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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可见家庭是组成

国家的基本单位。日本是一个庄严的国度，有其独特的文化及民族性。因着歴

史的因素，中国与日本有不可割裂的「纽带」。作为近邻，我们实应了解更多

日本的文化。因此，我们希望藉这次难得的日本寄宿机会，窥探这个国家的组

成单位—家庭的内涵。 

        组织一个和谐家庭不能单靠个别成员的努力，成员之间的互相关爱更为重

要。传统的日本家庭由一幢和式小舍包围，虽仅仅两层，居住的人却在生活中

扮演不同的角色，家庭中夫妻、父母、子女、长辈以至邻居，都有一定相处态

度和教育的方式。 

        我们一组到访了六个寄宿家庭，并就各个寄宿家庭的特点作出探究，寄望

能从外至内、关系与态度等多角度来展现日本的家庭文化。 

        日本人夫妇二人的角色如何定位？他们是如何对待及教育子女，使他们成

为彬彬有礼之士、尊敬长辈之人? 与邻里间的关系是怎样？从他们的家居摆设

又可看到日本家庭的哪些特色？ 透过这次与日本寄宿家庭的相处，我们亲身体

验到日本家庭文化的各种特点。我们将根据自身的观察及不同的资料来源，探

讨日本家庭文化在各个领域的特色。 

 

 

 

 

 

 

 

 

 



日本夫妻角色 

陈玉婷 乐善堂顾超文中学 

    一个家庭的建构始于一对夫妻，而在日本这个异国里，夫妇之间又是扮演

着怎样的角色呢？ 

一、男尊女卑 

    在中国社会，自古至今也存在男尊女卑的家庭观念。而在日本的家庭文化

中，夫妻同样有着这种不同的地位。男尊女卑意指男性在其生活圈内比女性有

较大的决策权，而女性则被轻视及只拥有较卑微的地位。 

    日本在 12 世纪幕府时代起，由于男性拥有较大劳动力，并能创造财富，成

为家庭的经济来源，故在家庭中确立了主导的地位。再者，日本的政治权谋主

要亦多倚重男性。在整个社会大气候的各种因素下，女性的社会地位显著低

下，故此促成妻子于家庭的地位亦较卑微。例如，寄宿家庭内的男主人喜好饮

酒，虽然女主人明白这习惯不利健康，但基于自身的影响力低微亦不敢阻止。 

ニ、男主外、女主外與內 

    根据日本传统，夫妻的家庭工作分配与中国社会大致相同。丈夫的主要责

任是外出工作，为家庭的经济支柱，而妻子则留于家内照料儿女或打理家务。

这是基于男性的劳动力

较女性强。但今天的日

本家庭工作分配已起了

一些变化。男性依旧以

外出工作为己任，然而

女性却同时兼顾家庭琐

务及在外工作。在我所

处的寄宿家庭，女主人

既于补习社工作，同时

亦负责打点家事，并无

聘请工人或钟点处理家

务。 

    现时，社会上的工

作机会日增，而且工种

繁多，非单单靠体力劳动。而

且日本的普及教育令女性大多拥有一定的知识水平，见识增广，故此衍生出独

立自主的思维，配以不同工种的选择，令家庭中的女性不再盲目依循传统。但

我与寄宿家庭以及宿友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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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获得经济独立后，使日本近年的出生率下跌。据日本政府的统计，２００

３年日本人口出生率降至历史新低，平均每位女性一生中只生育１．２９个孩

子，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三、意识独立 

    现代日本家庭主妇拥有个人独立思考，而非依赖丈夫或单以丈夫作为生活

的轴心。在多元化发展的日本，妇人在闲余时有许多可供选择的活动或兴趣。

在不同的大城小镇内均设有各种社会设施，比如于熊本县的荒尾市便设有市博

物馆、图书馆等设备。妇女不再是只留于家中持家育儿、等待丈夫下班回家，

而是根据个人兴趣善用时间。据寄宿家庭的主人家透露及个人观察，他们夫妻

两人都有自己喜好，男主人在空闲时间与朋友饮酒聊天，女主人则会参与县内

的文化祭等活动。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香港和日本家庭内夫妇的角色定位大致相约。 

  

 

 

 

 

 

女主人带我们到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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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家长对子女的态度 

朱皓楠  天主教慈幼会伍少梅中学 

         在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至十七日期间，我在 JENESYS 的安排下到了佐藤

家作客。在这两日一夜中，我透过与佐藤家之间的闲谈和观察，从中得以了解

日本现代家庭家长对子女的态度。以下我将略述传统至现代日本家庭家长对子

女的态度的转变、因素及所造成的影响。 

传统日本家长对子女的态度: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是一个保守的国家，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导

致出现父权极强的直系家庭。父母大多严格要求子女服从，拒绝聆听子女的意

见，他们对子女有期望，要求严格，这种对待子女的态度为专制型的管教模

式。例如: 父母拥有强烈的子承父业思想，长子必须继承家业，幼子成年后需到

外地另谋生路，即使子女万般不愿意，父母大多不愿作出让步及漠视子女的诉

求。从表面上看来，日本家庭的家长权威性很强，但子女对家长的依赖也随之

增强，家庭的独立性及子女的自主性甚弱。 

         然而，传统日本父母对待子女的态度并不是光有负面影响。严厉的对待产

生了相当的逆向激励，子女

为了得到父母的认同而不断

努力达到父母对自身的期

望，从而在长时间内保持了

日本家庭的实力。例如: 直到

目前为止，世界上历史悠久

的家族企业，日本占最多。

而且，子承父业的思想使日

本各种传统文化得以传承，

如柔道、剑道、茶道、神社

乃至一些具有日本特色的手

工艺制作。由此可见，传统

日本家庭家长对待子女的态

度亦为日本带来了一些正面

的影响。 
佐藤夫妇带我们到神社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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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日本家庭家长对子女的态度: 

          

         随着近年西方文化的传入及日本人自身对家庭文化的批判性反思，父母对

子女的态度亦有所转变。父母开始重视子女的需求和表现，尊重他们的意愿及

愿意聆听子女的意见。相对于传统对子女的态度，除了单纯的期望以外更加增

添了一份对子女关爱的的态度。就以佐藤家为例，佐藤夫妇育有两位儿子，但

大儿子已经搬出去独自一人居住，而二儿子也独自出国留学了。按照传统的家

庭惯例，子女必须继承父亲的事业并且没有半点反对的声音，但是，佐藤夫妇

尊重子女的决定，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去选择前途。这种对子女的态度使子

女在民主开放的管教下变得较独立、自主，减少了对家庭不必要的依赖。 

        在与佐藤家的相处当中，我至今仍然对那天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佐藤家

的大儿子是个摇滚乐队组合的鼓手，在初次见面的当晚，他们邀请我和另一个

组员去观赏他大儿子的小型演唱会。出乎意料的是，演唱会于只有约一个课室

大小的空间举行，而所演奏的更是令人震耳欲聋的「死亡金属」音乐，我们在

演唱会结束后更出现耳鸣不适的情况。然而，佐藤夫妇可以说是「丝毫无

损」，不但如此，他们支持及鼓励儿子，这种关怀子女的态度真是令我甚为佩

服。 

         除此之外，佐藤

家对子女的态度也较为

宽松开放。二儿子十分

喜欢周游列国，为此佐

藤夫妇每年都带着儿子

到全世界不同的地方旅

游。现在，更将儿子送

到外国读书助他圆梦。

同时，他们也利用互联

网和电话保持着充分的

沟通。儿子感到被爱和

认同之余又不会觉得被

规管得太严，有机会充

分发挥才能的同时也能

够聆听父母的意见。 
我與佐藤夫婦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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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括而言，我在佐藤家中，看到了因为时代的转变而导致日本家庭家长对

子女态度的转变。佐藤家对子女的态度所体现出的日本家庭文化值得我们去学

习，而当中所蕴含父母对子女的爱更是在不言之中传递。一日一夜的相处对我

来说实在太短了，有幸的话希望我能够再次在同一片天空下与佐藤家再会！ 

 

不知何时有机会再到访佐藤一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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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家庭教育 

夏晓盈  圣公会林护纪念中学 

        在这次交流团中，我有幸获安排于泉氏一家留宿。因泉太太的丈夫于上海

留学，我到访时她正独自照顾八岁的女儿世理菜 (Serina) 以及四岁的儿子阳日 

(Haruhi)。与泉家的亲身接触使我深深感受到日本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成功。 

        近年不少香港家长过份保护子女，令「港孩」欠自理能力，洗发、吃饭亦

需家佣服侍。舆论归咎中产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态以及独生子女的涌现。然而在

「少子化」问题严峻的日本，我却观察到优秀的家庭教育。 

        日本人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大部份女性在生育后便成为全职母亲，希望为

子女提供最好的家庭教育。据大庆师范学院的一份论文(参考资料一)，日本社

会认为「儿童第一、教育第一」，十分关注家庭教育。政府亦有相关政策支

持，如为全职照顾儿童的母亲提供津贴。该论文亦指出日本家庭教育尤为重视

子女的自立能力与人格培育，普遍会要求子女参与家务，向子女灌输「不要给

别人添麻烦」的思想。 

        我在寄宿中便感受到日本家庭对子女的自立教育之成功。尽管泉家的经济

环境不俗，但世理菜绝不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小公主，反而是母亲面对繁

重家务时的最大帮手。在寄宿首晚，泉太太邀请了几位好友在家中举行圣诞派

对，并准备了日式火锅 (Shabu Shabu)。由于食材丰富，当我与宿友提着沉重的

行李袋时，不禁担心泉太太如何能独自把食材拿到位于四楼的寓所。岂料世理

菜竟自动自觉提起数袋食物，并带领我们与弟弟回到寓所安顿。当泉太太在厨

房准备食材，世理菜便负责把餐具放在桌上。世理菜对这些工作十分熟练，显

然她从小已习惯协助母亲做家

务。而四岁的阳日虽然未有能

力协助家务，但吃饭时也懂自

理，不需母亲照顾。两位小朋

友的独立令我感到意外。在香

港，我一向认为八岁与四岁的

小孩子在用餐时不大吵大闹便

算很好了，但看到泉家的例子

就可知其实不然。日本家庭培

养子女参与家务，从而训练他

们自立自理的能力。 

桌上的碗筷和酱料都是世理菜所摆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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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说世理菜协助家务使我颇为意外，那么她对弟弟的照顾则使我对日本家

庭的自立教育感到惊叹。年纪小小的世理菜，在母亲的教育下已担起了照顾幼

弟的角色。到访泉氏寓所的车程颇长，途中我们在设有停车场的便利店稍停，

世理菜便带领弟弟到便利店。泉太太向我们解释原来世理菜是带口渴的小弟买

饮料。换在香港，父母大概不会放心让八岁的女儿照顾幼弟，然而泉太太却一

点也不担心。从此事便可见日本家庭积极鼓励并给予机会让子女自立，不单是

照顾自己，更是照顾较年幼的弟妹。更甚者，在我们享用日式火锅时，由于座

位不够，年幼的阳日便坐在客厅。世理菜细心地夹餸菜进一个小碗，再给予幼

弟。想不到一个八岁的小孩子也能自动自觉地作出照顾关怀幼弟的举动！在泉

太太的教育和鼓励下，世理菜已学懂照顾自己乃至幼弟，可见日本家庭对子女

的自立是何等珍视与极力裁培。 

         

         除此以外，日

本人礼貌周到的性

格可说是举世知

名。受儒家文化影

响，他们视「礼」

为极重要的品德，

而培育这种传统之

地就是家庭。我在

集合地点刚与泉氏

一家见面时，泉太

太先与我及宿友互

相介绍，然后她要

子女与我们打招

呼。世理菜显得害

羞内向，但也遵从

母亲的指示。泉太太除了以言语教导子女待人有礼外，也以身作则。尤记得每

次用餐时世理菜协助母亲摆放及收拾餐具，泉太太都会报以一声「Arigatou」

(多谢)以及一个微笑。在家庭中耳濡目染，两位小朋友无论是对家人、朋友和

客人都很有礼貌。由此可见，日本家庭着重对子女礼仪上的教育，推而广之，

使日本人成为世上最有礼的民族。 

我与泉家的两位小朋友。 

         

         

        在寄宿家庭体会到日本的家庭教育，唤起我对「港孩」现象的反思。当日

本的八岁小孩能为幼弟准备食物，香港的八岁小孩可能还饭来张口；当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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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能以礼待人，香港的小孩却不懂道谢或道歉…… 我认为香港父母实应学习

日本的家庭教育，让香港小孩也有学习自立自理的机会。 

 

 

 

左起: 宿友吴诗琳、泉太太、阳日、我以及世理菜。 

 

 

 

 

 

 

 

 

 

 

 

 

 

 

 

 

 

 

日本人尊敬长辈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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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碧琪  中华传道会安柱中学 

         我的寄宿家庭成员除了双亲、一个已读大学的哥哥及一个与我同龄的女儿

之外，还有一位嫲嫲。这让我感到一点惊讶，原因是在小家庭的风气之下，香

港很少家庭会有三代人同住。不过，这个寄宿家庭告诉了我，日本人对于老人

的尊重。 

        日本的家庭是父权家长制，家长权受法律保护。家庭中的权威首先是家

长，其次是父亲，再次是丈夫。这种权威被视作为儒教所说的“天”，父与“天”

同样绝对和神圣，因此要绝对服从。家庭成员与家长的关系是权威与恭顺的关

系，一方只行使权力，另一方必须承担义务。所以，「尊重长辈」一词是很多

日本人心中的格言，更是习惯，所以从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都可以看出

他们对长辈的尊敬。 

        在饮食方面，在日本，如果长辈并未在饭桌旁坐下来，后辈是不会先坐下

来的；就算长辈坐下来了，年轻的都要在长辈出声后才会就坐；开始进食时，

年轻的人也要在长辈开始进餐后才会进食。 

         特别在饮酒方面，为长辈斟酒、以及劝酒，都是日本饮酒文化中的礼仪之

一。举例来说，当长辈的酒杯已成空觥时，后辈立即轻声询问──「再喝一杯

如何？」，称之为劝酒，此乃源自日本所谓的「独饮闷酒多寂寥」之概念。 

 

  

 

        在住屋方面，其实日本的

子女（特别是男子）成婚之后

大多会选择不与父母同住。引致这

个风气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子女跟

家里的关系都不会很好，因为日本

家庭已转型为核心家庭，父亲又多

因工作而令与子女相处的时间减

少，而且近年女性意识提升，职业女性愈来愈多，大部份的时间小孩子都是跟

我有份「打造」的荞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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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或电玩混在一起，这种情况让家族的关系变得愈来愈疏远；二是成婚男生

跟家里太亲近会令外人认为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而成婚女子多与夫家同住，

所以，日本子女成婚后多会搬出来住。 

        不过，由于近年独居老人和失踪老人问题严重，在日本开始流行一种说法

─就是「一碗汤的温度」，其实是指子女如果要与父母分开住，两者的住处距

离不要太远，要即使把一碗汤送到父母家，那汤的温度仍需是热的；而两者距

离最远也只可以是「一柱香的距离」，即是要从子女家走到父母家也只可以用

一柱香的时间。从这可见，日本人即使成婚后也都十分注意对自己年长父母的

照顾。 

        在家务方面，日本的长辈如果已有媳妇，所有家务都会由媳妇负责，媳妇

是不会要求长辈帮忙，而且要听命和尊重长辈。 

        在工作方面，日本家庭大多认为老人仍有工作能力，而这亦是日本人对长

者的尊重之原因之一。大多数日本老人仍会工作，为家庭和社会出一分力，家

人亦会非常支持。另外，在 2006 年日本施行《高龄者雇佣安定法》，新法规保

证有工作意愿与能力的人员可被雇用到 65 岁。许多日本企业非常支持这部法

规，因为他们希望留用有经验的老人。  

        在娱乐方面，日本老人在家内家外

都有不少玩乐，在家中与家人共聚天

伦、逗逗孙子；在家外下棋、泡温泉、

看电影…… 

        在交通方面，日本的地铁设有老人

特等席，优先给予长者坐，而年轻乘客

宁可站立不坐，也要空出座位。年轻人

的举动，让人感受日本社会对年长人的

尊重已成普遍共识。 
寄宿家庭中的小狗。 

 

         

         

 

        在节日方面，每年 9 月 15 日，是日本的敬老节。在那天，祝福老人的标

语、横幅随处可见；商店里有专为老人而设的特价衣服；食店里也有专为老年

人特制的食品。活动包括为老人体检、整理修缮房屋、敬赠纪念品及组织慰

问，而不少男女都会特地在这天抽空回老家探望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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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以上可见日本人对于老人的尊敬，我们香港人要向日本人学习，好

好的对待我们的老人家。 

 

 

 

 

 

 

 

 我與寄宿家庭的合照。 

 

 

 

 

 

 

 

 

 

日本人的邻里关系 

李嘉雄  圣公会圣马利亚堂莫庆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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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邻里关系究竟是如何建构的？简单来说可以是自身在特定的一个居住范围

内和邻近的住民进行沟通、交流，进一步形成的互信

关系。 

        若然要理解彼此之间的邻里关系，就首先要了

解到房屋的形态以及分布。有别于香港，日本房屋

的形态以及构造主要是从她特有的文化衍生出来

的。在日本，房屋以和式的独立房子居多，有上下

两层不等。房屋分布的规划则是随着每一区的建设

而编组，所以每一个住在和式家居的日本人极有机

会地和另外的一家人「门当户对」，可以说除了家

人以外，邻居就是他们常常接触得到、互相传递友

好的群体。而这一种的形式和生活关系，往往能促

进彼此之间的关系，例如每日早上浇花的时候，隔

着篱笆，互相见到彼此的时候，总会点头问好，以

微笑作响应，接着，他们一天的生活就随此而展 
开。每当彼此之间有甚么困难或喜悦的事情发生的 寄宿家庭松永先生邻居的小狗，听

说小狗的主人是一个寺庙的主持，

见到松永先生就闲聊了几句。 

时候，他们会互相分享，亦会主动地帮助邻居解决 
困难，或将他们刚试做好的菜拿给另一家人尝尝， 
如此的互惠互利建构出的不单止是友谊，而是整个 
社群的团结与信任，这就是日本的邻里关系。 

        就拿我这一次到日本熊本县作寄宿家庭的松永先生作例子吧！他们一家人

第一日迎接宿友与我到他们的家的时候，我还以为是直接到他们家吃晚饭，怎

料他们原来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惊喜－到一个会场作圣诞庆祝会! 庆祝会期间，

突然有几位中年男士与松永先生攀谈起来，闲话家常，加上圣诞的欢腾气氛，

他们谈得十分起劲。到整个的活动就要结束、我们将要离开的时候，突然又有

一个就读高校三年级的女孩子和松永先生说起话来，原来那个女孩是松永先生

的邻居，一直得到他的指导而获益良多，那次来圣诞庆祝会是特意向松永先生

道谢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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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张的照

片里面是我

们快要离开

寄宿家庭之

时，有数字

松永先生工

作上的同事

兼邻居好友

来他家为我

们表演传统

日本武士

刀，他们从

松永先生那

里得悉到有

几位从香港来

交流的学生到他家寄宿，当松永先生请求他们作表演时，立即义不容辞答应

了，为我们临走前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更加深对日本传统武士刀文化的了

解。 

日本传统武士刀的表演。 

  由种种的事例就可以看出，日本人的邻里关系是非常亲密和守望相助的。 

 

 这是松永先生(前排右三)与友人、另一寄宿家庭小山家、以及四位

JENESYS 的同学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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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家居 

王彦乐  荃湾官立中学 

日本家居格局: 

在日本，最常见的传统独立双层住宅一般毗连小庭院。这样的房屋于香港这人

烟稠密的弹丸之地可算得上是豪宅了。 

 

 

我的寄宿家庭小山一家的住所。 

 

 

 

 

 

 

日本传统家居设有玄关，于玄关脱下鞋子后踏

上台阶，经过一条短短的走道后就会进入客

厅。客厅之旁多为厨房和收纳杂物的房间，而

我的寄宿家庭小山家屋内的房间是以传统敞门

隔开的。 

日式家居的傳統敞門。 

住宅上层则为家人作息的睡房。主人家小山夫

妇并没有向我们介绍也没让我们上去参观，可

见日本人注重私隐，并对自己的家庭留有一定

程度的保护意识。 

虽然我没上二楼参观，但一楼已十分宽敞，活

动起来也恣意舒适。房间间隔以敞门分开，使

家居整洁实用之余亦深具传统日本风味。 

 

日本家居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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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冬天寒冷，加上日本人在屋内习惯赤脚和直接坐在地上的关系，为防止热量

流失，传统日本家庭一般设有具饭桌功能的被炉，被炉之旁铺设地毯或榻榻

米，供饭聚围坐时取暖之用。被炉多数置于电视机前，茶余饭后一家人围炉取

暖、看电视或谈天说地，有助增进家人关系。 

反观中国人家庭，就鲜有时常围坐饭桌之旁，比较常见的是一家人齐聚客厅联

谊，但也总不会一天到晚聚在厅中。在日本人家庭中，要于寒冷的冬日取暖，

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到厅中的被炉旁围坐，家人同处的机会由此增加，可见被炉

除了发挥实际功用使人们冰冷的身躯感到温暖外，更重要的是作为家庭团结的

象征，温暖家人之间的关系。 

我于寄宿的晚上当然也有一尝被炉的滋味。饭后与小山夫妇一同坐在被炉旁吃

桔子、看电视，虽然彼此言语不通，但温暖的被炉打破了原本应有的隔阂。可

能是由于被炉供大家同时共同取暖的关系，感觉上大家像于寒冬中同盖被子相

互依靠取暖般，因此关系也亲切起来。若是冷冰冰的客厅、死板的桌椅就难以

达到这功用了。 

这是我与寄宿家庭小山夫妇围坐客厅

被炉之旁的合照。 
日本家庭团结的象征—被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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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被炉外，日本家居的独特摆设亦包括小型神社。传统迷信的日本家庭会于家

中放置小型神社摆设作参拜之用。甫一进屋，小山妈妈带我们参观家居时就特

地向我们介绍了位于柜顶毫不起眼的小神社，若不留神还真不会知道其存在。

这小神社颇受小山家庭的尊重

和重视，可见日本传统家庭对

宗教的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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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右起顺序为小山夫妇的大学生儿子、嫲嫲和爷爷。 

 

客厅中设有暖炉供取暖之用。

 

日式家居的小型神社。 



 

总结 

总括而言，日本的家庭文化深受其传统影响，但于现代亦有不少转变。 

从我们不同角度的分析，可见现代日本家庭的这个特点。首先，在夫妻关

系上，现代日本家庭仍有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但角色定位已不再是「男主

外、女主内」，已婚女性不少均兼顾事业及家务，亦拥有独立意识。其次，在

亲子关系上，虽然现代的日本家长已不再坚持传统中权威性的地位、改以采用

较开放自由的管教方法，但他们仍希望子女能承传日本的传统文化。这可从他

们对子女的教育体会到。除了从小训练子女的自立能力外，他们亦在生活习惯

中教育下一代待人有礼、尊敬长辈等日本传统美德。最后，在居住环境上，日

本家庭拥有亲密的邻里关系。他们多仍居住于双层和式住宅，内有小型神社、

传统敞门以及被炉等设置，可见日本人对其传统宗教的虔诚及他们对家庭团结

的看重。 

        我们认为日本的家庭文化有不少值得香港家庭借鉴的地方。在香港这个繁

华都市，很多人都不知道距自己一墙之遥的邻居姓甚名谁。所谓「远亲不如近

邻」，我们应多走一步，建立守望相助而非冷漠的邻里关系。更甚者，时下不

少人批评「港孩」的社会现象，指香港的新一代在父母过份保护下欠缺自理能

力。但观乎日本的家庭，即能在开放自由的管教模式下，培养出有礼貌、尊敬

长辈的小朋友。香港的家长实应参考日本家庭的教育方针以至手法。 

        诚然，在匆匆一日一夜与六个寄宿家庭的相处，我们对日本家庭文化的观

察及分析不免有以偏概全、见树不见林之弊。在准备这份报告的过程中，我们

对日本的家庭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将来我们能有机会到访更多的日本

家庭，对日本的家庭文化有更深入及全面的理解。 

        这次的日本之旅，使我们获益良多，也在各位团员乃至日本友人之间建立

了真挚的友情，为我们的中学生涯画下最美丽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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