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09-2010 年度

21 世纪东亚青少年大交流计划

从生活看日本人的性格
保良局胡忠中学 张晋钊

风采中学 张诗琪

南亚路德会沐恩中学 顾启信

沙田官立中学 刘挚诺

香海正觉莲社佛教马锦灿纪念英文中学 黄伟能



2

目录：

1. 引言

2. 待人

．饭前饭后

．送别

．拇指文化

．驚見孫悟空路阻

．无烟绿色空间

3. 處事

．浴衣

．認真翻譯員

．守時

4. 感想

5. 總結



3

引言：

对香港人而言，日本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度。说熟悉，香港人一直热

爱日本流行文化，从时装、美食，到漫画、音乐，都可说是对其暸如指掌；说陌

生，那便是除潮流以外，普遍香港人对日本真正的文化认知其实不深。

日本是一个细小的岛国，可是其在科技、环保、创意产业等方面的发展均处

国际领先地位，对世界具巨大影响。在我们中六的暑假，我们有幸到日本一游，

用自己双脚，踏足这片大家梦寐以求的土地；用自己双眼，欣赏这个大家爱不释

手的国家。

在这九天充实的游学中，我们参观了富历史气息的建筑物国会议事堂、展品

极具创意和实用性的未来科技馆、乡村味道盎然的「乃布踏」等，使我们大开眼

界，对日本认识增加。然而，最令我们印象深刻的，都是在这两百多小时中，与

日本人相处时留意到的细节。我们发现，不论是带领我们的导游、接待我们的服

务员、照顾我们的民俗家庭、或是与我们一同上课的日本师生，都是做事非常认

真和用心的，这感动了我们的心。

以下的报告，记录了数则和日本人相处时令我们难忘的、吃惊的平凡小事，

希望透过它们，让没有到过日本的朋友，亦可以知道，原来日本人是与我们不同

的，且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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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人：

和日本人相处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他们非常有礼、温柔且细心。而令我們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以下的經歷：

1） 飯前的一句「いただきます」及飯後的一句「ごちそさまでした」

在出發前，許多不懂得日本語的同學均要接受基本的日文課，而我們第一句

要學的便是「いただきます」。「いただきます」是日本人进餐前一定要說的一句

話，中文意思是「我要開動了」。带团老师一直叮嘱我们要牢牢记住这一句话，

我们未到日本时仍不以为意，但数天后我们就发觉了这句话的魔力。與日本人一

起進餐前，我們若說一句「いただきます」，他們會會心一笑，瞬間就融入了對

方的文化；飯後的一句「ごちそさまでした」充滿感恩，不單代表著我們尊重食

物，而是代表著對日本文化的尊重。單單從這幾句，就已看到日本人對禮貌的堅

持。無論在什麽場合、什麽情況，他們都會一同說一聲「いただきます」。这一

句短短的话，表达了他们对食物的尊重、珍惜，也包含了他们对预备食物的人的

谢意。而在吃飽喝足後，日本人亦會說一句「ごちそさまでした」，是「謝謝款

待」的意思，这亦可以表现出他們對廚師、食物，甚至農夫努力耕作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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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窝心的送别

在日本，有一件事是我们旅游巴二十多位同学都大感惊奇的，那就是无论在

离开酒店、离开博物馆、或是离开什么地方，工作人员都会朝我们车上的同学挥

手道别。于他们而言，我们仅仅是他们每一天接待的数千名客人中的一小撮，是

完全不重要的一群人。而他们，除了做好份内接待的工作以外，更加冒着雨向我

们这一班学生挥手说再见，即使以后未必会再见。就是这一份值得赞扬的额外认

真和责任感，令我们感动。挥手是不必要的，但他们仍坚持着。他们对客人的尊

敬，是源自他们的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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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贴心的拇指文化

在日本和民宿家庭相处的一天里，我们有幸可以乘坐日本的巴士一趟，体验

一下日本的巴士之旅。当中令我感到非常好奇的就是，车上的乘客，不论是成年

人或是青年人，都会很习惯地拿出电话——与香港情况不一样，他们并不是聊电

话，而是快速地按着键盘。民宿家庭的朋友看到我狐疑的表情后，向我解释，这

是日本的「拇指文化」。日本人在乘搭电车或其它交通工具时，为了不对其他乘

客造成骚扰，他们不会聊电话，而将电话设置到静音模式收发电邮。在那宁静的

车厢中，我得到了休息和舒心观赏沿途风景的机会，亦顿时感到乘车是一种享受。

其实，在乘车时聊电话打发时间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可是这或许为其它人造成

滋扰。细心的日本人发现到这一点，他们选择一种较麻烦的方式，牺牲自己的便

利，共同创造一个更舒适的集体空间。我认为这一种牺牲小我，以集体为纲的精

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静音车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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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惊见孙悟空路阻

我们在日本的日子，有不少时间是在旅游巴度过的，沿途，我们不仅可以欣

赏壮丽的自然风景，更可以看到日本人的生活情趣及创意。他们会将生活用品装

扮得非常可爱吸引，使人觉得愉快。你有曾想过，一个路阻可以造成猴子的模样？

造成猴子的模样，实在令人觉得非常惊喜和快乐，将整个工地美化，相信也可以

令工作人员投入工作。除了这个路阻以外，日本人亦会将各种指示牌添加许多吸

引的图案，从方方面面都可以见他们的生活情趣呢。

＊工事中──猴子路阻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8

5）无烟绿色空间

虽然已有很多人说过同样的话，但日本真的是一个无烟空间，加上罕有垃圾

的街道，难免令到访旅客留下深刻印象。日本多年前实施「路上禁烟」（路上吸

烟禁止条例），内容包括禁止行人一边行走，一边吸烟，以及只容许在特定区域

吸烟等，以减少二手烟对广泛地区市民（尤其是小孩）的伤害。日本烟民重视公

德，自身吸烟也不会于公众地方肆意排放二手烟。这体现了日本人注重礼仪，处

处为别人着想的精神，否则我们在日本也不能呼吸这清新的空气。日本翻译员美

树跟我们解释，原来日本人外出都会自备一个塑料袋，用来盛载垃圾，带回家自

行分类。零垃圾桶的现象因而见怪不怪。垃圾分类是利己利人的举动，可见日本

人不自私，且非常自律。

＊八户新干线站的吸烟室

＊路上禁烟指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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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事：

经过九日的相处，我们亦留意到日本人做事非常认真、严谨。最令我们难忘的就

是：

1) 浴衣

日本人的民族意识极高，在别国人民面前流露出高尚的文化和文明气息，在

世界建立正面形象。其中处事严谨是日本人的标记。于第三天的晚上，我们住在

一间温泉旅馆里，大家都要穿上浴衣进餐。大家都能想象到，男生又怎会严谨地

穿上那套「麻烦」的浴衣呢？于是，大家便随便系上腰带，阔步走进晚饭的会场。

当领队小青看见我们「富特色的新穿法」，大吃一惊，马上叫停我们，替我们细

心整理整理。

＊整齐的浴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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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丝不苟的翻译员

于日本九天的行程得以顺利进行，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便是翻译员。

翻译员跟我们一样有着紧密的行程，可是他们仍一丝不苟地处理每一句句子，甚

至是每一个词语，绝不得过且过。我们所看到的流利的翻译，实际是翻译员在事

前与同学及校长反复对稿的成果。由此可见，他们办事认真，处事谨慎，委实值

得我们敬佩和学习。

＊团长、同学在台上自信满满地演讲，翻译员于台下准确地翻译。

3) 守时－参观经历 (外务省+学校)

「迟到」这词语不会在日本人的「字典」出现。在香港，迟到是不容许的；

在日本，莫说迟到，早到也是不许可的。日本人认为，最理想的情况便是两人在

约定时间同时准时到达，互相不用等候。在日本九天的访问，我们深深感受到日

本人对守时的坚持。在到外务省的访问，我们比预定时间早了二十分钟到达，会

方坚持要在约定时间才允许我们下车；在另一次到青森县立八户商业高中的访

问，我们比计划时间早到达，需要等候十分钟才能进入学校。准时是日本人不成

文的规举，任何人早了到达而需要等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日本人的处理手法

可避免尴尬，亦可避免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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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保良局胡忠中学 张晋钊

日本之行，与国际足球盛事世界杯碰个正着，不过我学到的比我原本认为损

失的多。出发去日本之前，我连一个日本单字也不懂，更莫论其文化及历史。加

上我从未到过日本，了解日本最多的只有日本食物和动漫，但都只是从电视杂志

略知一二。此行目的在于交流，在日本高中，我们都踊跃与日本学生交流。成功

摆脱语言障碍后，在交谈之下，发现原来日本高中生的学习模式与我们不尽相同。

他们上课比较轻松，虽然都要测验考试，可是课余活动比较丰富及多元化，相比

起我们在香港的课外活动不外乎补课、补习及补测，真的有点儿羡慕！

这趟日本青森东京九天交流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民宿一晚。回想起，等

待寄宿家庭前来迎接时十分紧张，既担心沟通上的问题，又担心不适应日本家庭

的生活，不停地重温出发前学的几句日文会话，希望不会失礼。虽然只有短短一

日的相处，但可以感受到日本人的好客热情。大家互相不了解，正好畅谈一翻。

谈天说地之际，若然遇到不懂表达的情形，日本人会迅速拿出秘密武器──电子

字典，可见他们是有备而来的，充分表现出待客应有之道。在他们家中十分舒适，

有如在自己家一样。离别一刻，极为感触，尤其旅游巴起行之际，各个家庭都争

相追随车子跟我们道别，平日冷静的我当日都不禁留下男儿泪，相识只有一日，

但在双方心中怀有的情，竟如此丰富。

最令我惊喜的得着一定是认识了一帮很棒的香港朋友。大家最初来自不同学

校不同圈子，正是因为这基础，团员们从零开始，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这是我打

从第一日就有的感觉。在九日内，我们之间像是家人而非一般朋友，大家互相提

携，首次见面的戒心一早已消失于无形。我没有夸张，能够认识他们是毕生的荣

幸，我十分珍惜这段可贵的友谊。

我要感谢教育局给予我们这得来不易的旅程，以及提供我们最好的安排。校

长和四位老师在旅途当中付出很多，日方的翻译人员亦努力务求令我们尽兴于每

个活动，在此衷心感谢。我也要多谢成行之初协助我准备面试的一众同学及老师。

最后，当然要感谢随团的４５位团员，令我有如此难忘的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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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风采中学 张诗琪

能够成为 JENESYS 的一员到日本交流，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首先，我认识到很多值得交往和珍惜一辈子的好友。在出发前，由于要练习

表演节目，我们有大概四五次的碰面。大概是因为年纪相约，大家很快就熟络了，

加上一同面对颇辛苦的练习，友谊由此建立。在日本的九日，我们一直在一起参

观、学习、谈笑、游戏，更让我们彼此熟悉、了解大家更多，而我亦更加喜欢同

团的各位同学。而回到香港后，我们亦不时聚会，联络感情。我平庸的日子就像

被 JENESYS 点亮一样，而这道光芒，因为认识了这些朋友，一直闪闪发亮。

在日本的日子，我亦遇到很多亲切友善的朋友。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认识

日本人，更无法想象我跟他们可以用电邮聊天。在学校交流时，虽然言语不通，

但透过身体语言，我和日本同学还是很愉快地谈笑。但电邮不同，我们要用着大

家都不擅长的英文来沟通，还挺吃力的。不过，各位日本的朋友还是一直回信，

令我非常感动，亦非常感恩我可以得到这次机会，认识了他们，这么亲切、友善、

热情的他们。

另外，中日友好会馆的工作人员亦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他们随团照顾我们九

日，担当翻译的角色。本以为他们会非常严肃，但经过相处后，发觉他们其实十

分温柔和蔼。记得在最后一晚，前往成田机场酒店的途中，他们完全没有架子地

跟我们一起在旅游巴上唱歌，使大家非常快乐。

九天的旅程如此精彩，其背后一定有很多人付出了汗水。我衷心感谢每一位

工作人员，令这次的交流团可以如此美好。谢谢你们，使我度过了一生难忘的九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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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南亚路德会沐恩中学 顾启信

当我在想如何以 500字完成我丰富日本旅程后感时, 我真的想不到哪一刻最值得

记下, 最令人怀念。

我记得在预备提交申请表前, 到处寻找老师, 同学以及校外人士的帮忙, 在

那刻, 我更感受到人事的重要和别人对我的看重。 我本着一试无妨的心态去面

试, 因为我认为自己不是什么能代表香港出席国际性交流团的精英学生。 当我

收到取录信时真的兴奋莫名, 像是收到大学学位的取录一样, 整个天空像是为我

而变得蔚蓝。

坦白说, 每星期一次的训练真的令我怀疑自己的付出能取得同等的收获吗?

那时侯真的不大享受。 感谢几位出色的同学为大家安排了整个大型表演的细节,

令大家省了不少功夫, 一下一下的进步随着一次一次的训练冲着来, 使我这个手

脚不协调的人能登上台和大家一同跳舞, 那种欢乐是否以值回〝票价 ”? 当中

不知不觉间发展的友谊又怎能价值化? 在未出发日本前, 大家已像是老朋友, 完

全没有 dead air (死空气)!

我们〝未出发, 先兴奋 ”, 到达日本后, 大家之间的友谊气氛更为浓烈! 抛

开在香港沉重的〝书包”, 和一班好友来到的日本轻松一番, 边学习边玩乐, 人生

有几多这种机会? 虽然不是什么五星级豪华团, 但我们一团人的欢笑声已推到

这旅程至十星级了。 在这, 我实在要感谢日本政府以及香港教育局所有为这次

交流团付出努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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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沙田官立中学 刘挚诺

在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二至三十日，我与一班同样是中六的学生在日本度过

了这一生难忘的九天。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学校，起初互不认识，但过了九天的旅

程，我们彼此之间都建立了一份深厚的感情，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

我十分荣幸能够被拣选成为这个交流团的一份子。由知道被拣选到出发的那

一天，我已十分期待这次交流旅程，希望能够见识、体验和接触更多日本的文化。

在日本的九天里，日本政府为我们安排了非常充实且富有特色的行程节目，让我

学习了很多东西。就像参观日本国会，这些机会是十分难得的，若非借着这次的

交流团，恐怕我都未必有机会亲身坐在参议院的议事厅里，欣赏厅内充满特色的

建筑风格。

这个交流团还提供机会给我们到日本当地的学校作交流。相信每位团友都会

认为到校交流以及家访这两个行程是最难忘的，当然我也不例外！在校内与日本

的学生一起上课，共进午餐是我从未尝试过的，纵使大家所说的语言都不同，但

他们亲切的笑容和热情的款待，都把语言不同的障碍打破了，让我感受到日本青

少年人的活力和热情。而当晚我就到了一位日本老师的家进行家访，直至第二天

的下午。在短短的两天里，他与他的太太很用心的照顾我，带我到青森不同的地

方参观，还送给我很多「土产」，我十分感激他们在那两天为我安排了如此丰富

的节目，令我体验到日本人的生活模式。我还清楚记得临别的一刻，团友们都在

旅游巴上向自己的 Buddy 挥手道别，大家的泪水满载了感谢和依依不舍的情感。

九天里，我们都经历体验了很多，一起谈天说地，一起傻笑、一起生活，相

信大家都绝不会忘记这次旅程的每个点滴，把这些回忆牢牢的记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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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香海正觉莲社佛教马锦灿纪念英文中学 黄伟能

眨眼间，返抵香港已一个月了，然而，于日本的片段仍于我脑海萦绕不散

──回首那如梦的九天，我嘴角不其然扬起，会心微笑……

「入选了？」我惊呼。听到副校长带来的喜讯，我又惊又喜，心情久久不能

平伏，恨不得马上公告天下我入选 JENESYS 的消息，跟大家分享我的喜悦──因

为我知道，这将会是我人生中其中一段最难忘的经历。

出发之前，入选者已有几次聚会。四十六位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聚首一堂，

从不相识开始，慢慢建立友谊；连续几星期一起练舞、练歌，大家从以礼相待，

渐渐「打成一片」……只可说这就是青春！

正式踏足日本，呼吸到东京的空气，我精神为之一振！

九天里，我们于东京及青森处处留下足迹，欣赏日本名山大川的自然风光，

体验日本的传统文化，探讨日本高新科技的发展，了解日本政制的现况，结交日

本朋友……多元化的活动让我们从更多角度、更深入地认识日本，学习日本昂然

处于国际顶尖地位的秘诀。以往对日本的认识仅限于神探伽理略的我，虽然现在

也许对日本了解还不深，但是与它已结下不解之缘，对其产生了兴趣，欲于未来

的日子进一步研究其文化。

这九天，这二百一十六小时，相对我们的生命而言，或许只是一个瞬间，然

而，我们于这段日子里的所见、所思、所学，与大家所建立的友谊，当中美好的

回忆，会永志不忘──所得到的经验，我们会毕生受用；所建立的友谊，我们会

延续下去；所拥有的回忆，我们会永埋心底，以后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不时忙里

偷闲，呷一口咖啡，回味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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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回首在日本的九天，我们发现不论在学校、在寄宿家庭甚至在商店中都有

家一般温馨的感觉。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但为何不感到

一点疏离？我想，这是因为日本人的用心。他们用心接受我们、招待我们，即使

不用说，他们的心意，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正正是因为他们对生活上每一件事，

即使如我们报告中的小事般，都坚持、执着投入他们的心，使我们看到的日本变

得美好、吸引。

并不是说要香港完全抄袭日本的那一套，但我们真的要向日本人学习他们

的待人处事心态。他们用心，所以，他们成功。

“Ifyou're w illing to w ork atit,you can rapidly im prove the quality ofevery part

ofyourlife.” Brian Tracy.

我们只需要在心态上作出微小的改变——在生活每一件事都不计较结果地

用心做，这小小的一步，足以令我们从中获益，当这股正能量蔓延，社会就会向

前迈进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