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世纪东亚青年大交流计划 

 
引言 

 

第二届「21世纪东亚青年大交流计划」香港代表团于二零零九年七月八日出发，前往日本访问

九天。代表团由五十五名师生组成，包括：团长廖亚全校长、领队教育局主任蔡嗣强先生及关萼英

女士、胡仲诗老师、高悉尼老师、苏凯达老师及傅润伟老师，和来自全港四十六所中学的中六学生。 

 

日本政府在二零零七年第二届东亚首脑会议上，宣布成立「21世纪东亚青少年大交流计划」，

目的是为了促进和巩固亚洲各国的团结友爱。计划将动用三百五十亿日元，邀请约六千名东亚首脑

会议成员国（中国、韩国、印度、东南亚国家联盟、澳洲及新西兰）的青少年赴日，进行文化交流。 

 

计划在各国及有关团体的协助下，招募、甄选青少年代表，并安排各式各样极富意义的交流活

动。一如以往，今届代表团由香港政府教育局和日中友好会馆共同安排。 

 

领队介绍 

 

 
 

傅润伟老师 高悉尼老师 胡仲诗老师 苏凯达老师 

关萼英女士 蔡嗣强先生 廖亚全校长（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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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前准备及事后跟进的工作流程 

 

执行期间 工作安排 

二零零九年三月 发通函予所有官立、资助、按位津贴学校及直接资助计划学校

的中学校长，邀请提名一名学生及一名教师分别作为香港代表

团的学生代表及领队老师。 

二零零九年四月 四月十五日截止申请 

四月二十九日及三十日面试 

二零零九年五月 五月十二日及十五日通知获选教师及学生 

五月二十三日举行简介会，成员互相认识。 

二零零九年六月至七月 练习及彩排 

学生代表参加日语课及礼仪课 

学生制作纪念品及团册 

代表团成员及家长简介会 

最后彩排 

二零零九年七月 赴日本交流 

二零零九年八月 递交评估表 

学生小组进行口头报告 

二零零九年九月 日本驻香港领事馆举行欢迎会 

二零零九年十月 学生及教师递交探访报告 

 

分组安排 

 

 

第一组 

由胡仲诗老师引领 

（学生代表来自荃湾、屯门及沙田） 

 

第二组 

由高悉尼老师引领 

（学生代表来自港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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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组 

由苏凯达老师引领 

（学生代表来自元朗及北区） 

 

第四组 

由傅润伟老师引领 

（学生代表来自九龙） 

 

行程时间表 

 

日期 时间 日程 

二零零九年七月八日  

（星期三） 

上午 出发 

中午 抵达成田国际机场（千叶县）。 

傍晚 说明会 

二零零九年七月九日 

（星期四） 

上午 与大东文化大学第一高等学校师生进行交流活动。 

下午 出席千叶工业大学惑星探查研究中心的研讨会举办 

傍晚 欢迎会（东京都港区八芳园） 

二零零九年七月十日 

（星期五） 

上午 访问早稻田大学（东京都新宿区）。 

下午 参观有明清扫工场及东京 Panasonic Center。 

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一日 

（星期六） 

上午 参观山梨县本所防灾馆及地震科学馆。 

下午 体验押花手工艺及参观河口湖。 

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二日 

（星期日） 

上午 参观升仙峡及白丝瀑布。 

下午 与山梨县石和高中生一起活动。 

晚上 于爱宕山进行合宿。 

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三日 

（星期一） 

上午 与山梨县石和高中进行交流活动。 

下午 学校交流及参观山梨县县立博物馆。 

傍晚 拜访山梨县县厅（甲府市）。 

二零零九年七月十四日 

（星期二） 

上午 参观富士山五合目及忍野八海。 

下午 参观芦之湖、大涌谷及东京铁塔。 

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五日 

 (星期三) 

上午 参观江户东京博物馆。 

下午 参观浅草。 

晚上 欢送暨汇报会。 

二零零九年七月十六日 

 (星期四) 

上午 由成田国际机场起程，返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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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日交流活动详情 

 

第一天 

 

 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及协调，排除万难，第二届「21世纪东亚青年大交流计划」香港代表团终

于按时于七月八日早上顺利出发。同日下午代表团抵达成田国际机场后，随即转赴东京，出席由日

中友好会馆安排的说明会，了解其后的活动细节及学习使用网上交流系统“心连心”。 

 

大家整装待发，迎接九天精彩紧密的交流活动。（摄于香港国际机场） 

 

第二天 

 

 早上代表团拜访位置于东京都内的大东文化大学第一高中。该校安排家政课、日本传统文化课

及体育课给代表团成员参与，及后双方师生一起于校内享用午餐。 

 

 

与大东文化大学第一高中代表合照 

 

一起品尝于家政课所制的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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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团长准备品尝传统日式抹荼 

 

一起试穿浴衣 

 

大家一起上体育课 

 

于东京皇居前 

 

 下午，代表团前往日中友好会馆，出席由千叶工业大学惑星探查研究中心松井孝典所长主持的

地球科学研讨会，探讨人类和地球的互动发展关系。 

 

傍晚，代表团于八芳园出席由日本政府安排的欢迎宴。代表团演出大合唱，大东文化大学第一

高中则派出拉拉队表演啦啦操。 

 

 

代表团于欢迎宴与中国驻日大使馆、 

日本政府外务省及日中友好会馆的代表合照 

 

第三组师生全员一起与大东文化 

大学第一高中的拉拉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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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早上代表团访问位于东京都新宿区的早稻田大学本部。代表团首先于大隈讲堂，出席江正殷教

授主持的社会科学讲座，及后参观校园。 

 

下午化表团前往位于副都心的有明清扫工场及东京 Panasonic Center，学习日本社会对于环

境保育及科技革新所下的功夫。 

 

 

早稻田大学江正殷教授响应苏老师的发言 

 

傅老师于校园内的坪内逍遥肖像前留影 

  

 

有明清扫工场为交流团安排说明会 

 

于 Panasonic Center前 

  

第四天 

 

早上代表团分批参观防灾馆及地震科学馆，考察日本人如何应付天然灾难频生的生活环境，当

中团员还可以参与摸拟火警逃生演习及学习使用灭火设备。中午代表团转赴山梨县，前后参观河口

湖及县内农场，品尝新鲜水果，晚上于石和温泉区下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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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老师及其组员准备体验模拟地震 

 

大家学习日本防火经验后与资深消防队目合照 

  

 

廖团长于熏衣草花海留影 

 

参观山梨县果园 

 

 

享用传统日本美食 

 

于石和温泉旅馆大合照 

 

第五天 

 

早上，代表团参观县内著名的升仙峡和白丝瀑布，欣赏雄伟壮阔的大自然景观。下午，代表团

与石和高中师生会合，一起前往甲府市爱宕山进行合宿，一起烹调咖哩饭和进行篝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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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升仙峡 

 

 

于白线瀑布 

 

香港电台随队工作人员彭先生及吴先生 

 

 

晚上代表团和石和高中学生合办篝火会 

第六天 

 

 早上，代表团离开爱宕山，拜访石和高中。该校全体师生于礼堂热烈欢迎代表团来访，并且安

排交响乐乐团合奏两首乐曲，代表团则派出第三组表演热歌热舞。 

 

 

代表团于石和高中礼堂接受全校师生欢迎 

 

双方师生于图书馆一起学习日式折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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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仪式后，代表团分别出席该校安排的模拟课节：包括日文、英文、地理及化学等，体验日

本高中授课。下午，代表团参观山梨县立博物馆，探索该内陆地区的独特发展史。傍晚，代表团拜

访山梨县县厅，除了接受副知事的欢迎外，还出席县厅的说明会，更详尽认识山梨县的独特风貌以

及富士山的保育工作。 

 

 

傅老师和高老师于山梨县立 

博物馆穿上传统日本服饰 

 

山梨县县厅职员向代表团介绍 

该地风土人情后一起合照留念 

 

 

第七天 

 

 早上，代表团登上接近富士山山顶的五合目观景台，近距离感受日本最高峰的魅力。下山后，

代表团前往县内著名景点忍野八海。 

 

下午，代表团转往神奈川县箱根町大涌谷，观赏该地持续火山活动所造成的独特自然景观。之

后，代表团返回东京都内，登上著名地标东京铁塔，鸟瞰东京湾一带的繁华景观。 

 

 

于富士山五合目 

 

于忍野八海 

二零零九年度领队报告书 页 9 



21世纪东亚青年大交流计划 

 

 

于大涌谷 

 

日中友好会馆总合交流部荻原副部长 

（左）及园田小姐于箱根海贼船上 

第八天 

 

 早上，代表团参观江户东京博物馆，详细了解江户时代东京一带的发展情况。下午，代表团则

前往都内台东区的金龙山浅草寺及仲见世等景点参观。傍晚，代表团返回酒店，出席日中友好会馆

的欢送会，第一、第二及第四组亦表演歌舞，以答谢日本方面对是次交流活动的鼎力支持。 

 

 

胡老师和高老师于浅草寺雷门前 

 

廖团长向日中友好会馆谷野副会长致送纪念品 

 

 

第四组表演 

 

为访日期间渡过寿辰的组员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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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天 

 

大清晨，代表团离开下榻的酒店，直赴成田机场。短短九日的行程亦告完满结束。 

 

 

九天的交流活动完满结束。（摄于东京成田国际机场） 

 

 

整体感想 

 

  胡仲诗老师： 

 

  我很荣幸能够获香港教育局邀请，参与第二届 21世纪东亚青年大交流计划，以随队老师身份

到日本作交流。 

 

  出发前准备 

 

  出发前往日本参与交流活动前，学生和老师们都不停为活动开会以及练习，务求以最佳状态参

与交流活动。除了为表演节目练习彩排外，学生们还参与了日语班，由苏老师和我教授同学们简单

的日语，以便他们与日本学生沟通。日语班我们已经跟代表同学打成一片，尚未出发大家已经很努

力学习，而且十分期待连串的交流活动。 

 

  中日青年交流 

 

  是次交流活动中，我们参观了日本著名学府草稻田大学，亦到了大东文化大学第一高中进行了

三个不同的课节：家庭科实习烹调、实习体育及体验日本文化。及后，我们与山梨县立石和高中的

学生一同住宿，透过唱歌、烹调等作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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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验日本文化 

 

  在大东文化大学第一高中，我与十名女生一起试穿浴衣，要穿上漂亮的浴衣并不简单，必须要

别人帮忙才可以穿上。日本学生的义工家长耐心地协助学生穿浴衣，一边替他们穿上浴衣，一边向

他们讲解，他们的细心真令我佩服。 

 

  日本的环保工作 

 

  参观日本有明清扫工场，让我了解到日本的环保工作。他们在处理废物方面，意念新颖且乎合

环保原则，很值得我们借镜。他们以地下管道收集家居废物，把收集后的废物以高温焚烧变成灰烬，

灰烬可以用作铺设道路。此外，焚烧废物时所产生的热能亦供邻近体育馆照明用途。早前，香港的

区议员也到访日本参观其焚化炉以及废物处理的项目，他们的环保理念绝对值得我们学习。 

 

  地震体验 

  日本这个国家位于地震带，地震是避不开的自然灾害。虽然不能避免，但地震所造成的破坏却

可以减至最低。从防灾馆我们可以了解到日本政府在防灾方面的努力。我们在防灾馆体验了火灾以

及地震的逃生方法，以及了解到日本当地如何以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自然灾害。 

 

  总括而言，是次交流计划真令我大开眼界，透过亲身体验日本传统文化、科技发展、环保工作

等，丰富了我的人生体验令我获益良多，且有助我日后的教学工作。 

 

高悉尼老师： 

 

I first come across Japanese pedagogy during my master degree in Education several years ago.  I 
was fully impressed by their “bottom-up” inductive approach.  With examples from daily life problem 
solving scenarios, students achieved deep learning.  I longed for an exchange programme to participate 
in a lesson observation in Japan.   
 

JENESYS 2009 was the golden opportunity which I had been eager to seize. 
 

On 13th July 2009, a sunny Monday, I was so pleased that I can take part in the lessons conducted by 
the Japanese counterpart as an observer ultimately. 
 

With the help of the officials of HKSAR Education Bureau, four of us (the tour escort teachers) 
finally started our journey to Japan!  Thanks to the officials from Japan-China Friendship Center, we 
were able to observe a wide range of teaching activities in local Japanese school. 
 

The Hong Kong delegation was warmly welcomed by the school of Isawa High School, Yamana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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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some of the academic lessons observation was not directed related to my major studies, I 

still find it useful and inspiring.  Many innovative methods were used.  For example, in English 
Language lessons, students were given chances to introduce to each other in English for two minutes 
when they were paired-up and delivering shoulder massage to the one who lose in a paper-scissor-stone 
game.  The learning atmosphere was relaxed and fun. 
 

I was glad to see that our Hong Kong students also enjoyed their visits. In the chemistry lessons they 
were given a chance to create a mini-firework by mixing different types of chemicals. They were satisfied 
and enthusiastic as they can make their own mini-fireworks which were comparable to the commercially 
available firework kit that was available at the Japan convenience stores.   
 

It is of crucial importance that teachers should really make use of the teaching tools to enhance 
students’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preferably, in their daily life.  Academic essays to be released in 
journals, distinguished projected published in internet can all enhance the student’s sense of belonging 
and thus the interest in studying the subjects, especially for the NSS subject like Liberal Studies, so that 
everyone can contribute to knowledge building. 
 

In the end of the visit, we were invited to an overwhelmed farewell party. Each group has to 
perform a talent show in the party. With no exception, our group from Hong Kong has to take part in this 
historic tradition. It took us six months to prepare the performances.   
 

What took it so long?  
 

After commencement of meeting in early December 2008, the contents of performances were 
modified from time to time with constructive argument and creativity from the students. There were 
quarrels and there were hectic moment of challenge from each others. But through these occasionally 
chaotic process, the student learned and growth. They learned that ideas will prosperous through 
contribution from different opinions, they learned punctuality was a friend to productivity and they 
learned the importance of respecting each others.  Their endurance were also trained through 
Intensive practice weekly and then daily at one month before the tour started. With all these good 
deeds, their efforts did redeem. Their performance won one of the longest applause from the Japanese 
host.  
 

What did I learn?  
 

This is a question that I always ask myself almost daily, if not hourly. 
 

Teaching is respectful career close to holiness. Our decision and attitude can change the course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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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ly departing vessel. Like a compass, with wholehearted guidance and direction, it can point to the 
land of hope and fortune. It is essential to make the children motivated, innovated and most important 
of all, proud. 
 

And how good did my student score that night? 
 

In my eyes, they are always the best. 
 

  苏凯达老师： 

 

  承蒙顺德联谊总会翁佑中学推荐及教育局给予机会，本人才有这次可贵的交流学习经验，在此

向学校及教育局表达衷心的致意！ 

 

  五年前，本人在日本留学，有幸被选为香港留学生代表，参加大型国际交流活动JAPAN TENT，

前往石川县作亲善交流，期间不但有机会拥抱大自然和欣赏日本传统文化，而且能够真切地感受到

日本领队做事一丝不苟的作风，此印象一直铭记于心。五年后，本人有幸获选为交流团的领队，对

跨国多元文化交流事业作出回馈，乃一大美事。 

 

  本人在中学专职教授日文，一直孤军奋斗，这次交流计划让我结识了不少热爱学日文的同道，

大家不断相互切磋，终于令我能把四面楚歌的凄伤挥去。特别是与胡仲诗老师共同编辑日文教材和

主持课堂，让各名学生代表一起兴高彩烈地学习日文，对本人来说乃珍贵的崭新体验，为今后推展

日文课程有不少启迪作用。 

 

  傅润伟老师： 

 

虽然在中学教授日本史已有八年之久，以往在大学亦一直跟从 Miles Bobbitt及 Richard J. 

Smethurst研习日本史及日本妇女史，可是一直以来均未有亲到日本这地方走走，感觉有所欠缺。

今次能够获得教育局邀请参与「21世纪东亚青年大交流计划」，以随队老师的身份带领香港学生到

日本东京及山梨一带考察交流，对我可说是意义非凡。 

 

透过参与日本高中的课堂活动、参观日本有明清扫工场、地震防灾馆、游览日本名山大川、体

验日本生活文化等活动，我跟其他随队教师及学生均大开眼界，获益良多。有关见闻的分享更能启

发其他未能希机会参与考察的学生，让学生思考香港教育及环境保育等范畴的利弊。而且，透过旅

程中多天的生活及学习，不同学校的教师及学生，以至日中友好会馆的工作人员有机会走到一起，

在面对新型流感威胁的一段日子中互相扶持及帮助，让我们成为患难与共的好朋友，留下令人难以

忘怀的甜蜜回忆。 

 

在此，谨此再次衷心感激教育局促进学习及支持组的蔡先生、关女士等对是次行程的悉心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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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东亚青年大交流计划 

 
及安排，感谢津贴中学议会主席及本计划团长廖亚全校长对随队教师及学生的关爱和照顾，感谢日

本大使馆及日中友好会馆仝人的照料及支援，令本年的「21世纪东亚青年大交流计划」得以顺利

进行，为促进中国及日本青少年的认识及交流而努力，使中日两国在东亚建立友好互信的下一代。 

 

结语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猪流感肆虐全球，香港及日本未能幸免，影响所及，令是次交流团能否成 

行亦罩下阴影。不过，凭着各方面的倾力合作及配合调整，交流团排除万难，终于能够按时顺利 

出发，平安无恙地完成九天的行程。 

 

最后，谨愿 JENESYS交流活动一年比一年更成功，为港日友好筑起巩固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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