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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们口中的日本人都是守规律、守时、有礼、有强烈公民意识的。当听到他们的优

点，常常都会想亲身到日本，去亲身感受，看看自己对日本人是否有一样的看法。 

  

二零一一年的十二月，我们作为香港的代表学生到日本与当地的高中生交流。在那短短

的九天，我们到过很多地方，看到很多特别、有特色的事物。我们还到高中与高中生作交

流，而最令我们不舍，到现在仍想念的，就是那接待我们的寄宿家庭。到寄宿家庭留宿最为

难忘，因为我们真的走进了别人的家，作别人的客人，尝试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个体验比其

它的更难忘。 

  

想知道我们对日本文化的理解和现实情况会否有分别？一直给我们「传统」、「有文

化」等感觉的日本，会否也因为时代转变等原因而有所变化？我们透过到寄宿家庭留宿，

从衣、食、住、行和文化活动方面去亲身体验，亲身看日本文化的转变与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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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着(衣) 

 
和服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人对其本土衣装的称呼。今日和服主要为女性于特别场

合中所穿着。根据传统习俗，未婚女性于该类场合只可以穿着一种拥有「及地袂」（长度及

地的袖套）的和服「振袖」。 

 

 

 

相比起女性，现今男性穿着和服的场合比较少，通常都是结婚或者一些相当重要的场合

才会穿着。不过，也有部分年纪较大的女性以及极小部分的年长男性会以和服作为日常衣

装。 

 

 

 

现今很多日本女性都不懂得如何自己穿着和服，这是

因为现代大部分的和服都包含了至少十二件的部件，而且

将其穿着、组合及系稳是很复杂的。故此很多时女子穿着

和服都需要别人的协助，甚至需要请到专业人士去协助穿

着。现代女性和服的样式大多反映了其年龄、婚姻状况及

社会地位，也反映了穿着场合的重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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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家庭的成员告知在日本的街道上，基本上已经甚少见到和服的踪影，日本的都市人

与香港的都市人在衣着上没大分别。相反，现今日本的时装一直被认为是潮流的尖端，有不

少香港人都喜欢到日本购买衣服。 

 

 

 

 

 

 

除了衣服，鞋子也有不同之处。从前的日本人会穿下驮，下驮是日本传统的鞋子，俗称

下踏，常称作木屐，使用于室外。由木板与木屐带结合而成，木板的底面有两条突起的

「齿」，目的是为方便在雨天时于泥上行走。 

 

 

 

鞋子也跟衣服一样，日本的都市人与香港的都市人所穿着的鞋子没大分别，两者都以一

些轻便的运动鞋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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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食) 

 
传统的日本料理主食是米饭，然后再配上其它菜肴——鱼，肉，蔬菜，酱菜，以及汤。

料理的名称则是用这些菜肴的数目来命名。举例来说，最简单的日本餐是「单菜餐」（日本

语：一汁一菜／いちじゅういっさい），内容是一碟酱菜（通常是腌黄萝卜），一碗饭，以

及一碗汤；例如传统的日本早餐，通常是味噌汤，米饭，和一碟酱菜。而最常见的料理叫做

「三菜餐」（日本语：一汁三菜／いちじゅうさんさい）——汤，米饭，和三碟用不同煮法

煮出来的菜。这三碟菜通常是一碟生鱼片，一碟烤菜，和一碟水煮菜，有的则是蒸菜，炸

菜，醋菜，或是淋上酱料的菜。「三菜餐」往往会另外附上酱菜以及绿茶。一种很受欢迎的

酱菜是梅干。 

 

虽然现今日本已受到不少外来文化的影响，早餐形式已不限于传统而出现了各式各样不

同国家的料理如西式、中式料理等等，但日本传统形式早餐从古到今仍得以保存，亦受到不

少人的欢迎。 

 

(寄宿家庭料理的传统式日本早餐，图中包含饭、味噌汁、纳豆、蛋、烧鱼等日本传统料理中

会出现的菜色，此外亦有切片香肠等依个人喜好加入的非传统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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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饮食文化从古时到现在转变了许多。以怀石料理为例，怀石料理原为在日本茶道

中，主人请客人品尝的饭菜。其形式为「一汁三菜」（也有一汁二菜）。怀石料理极讲求精

致，无论餐具还是食物的摆放都要求很高,但食物的份量却很少,而被一些人视为艺术品，高档

怀石料理也耗费不菲。主要盛装食物的器具有陶器、瓷器、漆器等。而现今的怀石料理份量

不但多了,菜色种类亦增加不少。再者，现在怀石料理不只局限在日本茶道中品尝，我们普遍

能在餐厅品尝到这传统的日本料理，甚至在日本航空的商务舱亦有机会一尝。 

 

 

 

 
(现代的怀石料理) 

(此图片作者为 MichaelMag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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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住) 

 
日本的封建制度发源于 8 到 12世纪平安时代的律令制，在 12 到 19 世纪武家政权时代成

为主流体制，终于 19 世纪后半叶的明治维新时代。当时的土地是分封的，并不是收归国有，

所以人们的屋大些，还会有土地耕种。那时，日本人住的是和式住宅。 
 

和式住宅多为“田”字形，南北朝

向，外部四周设平台，台上设檐柱，

形成回廊。其屋顶彷佛是一把撑起的

大伞，人们即在伞下暗淡的阴翳中营

造住宅。为了阻挡斜侵的风雨，伸长

屋檐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日本建筑多为木制平房，利于抗震、防风、防潮。传统的日本建筑师强调整体的生态设

计，他们以敏锐的感官去探究空间的深层本质，进而转换成建筑空间的元素，以榻榻米、

竹、石、纸、木等，简单的构成要素，形塑「空、间、寂」的独特的日本美学。 

 

 

和式住宅的分割多用趟门，而且墙、门、窗、围护结构、采光、通风多种功能合为一

体。住宅的地板常高架于地面，一般比室外高，这样使底部通风从而可保持室内地面干燥。

地板上铺设“榻榻米”（一种草编的席子），人们跪坐其上品茶、谈天论地。  

 

战后，随着人口不断增长，工业生产的发展，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对本来就人口稠国

土狭窄的日本来说，成了更严重的社会问题，随之而来的就是房荒、地荒、地价持续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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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12%E4%B8%96%E7%B4%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5%AE%89%E6%99%82%E4%BB%A3


现在的日本土地价格是世界最高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要保持日本传统的独户独院的住宅

是不现实的。结果，只得利用空间，形成了住宅的高层化。现在，以住宅公团、住宅供给公

司等单位以及民间参加建造的西式住宅大量涌现。这种西式住房同传统的日本式房子相比，

各具特色。西式住房对越来越西化的日本人来说，这些墙壁用钢筋、水泥做成的西式住房可

以满足现代化舒适生活的要求，如电子化、电气化等等。另外也充分考虑到了地震和资源储

备，故此新建房屋多以轻钢结构为主。 

 

 

 

 

 
 

 

我们所到的寄宿家庭有和式有洋式，从那里容易发现日本文化在住方面的转变和延续。

其实无论和式和洋式住宅，都有「和洋合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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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日本人会用一些较为矮的桌子，而且坐在地上。但是由于时代的转变，我们在寄宿

家庭中看到沙发和桌椅套装，与我们家中看见的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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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榻榻米」最集中体现了日本人居住方式上面的特点。

「榻榻米」汉字记做「迭」，也有译作「草垫子」或「草席」

的，但都不确切。它比草垫子光亮，平展，比草席坚厚，硬

实。传统的日本房间没有床，也不使用桌椅板凳之类。这「榻

榻米」，晚上在上面睡觉，白天把被缛收起，在上面吃饭和进

行各种活动。客人来了，坐在上面喝茶交谈。所以，一进日本

人的家，一定要脱鞋。不脱鞋就如穿鞋踏在我们中国人的床上

一样。现代日本吸收了西方的建筑方式，房间配置已与过去有

很大不同。特别是在大都市，多数人家住的是单元式住房。但

「榻榻米」仍受人们的喜爱。日本大多数的家庭，都是「和洋

合璧」：既放着沙发，茶几，柜子，床，桌子的西式房间，又

有铺着「榻榻米」的和式房间。我们到寄宿家庭留宿，亦有睡

在榻榻米上的机会。 

另一能够体现到和洋合壁之处的就是日本人的门。日本人有两种门，一种是他们的传统

趟门，另一类是现代化的西式掩门。日本人传统的趟门，主要分为三类:「袄」、「障子」及

「户」；「袄」的构造为双面覆三重和纸，内部骨架细，边框用细木框，重量轻，纸张中间

的空隙可以保温，对音量遮蔽性高; 。日本住宅由于前述的原因，一般都比较小，所以为了善

用空间，都会选用趟门。因为趟门不但可以分隔 两个不同的领域，还可以按需要或喜好，

随时拉 趟门，把空间扩阔，所以不少即使是居住在洋式住宅的日本家庭仍沿用。但这些趟

门一般没有上锁的功能，所以他们的大门都会用上西方式的大门。 

 趟门                            掩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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炬燵是日本的传统取暖用具，中文里也叫暖桌或被

炉。现代的炬燵是一张正方形矮桌，上面铺上一张棉被子

，桌下有电动发热器，通常连着桌子结构装嵌。炬燵放在

薄垫子之上，坐在垫子上把腿和脚、甚至整个身体伸进暖

桌下取暖。天气回暖后可以拿 被子，炬燵变成一张普通

的矮桌使用。 

旧式的炬燵桌下有个约数十公分深的坑，取暖的时候

不用盘膝而坐。一般使用炭或电发热。 

炬燵最早出现于日本的室町时代，当时是上文提及的

旧式炬燵，据说起源自中国佛教僧侣带入日本的「行火

」。江户时代中期 始出现放置式炬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经济 始发达，使用红

外线发热的电动炬燵 始普及成为主流。 

炬燵是日本传统家庭的一部分。一般日本家庭会将炬燵放在客厅里的电视机前，在冬天

的时候一边取暖、一边吃蜜柑看电视或聊天。我们到寄宿家庭留宿的时候是冬天，我们就是

围着暖桌，一边吃小吃，一边与寄宿家庭成员聊天。 

 

 

玄关又称斗室、过厅、门厅。玄关的说法源

于日本，因为进屋后先要换上拖鞋和家居服，才

好在榻榻米上坐卧，日本人的住宅中是绝对不能

少了玄关的。当国内兴起装修热时，人们进屋之

后也习惯了换拖鞋和家居服，一个过渡空间 始

显得必不可少。我们就是在玄关换上寄宿家庭为

我们预备的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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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6%96%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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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A4%E7%94%BA%E6%97%B6%E4%BB%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3%A7%E4%BE%B6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1%8C%E7%81%AB&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6%88%B6%E6%99%82%E4%BB%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A%8C%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4%85%E5%A4%96%E7%B7%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4%85%E5%A4%96%E7%B7%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6%AC%E5%A4%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C%9C%E6%9F%91


 

 

 

 

日本人喜欢浸浴。无论现在或是以前，他们都是浸浴。所以现在，无论是和式住宅或洋

式住宅，我们都会发现浴缸。如果你作为客人住在日本人的家里，有时主人会让你先洗澡。

当我们留宿时，寄宿家庭亦请我们先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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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行) 

 

日本，可谓是一个交通发达的地方。大家熟悉的新干线和水上巴士，为不少游客带来方

便。但是，无论交通工具有多少不同的种类，多么的为生活带来方便，自行车，依然是日本

人钟爱的一种交通工具。 

  

随着日本的科技发展迅速，日本有遍布全国各地的小机场，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横贯

东西的高速新干线，交织如网的城市电车和地铁，发达的水上交通，构成了日本交通的海陆

空立体交通网。交通工具的转变都令日本民众有更多的选择，令他们日常生活行动更加方便

快捷。 

 

 

  

 

寄宿家庭是用私家车来接载我们，带我们四处游玩

的。虽然如此，但同学们都发现他们的寄宿家庭成员，

不论男女老幼，大多都拥有一架自行车。更有个别同学

与他们一起体验了踏单车的乐趣，明白到单车的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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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家庭内，大多数都拥有一架自行车，甚至每人都拥有一架自行车，方便他们每

天上班上学之用。也有不少的商场外都有自行车的停泊处，可见自行车在日本人心里的受欢

迎的程度。但为什么自行车依然是日本人的主流交通工具，不被时代和科技淘汰呢？ 

  

 

首先，自行车可以帮助节省每个家庭的交通费。既然自行车可以到达自己想要去到的地

方，或只作上班上学之用，也就代表了可以减少花钱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为每一个家庭节

省了 支。重要的是，政府并没有因为有更多公共交通的流入，而不鼓励人民使用自行车。

基本上，不少的日本学校和大厦外，都有划定可以停泊自行车的地区，例如：设有自行车收

费停车场，人车分道或人车共道的标志。可见自行车在日本的认受性和普及性仍相当高，也

大大地减低了日本人所需的交通 支。 

 

 

 

 

 

 

 

其次，自行车唤醒了日本人的环保意识。从数据 分

析，至 2007 年统计数据显示，日本的自行车已比汽车多出 8700 万台（平均每 1.9 人持有一

台）。目前为对抗地球暖化和油价高涨的现象，更加大大提高了日本人重视自行车的意识。

当这种意识一代传接一代的时候，愈来愈多日本人采用自行车作为主流的交通工具。 

 

 

因此，就算日本科技非常发达，交通工具种类繁多，单车依然是日本人重要的交通工

具，这就是日本传统文化在科技迅速转变中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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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动 

在寄宿家庭中，我们发现了书道和茶道的文化仍然被保留下来。 

  

先谈书道，其实中国书法传入日本对其书道的影响，的确

如深不见底的洋流一般带动着日本书道的波澜。江户时代因为

江户幕府实施锁国政策，僧侣以外的人员禁止渡航中国，中国

船只透过唯一的贸易港口长崎捎入各种的贸易品，造成「江户

唐样」的流行。致使中国书迹输入日本又在历史上形成一波高

峰，主要收藏品是明清的书画。最旧的现有的书法家文本在日

本是题字在光晕 Bhaisajyaguru  雕像寺庙。仔细留意他们的书

法，不难发现其实他们的写法跟中国的草书类近。  (见右图) 

 

 

 

日本为了保留书道这种传统文化，书法被纳入小学的教育系统。 在高中，书法、音乐、绘画是中学生

可选的艺术课程。有些大学，例如筑波大学，东京 Gakugei 大学、福冈 Kyoiku 大学等，设有书法家研

究的特别部门，让日本的青少年有机会接触到书道及其相关文化。在寄宿家庭中，我们在玄关、客厅

等地均发现有挂墙的书法作品，经询问后才知道当中大部份是他们亲手写的，这见证着日本在保留书

道这种文化方面十分成功。 

 

  

其次，茶艺的文化亦得到保存。茶道的历史，其实与中国也颇有渊缘。留学僧南浦绍明在宋朝

时来到中国，将径山茶宴带回日本，成为日本茶道的起源。18 世纪江户时代中期，国学大师山冈俊明

编纂的《类聚名物考》第 4 卷中记载：「茶宴之起，正元年中（1259年），驻前国崇福寺 山南浦绍

明，入唐时宋世也，到径山寺谒虚堂，而传其法而皈。」中国径山茶宴进入日本之后，日本很快就发

展出自己的风格与流派。最著名的是千宗旦（千利休之孙）之子所创设的三个流派：表千家流的不审

庵、里千家流的今日庵以及武者小路千家流的官休庵，合称三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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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83%E5%AE%97%E6%97%A6&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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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1%A8%E5%8D%83%E5%AE%B6%E6%B5%8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3%8F%E5%8D%83%E5%AE%B6%E6%B5%8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D%A6%E8%80%85%E5%B0%8F%E8%B7%AF%E5%8D%83%E5%AE%B6%E6%B5%8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89%E5%8D%83%E5%AE%B6&action=edit&redlink=1


 

 

在寄宿家庭里，当地的日本人教授了我们一些有关茶道的知识，茶艺是在日本一种仪式化的、

为客人奉茶之事。原称为「茶汤」。日本茶道和其它东亚茶仪式一样，都是一种以品茶为主而发展出

来的特殊文化，但内容和形式则有别。茶道历史可以追溯到 13 世纪，最初是僧侣用茶来集中自己的

思想，来接引学人，转化至今才成为分享茶食的仪式。 

 

现在的日本茶道分为抹茶道与煎茶道两种，但茶道一词所指的是较早发展出来的抹茶道。现代

的茶道，由主人准备茶与点心（和菓子）招待客人，而主人与客人都按照固定的规矩与步骤行事。除

了饮食之外，茶道的精神还延伸到茶室内外的布置、品鉴茶室的书画布置、庭园的园艺及饮茶的陶器

都是茶道的重点。 

 

在与寄宿家庭分享茶食之际，我们发现原来大部分的日本人，尤其是女性，都对茶道有一定了

解，而相关对待客人的做法及礼仪，由以往流传至今，仍然能承传下去，可谓文化活动传承方面的一

大成功。 

 

 

在文化活动方面，不难发现日本学生有很多「部活」(即课外活动) 的选择，在日本的学校里，基

本上每一位学生均须参与一种课外活动。在芸芸「部活」中，不少为文化方面的活动，有如剑道﹑茶

道 (又称华道) 等富日本文化特色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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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我们每人在各自的寄宿家庭都发现不同日本文化的转变和延续。我们更发现，原来现实的日本居

所和我们所想象，所估计的有不同 ，而有一些事，我们从来没试过，有一些物，我们从来没看过，可

以亲身尝试，叫我们印象非常深刻。 

虽然这个旅程只是短短九天，但我们在这九天中学到的，却是终生受用，我们遇见的，仍历历在

目，我们认识的新朋友，会一直保持联络，我们感受过的，会一直放在心底，永远记着。我们在这九

天中，得到了经验，得到了知识，还得到了可贵友谊。我们对这个旅程依依不舍，希望能够再到日

本，再次体验。 

 

‘We are JENESYS’ 
 
回忆当天，微笑想见 
盼望你同我一天把手牵 
从不相识，怎再度笑声 
笑着说我只想跟你共舞 
你在我眼里是完美 
这是我们心中最美好回忆 
我一定 我一定 绝对不会忘记 
JENESYS We’re the brightest star 
We will rock till the end of world 
We’ve gone through all those ups and downs 
We will never lose our hope. 
 
We are JENESYS 
We’ve been together 
No matter there are obstacles 
We face them hand in hand 
We are JENESYS 
Will last forever 
Let’s tell the world that we are leg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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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罗弋东 - 观塘玛利诺书院 

 

首先，我很高兴能够成为是次计划是其中一名学生代表，能亲身到访日本体验日本文

化，我感到无比的荣幸。九天的行程，在不知不觉间过去了，而我们亦不知不觉间获益良

多。从一 始跟组员们素不相识，直至现在的依依不舍，还有一切一切他们留给我的回忆，

实教我毕生难忘。 

 

其中日本文化活动最令我雀跃。在学校探访、甚至寄宿家庭里，都提高了我对文化活动

如剑道、书道、茶道等的认识，我自己更有幸能亲身参与一节剑道课，体会尤其深刻。 

 

此外，在寄宿家庭的经验亦非常刻骨铭心，这是我第一次到外地家庭寄宿，在出发之

前，心情无疑有点紧张和兴奋。起初还很不习惯，毕竟大家的语言有所不同，沟通自然有困

难之处，但及后自己才发现，只要你主动﹑自发地跟人沟通，抱着一颗热切的心，语言上的

距离也可被拉近。 

 

总括而言，这短短九天的旅程带给我无比深刻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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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美慧 - 李求恩纪念中学 

 

这次日本之行，可谓获益良多。我们到访日本的高中和大学交流，深深体验到日本人招

待我们的热情。 

 

我虽然不擅长日语，而他们也不太擅长用英语沟通，但他们依然主动地与我聊天，甚至

在我们一起上家政课的时候，不断地重复教导我，而他们总是脸露笑容，和蔼可亲的。其

次，我初次体验剑道的好玩之处，让我认识到日本学校除了注重学生的学术成绩之外，也相

当注重学生的文化素养和体育发展。在这九天的交流当中，日本人给我的感觉是亲切而和谐

的。更重要的是，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人与人的相处之道。 

    

最后，这九天与组员们的沟通和相处，感受到友情的温暖。正正是没有家人在旁可以依

赖，令到这九位朋友对我的价值和影响就更是十分重大。我们就好像一家人般，无分你我，

需要时帮助，弹结他时唱歌，想念家人时共同想念，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力量，所以与他们

一起是我最大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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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翠遥 - 循道中学 

 

经过这九天和组员的相处， 我们互相认识了许多。 从一 始陌生的感觉到现在无所不

谈，建立了一段友谊。在日本的旅途中，大家互相扶持。懂得日文的就忙着为组员翻译，了

解日本文化的就详细解释有什么事情应做或不应做，为 9 天美满的旅程奠下基础。 

令我感受最深的莫过于在寄宿家庭渡过的 2 日 1 夜，寄宿家庭的爸爸妈妈都十分照料

我， 不论是日程还是饮食都给我合适的安排。 到回港翌日，我便急不及待写邮件给他们，我

深信我和寄宿家庭的友谊会一直维系。 

 

 

连日南 - 彩虹村天主教英文中学 

 

在这次交流团中令我最深刻的体验是在熊本和东京的中学体验课。其中以柔道和家政堂

令我印象特别深刻，在短短的半小时中，我和日本的学生交流了许多自己的文化和生活习

性。虽然我们所用的语言不同，成为了我们小小的障碍，但我们依然尽力以身体语言来表达

自己的意思。 

 

另外，我想多谢我的组员。在这九天的旅程中，有赖大家的互相扶持，守望相助，令这

旅程更有意义。纵然这次日本之旅已经结束，但我仍然会继续与日本的寄宿家庭和组员们保

持通讯，以维系大家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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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伊琳 - 拔萃女书院 

首先，我很荣幸可以成为本次访日团的其中一位学生代表，令我有机会拓阔视野，感受

不一样的交流计划。 

在这九天的旅程中，我最欣赏日本人待人接物的态度。从民宿和手帕蓝染的体验，我们

看到了日本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很有礼貌、尊敬他人与耐心地待人。这是非常值得我们香港

以至于全世界好好学习的。因此，相信我们一定可以透过「心连心」这个这么好的平台，与

日本的学生建立长久的友谊。 

更重要的是，我们四十六位学生、四十六所学校、四十六种性格、四十六种才能，所组

成的一个团体 JENESYS，在这九天的沟通与相处如同认识了九年的好朋友。我深信在以后的

成长道路上一定会互相扶持、互相帮助，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最后，我衷心感谢日本政府的邀请、财团法人日中友好会馆的细心安排、香港教育局的

鼎力支持与老师领队们的贴心照顾。谢谢！ 

 

黄润田 - 圣匠中学 

 

首先，能参与此计划使我感到无比荣幸！自幼便对各地文化充满好奇，尤其日本，日常

毋论衣食住行都受该国不少影响。能亲自一探日本之奇妙以及进行文化交流，一切一切都托

本计划－JENESYS 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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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程虽只有九天，但对个人之影响恐怕是九个九年亦不能磨灭。日本人守时认真的处世

态度以及辛劳勤勉、日式幽默等，在行程中确实体验了不少，各式各样崭新事物的确使我深

获裨益。 

  其中，「有礼」使人最深刻难忘。课堂上众人席地而坐，惟我及一位香港同伙例外；用

膳时寄宿家庭让我和同伙先「起筷」，各种以礼待客之举实在让我有不少反思。     「人无礼

不立，事无礼不成」，常道中国为礼仪之邦，但反观现今香港，礼仪于日常已「买少见

少」。日本礼节规范与中国不同，但给人的感觉、带出的思想却是不谋而合。日本的礼能延

续至今，且其能使身为宾客的我感到无尽窝心、宾至如归。若身为中国人却不使「礼」此等

美德继续传承，实在不象话。 

  计划得以功德圆满，各方努力必不可少。从策划到事成必然经过各方不间断、不计其数

的付出，包括两地政府、日中友好会馆、香港教育局、两地多间学校等等各个机构的协助。

在此，对于各方我真的非谢不可！ 

  今后，今天的各人将各奔前程，但定能怀抱同一份回忆，藉此一同向前迈进。经历是次

旅程，我必谨记友情之可贵、师长之勉励，以及寄宿家庭传授的精神、托付的任务，为美好

社会的建立、无分国界的和平尽一份绵力。 

林宛侗 – 五旬节林汉光中学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像 JENESYS 般的交流团，未试过冲出香港。可能就正正如此，这次

经历，我相信我会毕生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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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九天中，我得到的多得似是数不尽。我不懂日语，所以我要跟贴组员，好让遇到语言

不通的情况，大家能够互相协助。我们到过不同地方，到高中交流亦叫我非常难忘。虽然我

们与当地高中生交流的时间不多，有时还少得只能用笑容沟通，但我却能感受到他们的热

情。我认为这样认识的朋友很是特别，我亦会好好珍惜。 

 

最令我难忘的，相信就是去寄宿家庭留宿。我和接待我的家庭有语言不通的问题，但我

们用尽方法，用笔或身体语言沟通，非常特别和有趣。我仍记得当大家尽了力，尝试表达，

最后对方明白了时的快乐。有时亦因为这样，制造出不同「笑料」，叫我们捧腹大笑。 

 

除了在日本得到了很多，我在香港同样得到很多，而且那些会一直保存，那就是我跟我

的组员的那份友谊。仍记得第一次聚会时，每个组员都是较为静，因为我们都来自不同学

校，互不相识。但由于我们在出发到日本前，需要参与不同彩排和练习，我们每个周末总会

聚一聚，友谊就在那时 始建立。相处的时间久了，对大家的认识多了，大家变得熟络，不

再是只闲聊几句。在那九天，每刻，我们都走在一起，我们就是带着相机，走几步便会拍一

张照，再走几步又是另一张。我由害怕镜头，变成追着相机跑。我相信，我们的友谊会一直

跑下去。还有很多很 多张照等着我们拍下。 

最后，我要感谢日本和香港政府，感谢他们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和体验。我更要感

谢所有为这个旅程预备的人，无论是策划还是领队，都为我们这四十六个香港学生预备了很

多很多，叫我们得到了很多很多。 

 

陈嘉浚 - 廖宝珊纪念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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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九天的交流团旅程，我与一班来自全港不同中学的学生建立了一份永恒的友谊。在

前往日本之前的日子，我们每个星期六都有集会。集会中我们为表演进行了多次的彩排，我

们的友谊就在这些集会中已经建立了。 

 

乘搭飞机前往日本当天，我们都十分兴奋和紧张。到达日本后更加急不及待要到处拍照

留念，现在我仍然记得与一班组员在街道上疯狂拍照的情形。 

 

除了一般的观光活动外，我们还到访东京及熊本的高中与日本高中生交流。经过两次到

访日本高中的活动后，我真有冲动到日本留学!他们的校舍十分大，而且科目方面亦十分多元

化。另外，他们亦十分注重课外活动，好让平日读书的压力释放一下。 

 

另外，homestay 这项活动是令我最印象深刻的。一 始知道自己能够与另外一位组员到

寄宿家庭住宿一晚时真有莫名的兴奋。虽然我能够以日本语来沟通，但始终人生路不熟，有

一位相熟的人照应一下就最好不过了。但是，寄宿家庭比我想象中友善得多，我在那里都感

到有家庭温暖。在 homestay 的一天中，我完全能够感受到日本人的好客之道。 

 

在这九天里最重要的是，经过这一连串的活动，我认识了翻译员的工作，而且我更建立

了要成为翻译员的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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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希望感谢日中友好会馆为我们准备了一个美好的行程﹔感谢随团的翻译员，为

我们解释了很多事情﹔感谢教育局连同日方安排是次活动﹔感谢四位老师和同学们，我很高

兴可以认识你们。 

 

 

范瀞云      圣母无玷圣心书院 

今次能够在日本的家庭寄宿一晚，绝对是一个既难得又难忘的体验，我亦获益良多。虽

然只是跟日本家庭相处了仅仅一天，我已能从他们学习到不少，特别是他们以礼待人的态

度；还记得当晚我们聊至夜深，大家都疲态尽显，但我们都还未洗澡的情况下，他们仍让我

先去洗澡，并没有一声怨言。另外由于我寄宿家庭的屋子，是非常传统的和式建筑，令我见

识到日本的建筑特色及有助我能够完成这次的专题研习。最后，我想在此感谢我组所有组员

在是次旅程为我缔造了一个美好的回忆及大家为专题研习付出的努力。 

 

连绮珊 - 蓝田圣保禄中学 
  

 21 世纪东亚青少年大交流计划让我体验了许多，许多的「第一次」－ 

  第一次作为香港的代表到境外交流：在芸芸的中五学生中，我感到非常荣幸可以被选为

交流团的学生代表成员之一，并到日本与当地的学生交流。与四位导师以及其余四十五位学

生代表成员，带了许多具香港特色的纪念品和徽章，以促进中国与日本文化的交流。肩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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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止是一件件的纪念品，而是香港的形象，让我心中感到非常荣耀，能把香港的文化带到

日本。 

  第一次进行语言不通的交流：在九天的交流团前，虽然也作了不少日语及日本文的准

备，但都只是基本的日常对话，而日本的学生也不大会说普通话。然而，在这样语言不通的

交流中，除了可以用英语外，我发觉其实肢体语言也非常奏效：我还记得我和数字日本同学

一起上烹饪课，他们把程序做一次，我们再学－一切都变得非常简单，也没有误会，让我感

受到大家即使语言不通，但在某程度上，我们有了共同语言。 

  第一次独自到寄宿家庭生活一天：在九天的行程中，让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必定是寄宿

的一天。虽然时间短暂，但感觉却是最难忘的。还记得刚看到大渊夫妇时，我的心情战战兢

兢，不知道未来的一天是会怎样过，但当我到达家中，接踵而来的是一个又一个的惊喜、一

丝又一丝的幸福感觉。我们到了一个娱乐中心，与大渊一家尝试了许多游戏、运动；又去了

吃地道的回转寿司，尝到了具日本特色的茶碗蒸；更到了水前寺公园，在水前寺里祈求了友

谊永固的愿羔－这一切一切让我在离别时感到特别难过。当然，这个日本的家也让我深明离

别也是再见的 始。 

  第一次与四十五位团友结下深厚的友谊：在其它活动中，虽然参与的人很多，很难与所

有人都能变成好朋友。不过，在这个计划中，九天的旅程，加上早前的课堂、练习，让我们

四十六个来自不同中学的学生，变成了好朋友、好知已。特别是我组的其余九位成员，我们

不改我们活泼可爱的性格，直至现在或未来，我们也一定会互相联络，谱出我们的友谊之

歌。 

  最后，我衷心感谢日中友好会馆和香港教育局为我的中五生涯中添上了许多的「第一

次」。 

 28



 

 

 

资料来源 

衣：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B%E9%A7%8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2%8C%E6%9C%8D 

食： 

http://zh.wikipedia.org/zh-hant/%E6%97%A5%E6%9C%AC%E6%96%99%E7%90%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7%B7%E7%9F%B3%E6%96%99%E7%90%86 

住： 

http://blog.yahoo.com/way2grow/articles/49201 

http://b5.kanzhongguo.com/news/11/10/17/425411.html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2%AC%E7%87%B5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10610281445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0%81%E5%BB%BA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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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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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美慧 - 李求恩纪念中学
	范瀞云      圣母无玷圣心书院
	今次能够在日本的家庭寄宿一晚，绝对是一个既难得又难忘的体验，我亦获益良多。虽然只是跟日本家庭相处了仅仅一天，我已能从他们学习到不少，特别是他们以礼待人的态度；还记得当晚我们聊至夜深，大家都疲态尽显，但我们都还未洗澡的情况下，他们仍让我先去洗澡，并没有一声怨言。另外由于我寄宿家庭的屋子，是非常传统的和式建筑，令我见识到日本的建筑特色及有助我能够完成这次的专题研习。最后，我想在此感谢我组所有组员在是次旅程为我缔造了一个美好的回忆及大家为专题研习付出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