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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中旬，我们有幸到访日本九天。实地的观察，让我们对日本的了解和

认知加深，而不再是只限于所学过的课本知识和浏览过的网上资讯。 

 

在一系列的实地观察中，日本的环保工作让我们赞不绝口。无论是垃圾分类、回收等各

个环节皆是十分出色。日本政府还透过不同的政策来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众所周

知，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它为我们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必需资源和

条件。 

          

因此，我组的报告以环保为核心，从不同层面探讨日本如何实践环保。在报告之中我们

将会详细比较香港政府和日本政府对环境保护所实施的政策，此外我们亦会针对其中香

港的一些现象，从日本的环保经验中归纳出一些可行的方法供解决本港问题作参考。 

 

 

专题研习内容 

 

a) 个人环保意识 

b) 学校教育 

c) 政府政策 

d) 个人观察 

e) 建议：日本在环保方面有哪些值得香港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a) 个人环保意识 — 绿色出行，环保交通 

 

交通便利，四通八达；街道上，私家车辆不多。 

 

 

在乘坐旅游巴和在酒店的窗台，我们都可以看见路面上只有少量的私家车，这实有赖于日本完备的交通

系统。日本人通常用轨道交通工具来代替私家车，地下铁路和新干线等交通工具，方便快捷，更重要的

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以降低温室效应。 

          

在学校的探访中，我们访问日本高中生们，平日用什么交通工具上学。多数的学生因住在学校附近，所

以以步行上学的居多；除此之外，亦有不少学生是以单车代步上学。 

 

相比香港，我们经常会乘坐火车、地铁、巴士和私家车等交通工具上班或上学，不过在享受快捷的同时，

我们似乎并未注意交通工具的环保问题。香港私家车的数量庞大，而私家车排放出来的温室气体，不只

加重温室效应，更会严重影响空气质素。 

 

 

 

 

 

 

 



b)  学校教育 — 根据学生年纪实施相应教育 

 

日本的教育注重启发学生的环保意识，相信要配合学生成长的不同阶段培育其对环境的关注。日本环境

省为学校制定《课堂环境教育指南》，当中提到针对小学低年级学生，要重点培养其对环境的感受和体

验，激发他们对环境的关注和热爱，故此小学低年级的生活课主要是观察昆虫和植物，让学生透过饲养

小动物及种植花果，亲近自然、爱护自然。 

 

至于小学中高年级以及初中阶段，日本环境省则建议注重培养学生发现及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故此中

高年级的理工课会注重培养学生科学的生活方式，理解自然界原理，提高学生的判断能力，从而建立起

学生的环保意识。1
 

 

 

c) 政府政策 — 由政策培养国民环保意识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要致力重建及发展经济，忽视了环境保护。一直至 60 年代，日本经济

高速增长，环境污染问题日渐明显，「三大公害病」(熊本县的「水俣病」、四日市的哮喘病和富山的骨痛

病) 出现后，令日本人意识到不能只知发展经济。早于 1958 年，日本制定了《水质保护法》和《工厂废

物控制法》，1962 年制定了防止空气污染的《烟尘规则》，1967 年通过了《环境污染控制基本法》。 

 

另一方面，日本环境污染的受害群体于 60 年代起开展法律诉讼，传媒也参与追踪报道，许多地区还成

立了专门的反污染民间组织。到 70 年代，日本逐步建立了环境影响评估制度等政策机制，日本平民的

观念从「防止公害」进化到「保护环境」，日本也因此进入到「环境保护时代」。2
 

 

由此可见，日本政府从法规到体制逐步建立起今日的环保社会。 

 

 

 

 

 

 

 

 

 

 

 

 

                                                 
1
 〈日本如何开展环境教育〉(https://read01.com/zh-hk/Pma00D.html#.WYljSU0Umpo) (最后一次浏览：2017 年 8 月 8 日)。 

2
 〈日本人环保意识如何“被养成”〉(http://www.yl1001.com/group_article/1871489021099902.htm) (最后一次浏览：2017 年 8

月 8 日)。 



d)个人观察 — 分类处理垃圾 

 

 

 
 

 

 

 

从学校及寄宿家庭中得知，原来日本大部分地方都布置了不少的回收箱(上图)，当中包括回收报纸、胶

袋、胶樽、可燃物等，令回收的数量大大提高。 



    

 

 

 

 

 

 

 

 

 

 

 

 

 

 

 

 

 

 

 

日本政府亦会作

宣传教育，如分派

资源回收的海报

予不同城市的居

民(左图)，让他们

可按照相关指示

有效地分类垃圾，

使日本的环保回

收产业更为成功。 

 



d) 个人观察——节约能源 

 

        

 

    

 

 

日本较缺乏天然的能源资源，故多采用不可再生能源，以核电为主，但其发电模式会带来不少坏处，因

此日本为了平衡能源组合结构，大力在社会中推广可再生能源，大量导入太阳能发电设备（上图），减

少对于核能的依赖，使日本能达致可持续发展。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METI）的资料显示，自 2012 年

推岀高额太阳能补贴，日本广泛地使用其装置后，在 2016 年间供给了全国 4.3%的电力3，可见太阳能在

日本的能源发电中甚为重要。 

 

 

 

 

 

 

                                                 
3
 〈太阳能 2016 年贡献日本 4.3% 电力，再生能源高达 14.2%〉

(http://technews.tw/2017/01/25/solar-power-2016-to-japan-electric/) (最后一次浏览：2017 年 8 月 8 日)。 



e) 建议 

 

    根据以上的资料可见，日本的环保措施非常成功，配套完备，使日本的空气质素或环境都比其

他国家优秀，由此香港亦可透过参考日本的做法，以制定一些适合香港的环保措施。以下是香港可

借鉴和学习的方法： 

 

 

1. 环保设施要多设置一些 

 

    如：多放置回收箱代替普通垃圾桶, 

        要提醒市民回收箱和普通垃圾桶的区别 

       （可在屋村，公司，学校等地推行）。 

 

 

 

 

2. 环保可从小事做起 

 

     如：纸张重用 

         很多时我们把宣传单张等丢弃，我们可以推广二次利用 

        （用废纸做成手工艺品） 

 

 

 

 

 

 

 

 

 

 

 

左图是我们组员在寄宿

家庭时拍摄的，其嫲嫲和

小朋友正拿着过期的日

历纸，打算割成纸条，让

我们用这些环保纸折纸，

物尽其用。 



3. 重视环保教育 

 

    建议政府在小学就要开设环境保育教学（每周至少一堂）， 

    将环保教育从小开始，树立正确的环保观念，重用可利用的资源。 

 

     

 

 

4. 倡议自备餐具 

 

     很多时，食肆提供给食客即弃餐具， 

     即弃餐具十分不环保，建议推广一人一餐具， 

     每人自备餐具减少即弃餐具的使用和资源的浪费。 

 

 

 

 

 

 

 

 

 

 

 

 

 

 

 

 

 

 

 

 



组员分享 

 

 

 

夏浩霖 香海正觉莲社佛教马锦灿纪念英文中学 

对于大部份香港人来说，日本这个国家，吸引的是琳琅满目的商品，五花八门的美食。对我来说

亦都一样，直到参加了这次交流团。 

 

有别于去旅行，参与交流团所体会到的，是日本的风土人情，是更「贴地」的生活体验。我所感

受到的，是日本人尽善尽美互助互爱的生活态度，是日本社会在急速发展和保育环境两者中，作

出的平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度的美。日本人很好客，对外来游客以及交流者时常抱有关怀。

日本人的环保意识很强，繁复的垃圾分类工作是他们从小就已经养成的习惯。这样的一个城市，

是我憧憬已久的。 

 

在短暂的旅程中，我有幸遇到一群很好的团友，一群很有趣的组员，以及一个很关心我们的老师。

由素未谋面，到一同度过一个星期多的交流团，我们相处的时间的确不太多，但我们之间的感情

和友谊却来得比想象中突然，亦比想象中珍贵。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要明白自己学习的目标以及努力的方法是很重要的。到访完日本之后，我开

始思考自己对将来的抱负，明天的目标。我认为，这次交流团除了让我们增广见闻，认识了「另

一个日本」之外，亦是一次可贵的经验，让我们明白到，在繁重的学业之中，我们要处理的不只

是一份又一份的课业，而是透过学习，达成个人的成长，向自己所定立的目标前进。回到香港，

我再次踏上了返校的路途，但我对学习的想法，对自己的目标，更加清晰，亦都更有自信地踏出

成长的每一步。 



萧玮希 圣芳济各书院 

我们九天的行程，说长不长，短也不短，因为很多地方，基于时间有限，只能作基本认识，但与

大家相处的时间就不会缺乏。 

 

在这九天里，我看到了、学到了很多事情，包括如何真正的尊重和感恩。我觉得学会真正的尊重

和感恩十分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常挂在嘴边的“唔该”和“多谢”是半敷衍的，客套的一句话语。

象征性地敷衍别人的帮忙。 

 

到访了日本，我发现他们的尊重是由心发出，不是崇洋媚外而是深有体会，像是在寄宿家庭中，

横井先生和太太之间的尊重，两人互相尊重相濡以沫，是一种不做作、不刻意的感觉，让人感到

很窝心、很幸福。感恩也是一样，在每天的行程中，所到访的当地接待人员都是十分热情好客，

当我们离开时，他们均一直跟我们挥手直至我们所乘坐的车子远离他们的视线。他们感恩我们到

访，那我们又是否感恩他们细心的安排和款待呢？ 

 

这次到日本的学习之旅，的确让我改变了不少，谢谢大家。  

 

 

张源亨 青松侯宝垣中学 

今次的交流活动中，我深刻体会到日本人重视环保的美德。 

 

日本人的环保意识是从小开始培养的，从中小学义务教育起，日本学校就有不同环保设施，各式

的回收箱，但是最重要是同学的主动和配合。 

 

我们到访了两所高中和一所大学，我发现当地学生对实践环保都有很大的自发性，如在大学访问

时，我观察到回收箱旁边一个回收无用纸张的小架子，其上装满了形形色色的纸张，如工作纸、

A4 纸、报张杂志等，可见当地学生身体力行，支持环保，风气十分良好。  

 

反观香港，以我学校为例，虽然设有回收箱，但甚少同学会主动分类回收，形同虚设。虽然学校

鼓励自备环保餐具，但同学仍然宁愿使用饭堂提供的即弃木筷子。可见香港普遍学生环保意识仍

然不足够。 

 

我在学校担任「绿环健可持续发展大使」一职，负责鼓励同学支持环保。经过这次旅程，我反思

在学校的职位可以怎样做得更好。我希望可以借镜日本学校，带动更多同学配合和参与，亲身支

持环保，多用回收箱、自备餐具、减少浪费等，从而在学校建立良好氛围，但首先都要从个人做

起。 

 

 

 

 

 



谢丰禧 香海正觉莲社佛教正觉中学 

这次有机会成为 JENESYS 的一员，本人深感荣幸并获益良多。在这九日八夜的交流中，我和组

员们前往日本不同的地方参与了各种活动，感受日本的魅力。 

 

入城市，落乡村；享繁华，务平实。可谓我们是次日本所经历的过程。 

 

在新干线通勤时，看到五光十色的东京，发达与便利都是这城市的代名词。街道上，有忙着排队

的人潮，有吵闹的摊贩。时常在新闻杂志上看到的山手线，铁路人潮比起香港的情况也是有过之

而无不及。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引领着我们进入了当中的文化。 

 

繁华背后，人们只会看到闪闪发亮的广告牌，见到高楼林立的大厦，羡慕着都市人充满色彩的生

活，却没有看到一些人为了生活而躲在角落里埋头苦干。每盏霓虹灯下都有着人们努力的痕迹。

我们看到的则是灯光下他们的成果，而非他们建设的过程。 

 

在很多不为人知的「角落」中，不知不觉间拼凑出东京 ── 一个养活了约一千三百万人口的地

方，一个代表着东方文化的国际大都会。 

 

在这里，我们到上智大学去 ── 一所建立在政商中心地带、以「为了他人，与他人共生」为教

育理念的天主教大学，与当地中国留学生交流，听取了中国人如何在一个与国内环境大相径庭的

社会，经历人生，走过困难，留下了在他乡的足迹。 

 

东京与他们好像是他们的校训一样。与他人共生。只有同舟共济，互谅互让下，才成就出一颗一

颗在社会中发光发亮的星星。照亮了东京，也照亮着他们的人生。 

 

离开了东京急速的节奏后，我们去到滋贺县的寄宿家庭体验传统日式家庭生活。 

 

感受一下侘寂，一种与自然共生的节奏。在那里，风吹过来也能使人安宁。可能没有城市中澎湃

激昂的行动力，做事情都比城市的慢。据寄宿家庭的夫妻说，那里二十年的变化只有时间，仿佛

一切都停留在二十年前，二十年如一日。一草一木也像在时空中凝住了。 

 

从未曾经历乡村生活的我，在这里，好像重获新生。对事物的认知也改变了，不再如此物质化，

可以真正的放开自己。 

 

这旅程中，放开了自己，使自己解开执着。明白了没有什么能长存，没有什么是完成的，没有什

么是完美的。接受这三样事实。 

 

 

 

 

 



何沅锜 东华三院李嘉诚中学 

参加这次的交流团，我本来只是怀着一试的心态，并没有期盼太多，甚至没有想过自己会入选。 

 

说实话，在出发之前，我们练习了许多，几乎霸占了我星期六的大部分时间，而且每次练习的内

容都大致相同，久而久之，我渐渐产生了烦厌感，甚至有点后悔，自己究竟为什么会报名参加，

是不是自讨苦吃？就在这时候，日本之旅渐渐拉开了帷幕，行程不到一天的时间，我就猛的发现，

我参加交流团的决定是无比正确的。 

 

在这短短的九天里，我切身体验了许多可能以后都没有的经历，留下了深刻又难忘的回忆。我能

坐在异国他乡的教室里仿佛自己是一位日本学生，能与刚刚认识的日本同学以英语交流，畅谈自

己的生活；能在日本最传统的家庭留宿，体验日式生活，然后一边惊叹到「哇，我觉得自己好像

变成了动漫人物！」，而这些看似普通的体验，却纷纷都是花再多的钱也换不回的，试问有哪个旅

行团能让人体验如此地道的风土人情呢？ 

 

「增广见闻」这四个字，大概能概括我整个交流团的旅程了，我不仅学习到日本的文化风俗，更

加受益于他们锲而不舍的求学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做事态度，使我能在学校处理事务时更谨慎小

心，写到这里，我心中依然怀着感激，感激有一次这么宝贵的机会，让我能认识团员，走出狭隘

的生活圈子。 

 

 

郑宛汶 天主教培圣中学 

我真的很感恩可以参加这次日本交流，更感激能够认识到我的组员。这次交流令我学到的不仅是

日本文化，还有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探访日本的高中，令我知道日本学校有的设备或许不如香港先进，不过有的是学生对学校满满的

归属感，当我问每一个同学他们喜欢自己的学校吗？他们都毫不犹豫地回答「大好きです！」反

观自己每天在上课时都只想尽快放学离开学校，日本学生对上学的态度真的令我反省了很多。 

 

其次，入住寄宿家庭让我反思自己对自己家庭所付出的太少了，即使每天我都会做家务，但没有

对父母孝顺和感恩。寄宿家庭的古道妈妈为我做早饭，我会不断说谢谢，但由我长大以后，好像

没有真正向自己的妈妈说声「谢谢」。离开日野町我会因为不舍得古道家而哭，但在出发前要离

开家人九天我也没有哭，这真的很令我惭愧。所以自从我回家后，不再当父母为我做的一切都是

理所当然，学会了用心感恩，珍惜我的家庭。 

 

最后，我很庆幸能成为第四组的一份子，导师 Miss Mendy 每晚所提供的康钙 C 使我在这九天旅

程都没有生病。不过，回家后便立刻伤风。虽然各组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但都能够在这

九天中互相帮助，关系变得更紧密，是我预想不到的事，说不舍得日本，其实更不舍得他们「十

三旧橙」。我在这次交流所学到的，都是一生受用，希望所有人都能学会感恩、珍惜身边每一样

东西。 

 



詹文茵 可道中学（啬色园主办） 

起初知道有机会去日本交流时，对于一起交流的人、地方、内容都完全没有想法，但整个交流活

动之后，感觉真的如上一届参加者所说的─毕生难忘。 

 

除了吃喝玩乐、四处拍照「打卡」外，哪一个活动是你最深刻？令你最有得着？而是次交流令我

反思最多的是在寄宿家庭的时候。我相信大家还记得于寄宿家庭离别的那一天，有不少人都因为

不舍而流泪，而事实上，我们和寄宿家庭相处的时间可能只是短短的一天，究竟是什么原因令你

有这样的感受？ 

 

或许现在的中学生为了好好准备公开试，都忙于功课测验，SBA，不同的补习班兴趣班等，家人

亦都为生计奔波劳碌，所以大家都很少相处，甚至连一起吃一顿饭的机会都少之又少。反而在交

流团中让你放下香港的一切，好好地只和寄宿家庭的小朋友、爸爸妈妈一起玩耍，预备晚餐，折

纸，甚至是谈谈梦想未来，把平日想和自己家人做但没有机会做的事都转移到另一个家庭身上，

令我们可以全情投入。有时候，我们发脾气，展现自己真实的一面，未必是对朋友，反而是最亲

的人。我想每个人都试过因为心情低落，读书压力大时，对家人说岀伤害的说话，所以通过这次

入住寄宿家庭之后，希望大家都会为家人想多一点，陪伴他们多一刻和与他们聊天多一会。 

 

总括而言，这次的交流不但令我增广见闻，认识日本在不同方面的发展，更是一个宝贵的经验使

我突破、反省。同时亦感谢 JENESYS 令我可以认识一群特别的朋友和老师，能够互相支持和鼓

励。 

 

姚佩珊 香港四邑商工总会黄棣珊纪念中学 

这次日本之行令我反思自身待人接物之道，亦明白到诚恳待人的重要性。行程中到访了东京、京

都及滋贺县。其中包括到两所中学和一所大学，与当地学生分享彼此的校园生活。诚挚的他们全

心全意为我们呈现他们最真实、最快乐的校园生活。还记得，到访滋贺的高中时，我不懂日语，

他们不擅英语。即使如此，大家仍绞尽脑汁以身体语言，配上真挚的笑容，努力完成课堂活动和

习作。顷刻，我们彼此的心跨越语言障碍，紧紧相连。再想，身边有许多拥有共同语言，却从未

交心的陌生人，其实相知相交就只是如此简单而已。 

 

旅程中难忘的还有入往寄宿家庭，这家庭的父亲和母亲待我们如自己的子女。那时正值寒冬，他

们生怕我们着凉而特意准备多张暖垫，使我们温暖入睡。一同制作丰盛的饭菜，分享各人的梦想，

他们施以真诚的鼓励，种种照顾无微不至。让我们临别时都感动流涕，深深敬佩日本人的待客之

道。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体贴入微，使我忆起自己的父母平日也是这样待我，但自己却鲜有感激，

往后我定要付出更多关怀，好好答谢爸妈默默的付出。 

 

经历这短短九天的交流团，让我毕生难忘，感受到日本人的好客之道、对环境自然的尊重保育及

文化。最庆幸有十三位同组团友相伴，虽然各人均来自不同学校，但我们仍相处融洽、互相扶持，

有同伴病倒，一同担忧；同伴生日，一同认真筹备庆祝。愿这份友谊永固。 

 



李晓晴 宣道会陈瑞芝纪念中学 

我很高兴可以参与这一次的日本交流活动，日本人的真诚和用心真让我难以忘怀。而当中与日本

中学生交流，更让我反思、自省。 

 

他们对于学习是十分主动的，虽然我们因语言不同，在沟通上可能有一点障碍，但他们依然珍惜

这次的机会，努力尝试跟我们沟通交流，互相了解日本与香港的学习文化。从他们用心预备汇报，

可见到他们处事认真的态度。即使几乎要每两星期就要做一次研究，他们依然一丝不苟，主动做

研究、查考不同的书籍，这一种主动学习的态度，更提醒了我，读书并非单单为了考试，更是为

了探索这个世界，进一步了解这个世界，读书亦不是一件苦差。 

 

今次交流的机会得来不易，所以我更加珍惜，去感受、去学习和去领会，因此得到很多宝贵的经

验。我更要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处事认真的态度。 

 

总而言之，这次日本的交流，让我获益良多，一生难忘! 

 

谢谢! 

 

罗斯淇 圣公会圣三一堂中学 

在这次交流活动中，专题研习以环保为题，故更留意日本的环保文化。 

 

在交流前，我本以为自己算得上一位注重卫生和环保的人，比如我不会随地抛弃垃圾，顺手把垃

圾带走以及扔进垃圾桶；把家中没有用的电器关掉，以节约能源等等。但在交流后，我才发现我

这些所谓环保行为，对日本人以言，只是一个日常的生活习惯，平凡的行为。例如在寄宿家庭活

动时，我们与他们一起准备早、午、晚三餐，他们在处理食材时，会把食材的厨余放在一盒子中，

其后作回收之用，但回望香港，相信不少家庭只会随手把厨余扔进身旁的垃圾桶。 

 

此外，无论在参观大学、中学，抑或到各名胜参观时，随处可见有三色回收箱，并不如香港般大

多皆是紫色垃圾桶，并无分类作用。 

 

在交流前，已听闻日本以环保享负盛名，但为何日本与香港皆为大城市，在步伐急促的生活下，

日本人却有这般闲逸去实践环保呢？参观大学时，那领队的大学生说了一句话令我很深刻:「我也

不知道，只是从小知道要做。」不觉反思自己、反思香港为何不能如日本般。这并不是因为我们

没有能力做到，只是我们没有如日本人般强烈的环保意识。在人们皆注重经济发展时，又如何听

见环保二字？ 

 

但是，现在的我，知道了。我学会的并不是单纯的把垃圾扔进垃圾桶，而是把他们分类。我学会

的并不是单纯的自己做好环保，而是要把这意识与身边的人分享。 

 

 

 



罗芷晴 迦密柏雨中学 

我在小学时已经开始参加不少交流活动，可是，在众多的交流经验中，这次的 JENESYS 2·0 是令

我最有得着和最开心的。 

 

首先，这个交流令我更明白自己的不足。参加交流之前，我自问自己也是个有不少技能的学生，

对世界都颇有认识。可是，在一连串的训练活动中，我发现有不少比我更有抱负，更具领导才能

的同学，包括我的组员。例如，有不少同学都有日语的基本能力，有些组员则善于与人沟通，制

造和谐的气氛，有些则默默耕耘，无论在读书上或为才艺表演准备上都付出了很多。这些都是我

没有的特质，可能是因为我只活在自己的圈子里，认识的都是与我差不多的人，而没有去想如何

更好地装备自己。因此，这次的交流提供了一个让我检视自己的机会，不再只活在自己的安舒区

(comfort zone)。现在的我变得更乐意尝试新事物，亦尝试多向其他人学习。 

 

另外，这个交流亦令我反思到自己与家人相处的模式。升上中学后，随着学业压力的增加，我与

家人的相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回到家也只是埋头于功课温习中。在交流中的寄宿体验，令我感

受了真正家庭应有的相处模式，包括子女帮忙做家务，与父母亲一起玩游戏，增加交流机会等。

这令我反思自己并无对家庭付出，一直只是向父母索取。经过这次交流，我尝试与父母多分享自

己所想，希望能增加双方的交流。 

 

第三，日本人的细心和主动亦是令我非常难忘的。参观学校时，大家都不认识对方的语言，但那

些日本学生都很主动地与我交谈，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令我感受到自己是受到关注的。例如在吃

饭的时候，我一踏进教室，已经有一大班女生围着我，邀请我与她们一起用膳，而我的 Buddy (负

责接待我的学生代表)亦主动问我关于香港的问题。后来，我更得知他事先上网搜寻有关香港的

资讯，例如香港的地图等，才会使是次校园探访变得那么有趣。这些都是我们香港学生应该学习

的。我很感恩遇到那些日本学生，部份与我们还有保持联络呢。 

 

我对这次的交流非常满意，亦有了不同的反思。很希望能再次参加 JENESYS。 

 

吴汶熺 天主教崇德英文书院 

今次的交流令我获益良多，我了解到日本和香港的文化截然不同。 

 

在寄宿家庭中，我发现到日本儿童仍然有香港儿童早已失去的快乐童年。他们没有繁重的补习和

兴趣班，居住在被大自然环境包围的近郊地区，下课后轻松地看卡通片，这其实是一个愉快童年

应有的样子。但是现今的香港社会，儿童在幼稚园已经要面对学业压力，赢在起跑线的心态早已

植根于香港家长的内心，各种催谷令儿童失去快乐的童年，十分值得我们去反思这种教育方式。 

 

另外，今次交流最开心是能够认识到同组组员和老师。虽然大家来自不同学校，有不同的背景，

但在旅程中我们能坦诚地、毫无顾忌地流露最真实的感受，分享心底话，反思自己的不足，一起

有所成长。跟第四组组员的这份友谊是我在这次交流中最大的收获。 

 

 



杨艾彤 基督教香港信义会元朗信义中学 

记得出发前，我只是抱住玩乐的心态，从来没有想过这次旅程会让我获益良多。在今次日本交流

中，我能够体验到日本人的生活，以及反思自己的不足。 

 

当中最为深刻的是入住寄宿家庭，初时只是怀着「借宿一晚」的感觉入住。后来经过与「父母」

做饭，玩家庭游戏后，竟然在一夜之间彼此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在离别当天，大家都泪留满面，

依依不舍。这令我反思自己的父母对自己其实甚至更好，但自己却不懂珍惜。因此，这次经历令

我回港后，留意对父母的态度，对父母更加孝顺。 

 

其次，在到访日本高校的过程中，亦让我学习了不少正确待人处事的态度。日本学生为我们的到

来确实作了很充足的准备，令交流活动顺畅。虽然我们沟通上有障碍，但他们依然很努力地聆听

我们说话，同时很积极地分享他们日本的文化，令我感到亲切。日本学生的表现正正提醒我做事

要未雨绸缪，待人要积极有礼。 

     

总括而言，这次旅程不但令我对日本有更深的了解，而且对自己作出反省，可说是满载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