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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8 年 7 月 13 日至 7 月 21 日为「21 世纪东亚洲青年大交流计划」首届香

港、澳门代表团访日的重要日子。这次的旅程的成员共有 40 人，由黄诗丽校长、

两位教育局主任：蔡嗣强先生和关萼英女士、三位领队老师：林旭新老师、郭世

明老师及何文娟老师带着来自全港 34 所不同学校的中六学生一同访日去。出发

前的一天，日本驻港总领事特别为我们举行了一个送别会。为了隆重其事，香港

教育局局长孙名扬先生亲身祝愿我们交流成功，大家可与日本的朋友建立友谊。

那一刻，我们团队开始感受到，我们不单是一个文化交流团体，而是一群代表整

个香港教育界的「外交」团体，到日本作亲善访问的团体。 

 

2 计划背景 

  

 2007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中日首脑会谈中，中日双方一致同意将中日

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的2008年确定为「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同年12月，当

时首相福田康夫在访华期间，签署了《关于「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活动备忘

录》。计划预定由2008年至2011年4 年期间，两国安排约4000名青少年互访，以

增进两国国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以充实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 

 

 

3 活动及行程 

 

3.1 出发前准备活动 

 

日期 活动详情 场地 

31/5 交流计划简介 

互相认识 

宝血会上智英文书院 

1/6 ~ 27/6 各小组会议及表演准备  

28/6 表演节目彩排 九龙塘官立小学音乐室 

2/7 表演节目彩排 

递交资料手册草稿  

蓝田循道卫理小学礼堂 

 

8/7 家长简介会 胡忠大厦 14 楼 1419AB 室

 

11/7 表演节目最后彩排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务中

心演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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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日本交流行程 

 

日期 内容 备注 

13/7 香港出发到日本成田机场  

 交流计划说明会 (东京王子饭店) 

14/7 中日关系研讨会 (东京大学山上会馆)

 参观东京大学校园  

 参观浅草雷门寺及二重桥  

 拜访外务省  

 日中友好会馆主办的欢迎会 (日本青年馆) 

15/7 乘坐新干线到神户  

 兵库县欢迎会  

 参观神户环境未来馆  

 参观明石海峡大桥  

 体验乘坐神户新交通 PortLiner  

16/7 到兵库县立神户铃兰台高中交流  

 到人与防灾未来中心「防灾未来馆」进行体

验学习 

 

 参观 HAT 神户区震灾复兴状况  

17/7 乘内陆机到鹿儿岛  

 在「奄美之里」体验草木染并参观日本庭园  

 到指宿温泉区体验蒸沙浴  

18/7 鹿儿岛说明会 (鹿儿岛县厅) 

 到鹿儿岛情报高中及县立甲南高中交流  

 在交流学校的学生家庭寄宿  

19/7 与寄宿的日本家庭一起自由活动  

20/7 乘内陆机到大阪  

 参观 AEON 泉南购物中心  

 欢送招待会 (日航关西机场酒店)

21/7 回香港  

 

3.3 回港后跟进活动 

 

16/8 各组汇报及交流 宝血会上智英文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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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本交流活动详情 

 

 7月13日(星期日) 

 

 今天一早所有团员已到达香港国际机场集合往东京出发。由于交通需时，

全天的活动只有晚上由日中友好会馆东亚青少年交流基金事务局举办的说

明会，向各团员介绍于日本交流的行程、随团的日方工作人员及心连心网站

等。 

 

从香港出发 

 

日中友好会馆东亚青少年交流基金事

务局次长小岛义夫致欢迎词 

 

 7月14日(星期一) 

 

这天第一个行程便是到访东京大学，参与了由该校经济学研究科教授伊

藤元重先生主持的日中经济关系的研讨会。他精要地指出面对经济全球化的

趋势，亚洲各国务必互助合作，如欧盟一般，才能共同面对日后难以想象的

经济挑战。我们当中有不曾修读经济科的成员，但教授能举出 ipod 制造过

程、金融风暴、欧盟货币政策等生活化的论据支持他的「中日合作」理论，

真是能深入浅出的让我们获益良多。 

 

日本的外务省为日本政府的其中一核心部门，我们能得到外务大臣政务

官宇田治先生亲自接见和回答我们对日本风土人情的提问，实在深感荣幸。 

晚上的欢迎会中，香港代表同学以粤语及日本语演唱了 Beyond 乐队的《海

阔天空》，选唱此曲的原因是 5 月时在有关中国地震的节目里经常唱到这首歌。

之后，日本的同学演唱了耳熟能详的卡通片主题曲，香港同学边唱边跳，而且，

所有人都一起拍手，掀起晚会的最高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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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那些移居日本的中国人，听到这首令人怀念的歌曲，都不禁流下泪来，

令全场充满了感人气氛。 

 

出席由东京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

伊藤元重教授的研讨会，主题为在全

球化下中国和日本的两国关系 

参观东京大学校园 

 

拜访日本外务省时，团长黄诗丽校长

与日方代表交换纪念品 

 

日中友好会馆主办的欢迎会中，团员

与东京飞鸟高中的学生交流 

 

以广东话及日语演唱「海阔天空」，更

特别选唱三首日本卡通片主题曲，送

给日本的朋友 

 

香港驻日经济贸易代表祝彭婉仪对团

员表现表示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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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感想： 

这次郭老师主要负责指导香港代表同学的表演，和一群高中生一起参加交

流计划，实在感到非常高兴。排练在出发前一个月已经开始，然而，演出还有

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因此，这一天她整天都想着晚上在欢迎会的演出，有点

紧张呢！ 

  何老师以代表团的学生的表现为傲！这天同学于东京大学、外务省等地，

信心十足地以英语、普通话以及日语积极提问、交流和致辞。换句话说，代

表团的学生都充分具备香港精英中精英应有的积极学习的态度。 

 

 7月15日(星期二) 

  

这一天的重点参观了神户环境未来馆。这建筑物除了能把区内的垃圾分

类循环再用外，更有完善的教育设施，以教育他们的小朋友环保的重要性。

值一提的是，这些环保工作，经费由政府负责，而当中不少工作人员都是义

工，令人大开眼界。 

 

兵库县说明会 团员获发有关兵库县的资料 

神户环境未来馆热心的长者义工 团员细心聆听工作人员介绍循环再造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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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泳程同学接受日本传媒的访问 

 

 

  老师感想: 

 

何老师参观完未来馆后，感到日本人深深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全球暖

化、环境污染等问题日趋严重，纵使日本有多完备的环保系统，他们始终不

能独善其身，唯出积极向世界各国推广环保工作，才能一起挽救地球。因此，

他们要向我们这群客人介绍日本文化的核心：与大自然并存的思想。日本在

环保和减少灾害带来的损伤这两方面的教育思想非常完善。他们把垃圾分

类，大概是我儿时看《日本风情画》时早有所闻，但仍不及看到他们的未来

馆那般震撼！他们真真正正的从小便身体力行，灌输环保思想，馆内的活动

设施，全为小孩而设：用字简易、色彩丰富。日本人从小习惯手帕随身；空

调只会调较至摄氏 27 度；日本街上很难找到垃圾筒，即使找到，一定要分

类为可燃和不可燃──不可燃的就是可回收再造的资源。 

 

 郭老师这天的意外经历！ 

 早上八时许，我和学生们正准备乘搭2号车前往新干线的火车站去。就在

出发的那一刻往窗外一看，赫然发现到我丈夫的踪影。「何他会在这儿？」

实在是把我大吃一惊！他为了给我惊喜与支持，专程由香港飞到日本来为我

打气！虽然只能跟他说一两句话便要立即出发，但我仍然为此而十分感动！

在我们告别后，他将会独自一人爬上富士山的顶峰！有他给我的这份支持，

我也会怀着我丈夫爬上富士山的那份勇气，去把这次的中日交流做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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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六日(星期三) 

 

  今天到访了兵库县神户铃兰台高中。今天由何老师和郭老师两组学生在

欢迎会上作交流表演。郭老师一组演出了中国的丝带舞、扇舞，中国体操和

花式转碟；何老师一组表演西式的HIP –HOP 舞蹈，组表演为欢迎会添上

轻松和愉快的气氛。在日本同学表现完太鼓表演后，同学便分组参与柔道、

剑道、茶道、花道、书道以及和太鼓的日本文化体验活动。活动过后，更有

两场中日男女子篮球友谊赛。 

 

下午安排了去防灾未来馆体验学习。这里可见日本人他们认真策划地震

减灾的措施，建防灾未来馆教育人民减灾知识：安排幸存者当义工分享经历

地震的体验，教授人民一定常备求生包于家中等，务求国民在地震发生时尽

力避免相同的悲剧发生。1995 年 7.2 级阪•神大地震，日本政府能只用三年

时间便完全重建好地震所所造成的城市损伤。 

 

郭老师一组于神户铃兰台高中表演杂

技及丝带舞 

何老师一组表演 HIP-HOP 舞蹈 

团员学习日本的传统剑道 

 

何文娟老师与日本学生切磋柔道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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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员体验日本的传统华道 与日本学生篮球比赛后合照 

 

 郭老师的感想： 

  

   我们在六月时已经开始为了这次欢迎会的演出而练习。我们的女同学

穿着富有中国色彩的衣服跳丝带舞及中国的扇舞，跳得很美丽动人！男同

学则表演体操及转碟。虽然演出时也有出错的地方，但大家仍演出得很愉

快！表演后，我和七位同学一起参加了他们学校的太鼓课。由于这次是我

们第一次学习太鼓，所以这新的体验，令我们都感到十分高兴！ 

 

  不过今天令我最开心的事情，却是香港澳门的同学与日本的同学对战

了一场篮球赛。我们以十二比十一的分数胜出了！对于那些不太懂得打篮

球的同学来说，这次的体育交流是十分珍贵的。所以这班有份参加篮球比

赛的同学，整天也为此而感到很兴奋呢！ 

 

 何老师的感想： 

     曾于香港学习柔道，今次能在日本的传统道场上体验柔道课，实在非

常感动！日本人非常重视自己国家传统文化的承传，这一点给我很大的启

发。另一方面，日本人以积极的态度去克服他们位处地震带而面对自然灾

害的威胁，具有一种令人敬佩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7月17日 (星期四) 

 

早上由神户出发乘内陆机飞往鹿儿岛，到达鹿儿岛后第一个目的地是到

在「奄美之里」体验草木染并参观日本庭园，各团员发挥自己的创意，

以扎染的技巧制作手帕，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纪念品。之后乘车到鹿

儿岛指宿温泉区体验蒸沙浴及享受日本传统温泉，团员穿上日本浴衣

(YUKATA)享用日本料理，使多天的辛劳一扫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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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奄美之里」体验草木染 郭老师与组员唱歌助庆 

林老师与组员穿着日本传统浴衣

(YUKATA)合照 

于温泉旅馆的会客室享用日本料理 

 

 7月18日(星期五) 

  

 早上到鹿儿岛县厅出席说明会及参观后，团员分为两组分别到鹿儿岛县

立甲南高中及鹿児岛情报高等学校进行交流活动，之后各学生团员分别到

了交流学校的学生家庭进行两日一夜的寄宿体验。 

 

 鹿儿岛县立甲南高中行程和带队老师林老师和何老师的感受 

 

  今天是甲南高中的最后的上课天，同学都需要帮忙清洁校园，然后回

教室开班际的散学联欢会。代表团学生均分成小组与日本学生一起打扫校

园，弄得汗流浃背，但亦非常兴奋。毕竟他们在香港甚少有机会如此拿着

扫帚为学校服务。 

 

   班会过后，负责接代表团学生的日本同学便在学校的二甲纪念馆进行

联谊会。甲南高中支持团表演了「吶喊歌舞」，非常有气势。接着香港、

日本、澳门的同学分别介绍了各地的传统玩意。香港的介绍了「估领袖」，

日本的介绍了「贴鼻子」，澳门的介绍了折纸游戏，大家都全情投入，玩

得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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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会后，代表团学生便随他们的「寄宿同学」回去。 

  

   甲南高中的师生给人一种非常朴素和积极学习的态度。他们的招待非

常细心，带领我们随团老师游校园时，讲解时十分仔细。另一方面，学生

时时争取机会练习英语，给人一种很上进的感觉。 

 

 鹿儿岛情报高中的行程和带队老师郭老师的感受 

  

   今天到访了鹿児岛情报高等学校。他们的学校有两个入口，分别放着

一架他们学校负责维修并且在赛事中胜出的方程式赛车，及他们学校冬天

与夏天的校服。那些校服实在抢眼得很，我曾经听说过日本学生在选择学

校，校服的款式也是他们选择学校的条件之一。当我一看到放在正门这么

抢眼的校服时，便立刻明白到校服的重要性了。 

 

   在欢迎会中，鹿儿岛情报高等学校的学生表演了太鼓。这是我第一次

那么近去看太鼓表演，那些雄浑的太鼓声，实在令我听出耳油。接着我们

便到体育馆参加他们的结业礼。我和香港的同学们被邀请坐在台上，在眼

前的是超过一千人以上的鹿児岛情报高等学校的学生，看到这个伟大场

面，感动得快要哭了。 

 

   在校长把我们逐一介绍后，他便邀请我们的学生代表致词。可是，那

个同学的致词稿，却留了在招待室没有带来，我虽然很担心，但什么也帮

不了。结果，那学生逼不得以的在没有讲稿的情况下用英语致词。这是多

么困难的一件事，但她却能很大方自然地把它顺利完成。这令我觉得香港

的学生实在是太出色了！ 

 

 

早上到鹿儿岛县厅出席说明会及参观 

 

鹿儿岛情报高中正门展示着冬夏季校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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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员于招待室与鹿儿岛情报高中校长

合照 

 
鹿儿岛情报高中全体学生在体育馆参

加结业礼 

黄诗丽校长及蔡嗣强先生亦一起参与

甲南高中学生介绍的日本传统折纸艺

术 

当天是所有学校暑假前的最后上课

天，团员协助日本同学一起打扫校园 

甲南高中的拉拉队打气方式别具日本

特色 

团员与甲南高中学生一起玩「估领袖」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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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19日(星期六) 

 

 学生团员与寄宿家庭成员一起参与各式各样的活动，活动后成员与寄宿家

庭成员回到酒店，由团长黄诗丽校长向各寄宿家庭致谢。虽然寄宿的时间不长，

但各团员已与寄宿家庭成员建立深厚的友谊，在欢送会上，大家都感到依依不舍。 

 

虽然相处的时间短暂，但两地同学已

建立深厚的友谊 

团员都珍惜于日本家庭寄宿的宝贵经

验 

 
团员与寄宿家庭成员依依不舍 

 

团长向各寄宿家庭致谢 

 

 7月20日(星期日) 

 

 早上由鹿儿岛乘内陆机到大阪后到大阪城参观。晚上出席欢送招待会，

在欢送会上，林老师的一组以手语及歌声为大家献唱一曲《友共情》，以表

达我们在这九天的交流活动中的的最珍贵的得着，以给我们对日本政府无微

不至的照顾和安排。日本政府也在会上为两位在交流活动中生日的同学送上

蛋糕，场面非常温馨。 

 

 



 

 14

 

团员于烈日下到大阪城前留影 

 

多天的行程使团员间建立深厚的情谊 

 

林老师一组于欢送会中以手语及歌声

为大家唱出「友共情」一曲，总结多

天的感受 

 

团员与日方的所有工作人员合照，多

谢他们多天的关照 

 

林旭新老师与日中友好会馆总合交流

部副部长荻原芽女士合照 

 

表演及行程都完满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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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1日(星期一) 

 

 大清早乘飞机回到香港，一连九天的交流活动完满结束。 

 

 

团员与香港国际机场分别前合照 

 

 

 

 

 

5 老师的感想 

 

5.1 郭世明的感想： 

 

我很庆幸能成为今次交流团的领队老师，十分感谢教育局给我这次机会

去经历这个不一样的留日经验。 

 

参观交流─从发问中见积极 

 

   今次交流团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般的同学在老师邀请他们负责致

词或演说时，大多数都会推搪或者会考虑一段时间，但这团的每个同学却都

会很有信心并乐意的接受，这高度的自发性实在令我非常欣赏；另外，在每

个参观场合中，同学们不仅十分积极地发问，而且问题都很有质素，反映出

他们丰富的常识及求真的精神，使我不得不打从心底里欣赏他们，能成为他

们的带队老师实在是我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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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和唱─投入中见真情 

 

今次除了作为带队老师外，我主要负责安排学生在日本的表演环节。本

来在构想表演大合唱的内容时，打算让他们唱一首改编日文的中文歌，好让

听见的日本人产生共鸣。但在第一次学生聚会经过投票后，学生却选了

beyond 的《海阔天空》，虽然这首歌也有日文版，但始终是香港原创，不可

能每个日本人都听过，所以心里总觉得效果可能不太理想。但表演当日，当

我介绍这首歌是前阵子中国四川地震时香港的赈灾活动常唱的歌曲，那些日

本人脸上便露出欣赏的笑容，并且纷纷点头，明白我们唱这首歌的个中意义。

加上我们紧接着唱了三首日本人耳熟能详的卡通片主题曲，由于我们的学生

已和那些日本学生混熟了，我们的同学一边唱一边跳，而日本的同学又一边

拍掌，所以把现场的热闹气氛带动起来，感染在场的每一个人，此效果实在

比练习时出色很多！ 

 

九天共处─甜苦中见情谊 

 

   本来以为除了负责表演节目，自己便没能帮上其它的忙，但在他们写给

我的响应信，有一位组员告诉我，她很感激我在日本人俱乐部留意到她不懂

得回答一位日本人的询问时，我便用日文帮她解围，使她不会感到无助；有

组员感谢我在旅程上和他们分享人生的种种，让他们成长了；亦有组员说我

成为了他们这一组转动的轴心，让他们很容易便能熟络起来；也有组员说我

在该认真的时候会很认真，并能在晚上的分享会中带给他们许多日本的信息

来推动他们的讨论；亦有一位被我责骂过的组员说他受落我的教导，这一切

一切都令我感到十分欣慰，因为自己终于可以达成任务，不负所托。 

  

九天的时间看似很长，但我却惊觉得它很快便过去了．．．．．． 

 

    另外，自从第二天晚上合作给 PHILIP 一个生日惊喜后，我们这一班来

自不同学校的学生便熟络起来，而且相处得非常融洽，话题也多了，亦因此

每次都能轻松并开放地讨论。这样愉快的相处，使我非常珍惜交流团的每一

刻，亦使我们成为了朋友。正因为此，时间也过得特别快。 

 

在此，我衷心期愿这班学生能透过这次交流能丰富自己，成为更能承担

香港的年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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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何老师的感想： 

 

这次旅程让我深入认识日本为先进、高消费国家以外的真面目。值得一

提的是日本温文有礼的文化：在所有场所、公共交通工具上，日本人总是轻

声说话；与人谈话是多会鞠躬前、鞠躬后；吃饭、洗澡等等总先让客人享用；

约会时，只会早五分钟到达，早了怕对方来不及准备，迟了又怕为对方添麻

烦──我们 7 月 16 日那天到兵库县小山上的铃兰台高中访问，早了二十分

钟到达校园，我们只留在旅游车上，在山下等了十多分钟，直致约定前的五

分钟才正式进入校园──日本人处处为他人设想，真值得我们借鉴。 

 

不得不承认大和民族甚具远见，从政治、经济、生活文化等各方面均独

具惠眼。那么，香港青年若要在世界舞台上立足的话，还有哪些地方较日本

青年优胜呢？我估计，在未来十年内，香港青年的高英语水平是其中最重的

取胜本钱。我们曾到访日本的国际学校和重点教授英语的高中，发现学生的

英语能力可进步的空间非常大。但以日本人那份专注、认真学习的精神，十

年后，可会是另一光境。 

 

同时，这次代表团的学生虽来自不同的学校，但无一不在彩排文化交流

表演时认真的唱歌、练舞以及为旅程用心搜集数据。到日本交流学习时，同

学于东京大学、外务省等地，更信心十足的以英语、普通话以及日语积极提

问、交流和致辞。换句话说，香港精英中精英应有的表现，代表团的学生都

充分具备了。我相信这群积极进取学习的学生，日后定能为建设香港作出无

可限量的贡献。 

 

最后，我衷心感激教育局委任我这位未谙世事的小女子作为领队导师之

一，让我上了这样一堂精彩丰富的生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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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林老师的感想： 

十三年前的夏天，这年亦是神户地震发生的那一年，我第一次踏足日本

这个陌生的地方，参与大学交流团，于东京创价大学交流及到九州岛岛大分

县 HOME STAY 一星期。此行令我对日本的文化有了初步的亲身体会。当时，

令我最深刻印象的是日本人的时间观念很强，所有交通工具都有清晰的时刻

表，总站以至所有的中途站都清楚显示发车的时间。另外，街道的垃圾箱已

分类为「可烧」及「不可烧」等。这些事物对当年的我来说，可算是新奇及

不可思议的。 

十三年后的今天，感谢教育局挑选我担任其中一位领队导师，使我获得

再一次深入体验日本文化的机会。与上一次不同，我再不是交流活动的主角，

而是在旁边观察及协助同学顺利进行交流活动的导师，从不同角度看香港、

日本学生的表现，及反思香港与日本的文化特色。 

处事严谨的日本人 

在这个行程中，我充分的体验到日本人做事的一丝不苟。刚到日本，第

一份收到的是有关各行程的详细数据、各学校交流的程序、同学于各酒店的

房间分配、各酒店的设备及一些注意事项等，当然这是教育局与日中友好协

会在事前不断保持密切沟通的成果，但亦令我感受到日本人处事严谨的作

风。 

另外，在到神户的铃兰台高中交流时，旅游巴在预定时间 20 分钟前已

到达学校附近，但日本方面并没有安排我们实时进入校舍，反而将旅游巴停

泊于路边，待「准时」才进入校舍，以免打扰校方的安排。 

在旅程中，日方安排我们进食正统的日本料理，我们发现桌上有很多不

同形状及颜色的器皿。细问之下，知道日本人会按食物的份量、颜色去选择

不同形态和颜色器皿去盛载。例如：红色或绿色的食物会用黄色的器皿盛载。

另外，于在桌子上的食物不能太多，亦不能太少，要刚好放满桌子。 

这些小节可见日本人做事细心、一丝不苟，这些处事的严谨态度确实值

得学习。 

对社会的承担 

在考察期间，不少团员都发现很难在街上找到垃圾箱，原因是当地政府

希望市民会将垃圾带回家作分类回收。在参观神户环境未来馆时，发现当地

政府除了出钱资助回收之外，亦很强调下一代的环保教育。在馆内带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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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的已退休的长者义工闪闪发光的眼神中，可以看到他们对自己工作的自

豪以及其对自己小区的 一份归属感。当我年老退休之后，不知道有没有机

会像他们一样出一分力贡献社会呢？ 

优秀的下一代 

另一方面，我参与这个交流团的目的是希望看一看来自不同学校的学生

表现。有人说香港的年青人「一代不如一代」，但我在整个行程中看到的却

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在出发前同学已为各个行程做足准备，如参加东京

大学的研讨会前，有同学已搜集了有关讲者的背景资料，在提问环节中多次

提出一些高质素的问题，同学亦能积极参与活动，在不同场有信心地运用普

通话、英文、日文等进行分享及致词，表现令我刮目相看。希望同学能够继

续欣赏自己的长处，但同时亦要谦虚地学习他人的优点，使自己不断成长。 

最后，我希望在此多谢黄校长、蔡先生、关小姐、各老师、香港电台同

事以及各位同学，很高兴能够认识他们，亦在这九天的交流活动中一起创造

了难忘的回忆。 

 

6 对活动安排的反思及建议: 

 

6.1 对活动安排的反思: 

 

 到日本交流前及到交流期间，与日本当局使用不同方法有良好的紧

密沟通，使活动能有效进行。 

 虽然准备时间有限，但亦能安排不同的简介会及彩排活动等，在出

发前已有充足准备。 

 在物资方面的准备亦充足，如向所有学生提供一些有香港特色的小

册子及纪念品等，确保所有同学都能向日本学校及寄宿家庭介绍香

港的情况。亦为所有成员准备团服，使同学更有凝聚力。 

 安排不同技能的学生于同中小组内使各小组均能独立运作，使准备

工作更有效率。 

 于交流过程中，每天晚上集合同组组员进行 Debriefing，交流组员

的体验之余，亦能提醒同学于往后活动需要注意的地方。如在日本

家庭寄宿前，提醒同学可以协助寄宿家庭处理家务，不要随便接受

寄宿家庭太贵重的礼物等，使同学不断学习及反思。 

 活动完结后，除了要求同学分组完成报告外，亦安排同学作小组的

口头报告，提供同学交流经验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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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给来届交流团的建议: 

 

 由于学生分为三组，而于日本交流时在坐车及进餐时是以车号分配

为两大组，所以三个学生组别的同学及老师于整个交流活动的过程

都不太可能一同进行，减低了学生对小组的归属感。 

 挑选比较精通日语的学生为代表，因为日本人的外语程度真的不

高，若要真的作深入的交流，非靠日语不行。教育局亦可于出发前，

安排一些日常日语课程给完全不懂日语的同学，以应付日常需要。 

 领队老师与学生比例，以一对十较为理想，使老师对学生有更佳的

照顾及指导。出发前，同学互不认识，又来自五湖四海，安排表演

彩排和组织报告等均有一定难度；出发后，每组有学生有小病小痛，

实在难免，而且大家对地大物博的日本认识确实有限。 

 学生是次去日本，定必对日本留下极佳的印象，但这不一定是事实

的全部，带队老师宜于每晚的分享会上作出适当的指导。  

 带队老师宜多争取休息时间，因为每晚活动繁多：与日本接待人员

开会、与自己组员开会、与组员练习表演、与致辞代表对稿、自己

收拾行李、照顾患病的同学等等，每晚多于十二时过后才可休息，

但第二天又行程紧迫，七时左右又要动身。 

 同学可能对活动太过投入，有时出现不准时集合的情况，而日本人

对时间比较重视，故需提醒同学的时间观念。 

 在事前的准备工作方面，可加强到寄宿家庭的事前准备，如: 由同

学建议与寄宿家庭交流的项目或内容、所用的可能道具等。在这次

交流中，有同学教寄宿家庭浏览自己的 Xanga 等，这都是一些藉得

分享的经验。 

 由于这是第一次有香港学生参与这个计划，同学及导师于事前都难

以具体了解交流活动的实况。建议于将来再举办此活动时，邀请同

学分享之前的经验，使将来的学生与导师于活动前有更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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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语: 

 

这次交流活动是香港首次获邀参与日本外务省举办「21 世纪东亚洲青年大交

流计划」，作为首届香港、澳门代表团访日交流团的导师之一，心里多少也会有

些战战兢兢，因为教育局获日本政邀请参与计划到出发只有数个月的时间，对活

动内容亦认知有限，所以有一定的压力。但在各教育局同工、团长、各老师及同

学的努力下，交流活动得以完满成功，亦获得日本当局的正面评价，访日团团员

更获日本驻港总领事佐藤先生招待及赞赏，而日本当局亦决定邀请香港参与往后

的交流活动，这都是对大家努力的肯定。 

 

这次交流活动无论对老师或学生来说，都是一个难得的体验。我们想在此再

一次多谢教育局蔡嗣强先生、关萼英女士、香松沛先生及其它于活动背后作出许

多准备的人员，亦需多谢团长黄诗丽校长、香港电台的工作人员及各学生团员，

多得大家的努力，交流团才能获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