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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日本是世界八大工业国之一，亦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到底这样的一个岛国，有甚么优胜

之处，能使它成为如此强大的国家？相信许多人都会有同样的想法。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别

人说日本人守纪、有礼、民族性强。事实上又是否如此？ 

 

  在二零一四年的二月初，我们以香港代表团的身份，到日本进行考察和交流。我们看到了日

本人的守纪、有礼；看到他们的高科技、低污染；看到他们的民族性、公民素质。我们更有机会

与当地的高中生交流，甚至在他们家中留宿一晚，加深两地文化交流。这亦是在旅程中令我们印

象最深刻的活动。 

 

  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有「东方之珠」的美誉。作为一个国际性城市，香港人的生活融合了

中西方的文化。那么，香港人跟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有甚么不同呢？在这份报告中，我们将从衣、

食、住、行四方面，看看日本与香港的生活的异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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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 
  日本文化在世界各地都带来不同的影响，当中以电影、电视及流行曲（J-POP）的影响力最

大。与此同时，日本的衣着文化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更影响着不少人的衣着

习惯。 

时装杂志 

在日本，時裝雜誌 (ファッション雑誌) 的種類繁多，大多都是以月刊形式發行的，幾乎

在每間便利店都有售賣，種類也比較齊全。杂志内容主要是围绕当时流行的服饰及饰品、介绍不

同风格的衣着配搭、不同场合的彩妆技巧等。由于内容贴近生活，亦能让读者更容易掌握最新的

潮流信息，所以深受年青人欢迎。 
 

相比日本，香港本地出版的时装杂志实在寥寥可数，大部份的时装杂志都是从日本预订，

经船运或空运送到香港，然后再发售，所以发售日期会较日本的发售日期迟。此外，在香港售卖

时装杂志的地方也不太多，一般在便利店只能找到三至五种的时装杂志。如果要在香港找到更多

种类的时装杂志，则要到专门售卖日本书籍的书店(如东京堂书店、旺角信和中心)。再者，在香

港，购买时装杂志的人也不多。比起阅读时装杂志，大部份香港人都更喜欢在网络上参考一些著

名 blogger 的衣着配搭、学习他们的化妆技巧，或者留意他们所推介的流行服饰，藉此了解当季

的潮流文化。 
 

在日本，大部份的杂志都是以女性衣着打扮内容為主 (如 Non-no, 
Seventeen, Steady)，而每本杂志所介绍的衣着风格也不相同。例如有些杂

志的内容偏向成熟，适合在职女性阅读﹔有些则偏向可爱，适合初中生或

高中生阅读。因此，读者们可依据自己的年龄和喜好，选择一本最适合自

己的时装杂志。正因为日本的时装杂志有不同的

类型，令读者们有更多不同的选择，所以时装杂

志是十分有市场价值的。由此可见，衣着打扮在

日本人生活中真的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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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着潮流 

日本贵为时装潮流的发源地，本土的时装品牌十分多，甚至多

得令人眼花缭乱，同时亦非常受当地人欢迎。因为不同品牌的风格能

够照顾到不同年龄及阶层人仕的需要，让每一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取

向选择，建立了独特且有日本特色的衣着文化。相反，香港本土的时

装品牌较少，而本地人亦大多是追捧外地牌子。由于本地品牌不多，

所以香港并没有其独特的衣着文化。从两者的比较中，可见日本的衣

着文化是十分多元化的。 

 

除此之外，日本的女性衣著品牌主要以比較可愛的设计為主 
(如 Liz Lisa, INGNI, Dazzlin) ，吸引了很多女性顾客。可是，由于香港缺

乏本土设计的品牌，所以衣着品牌大多都是来自外地的，例如 A&F, 
Hollister, UNIQLO 等。虽然香港与日本在衣着文化上有着大大小小的

不同之处，但两地的女性衣着品牌都较男性的为多。 

 

服装设计及用料 

在服装设计方面，日本的衣着设计十分多元化，而且在细节上也造得比较细致 (如把蕾丝

缝在衣领，表现出可爱的感觉)。从衣服的剪裁、式样等，绝对能够体现出设计师对服装所花的

心思，以及他们对服装设计的执着。设计师善于利用不同颜色，使衣服款式多变，穿上的感觉也

截然不同；而且，这也是日本时装文化一直历久弥新的原因。然而，香港的服装设计偏向单一风

格，虽然衣服的颜色尚算多变，但款式和剪裁上的变化则不及日本的设计，因此选择也较少。 

 

在衣服选料方面，日本服装的用料较多元化，同一件衣服上或会采用超过一种的材质 (如

棉布衣服拼接雪纺的袖子)。另外，不同的用料亦能够展示出不一样的感觉 (例如麻布表现出休闲

舒适的感觉；雪纺则能够予人成熟大方的感觉，适合上班的女性穿着)。然而，香港设计的衣服，

用料都是偏向单一材质，就如大多的 T 恤都只是使用棉布制作；而拼接不同材质的衣服亦相对

较少。 

总括而言，在日本这片繁荣昌盛的领土上，时装行业的发达反映出日本衣着文化占有一定

的地位。而且，因为服装的设计、颜色的配搭及剪裁都别具心思，令日本的衣着文化历久不衰，

一直受到很多人的追捧。 

  

  
JENESYS 2014 GROUP 4  5 

 



從衣、食、住、行四方面比較日本和香港的生活 

 
鞋子的不同 

日本学生所穿的鞋子和香港学生的大致相同。一般来说，日本的中小学校并不会规定学生

上学用的鞋子样式。由于中小学生正值发育期，比较活泼，所以学生多半穿运动鞋上学。到了高

校阶段，由于遂渐长得像成人般，所以

许多高校会指定学生穿制式的皮鞋上学。 

而香港中小学校则要求学生平日

上学时穿上皮鞋以配合整齐校服，在体

育课时则要换上运动鞋，以方便活动。

由此可见，日本学生和香港学生都会穿

皮鞋和运动鞋上课。 

较特别的是，日本有不少学校要

求学生回校后换上室内鞋。这是因为日

本不少学校的地板都是漆木地板，容易

被刮花，此外，室外鞋会将街上的尘埃

带到室内，亦容易沾污地板，不利于地

板的保养，故学生必须换上室内鞋。 

上学换室内鞋也是前人遗留下来的习惯。

日本的近代学校还没成立时，日本人多

是到私塾学习。有些老师在自己家里上

课，有些则是借用寺院上课。到这些地

方上课，为顾及礼仪，进入室内时脱鞋

子也是理所当然的。到了今天，不少学

校仍保留这种传统。 

在日本的高中，进入学校后必须脱鞋，

一般来说，学校会提供特定的拖鞋予学

生穿着，所以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鞋柜。

保持教室清洁，人人有责。日本学校的

干净程度令我们叹服，可以说找不出一

个卫生死角。洗手间门前亦放置大量拖

鞋，同学进洗手间时亦需换上拖鞋，以

免弄脏自己本身的拖鞋。在香港，几乎没有餐厅或酒店是要求客人脱掉鞋子的，也不会在洗手间

门口放置拖鞋让客人更换。有时候到朋友家中作客，主人甚至不要求来客脱掉鞋子，让鞋子在家

中踏来踏去。只要看不到污垢，似乎就很清洁了。比较之下，便发现了香港和日本的分别了。 

上圖：日本學校內的學生用鞋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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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服饰 

每个民族都有其别具特色的民族服饰。虽然日本亦受全

球化影响，人们多穿便服为主，但在一些特别节庆或场合中我

们仍可看到不少和服的踪影。 

和服是日本人对其本土衣装的称呼。和服其实分为很多

种，例如十二单、白无垢、浴衣和甚平。 

十二单是日本女性传统服饰中最正式的一种，亦是现代

某些场合的正式礼服。十二单一般由 5－12 件衣服组合而成。

按照不同季节，穿着人的身份和场合，十二单衣的颜色和花纹

有特定的复杂搭配。 

 

白无垢是表里完全纯白色的和服。神道

结婚仪式中，女方便会穿着这种和服。 

日本浴衣是夏季期间的一种衣着。跟一

般的和服相比，浴衣较为轻便。顾名思义，浴

衣是与沐浴有关的衣着；在日式旅馆中，浴衣

是浸过温泉或沐浴后常见的衣着。浴衣无论男

女均可以穿着，常见于日本夏季期间各地祭礼、

节日及烟花大会中，亦有人会穿着浴衣上街。 

 

 

 

甚平是一种和服便服，于现代通常为男性或是儿童在夏天所

穿着的家居服。由于甚平自袖子到全身都相当的通风凉爽舒适，适

合夏季作为家居服之用。而在夏日的庆典中，甚平也常作为男性所

穿着的服饰。 

 

在香港，香港人亦会在节庆、婚嫁等场合中穿着唐装或旗袍。 

 

左图：白无垢 ； 右图：十二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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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装是现代中国及华人的一种服饰，现时多指类似满族马挂而吸收西

式裁剪的服装。 

旗袍通常指一类近现代中国女子服装。

旗袍起源自满族服装，其款式于 20 世

纪上半叶融入西式剪裁而被大幅度改进。

旗袍能展现女性的美态，亦能展现传统

中国的味道。香港人在新年节庆、婚嫁

喜宴或特定场合中都会穿着唐装或或旗

袍，以迎合新年或喜宴中的喜庆气氛。 

 

 

 

工作衣着 

再看日本人和香港人工作衣着上的异同。 

相同之处方面，日本和香港大多数的上班族

都以朴素便服或整齐西装为主，以给人一专业的形

象。亦有服务性行业的职员，如餐厅侍应，需穿上

公司提供的制服，以显示公司职员的一致感。 

至于相异之处，只要在日本街头溜一溜就不

难发现其中一个特别之处。香港建筑工人多穿着便

服，而且，为免在工作期间弄脏昂贵的衣服，他们多在工作时换上残旧的衣服，如被油漆沾污了

的恤衫。至于日本的建

筑工人，给人的感觉则

整洁得多。日本建筑工

人大多数都穿上制服工

作，衣履整洁，很有一

副专业的形象。 

 

 

  
JENESYS 2014 GROUP 4  8 

 



從衣、食、住、行四方面比較日本和香港的生活 

 

食 
  日本人对于食物的一份执着，是我们香港人难以想象的。 

饮食习惯 

所谓「民以食为天」，从一个地方的饮食习惯，我们可以更深入了解它的历史、文化、人

民性格，甚至价值观等等。而香港和日本在饮食方面的习惯亦有各种异同之处。 

「一日之计在于晨」，如何开展新的一天绝对是

十分重要的问题。 

在日本，大部分人都有吃早餐的习惯，而早餐的

种类当然亦因人而异。话虽如此，就整体而言，

普遍日本家庭的早餐仍然会以传统日式为主。传

统的日式早餐以热呼呼的白饭作为主食，配以鲜

美的味噌汤、嫩滑的豆腐、香喷喷的烤鱼、甜甜

的煎鸡蛋卷，以及紫菜和一些渍物。虽然每道食

物精致小巧，但由于菜式数量较多，故整体而言

日本的传统早餐较为丰盛，而且份量亦较多。另

外，日本的早餐亦十分重视卖相以及味道。  

在香港，由于各种文化荟萃，早餐的种类繁多，不仅有传统的中式、常见的西式等，甚或

一些来自东南亚地区的、或是世界各个民族的，应有尽有。故此，有别于日本早餐主要以传统日

式为主，香港则是各有所好，百花齐放，每人习惯的早餐种类亦不尽相同，并没有特别以哪一种

为主。其次，可能由于生活节奏急速，香港的早餐多以简约为主，而份量亦较少。有一部分港人

甚至由于各种原因而没有吃早餐的习惯。不论早餐的样式，香港人大多考虑早餐是否方便快捷，

例如西式的三明治等，有别于日本较重视卖相味道。 

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传统食物，是构成其文化

习俗的重要元素，亦反映了该民族的一些特质。 

在日本的关西地区，日本家庭每家每户都有一些

自己制作传统日式食品的器具，方便在家自制。各种日

本传统美食，例如御好烧(お好み焼き )、章鱼烧等等，

都可以经由这些器具制作出来。另外，自制传统食品的

习惯在关西地区亦十分普遍，日本家庭更会视之为家庭

活动之一，各个家庭成员会共同制作传统日式食物；即

使并非任何特定日子，日本家庭亦经常自制传统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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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香港，较少家庭有自制传统食品的习惯，普遍只会在传统节日如农历新年才会制作应

节的食物，在平常日子则甚少会自制传统食物。相信这除了由于香港生活节奏较日本急速外，亦

与香港多元的文化背景有关。 

款式与份量 

以每顿饭计算，日本的食物款式较香港的多，以我们分别在日本和香港吃的午饭作比较，右图是

我们。日本的午餐(下方左图)，食物十分丰富，款式十分多，包括酸菜、牛肉锅、明石烧、白饭、

水果及茶。相反，香港的午餐(下方右图)，食物款式相对较少，只有一些伴菜、猪排及饭。除此

以外，日本食物一个套餐中，食物的款式虽多，但每样食物的份量较少，反之，香港一个套餐中，

每样食物的份量都正常，不会太多亦不会太少。整体而言，日本食物的总份量较香港的为多。 

 

 

 

 

                            

                               在神户吃的一顿午餐                             在香港吃的一顿午餐─焗猪排饭 

营养信息 

卡路里是食物热量的法定单位，不同食物会产生不同的热量，例如：1 个汉堡包有 270 卡路里，

两个 100 克的蕃茄有 14 卡路里，250 毫升的高钙低脂鲜奶有 140 卡路里。下方左边的两幅图片

是日本食肆提供的菜单，右边的则是香港食肆的菜单。在日本，菜单上会显示该食物或该套餐的

卡路里情况，例如一个儿童餐有 456 卡路里，而香港的菜单上并没有显示食物的卡路里数据。 

饮食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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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长辈的日本人较喜欢传统食物，对西洋式的食物则较少兴趣，年轻一辈则对于传统食物及

西洋式食物两者都有兴趣，但仍偏向喜欢西洋式的食物。而在香港，由于香港是美食天堂，食物

种类繁多，年长辈及年轻辈均同时喜欢传统及西式食物。以下将简单介绍一下日本传统食物：日

本料理及荞麦面。 

(1) 日本料理 

传统的日本料理主食是米饭，然后再配上其他菜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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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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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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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荞麦面 

荞麦面是一种日式食物，类似中国的饸饹，是用荞麦面粉和水，和成面团压平后切制的细

面条，煮熟食用。食用时加上各式不同的佐料，如热吃的汤面可用木鱼丝、海带、酱油、清酒等

浇制的汤和葱花、七味粉等；凉式面或拌面，则选用比热吃时较浓的酱汁，加上葱花、生鹌鹑蛋、

紫菜丝等，也可以配上许多不同的菜，如天妇罗、红烧油炸豆腐、生鸡蛋、萝卜泥等等。 

 

 

 

 

食物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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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日本人对食物的卖相都

十分讲究，从碟子﹑伴菜至主菜，

每一个细节都下足一番工夫，务

求要达到色香味三个层次也齐全。

在香港，我们普遍也只是追求香

和味，很少人会特意注重色。即

使食物卖相不吸引，若然它味道

不错，我们都会欣然接受。可是

日本人却与我们相反，他们吃东

西会让眼睛先吃，欣赏一番后再

享用，与我们上菜后立即享用的

习惯是不同的。到了日本，我们

总会不禁赞叹日本人的创意与他

们细心的程度。 

 

即使是零食的包装，他们也会设计得色彩缤纷，印

上许多可爱的卡通人物﹑美丽的图案或有趣的标语，

利用精美的包装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即使是在商店

里贩卖的食物，日本人也会排列得整整齐齐。以和

菓子为例，每一个款式都有它们应有的摆放位置，

而且他们也会确保里面的馅料没有外露、外表没有

缺损才供消费者购买。 

 

再以快餐为例，在日本，快餐的包装亦是毫

不马虎，绝不因为是快餐的关系便随随便便

地包装。日本人对零食快餐已经如此讲究，

更何况他们的传统料理呢？怀石料理是日本

的高档料理，对于食物的选取、餐具及食物

的摆放位置十分讲究；在味道、口感和摆设

上亦有很高的要求。上菜的先后亦有其次序，

最初会送上冷食、其次是小菜、烤炸蒸等热

食，然后再送上白饭、酱菜和味噌汤，最后才送上面食和点心。因此，有些人视日本的怀石料理

为「艺术品」。 

  
JENESYS 2014 GROUP 4  12 

 



從衣、食、住、行四方面比較日本和香港的生活 

 
由此可见，日本人十分重视食物的卖相，亦可看出他们在制作食物时的用心和认真。即使

用膳完毕，日本人亦会把一切用具还原放好，摆得与刚上菜时一样。追求卖相的执着及认真的态

度近乎完美。日本人用餐时是一人一份料理的，而且卖相精致，利用许多小碟来盛载，点到即止，

让人一口吃完。相反在香港，一家人外出用膳，只会叫数碟小菜来配以白饭，一般不会在乎用具、

摆设等的细节，只着重于上菜

速度与食物味道。香港的菜式

大多是将一堆材料炒成一碟，

上菜时亦没有特定的位置，不

追求美感，可见香港人并不在

乎食物的卖相是否精美。此外，

一碟小菜的数量较多，一家人

可随意使用筷子去夹取，与日

本分开一碟一碟的习惯十分不

同。日本人还懂得利用食物色

彩的配搭，为平平无奇的菜式

添上艺术气息，营造出美感，

给人一种意外惊喜。 

 

 

「打包」文化 

         在香港，将用膳时吃剩的食物，「打包」

带回家的现象很普遍。我们主要是出于不想浪

费的心态，渐渐地，「打包」彷佛已变成香港

人的习惯。可是，在日本把食物「打包」是一

件非常不礼貌的事。他们认为把食物「打包」

是对厨师的大不敬，因为这代表厨师煮的食物

难以下咽，所以才吃不完。若然真的很饱吃不

下了，日本人也不会选择「打包」，只会原封

不动地把食物留下。此外，店家亦怕客人「打

包」的食物会变质，导致客人食物中毒。因此，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大多数餐厅都不会提

供「打包」服务。没有想过，香港人认为平常

不过的事，到了日本竟成为了失礼﹑让人讨厌

的行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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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居住的地方 

日本国领土约 377,000 平方公里，而人

口约 1 亿 3 千万。人口密度约为每平

方公里 330 人(全球第 30)，相比香港

的大约每平方公里 6500 人(全球第四

高)，日本的人囗密度约为香港的二十

分之一。加上日本的人口分布较香港

的分散，日本人通常居住在大城市的

市郊，所以建筑密度也比香港低。因

此，日本人较多住在市郊或乡村的单

层或两层式的独立屋。 

 

日本位于欧亚大陆板块的边缘，邻近环太平洋

活跃地震带，日本因而经常受到地震的影响，

例如 1995 年 1 月的阪神大地震对神户至明石

一带的房屋和基建设施造成严重破坏。 

 

为了减低地震对建筑物的影响，日本人一方面

使用防震设计和防火物料，另一方面降低建筑

物的高度并加深地基，以稳定建筑物和降低重

心。所以，日本的房屋或公寓通常少于十层

(约 30 米)。因此，如非住在上文提及的独立屋，

人们通常住在 3 至 5 层高的公寓。 

 

在香港，由于人口密度较高及土地价格昂贵，一般的建筑物均向高空发展，故大部分的香港人都

居住在市区或新市镇的私人多层楼宇(多于五层，一般高达二十层以上)或公营房屋，只有少部分

人住在独立屋或村屋。 

 

门牌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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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都会利用房

屋或大厦门牌来令访客更容易、更快捷、

更顺利地寻找到他们的目的地。然而，在

日本，当地有着不一样的门牌设计。 

 

在日本，房屋外的门牌上所刻画的不是街

道名、门号号码或地址，而是该户人家的

姓氏，就如右图的门牌一样。但如果在附

近有相同姓氏的户主，门牌便会刻上户主

的姓氏和名字，以免令邻居和访客混淆，

例如须磨区二丁目的冢本五郎家和须磨区

二丁目的冢本大雄家。 

 

到底日本为何有着这种与别不同的门牌文化呢？主要原因

有以下两个。 

第一，日本的住宅地址较难解读和用于找寻目的地。因为

日本地址会以区、丁目和番等组成，而且一般人都未必能

单纯利用地址而顺利找出目的地点。有见及此，日本人就

使用姓氏作门牌，令访客能够更快找出目的地的位置。 

第二，方便宅急便和邮差速递和送信。因为日本人经常使

用宅急便和邮政服务。为了令邮政人员和速递员能够更顺

利地派发包裹和邮件，日本人加强姓氏门牌的独特性，使

邮政人员能够提升派信速度。 

在香港，门牌通常位于所住大厦的地下和单位大门外，并

以英文和阿拉伯数字组成。因为香港人居住在高密度发展

的市区和新市镇，加上香港大部分居民都是汉人，所以姓

氏门牌在香港并不可行。不过，香港的地址较容易解读，

所以由地址和门号组成的门牌，便已足够让不同人士顺利         
                       找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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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鞋、换鞋的习惯 

首先谈谈玄关和脱鞋习惯的关系。如图显示，室内和室外有一级之差，这就是玄关。与室

外平行高度的空间摆放外出鞋，高一级摆室内

的拖鞋。玄关是屋的入口，不论客人或主人都

必须脱鞋，换上拖鞋或穿着袜子才能进入屋内。 

为甚么日本人有脱鞋、换鞋的习惯呢？

这可追溯至平安时代，约莫中国的南北朝和唐

朝。这个习惯有两个考虑因素：首先是建筑考

虑，当时日本建筑物都是由木材建成，日本经

常下雨下雪，穿着湿鞋进屋，会使木质地板受

潮，影响建筑物的安全。另外是健康考虑，脚

一直穿着湿的鞋会导致脚气病，在门口脱了鞋，

就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现今的日本，除了住宅，许多公共场合都需要脱鞋，例如博物馆、餐厅，共通点就是那些

地方都是木制地板。 

香港房屋的间格通常不设玄关，但大部分香港人都会换上拖鞋才进内，目的是为了保持地

板清洁。在公众场合，随意脱鞋更被视为不礼貌，所以香港人没有在公众场合脱鞋的习惯。 

大多数日本家庭都会在厕所放置一双厕所专用拖鞋，这与日本人对厕

所的观念有关。在未有冲水马桶前，人们常常待大小便在厕所积聚一

定量后才清理，因此厕所气味熏人，也有苍蝇飞来飞去，故产生了

「厕所是不洁」的观念。日本人很排斥用脚或穿着在客厅地板时穿的

拖鞋，直接进入厕所。为了要分隔厕所及其他地方，日本人会在厕所

里放上厕所专用拖鞋。时至今日，日本人的观念仍未改变，这个传统

就保留至现在。 

洗手间和浴室 

虽然在这九天里，我们住的酒店像香港的房

屋一样，厕所和浴室都在同一个地方内，但

原来在日本的房屋里洗手间和浴室是分开的。

日本人对洗手间和浴室的位置有这样的安排，是基于礼仪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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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觉得在同一地方内进行冲洗及去洗手间十分不洁。

他们普遍认为，去洗手间是不太卫生的；而浴室是一个

供人洗净的地方，所以两者应该分开。他们有的甚至不

能想象浴巾上沾有如厕后的味道呢！ 

日本人的浴室内，普遍都有淋浴及浸浴。大部分日本人

会先用花洒洗净身体，才浸入浴缸。在浴缸内冲洗被视

为不卫生，因为日本人为节省用水，水缸的水会重复使

用，直至全家人都洗澡过后才会把水放走。若在浴缸内

冲洗，会弄脏这一缸水，被视为对下一个洗澡的人不敬。 

 

香港的马桶只会有一个冲厕按钮。不过日本的马桶不只有冲厕按钮，还有喷水功能、控制水力强

度及调教位置功能等。最让我们好奇的是音乐按钮。这个音乐键不会播放流行曲，但会模仿冲厕

的声音。因为日本人，尤其女性，认为掩盖去洗手间的声音是一种礼仪。他们觉得去洗手间的声

音令人十分尴尬，于是会按下音乐按钮, 以掩盖声音。有些马桶更有感应功能, 当我们走近马桶, 就

会自动播放冲厕的声音。此外 ，这按钮亦能避免其他人为了掩盖声音而不断冲厕，以免浪费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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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习惯 

虽然日本和香港同样是先进的大城市，但日本

人在家中的某些习惯和香港人却大不相同，例如坐姿

和睡觉的习惯。      

日本住宅分为洋室及和室两种， 较旧式的住宅

大多是和室，采用日式传统房间，没有椅子、沙发、

床，只是在地板上铺着「榻榻米」。「榻榻米」其实

就是一种草垫子，底层用稻草编成，再铺上用灯芯草

编织的席面。人们平时跪坐在榻榻米上，在榻榻米上

行走时不能穿拖鞋。榻榻米上正确坐法叫「正坐」，

把双膝并拢后弯足，屁股坐在脚跟上。不习惯这种坐

法的人会觉得比较辛苦，我们便亲身感受过了。我们参加了一个日本式宴会，必须以「正坐」的

方式享受一个多小时的晚宴，每个同学都感到双腿十分疲倦。由此可见，坐榻榻米是日本人一个

很特别的习惯，其他地方的人未必能适应。 

近年，洋室设计的住宅渐多，家庭里有一般的桌椅、沙发等。但是，传统的观念在日本人

心里根深蒂固，他们依然是喜欢在地板上活动。即使是从小就居住在洋室的新一代，也很习惯坐

在地板上。以我们其中一人的寄宿家庭为例，家中是西方设计，客厅里有沙发，但三个小孩无论

是玩纸牌游戏，看电视，还是看书，都自动选择了坐在沙发前的地毯上，在两天中也没有见过他

们家人坐沙发，沙发前的地毯彷佛是专门设计出来让他们坐的。这就看出了日本人坐的习惯和香

港人坐椅子、沙发的习惯不同。 

再者，和式的日本住宅大多都有被炉，在冬天时

不但充当暖气，更是用作吃饭的桌子。晚上时，日本人

亦会一家人围着被炉聊天和看电视，放松身心。而在洋

式的住宅，则通常只有一般的桌椅，另设暖炉，相对之

下被炉能带来

较温馨的气氛。 

 

在睡觉方面，榻榻米是一种很有用的东西，住和室的

日本人除了坐，睡觉也在榻榻米上。可是，住洋室的

日本人家中则有床，跟香港人一样在床上睡觉。 

 总括而言，和室中因有榻榻米，使得住和室的日本人

在生活习惯上跟香港人不同，但洋室的设计和香港的

差不多，住洋室的日本人起居模式则跟香港人大同小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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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日本居民主要依赖铁路及飞机来往全国不同

的地方，其发达程度是世上数一数二的。 

 

铁路 

在大城市如东京、大阪，无论是连接附近较

小城市的铁路 (一般称为电车) 或是市内的地

下铁 (Subway)，都是极度发达的，甚至有数

间私营的铁路公司在同一区域内营运，与香

港只有一间铁路公司相比，实是天渊之别。

以大阪为例，市内除了全国性的 JR 铁路，亦

有私营的阪神电车、阪急电车，连接市内不

同地方及附近的地方，如神户、姬路城等。 

 

右图：大阪市的铁路路线图，可见其复杂程度 

 

以下介绍一些日本与香港铁路的分别。 

在日本，为了女性的需要，在 2000 年，

大阪和东京等日本大城市的地铁线路开始

陆续设立「女性专用车厢」，是为了日本

女性的安全着想，避免被痴汉（色狼）非

礼。根据统计，东京都 2004 年在电车内

发生的色狼或偷拍等行为的举报案件共计

2201 宗，比 1996 年增加了两倍。而在女

性专用车厢引入后，部分线路的举报数字

有所下降。由此可见，女性车厢的设立对

减少罪行有一定的帮助。 

左图：月台上女性专用车卡的标志 

而香港则没有特别为女性设置的车厢，只有设立静音车厢，为需要宁静的乘客提供一个舒

适的环境。日本虽然没有静音车厢，但日本的电车公司鼓励乘客将手提电话调较到礼貌模式（静

音模式），避免骚扰其他乘客，可以说，日本的电车整列都是静音车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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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车厢与香港车厢的另外一个分别是设有暖气。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日本冬天的气温

比香港的低很多，因此日本的电车公司会在车厢座位的下方设有暖气，避免温度过低；在香港则

没有这个需要，当然在夏天的时候香港与日本的车厢都是设有冷气的。 

日本的车厢有一个十分贴心的设置，那就是行李架。为了方便乘客放置物品，车厢的上方

设有行李架，避免车厢内过度拥挤；这正正是香港车厢而缺少的。 

 

 

 

 

 

 

 

 

 

 

 

在香港，我们前往月台前，需要把车票放进闸机或者利用八达通卡，然后闸机的闸门会左

右退开，待走到另一边后，闸门便重新关上，直至另一位乘客重复以上的动作。但日本的闸机却

有一点不一样，日本的部分闸机是没有闸门的，只要你把车票塞进去，就可以立即过去，没有时

间上的停顿。但如果没有把车票塞进去的话，隐藏的闸门会把你弹回去，落的一个尴尬的下场。 

  

上图：日本铁路的车厢十分宁静，座位上方设有行李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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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与香港人在购买铁路车票方面亦

有分别。在港铁站购买车票或者为八达

通增值对港人而言是正常不过的事，日

本人当然也会在电车站购买车票以及为

他们的〝suica〞卡补充金额，但是他们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购买车票，那就是使

用自动贩卖机。在日本的巷弄里，你可

以看到一部部贩卖车票的自动贩卖机，

而车票价格更比在电车站内购买便宜！

对于住在香港的我们来说，日本人的思

维是我们不可想象的。 

 

飞机 

日本人喜欢乘搭飞机前往国内不同地

方。因此，日本内陆航班数目极多，班次亦

极为频密。据统计，主要处理国内航班的东

京羽田机场在 2013 年的客流量达到近 6900
万人次，是全球第四多。以日本的国土面积，

有如此多的班次及人流，已是十分厉害。 

日本航空业法规松绑，加上航空公司

竞争渐趋激烈，近年来国内线机票价格明显

下降，搭飞机慢慢变成经济实惠的选择，有

时在某些路线上甚至比新干线还便宜，可见

空运需求愈来愈大。 

有如此大的需求，自然需要较多机场。

日本共有 98 个机场，其中约 30 个是较大型

的，如国际机场。单是东京、大阪已各有两

个大型机场。由此可见，日本的空运实在十

分发达。 

虽然香港的航空运输没有设立内陆航

班，然而在国际航班上，香港却比日本强势。

主理国际线的东京成田机场，2013 年只有约

3050 万人次的国际旅客，香港则达到 5920
万。从以上数据可看出，日本的空运之中内陆航班需求远高于国际航班。 

上圖：從東京羽田機場網站的截圖中可見，當地內陸

航班極頻密，短短的半小時內竟有近三十班航班起飛 

  
JENESYS 2014 GROUP 4  21 

 



從衣、食、住、行四方面比較日本和香港的生活 

 
巴士 

也是常见的交通工具之一。在一些大城市，如东京、大阪等等，铁路网络较为完善，覆盖

到绝大部分的地区，所以巴士成为较次要的公共运输交通工具，只用作填补铁路网络的不足。然

而在许多火车网络比较不密集的城市，例如京都，巴士就成为了主要的公共运输交通工具。所以，

相比起香港，日本会有较多接驳铁路站的巴士。 

 

相对而言，香港的巴士在公共交通

中担任的角色比在日本重要得多。没有铁

路的地方，巴士是主要交通工具；即使是

铁路能达到的地方，巴士公司仍会开办路

线与其竞争。虽然政府亦希望像日本一样

「铁路为主干，巴士为辅助」，但实际上

巴士的地位是不能轻易以铁路取代的。 

 

此外，日本也有连接不同大城市的

长途巴士，部份巴士会通宵行走，因此也

常被称作「夜行巴士」。它们与飞机、铁路相比，最大优势是较便宜，但是速度上则完全被比下

去。例如从东京到神户，乘飞机是一个多小时，新干线三个多小时，巴士则要九小时。因此，不

赶时间或者希望节省金钱的人会选乘长途巴士前往不同城市。 

由于日本巴士角色较次要，因此全部都是单层巴士，相比香港到处都是大型双层巴士，更加突显

日本巴士的次要性。 

 

准时程度 

日本的交通工具极度准时，无论铁路或巴士都会在车

站提供完整而详细的开车时间表，而这些时间表可以

说是接近百分百准确。我们乘搭新干线时，列车编定

在 09:50 开出，结果到踏入九时五十分的一刻，车门

真的马上关上，然后开车。在乘搭一般市内电车时，

列车准时度亦在十秒之内，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没有延

误。至于巴士，其抵站离站的时间亦十分准确，误差

一般不超过一分钟。这种准时的程度确实令人赞叹。 

 

上圖：日本的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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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铁路月台上显示的下班车到站时间与日本相比，可说是小巫见大巫。虽然香港的

铁路服务普遍亦很准时，但始终无法做到如日本那种详细列明开车时间并准时至秒的程度。而香

港的巴士在准时度方面与日本则有天壤之别，因为香港巴士公司所提供的时间表大部分都不可信，

有时候候车所需的时间更是时间表所写的数倍以上。 

乘车及在路上的自律守纪 

不得不提的是日本人的自律和

守纪。在等候电车或地下铁时，他们

会自觉地按照地上的画线静静地排队，

上车时也会先让车上的人下车。就算

每个站的停车时间很短，他们亦不会

争先恐后上车。相信这是因为日本的

公民教育做得比较好，人民素质较高，

大家都是礼让的。 

此外，日本的行人非常遵守交

通规则，他们不会闯红灯，即使在车

辆和行人稀少的路口也如是。但在香

港，行人闯红灯的情况较为严重，有

些行人会贪图快捷，在车辆和行人稀少的路口闯红灯。 

而且，根据日本道路交通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车辆对正在横断步道（斑马线）上通行的

行人有让其优先的义务」，同时也订有罚则处罚违反规定的驾驶人，违反规定的人会被罚款九千

日圆，同时扣取驾照点数。所以在“行人优先”的原则之下，如果有行人在等侯横过马路，司机

便会让行人先走。同时车子可在行人绿灯亮起时行驶。司机过路口时会先观察路口的情况，如果

没有行人的话，他便可以以正常速度驶过。在香港，司机在正常情况下需要完全依照交通灯的指

示，不能在行人绿灯亮起时行驶，亦不存在“行人优先”这个原则。 

以上的例子引证了日本的司机和行人互相信赖的关系，相信大家都会遵守交通规则，行人

不会乱闯红灯，司机亦对行人十分礼让。日本和香港一样都是地少人多，但在日本的城市交通状

况比香港良好，如东京很少会出现交通拥堵的情况。这不单是因为日本有完善的公共交通网络，

而是加上日本人公民素质的水平高，遵守交通规则，斑马线的权威在日本受到国民完全的尊重。

这大大提高了日本的交通效率，这一点是我们需要多加学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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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虽然日本与香港都是已高度发展的地区，但两地的生活无论在衣、食、住、行方面在许多细

节上都有所不同。 

  在衣饰方面，日本拥有自己的一套衣着潮流文化，亦有将其出口到世界各地。而相比香港人

对待唐装、旗袍的态度，日本人明显较重视传统和服，而着眼点在于它们的意义。 

  在食物方面，日本人讲究饮食礼仪，并为食物作精美包装，甚至为表对厨师的尊重而不设

「打包」服务，更经常会在家中自制传统食物，可见他们对食物有一份特别的执着。 

  在住宿方面，日本开扬的居住环境、于屋内换拖鞋的习惯、独特的洗手间及浴室、和式及洋

式住宅等，对大部分生活在石屎森林中小单位的香港人而言，可说是十分待别的。 

  在出行方面，日本铁路及空运因为其准时性，令日本人非常倚重铁路及空运，形成独有的交

通运输形态。列车上的女性车厢、街上的自动贩卖车票机、守法过马路等亦令我们印象深刻。 

  虽然这些细节看来微不足道，但它们累积起来，便成就了日本独特的文化。这些文化是我们

无法从书本、媒体、互联网中感受得到的；必须方透过亲身体验，才能明白个中的奥妙。因此，

本次旅程绝对令我们大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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