學們被邀請坐在臺上，在眼

前的是超過一千人以上的鹿児島情報高等學校的學生，看到這個偉大場

面，感動得快要哭了。 

 

   在校長把我們逐一介紹後，他便邀請我們的學生代表致詞。可是，那

個同學的致詞稿，卻留了在招待室沒有帶來，我雖然很擔心，但什麼也幫

不了。結果，那學生逼不得以的在沒有講稿的情況下用英語致詞。這是多

麼困難的一件事，但她卻能很大方自然地把它順利完成。這令我覺得香港

的學生實在是太出色了！ 

 

 

早上到鹿兒島縣廳出席說明會及參觀 
 

鹿兒島情報高中正門展示著冬夏季校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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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于招待室與鹿兒島情報高中校長

合照 

 
鹿兒島情報高中全體學生在體育館參

加結業禮 

黃詩麗校長及蔡嗣強先生亦一起參與

甲南高中學生介紹的日本傳統折紙藝

術 

當天是所有學校暑假前的最後上課

天，團員協助日本同學一起打掃校園 

甲南高中的啦啦隊打氣方式別具日本

特色 

團員與甲南高中學生一起玩「估領袖」

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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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19日(星期六) 

 

 學生團員與寄宿家庭成員一起參與各式各樣的活動，活動後成員與寄宿家

庭成員回到酒店，由團長黃詩麗校長向各寄宿家庭致謝。雖然寄宿的時間不長，

但各團員已與寄宿家庭成員建立深厚的友誼，在歡送會上，大家都感到依依不捨。 

 

雖然相處的時間短暫，但兩地同學已

建立深厚的友誼 

團員都珍惜于日本家庭寄宿的寶貴經

驗 

 
團員與寄宿家庭成員依依不捨 

 

團長向各寄宿家庭致謝 

 

 7月20日(星期日) 

 

 早上由鹿兒島乘內陸機到大阪後到大阪城參觀。晚上出席歡送招待會，

在歡送會上，林老師的一組以手語及歌聲為大家獻唱一曲《友共情》，以表

達我們在這九天的交流活動中的的最珍貴的得著，以給我們對日本政府無微

不至的照顧和安排。日本政府也在會上為兩位在交流活動中生日的同學送上

蛋糕，場面非常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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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于烈日下到大阪城前留影 

 

多天的行程使團員間建立深厚的情誼 

 

林老師一組于歡送會中以手語及歌聲

為大家唱出「友共情」一曲，總結多

天的感受 

 

團員與日方的所有工作人員合照，多

謝他們多天的關照 

 

林旭新老師與日中友好會館總合交流

部副部長荻原芽女士合照 

 

表演及行程都完滿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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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1日(星期一) 

 

 大清早乘飛機回到香港，一連九天的交流活動完滿結束。 

 

 

團員與香港國際機場分別前合照 

 

 

 

 

 

5 老師的感想 

 

5.1 郭世明的感想： 

 

我很慶倖能成為今次交流團的領隊老師，十分感謝教育局給我這次機會

去經歷這個不一樣的留日經驗。 

 

參觀交流―從發問中見積極 

 

   今次交流團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般的同學在老師邀請他們負責致

詞或演說時，大多數都會推搪或者會考慮一段時間，但這團的每個同學卻都

會很有信心並樂意的接受，這高度的自發性實在令我非常欣賞；另外，在每

個參觀場合中，同學們不僅十分積極地發問，而且問題都很有質素，反映出

他們豐富的常識及求真的精神，使我不得不打從心底裏欣賞他們，能成為他

們的帶隊老師實在是我的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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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和唱―投入中見真情 

 

今次除了作為帶隊老師外，我主要負責安排學生在日本的表演環節。本

來在構想表演大合唱的內容時，打算讓他們唱一首改編日文的中文歌，好讓

聽見的日本人產生共鳴。但在第一次學生聚會經過投票後，學生卻選了

beyond 的《海闊天空》，雖然這首歌也有日文版，但始終是香港原創，不可

能每個日本人都聽過，所以心裏總覺得效果可能不太理想。但表演當日，當

我介紹這首歌是前陣子中國四川地震時香港的賑災活動常唱的歌曲，那些日

本人臉上便露出欣賞的笑容，並且紛紛點頭，明白我們唱這首歌的個中意

義。加上我們緊接著唱了三首日本人耳熟能詳的卡通片主題曲，由於我們的

學生已和那些日本學生混熟了，我們的同學一邊唱一邊跳，而日本的同學又

一邊拍掌，所以把現場的熱鬧氣氛帶動起來，感染在場的每一個人，此效果

實在比練習時出色很多！ 

 

九天共處―甜苦中見情誼 

 

   本來以為除了負責表演節目，自己便沒能幫上其他的忙，但在他們寫給

我的回應信，有一位組員告訴我，她很感激我在日本人俱樂部留意到她不懂

得回答一位日本人的詢問時，我便用日文幫她解圍，使她不會感到無助；有

組員感謝我在旅程上和他們分享人生的種種，讓他們成長了；亦有組員說我

成為了他們這一組轉動的軸心，讓他們很容易便能熟絡起來；也有組員說我

在該認真的時候會很認真，並能在晚上的分享會中帶給他們許多日本的資訊

來推動他們的討論；亦有一位被我責駡過的組員說他受落我的教導，這一切

一切都令我感到十分欣慰，因為自己終於可以達成任務，不負所托。 

  

九天的時間看似很長，但我卻驚覺得它很快便過去了．．．．．． 

 

    另外，自從第二天晚上合作給 PHILIP 一個生日驚喜後，我們這一班來

自不同學校的學生便熟絡起來，而且相處得非常融洽，話題也多了，亦因此

每次都能輕鬆並開放地討論。這樣愉快的相處，使我非常珍惜交流團的每一

刻，亦使我們成為了朋友。正因為此，時間也過得特別快。 

 

在此，我衷心期願這班學生能透過這次交流能豐富自己，成為更能承擔

香港的年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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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何老師的感想： 

 

這次旅程讓我深入認識日本為先進、高消費國家以外的真面目。值得一

提的是日本溫文有禮的文化：在所有場所、公共交通工具上，日本人總是輕

聲說話；與人談話是多會鞠躬前、鞠躬後；吃飯、洗澡等等總先讓客人享用；

約會時，只會早五分鐘到達，早了怕對方來不及準備，遲了又怕為對方添麻

煩――我們 7 月 16 日那天到兵庫縣小山上的鈴蘭台高中訪問，早了二十分

鐘到達校園，我們只留在旅遊車上，在山下等了十多分鐘，直致約定前的五

分鐘才正式進入校園――日本人處處為他人設想，真值得我們借鑒。 

 

不得不承認大和民族甚具遠見，從政治、經濟、生活文化等各方面均獨

具惠眼。那麼，香港青年若要在世界舞臺上立足的話，還有哪些地方較日本

青年優勝呢？我估計，在未來十年內，香港青年的高英語水準是其中最重的

取勝本錢。我們曾到訪日本的國際學校和重點教授英語的高中，發現學生的

英語能力可進步的空間非常大。但以日本人那份專注、認真學習的精神，十

年後，可會是另一光境。 

 

同時，這次代表團的學生雖來自不同的學校，但無一不在彩排文化交流

表演時認真的唱歌、練舞以及為旅程用心搜集資料。到日本交流學習時，同

學于東京大學、外務省等地，更信心十足的以英語、普通話以及日語積極提

問、交流和致辭。換句話說，香港精英中精英應有的表現，代表團的學生都

充分具備了。我相信這群積極進取學習的學生，日後定能為建設香港作出無

可限量的貢獻。 

 

最後，我衷心感激教育局委任我這位未諳世事的小女子作為領隊導師之

一，讓我上了這樣一堂精彩豐富的生活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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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林老師的感想： 

十三年前的夏天，這年亦是神戶地震發生的那一年，我第一次踏足日本

這個陌生的地方，參與大學交流團，于東京創價大學交流及到九州島大分縣

HOME STAY 一星期。此行令我對日本的文化有了初步的親身體會。當時，

令我最深刻印象的是日本人的時間觀念很強，所有交通工具都有清晰的時刻

表，總站以至所有的中途站都清楚顯示發車的時間。另外，街道的垃圾箱已

分類為「可燒」及「不可燒」等。這些事物對當年的我來說，可算是新奇及

不可思議的。 

十三年後的今天，感謝教育局挑選我擔任其中一位領隊導師，使我獲得

再一次深入體驗日本文化的機會。與上一次不同，我再不是交流活動的主

角，而是在旁邊觀察及協助同學順利進行交流活動的導師，從不同角度看香

港、日本學生的表現，及反思香港與日本的文化特色。 

處事嚴謹的日本人 

在這個行程中，我充分的體驗到日本人做事的一絲不苟。剛到日本，第

一份收到的是有關各行程的詳細資料、各學校交流的程式、同學于各酒店的

房間分配、各酒店的設備及一些注意事項等，當然這是教育局與日中友好協

會在事前不斷保持密切溝通的成果，但亦令我感受到日本人處事嚴謹的作

風。 

另外，在到神戶的鈴蘭台高中交流時，旅遊巴在預定時間 20 分鐘前已

到達學校附近，但日本方面並沒有安排我們即時進入校舍，反而將旅遊巴停

泊於路邊，待「準時」才進入校舍，以免打擾校方的安排。 

在旅程中，日方安排我們進食正統的日本料理，我們發現桌上有很多不

同形狀及顏色的器皿。細問之下，知道日本人會按食物的份量、顏色去選擇

不同形態和顏色器皿去盛載。例如：紅色或綠色的食物會用黃色的器皿盛

載。另外，於在桌子上的食物不能太多，亦不能太少，要剛好放滿桌子。 

這些小節可見日本人做事細心、一絲不苟，這些處事的嚴謹態度確實值

得學習。 

對社會的承擔 

在考察期間，不少團員都發現很難在街上找到垃圾箱，原因是當地政府

希望市民會將垃圾帶回家作分類回收。在參觀神戶環境未來館時，發現當地

政府除了出錢資助回收之外，亦很強調下一代的環保教育。在館內帶領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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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的已退休的長者義工閃閃發光的眼神中，可以看到他們對自己工作的自

豪以及其對自己社區的 一份歸屬感。當我年老退休之後，不知道有沒有機

會像他們一樣出一分力貢獻社會呢？ 

優秀的下一代 

另一方面，我參與這個交流團的目的是希望看一看來自不同學校的學生

表現。有人說香港的年青人「一代不如一代」，但我在整個行程中看到的卻

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在出發前同學已為各個行程做足準備，如參加東京

大學的研討會前，有同學已搜集了有關講者的背景資料，在提問環節中多次

提出一些高質素的問題，同學亦能積極參與活動，在不同場有信心地運用普

通話、英文、日文等進行分享及致詞，表現令我刮目相看。希望同學能夠繼

續欣賞自己的長處，但同時亦要謙虛地學習他人的優點，使自己不斷成長。 

最後，我希望在此多謝黃校長、蔡先生、關小姐、各老師、香港電臺同

事以及各位同學，很高興能夠認識他們，亦在這九天的交流活動中一起創造

了難忘的回憶。 

 

6 對活動安排的反思及建議: 

 

6.1 對活動安排的反思: 

 

 到日本交流前及到交流期間，與日本當局使用不同方法有良好的緊

密溝通，使活動能有效進行。 

 雖然準備時間有限，但亦能安排不同的簡介會及彩排活動等，在出

發前已有充足準備。 

 在物資方面的準備亦充足，如向所有學生提供一些有香港特色的小

冊子及紀念品等，確保所有同學都能向日本學校及寄宿家庭介紹香

港的情況。亦為所有成員準備團服，使同學更有凝聚力。 

 安排不同技能的學生于同中小組內使各小組均能獨立運作，使準備

工作更有效率。 

 於交流過程中，每天晚上集合同組組員進行 Debriefing，交流組員

的體驗之餘，亦能提醒同學于往後活動需要注意的地方。如在日本

家庭寄宿前，提醒同學可以協助寄宿家庭處理家務，不要隨便接受

寄宿家庭太貴重的禮物等，使同學不斷學習及反思。 

 活動完結後，除了要求同學分組完成報告外，亦安排同學作小組的

口頭報告，提供同學交流經驗的機會。 



 

 20

6.2 給來屆交流團的建議: 

 

 由於學生分為三組，而于日本交流時在坐車及進餐時是以車號分配

為兩大組，所以三個學生組別的同學及老師于整個交流活動的過程

都不太可能一同進行，減低了學生對小組的歸屬感。 

 挑選比較精通日語的學生為代表，因為日本人的外語程度真的不

高，若要真的作深入的交流，非靠日語不行。教育局亦可於出發前，

安排一些日常日語課程給完全不懂日語的同學，以應付日常需要。 

 領隊老師與學生比例，以一對十較為理想，使老師對學生有更佳的

照顧及指導。出發前，同學互不認識，又來自五湖四海，安排表演

彩排和組織報告等均有一定難度；出發後，每組有學生有小病小

痛，實在難免，而且大家對地大物博的日本認識確實有限。 

 學生是次去日本，定必對日本留下極佳的印象，但這不一定是事實

的全部，帶隊老師宜於每晚的分享會上作出適當的指導。  

 帶隊老師宜多爭取休息時間，因為每晚活動繁多：與日本接待人員

開會、與自己組員開會、與組員練習表演、與致辭代表對稿、自己

收拾行李、照顧患病的同學等等，每晚多於十二時過後才可休息，

但第二天又行程緊迫，七時左右又要動身。 

 同學可能對活動太過投入，有時出現不準時集合的情況，而日本人

對時間比較重視，故需提醒同學的時間觀念。 

 在事前的準備工作方面，可加強到寄宿家庭的事前準備，如: 由同

學建議與寄宿家庭交流的專案或內容、所用的可能道具等。在這次

交流中，有同學教寄宿家庭流覽自己的 Xanga 等，這都是一些藉得

分享的經驗。 

 由於這是第一次有香港學生參與這個計畫，同學及導師于事前都難

以具體瞭解交流活動的實況。建議於將來再舉辦此活動時，邀請同

學分享之前的經驗，使將來的學生與導師于活動前有更多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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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結語: 

 

這次交流活動是香港首次獲邀參與日本外務省舉辦「21 世紀東亞洲青年大交

流計畫」，作為首屆香港、澳門代表團訪日交流團的導師之一，心裏多少也會有

些戰戰兢兢，因為教育局獲日本政邀請參與計畫到出發只有數個月的時間，對活

動內容亦認知有限，所以有一定的壓力。但在各教育局同工、團長、各老師及同

學的努力下，交流活動得以完滿成功，亦獲得日本當局的正面評價，訪日團團員

更獲日本駐港總領事佐藤先生招待及讚賞，而日本當局亦決定邀請香港參與往後

的交流活動，這都是對大家努力的肯定。 

 

這次交流活動無論對老師或學生來說，都是一個難得的體驗。我們想在此再

一次多謝教育局蔡嗣強先生、關萼英女士、香松沛先生及其它于活動背後作出許

多準備的人員，亦需多謝團長黃詩麗校長、香港電臺的工作人員及各學生團員，

多得大家的努力，交流團才能獲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