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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校内待人接物的态度及礼仪文化 
 

i. 对老师 
 

日本学生在课堂上会遵从老师的指示，合作完成老师安排的任务。例如在滋贺县立国际信息

高中里，老师要求同学和我们一同进行英文说话训练，同学们便迅速与我们分组，积极抒发

意见。 
 

日本学生和老师亦师亦友，关系融洽。例如在我们到访名古屋市立向阳高中时，有一位英文

老师事前制作了一张有关哈尔移动城堡的工作纸，准备在堂上授课使用，谁不知他竟忘了上

载该影片到自己的档案，该工作纸因而作废。这时候，同学们并没有显得不满或无奈，反而

与老师像朋友般的互相嘲笑一番，场面轻松又温馨。同学们与老师之间大多以朋友的语气沟

通，会不时闲谈聊天，笑谈趣事，甚至互相取笑，气氛融洽。另外一样我们留意到的是学生

的自律性和对老师的尊敬。虽然他们和老师关系良好，但没有因此而对老师不礼貌。在向阳

高中上家政课时，老师一走进班房，全部学生都自动自觉一起站立敬礼，之后便安静下来听

老师讲课。 
 

相比之下，香港学生一般的合作性较低。当老师指示要一组人完成一些任务，学生通常都只

会找朋友组队。而当遇上不懂的事情时，部份学生会选择放弃，等待老师给予答案。这也许

反映了香港部分学生不愿意尝试和怕出错的特点。 
 

师生关系方面，香港部分学生会认为尊师重道的礼节不合时宜，故并不太尊重老师。但亦有

部分学生和老师会像朋友般一同玩乐，关系亲切。整体来说，日本学生给人的感觉较有礼

貌，香港的学生则比较不重视尊师重道的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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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对朋友/同学（朋辈）  
 

在日本时我们接触过滋贺县立国际信息高中及名古屋市立向阳高中的学生。 
 

信息高中的学生给我的印象是：日本的年轻人相敬如宾。朋友之间互相拿东西给对方时都会

认真点头道谢，让我感受到礼仪之国的互敬氛围。但无疑这对处于香港的我们来说是陌生

的，因为朋友之间或会因过于熟稔反而变得不懂互相尊重。这方面我们是应该向日本学习

的。 
 

向阳高中的学生令我对日本年轻人有更深的感受：原来互敬也可以是不刻板而轻松的。她们

是一班活泼并懂得尊重别人的女生。虽然我们语言不通，但每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都能

感受到她们认真倾听，尽力回应，不会让我们因冷场而感到尴尬，令我们领悟到尊重是可以

有更深层次的。 
 
 

iii. 对学校 
 

今次到访的两所日本高中学校面积颇大，通常由几栋建筑物相连接；无论上课或是休息时

间，校园环境都很宁静；而各处都有绿化的踪影，大大小小的植物遍布校园。 
 

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当我们走进校园，都需要换上校园提供的拖鞋，才可在学校里穿梭。除

了拜访的客人外，学生们都如此，体现日本学校十分注重校园清洁，以给予学生舒适的学习

环境。日本学生也愿意遵从学校的规则，自行带备拖鞋或穿着学校提供的拖鞋以保持学校的

卫生整洁。 
 

此外，日本校园不论是课室、操场，甚至是厕所都较整洁，这显示了日本学生是很珍惜校园

设施和致力保护校园环境的。 
 

在香港，由于受到本身地理所限，要寻找一片较大面积的土地兴建学校，殊不容易。因此，

香港普遍学校的面积较日本学校小，不少学校只有一栋主要教学大楼。而根据观察，香港学

生对校园的爱惜程度一般不及日本学生。而由于香港学校的课室，通常主要由校工清洁（日

本则为班内同学轮流负责），因此学生对校舍的保护意识也较为薄弱，校舍的整体整洁程度

一般略逊于日本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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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日常生活中体现礼仪文化 
 

i. 从新干线看礼仪 
 

服务员态度 

新干线列车服务员因需售卖和检查乘客车票而穿梭车卡，故行车期间服务员不时进出车厢。

我们注意到每次列车服务员进入和离开车卡时都面带笑容，向乘客方向微微鞠躬，以表礼

貌。当列车服务员在通道上遇上乘客，他们会尽量把餐车靠边，让乘客先走。发车前有穿橙

色制服的新干线员工清洁车厢，以抺布和小扫把分别清理车厢内壁及坐位，神情专注认真，

离开车厢时更礼貌向候车乘客微笑点头。可见无论什么阶层的新干线员工都表现出认真、礼

貌和欢迎乘客的态度。 

 

 
 
乘客安静有礼 

观察所得，乘客非常安静。他们使用手提电脑、智能电话、看书、杂志等，尽量避免看报

纸、通电话或谈话；即使不得已要与人通电，亦会尽量到车厢与车厢间的甲板区域，以免骚

扰其他乘客。车厢内的提示牌提醒乘客把手机设置为静音模式，乘客亦有遵守，我们未有听

到车厢内有手机响闹声，可见乘客努力营造安静的车厢环境，让其他乘客可专注工作、看书

和静心休息。乘客摆放行李时亦会避免挡住通道，以便其他乘客登车，亦方便服务员往来车

厢以提供乘客食物。由此可见，乘客与服务员会共同努力营造安静、舒适的车厢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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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从日本人的待客之道看礼仪  
 

在是次交流中，我们在酒店及寄宿家庭中，都时刻体验到日本人以客为先的待客之道。 
 

在酒店： 

在这次交流中，我们总共住过五间酒店，而每间酒店的员工对客人都十分有礼和热心。当服

务人员见到客人时，会向客人打招呼，主动聊天，关心客人的需要。就算时间多晚，酒店人

员亦会站在大堂，向客人鞠躬并提供服务。即使是多难的要求，酒店的服务员亦会微笑相

待，尽力满足客人的需求。当我们离开酒店时，员工会特地走出酒店，向我们不断鞠躬，表

达谢意，亦会不断挥手说再见，直至我们离开酒店范围。 
 

另外，酒店中的日本旅客也十分友善。见到有人需要帮助，亦会施予援手。有一次，其中一

位组员泡完温泉，换上浴袍时，因为浴袍太长不合身，穿了很久也还未穿好。一位日本老婆

婆见到后，便帮她把浴袍调整至合适的长度。虽然她们之间有语言的障碍，但是婆婆仍然亲

切地帮助一位她并不认识的人。一位中年日本女士也在休息室主动与我们聊天，即使我们并

不能流利地对答，但言谈间亦能感受日本人友好的待客之道。 
 

在住宿家庭： 

住宿家庭的主人是以包容有礼的心对待客人。他们会先让客人浸浴洗澡，而自己则留待到最

后才洗澡。在用膳时，如果桌子不够大让多人同时使用，便让座位予我们，自己则在小茶桌

用膳。又主动询问我们对日本生活是否习惯和向我们介绍当地的传统文化，带我们参观当地

寺庙和农田等，尽力完成我们的心愿。 
 

记得第二分团最初并没有和服体验活动，但是接待家庭的母亲知道我们十分想体验穿和服

后，便拿出一套出嫁用的和服让我们试穿。出嫁用的和服十分华丽，图案是人手刺绣的，所

以用料也特别厚，比一般和服重，但并没有因为和服贵重而吝啬不让我们试穿，他们大方的

待客之道令人印象深刻。接待家庭的父亲也带我们到他的小农场体验喂饲母鸡，我们还可以

即时拿到新鲜的鸡蛋！他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照相，还特地带我们到一座小山拍照。 
 

即使只相处了一天，离别时我们却是依依不舍。接待家庭的父亲和母亲都一同送别我们。上

了旅游巴后，母亲更在车外不停挥手。开车了，还追着我们。我们十分不舍，深深感受到他

们的爱。  
 
 

iii. 从服务态度看礼仪  
 

日本是个著名的礼仪之国，服务员任何时候都会以敬语称呼客人，不论老少，以表示敬意和

尊重。日本的服务人员比香港的更亲切有礼，从以下数方面可见： 
 

酒店服务生任何时候都会挂着和蔼可亲的笑容，纵使在门口站着很寒冷，在晚间长期工作很

疲倦，他们的笑容从来没有挂下过。还记得当时很晚，他们仍精神抖擞地向每位客人鞠躬打

招呼，使我们印象深刻。而且他们在送行的时候也会特意走出门口，向我们挥手道别，直至

我们所乘坐的车子远离他们的视线。此外，当我们其中一位组员因不小心遗失了早餐劵而不

敢进入餐厅时，餐厅经理直接邀请他进去，还说了句：That's fine，令他感到非常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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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观察，日本的店务员从来不会展现不耐烦的情绪。便利店常常都有长长的人龙等候付

款，而店务员会慰问客人，在寒呼呼的天气中送上窝心的问候，特别温暖。此外店务员在找

赎时会逐张纸币慢慢数算，确定客人看清楚才道别，是有礼貌的表现。香港的便利店员工一

般很快找赎完便赶着接待下一位顾客。 
 

日本食肆的侍应生亦会尊重和体谅客人，客人用餐完毕后仍谈天说地，侍应生会等他们离开

后才收拾餐桌，不像香港的待应般，尽快收拾以暗示希望客人尽快离开。在日本有时候遇着

一些年轻的侍应生，他们更会给我们糖果或口香糖，真是有趣！ 
 

日本的旅游巴士上，必定会有一位服务员随时候命。在我们参观景点期间，服务员会一直在

指定的集合地方等待，不会自己到另一个地方休息，以防我们提早到达集合地点。如我们未

能准时回到车上时，即使天气再严寒，他们亦会一直站在车外等待我们。每当我们上车时，

他们亦会对每一个客人说「欢迎回来」。旅游巴士的司机会替我们搬运行李，每次见面都主

动打招呼，又忍受我们在车上吵闹的声音，还有早上的时候会特意送我们上车。此外，还有

一名跟车的乘务小姐，虽然她的工作只是上车迎接或是下车挥手送行，但在冷风飒飒的天气

中她仍是一贯的笑容满面，丝毫不会感到厌倦和沉闷。 

 

总括而言，在整个日本交流行程中，我们完全感受到日本服务业对客人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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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本家庭的礼仪文化   
 

在旅程中，我们获安排入住寄宿家庭进行体验，在接近两日一夜的活动中，我们不但感受到

日本家庭热情和认真的招待，从中更了解到日本家庭的礼仪文化。 
 

首先，在日本家庭中，不同的地方均有不同的进出礼仪。在打开门走进玄关后，我们都需要

在脱掉外出的鞋子，换上在家中专用的拖鞋，从而避免把外来的细菌透过外出的鞋子传到家

中，而脱掉鞋子的摆放也有特定的要求，就是需要把换下来的鞋子对着门口。另一方面，进

入洗手间时则需要换上另一双专用的拖鞋。而为了避免对榻榻米的灯心草造成损害，进入睡

房时需要脱下拖鞋。 
 

 
 

其次，在日本家庭中不同时候也有不同的用语礼仪。对于第一次的到访，在进门后需要说

「不好意思，我打扰了」，在最后一次离开前，则要说「再见，承蒙你的照顾」，而在其他

的时候，在进门后须说「我回来了」，在离开前须说「我走了」。另一方面，在吃饭前需要

说「那我不客气了」，这些用语对我们来说都十分新奇和有趣，因在香港，很少父母会对我

们有这样的要求，而这些场面大多只会在日本动漫中看到，因此在说着的时候，就像我们都

变成了动漫中的主角一样，而这些在用语上的礼仪文化，也显示我们对接待家庭的一种尊重

和感激。 
 

 
 

完成每顿饭后也有一定的礼仪。因日本人习惯在吃完饭后立即收拾餐桌并洗碗，而作客的我

们若果能主动上前说「我来帮忙」，是有礼貌的表现，因为这能显示出我们对烹饪者的感

激。因此一向习惯有人为自己清洁餐桌的香港人要多加留意这点，以免留下坏印象予寄宿家

庭的人。在是次寄宿过程中，我们各人都曾为寄宿家庭收拾餐桌和洗碗，当中更能体验到烹

饪者的辛劳，从而对食物更为珍惜。 
 

最后，日本家庭在送礼方面亦有相关的礼仪。像许多国家一样，第一次拜访别家时要带上一

些礼物，让对方有一种被尊重的感觉，但在日本这个严谨的国家中，送礼也有一定的学问，

榻

榻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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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们应该要避免赠送与「四、九」数字相关的东西，因「四」的发音类似「死」，而

「九」的日文发音像「苦」，均属不吉利的字词；而日本的吉利数字是：三、五、七等奇

数，偶数的话是「八」比较好。另外，我们也应避免赠送紫色和绿色的礼物，因他们分别有

悲伤和不祥之意。在是次旅程中，我们特意为寄宿家庭挑选了具有香港特色的礼物，希望达

致两地的文化交流。 
   

从以上日本家庭的礼仪文化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日本人的严谨和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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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李颖施（基督教宣道会宣基中学）： 
 

这次是我第一次踏足日本，以往只能从学校的日文课或网上资源暸解日本文

化，而今次十分荣幸能透过参与此计划，亲身体验当地文化和社会氛围。在整

个交流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入住寄宿家庭的体验，让我能近距离接触及认识

日本人的待客文化。有时候我会疑惑为何刚认识对方、只相处了两日，却在离

别时难舍难离。当我再细心回想时，我明白这是因为日本人待客时的真心真

意。在当天晚上，寄宿家庭的主人虽然不擅长使用电脑，却特意为我们使用电

脑，将资料投映于电视上，向我们介绍当地的祭典和文化。他们亦尽力用英文

解答我们的问题，更鼓励我们提出疑问和分享我们的香港趣事。以外，他们无

时无刻都挂起灿烂的笑容，在那两天一夜的寄宿经验，每一刻都充满快乐，让

我们宾至如归，更使我们有回家的感觉，令我们离别时就如与好朋友分离一

样。与家人分开的九日中遇上真心对待我们的寄宿家庭，使我在日本的交流生

活添上一抺温暖的色彩。 
 

 

曾咏彤（何文田官立中学）： 
 

我认为这次日本之旅带给我不单是日本的各种文化知识，亦是一种新奇有趣的

体验。我一向喜爱日本文化，因为一直很喜欢看日本动画，所以也会常常探讨

有关方面的知识。而这次体验达成了我不少只能在梦中才能实现的愿望，例如

泡温泉和与日本高中生交流。我认为日本高中生活比香港更为有趣，因为日本

重视学生的才能，例如会有不同的课外活动如弓箭部和音乐部等。此外，高中

是分为工业学校、科学学校和语文学校。我到访那所科学学校的学生学习自主

性非常高，例如可以做不同程度的实验，又有地质探测等，这些是香港学校难

以做到的。因此我感到非常新奇，我从未想到在学校会有这么多元化的学习体

验，而且上课时老师会和学生一起讨论数学，他们重视的是学生能吸收到多少

知识，而不是为了追赶课程进度，这样学习成效会更高。虽然我听不懂日语，

但酒店员工、导游和学生对我的关怀，使我能感受到他们礼貌和亲切的待客之

道，即使身在异乡也能感到一丝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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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金莉（天主教郭得胜中学）: 

 

回想起这次日本之旅，不少难忘的片段依然历历在目，回味至今。在参观不同

景点和享用不同美食的同时，更让我加深了对日本历史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当

中最难忘的莫过于与日本同学的交流，透过分享和共膳，我们相互之间交流了

平日在校园时的点滴，交流的过程比我预期中顺利很多，完全消除了我想象中

语言障碍的担忧。我们不时也会透过智能电话交换在校园中的照片，深刻的是

他们对于香港的制服队伍尤感好奇，惊讶我那穿起了红十字会制服的照片，而

我则惊讶于他们课外活动的种类繁多和规模庞大，更佩服他们对于课外活动的

热诚，在放学后他们多会去不同的属会中训练，有些同学甚至会自组队伍作练

习，又或是自愿留校撰写不同的研究报告。这次和日本同学的交流，使我扩阔

了视野，直至现在我们仍不时保持联络。 
 

入住寄宿家庭更是深刻的一环，从中我不仅体验到真正的日本家庭文化，更体

验到日本人待客的认真。我们与主人家一同制作晚餐，一同在饭后游戏，一同

制作手工。为了让我们对所住的地方有更深入的了解，主人家更特备了简报与

我们分享其习俗。在这两天的体验中，我们像是成为他们的家人，对我们关怀

备至，为我们所准备的活动也见心思，确实体验了日本人的好客与认真。 
 

这次旅程能够有如此难忘的回忆，要感谢为我制造了不少笑声的组员，由一开

始的尴尬，到现时无话不说，在闲时还要约出来见面，这段关系将会是值得一

辈子回味的友谊。更要感激的是在整个旅程中一直照顾我们的组导师 ─ Bob 

Sir，感谢他对我们的包容和接纳。最后在此再次感激 JENESYS 计划给予我这次

机会，使我能够去一直梦寐以求想要到访的日本，更有幸成为香港的代表，推

广香港文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会再次到访日本，加深对日本文化的体验。 
 

 

陆巧澄（汇基书院(东九龙)）︰ 

 

这次日本交流团令我很难忘，我认识了来自不同学校的组员和日本的朋友，参

观当地的文化史迹、博物馆，亦去当地的学校交流，更有机会透过入住寄宿家

庭亲身体验当地的风土民情。交流团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名古屋向阳高中的

交流活动和寄宿家庭体验。 
 

在名古屋向阳高中，香港学生分为两人一组参与课堂，我参与了他们的英语沟

通课，在课堂上与他们一起玩游戏和吃午餐，我非常享受互相认识、交流的时

光。下午我们参观了向阳高中一、二年级科学班学生的摊位，他们详细解释了

一年来的科研成果，而这就是我特别欣赏向阳高中的地方。向阳高中的 101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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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班是他们的科学特别班，选修物理、化学和生物学，除了这些常规课程，他

们还有科学英语和汇报技巧课，老师会教授科学用语的英文和汇报技巧，让学

生可与国际接轨。另外 101 和 201 班的学生每年都有十个月的时间与组员设计

和进行科研，然后向同学和公众分享和交流科研成果。学生们透过解决难题、

制作报吿和互相参考加深学习印象。我认为向阳高中的科学气氛非常浓厚，有

利学生学习。 
 

我亦深深体验到日本人的礼仪文化，在行程中我看见日本人不只对旅客以礼相

待，他们处处都先考虑别人的感受，回来后感觉自己须多多向日本人学习。最

后我很希望感谢日中友好会馆的款待、教育局给予的机会、各位导师的照顾、

还有组员的勉励！这些都让我在旅程中学习更多、体会更深。 
 

 

伍咏欣（汇基书院）︰ 
 

感谢日本政府以及香港教育局给予我这个机会参加 21 世纪东亚青少年大交流计

划。这次交流有不少难能可贵的活动，扩阔了我的视野。 
 

在旅程开始之前我们用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可以说是苦乐交织。毕竟

需要耗用数个星期六的时间来训练、彩排，但另一方面透过小组活动增进了同

组组员的感情。 
 

这次旅程使十四位组员由互不相识变得合作无间。在这九日八夜里，我们彼此

在不同的场景中发挥自己的长处。几位懂得日语的组员义不容辞地协助我们解

决最大的困难 ─ 语言不通。同时我们亦一起欣赏日本的美丽风景，一起品尝美

食，一起参与不同活动。感谢这个交流团能让十四位互不相识的人聚在一起，

变成会互勉互励的友好团队。 
 

在这次交流团中，我亲身体会了日本礼仪之国的气氛。在酒店中即使互相不认

识，日本人也会对我们点头微笑，在泡温泉时也会主动和我们聊天。在访问两

所高中时，我体会到学生之间认真学习的氛围，无论是对待学业或是课外活动

都投入十二分精力，这令我不免作出一些反思。最难忘的是两日一夜的寄宿家

庭活动，屋主的温柔及体贴，以及他们用心烹调的食物，仍留在我心中不能抹

去。我相信，毕业之后我定会带同我的朋友再次探访他们，再次品尝他们烹调

的日本美食。 
 

另外，在这次交流中我亦作出了许多新的尝试。第一次离开父母，第一次主动

说日语，第一次到学校交流……每踏出一步都需要不少的勇气，但幸好都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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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尝试。我相信这些经验都能令我成为一个更全面的人。 
 

最后再次感谢日本政府以及教育局给我这个机会，亦想感谢与我一起同行的组

员，因为有他们，这次旅程才能如此快乐。 
 

 

朱霭茵（圣公会圣西门吕明才中学）︰ 
 

21 世纪东亚青少年大交流团相信是我中学生涯中一次独一无二，且毕生难忘的

交流旅程。 
 

还记得面试入围后，经过数次的集会训练，我和组员之间很快便熟络了，大家

有讲有笑，一齐享受到日本的交流之旅。 
 

在九日八夜的交流中，我们除了有机会体验穿和服和浴袍、泡温泉等的日本传

统风俗以外，亦有机会参观当地著名的景点，例如伏见稻荷大社等。然而，令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入住日本寄宿家庭，亲身体验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此

外，到访两间日本高中作交流也让我与日本同学有更深入的沟通与了解，明白

两地之间的文化异同。虽然我与他们的语言不同，但却似乎无阻我们之间的沟

通，简单的英语和肢体语言都令我看见日本人的那份热情，使我尤为感动。 
 

这一切一切不但使我扩阔眼界，学习和认识到课本以外的风土人情，更重要的

是与日本学生和寄宿家庭结下一段特殊的友谊，在回港后也能保持着彼此之间

的联系，保持着彼此之间真挚的一份情。 
 

最后，特别想藉此机会感谢我的组员，感谢日本旅途中遇上十三位来自不同中

学、有着各自性格的你们，九日八夜的欢乐虽然眨眼间便结束，但每次的重聚

却是我由衷期待的时刻，因为你们每一个都很优秀，都将是我这只井底之蛙值

得学习的对象。还有我的组导师 -- Bob Sir，一个有着孩子气的幽默导师，与我

们亦师亦友，体贴入微，令我们渡过了难忘的日本之旅。此外，我也感谢香港

教育局给予机会让我可以代表香港到访我一直梦寐以求的国家，我将向同伴和

家人分享这次旅途的点滴，一同感受日本风俗民情。相信这会是我人生中一段

美丽的风景线，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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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晓潼（沙田培英中学）： 
 

是次 21 世纪东亚青少年大交流计划日本交流团对于我来说十分难忘，不但能到

访我喜爱的日本，更能亲身体验日本的文化。九日八夜的交流，每一幕到现在

都十分深刻。 
 

到访学校时，滋贺和名古屋的高中学生十分热情地接待我们。他们分成数个小

组，让我们了解不同的日本特色，有的介绍宫崎骏电影，有的与我们一起玩日

式羽毛球、折纸鹤等。即使我们沟通并不流畅，亦无阻我们分享自己的文化，

回港后我们亦有保持联络。能够认识不同地方的朋友，十分难得。除此之外，

各式各样的体验亦十分深刻：在酒店泡温泉、尝试怀石料理和日式火锅、入住

寄宿家庭，体验当地人的生活等等…… 
 

旅程中除了能认识日本的朋友之外，组员之间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密集式的

训练令组员之间很快变得熟稔，在旅程中全情投入。我很开心能够认识第五组

的每一位组员，亦十分期待每一次的重聚。 
 

 

曾嘉慧（德兰中学）： 
 

我十分庆幸能够入选参与这次九日八夜的日本之旅，让未曾出国的我跳出井

底，体会他国的生活；日本人的热情、好客、有礼等数之不尽的优良文化都令

我毕生难忘，获益良多。 
 

旅途中最令我留恋的是与日本学生的文化交流和温暖人心的寄宿家庭生活。 
 

探访学校时，一踏进课室就令我惊喜万分，他们围了一个大圆圈，等着我和其

他到访学生来一同玩游戏，让大家尽快熟稔起来，一转身，看见黑板上写满了

对我们的欢迎字句，这使我切身感受到日本人的热情。我亦体验了日本的课

堂，大家都专心地上课，当我不明白时亦尽力尝试向我解说；到了午饭时间，

班上的女同学们一同围着我，与我共进午餐，互相分享两地校园生活，我仿似

融入了他们当中，十分温馨。而日本学生在英语课讨论时勇于分享的表现亦令

我十分欣赏。 
 

寄宿家庭亦让我体验到日本乡村民居的生活，当中我们帮忙制作晚餐的手卷、

饭后玩棋作乐、早上到农场拜访「稻草人」，都令我感受到满满的家庭温暖，

除了认识到日本家庭的生活方式外，更重要的是，在这短短的一天内，我感受

到他们的热情款待，例如在家中主饭桌不够位置予全部人坐时，主人家宁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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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坐在小茶几上吃饭，礼待客人；即使语言不通，大家都尽力运用简单语句和

身体语言去沟通，主人家更认真地翻看书、杂志去表达心中所想，我们都感受

到他们的心意。 
 

旅途中，我亦深深感受到礼仪之邦的氛围，导游们热心的讲解和照顾，酒店服

务员诚心的道别，寄宿家庭以礼相待，种种经历都让我切身感受到日本人的热

情有礼，不但令我没齿难忘，更十分值得我从中反思、学习。 
 

这次日本之旅让我亲身体验了日本文化，感受到了日本人的待客之道，体会了

真正的文化交流。 
 

 

黄伟杰（圣言中学）： 
 

这是一趟令我终身受益的旅程，也是我日后生活中的一滴甘露，滋润着我。 
 

回想出发前往日本的那一天，我觉得将临的九日八夜很长，但过后，竟发现是

这样短。一名不谙日语、不认识日本文化的大男孩在这趟旅程以后竟深深地爱

上了日本这片土地，可想，这片土地是有多大的魅力呢！ 
 

我爱上了东京的繁华、京都的清韵、日野町的朴质、名古屋的绚烂……但真要

数一个挚爱，则定必是京都。京都的一砖一瓦都暗含着韵味，都不造作、不张

扬地显出美丽……途径鸭川的那一刻，我彻底的被这古都景色吸引住了，流水

轻轻地淌着，阳光把草地映成麦黄色，人们悠闲地、自在地在草地上嬉笑打

闹，任由微风随意吹动……我在那一刻便告诉自己，我一定会回来这里。那顷

刻的感触是我在往后日子中每遇挫败时支撑着我的灵丹妙药。我期待着下一次

与这片土地的相会、憧憬着下一次的感触…… 
 

有幸参与二十一世纪东亚青少年大交流计划乃我莫大的荣耀，十分感谢教育局

以及日本政府给予我是次珍贵的机会，亦感激随团老师和导游的无私协助，更

多谢组员的关怀照顾，还有当地帮助过我们的热心市民。一切的恩惠，我没齿

难忘。最后，感谢 Bob Sir 和第五组的每一位，没有你们，这趟旅程不会是这么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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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思程（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学）： 
 

对于有幸获选成为是次 JENESYS 计划的一分子前往日本交流，我感到十分高

兴。若非是次计划的出现，我可能还是一个“香（乡）港仔”，从未冲出香

港，见识浅薄。 
 

在这次计划中，我们访问了日本的中学。虽说言语不通，但都感受到他们的热

情款待。大家一起共进午餐，研究音乐、书法等事物，用英语沟通。日本学生

十分好客，还依稀记得当一打开课室门，迎接我们的不是冷寂，而是掌声、温

情，大家都兴高采烈地欢迎我们的来临，这一画面使我记忆猷新。 
 

我们也参观了不同的景点，例如金阁寺、伏见稻荷大社、比睿山延历寺等。在

这些地方我深深地感受到日本的文化特色，例如拜祭过程、建筑特色、地道美

食等。大家去到每一个景点，都是兴致勃勃及精神奕奕，因为我们都对日本大

大小小的事物感到好奇和喜爱。 
 

在寄宿家庭中，第一个家庭的母亲正在怀孕，身体不适，但她却还是以客为

先，为我们介绍家内设备，装饰等，希望为远道而来的我们作简单介绍。惟最

后她因需要休息，无力继续款待，所以我们去了另一个家庭。 
 

第二个家庭同样也是热烈地欢迎我们，在语言的屏障之下，庆幸我们有一位精

通日语的组员，为我们一字一句翻译。主人家在深夜载我们组员三人上山游

玩，为我们介绍山上的鹿，这也可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鹿呢！翌日女主人也和

我们一同制作美食，三个男生加一个主妇，竟可制作出糯米糍而厨房并没有遭

到破坏，我们也算是成功了。 
 

虽说这计划带给我很多平时无法接触的经验，但我更为珍惜的却是因这计划而

认识的朋友。来自不同学校的组员，藉这计划认识，在旅程中一同欣赏日本美

景、品尝美食、畅谈经历，最后成为好友，即使在计划完毕后，我们依然保持

联络，偶尔出外游玩，这就是我在这计划中获得最宝贵的回忆了。 
 

 

杨尊龙（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 
 

九日八夜的日本之旅，一点一滴至今仍然历历在目，而我深信这些点滴将会好

好存放在我的记忆里。这次是我第一次到访日本，平时总得在屏幕上才看到的

风土人情，在那数天里让我亲身经历了一遍。九天并非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每

一个活动内容都非常充实，有些体验更令我毕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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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对每位团员而言，到日本学校交流都是再三回味的美好回忆。我和其他第

二分团的团员分别到访了滋贺县立国际信息高中和名古屋市立向阳高中。个人

而言，我更享受到访向阳高中的经过。当天，我首先跟两位同学到了一间课

室，与一班日本学生一起进行「破冰游戏」。虽然我和另一位同学都学习过日

本语，但跟日本同学交谈时偶尔也出现语言不通的问题，更不要说余下那位对

日语一窍不通的组员。即便如此，日本的学生也热情地用英文配合身体语言来

跟我们聊天。他们的好客融化了语言的冰壁。之后我很难得获得第一次(相信也

是唯一一次)到日本高中教授广东话的机会。平日在课堂上汇报时，即便聆听的

都是相识多年的同学，亦难免会紧张，不过那天却没有半点焦虑。当我到讲台

上教授如何用广东话说一到十，台下都很用心的聆听教导，令我倍感轻松。当

天余下的节目固然也十分精彩，但最令我感到窝心的便是上述日本学生对我的

态度。 
 

和很多组员一样，另一个难以忘怀的活动便是寄宿家庭体验。相信我和另外两

位组员的经历与其他同学的有所不同，因为我们分别拜访了两个家庭。第一个

拜访家庭的妈妈正在怀孕，虽然她十分好客的为我们准备好房间，给我们尝试

用传统火炉煮一餐饭，但由于身体不适，为了健康着想，只能停止接待，转介

我们到另一家庭。 
 

我们三人吃完晚饭后才去到另一个家庭。这令我有点不安。不过很快这份不安

就被新家庭的爸爸妈妈的热情所盖过了。当时已是夜深，但他们仍为我们安排

了精彩的节目。当晚，接待家庭的爸爸特意驾车带我们外出看鹿，那可是我人

生第一次看到鹿。回来后，爸妈又和我们一起玩当地流行的棋类游戏。第二天

早上，母亲又煮了日本当地的家庭菜。下午更和我们一起弄日本传统的甜点。

爸爸妈妈没有学过太多英文，而另外两位组员也不晓日文，全程都由我这个略

懂日文的人作翻译。过程中常常没能翻译好，令沟通出现阻碍，幸好在爸爸妈

妈的热情招待下，这些阻碍都显得微不足道。 
 

以上所述便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体验。交流活动的内容实在太丰富，篇幅所

限，我想表达的情感也未能好好写出，但不得不提我的组员和带队老师 Bob 

Sir。虽然我比较怕生，但是很感谢你们于这九天里的陪伴。正是有了你们，才

为是次交流点上了睛。九天的交流之旅，是我难得的体验，是在日本美好愉快

的经历，是我与组员们无与伦比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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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均滦（沙田官立中学）： 
 

今次的日本交流团是我第一次参加校外的交流活动，起初在得到面试机会时，

我十分紧张，既担心自己的日文水平未达标准，又害怕自己因为过分紧张而失

准，幸好最后获得这次珍贵的机会入选成为这次交流团的一分子。与第五组的

组员初认识时，我担心大家不能融洽相处，而且看见一本正经的杨 Sir，以为他

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老师，怎料原来他风趣幽默，促进了我们组员之间的关系。 
 

虽然这不是我第一次到日本，但以往都是以游客身份，今次是我第一次以交流

生的身份深度接触日本文化，成为我一次难忘的日本之旅。其中最难忘的事莫

过于到访日本高中和入住寄宿家庭，到现在仍然记忆犹新。 
 

我自小十分向往日本的校园生活，不但有各式各样的社团，又有盛大的校园

祭。今次终于能够与日本高中生交流，我感到十分荣幸。经过两次的交流，我

不但了解到他们的生活和兴趣，还发现他们十分热情待客，虽然我们没有共同

语言，但他们仍然努力利用身体语言和简单英语与我们沟通。 
 

而在寄宿家庭生活两日一夜，是我整个旅程最难忘的时刻。一开始我十分好

奇，今次的体验使我充分了解到日本家庭的日常生活，例如我发现他们的食物

不是丰富的寿司，刺身等，而是比较简单的两三道小菜，十分朴素。虽然我有

学过日文，但还是不能与他们流畅地沟通，而他们用手机软件翻译，使我们明

白他们的意思。离开时，我们感到十分不舍，更非常感谢他们无微不至的照

顾。 
 

今次九日八夜的交流团不但使我深入了解日本文化，更令我认识了一班十分要

好的朋友，我在此感谢团长、各位老师、导游对我的照顾，还有每位组员的扶

持，共同构成了这段美好又深刻的回忆。 
 

 

邓天远（金巴仑长老会耀道中学）： 
 

我十分庆幸能入选 JENESYS 计划，能够代表香港前往日本交流。这次不单是我

第一次出国，更重要是能够和日本学生交流。 
 

记得在出发前我十分担心因为言语上的障碍会难以和日本学生沟通，但当我去

到第一所高中交流时，热情的日本同学令我的担心消失得无影无踪，最令我印

象深刻的是我们和日本同学一起共膳的过程，在过程中我认识到很多有关日本

的小知识。而在到访第二所高中时，我有机会尝试到日本独有的课外活动 ─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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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这对我来说是十分宝贵的体验。 
 

在这次旅程中，很高兴能亲身体会到日本的传统文化，如温泉、寺庙等。在伏

见稻荷大社亲眼见到由多不胜数的鸟居所组成的通道令我十分震撼。而在温泉

旅馆的体验及第一次穿上和服的感觉很有趣。更令我有深刻印象的是入住寄宿

家庭。接待家庭的父亲和我们玩了很多日本传统游戏，而接待家庭的母亲就教

了我们做日本传统手工艺品，最开心的是她带我们去到一所动漫取景的学校参

观，令我乐而忘返。 
 

最后，这次旅程令我认识到来自不同学校的组员，多谢他们为我这次旅程加添

多一份色彩，还有我们的组导师 ─ Bob Sir，在旅程中照顾着我们，因为组员和

导师的陪伴才令我有一次无法以言语形容的美好旅程。 
 

 

胡嘉昊（五旬节林汉光中学）： 
 

虽然我曾经多次去过日本，看过不同的景点，但这次交流团为我带来了不少惊

喜和收获，因为我获得宝贵的机会和当地人交流。 
 

在一般的旅行中，作为旅客的我，都只是会四处看看各式各样的景点，或和当

地的店员作简单的沟通。然而，今次我除了能够到访两所当地高中，更能够入

住寄宿家庭。 
 

在两天的高中交流旅程中，我能够体验到日本同学对学校生活是多么的向往。

对于部份香港学生，学校只是学习与考试的地方。但是我们造访的两所学校的

学生都十分享受课堂，而且有十分丰富的课后活动。 
 

日本家庭寄宿是今次行程重点之一。出发前都只是预期一个特别的经历，但我

最后得到的却是毕生难忘的回忆。还记得当初和另外两位组员及寄宿家庭的母

亲都没有交谈，只因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开始一段对话。到了她的家以后才开

始有真正的交流。那天的晚饭是我们一起烹调的。尽管餸菜简单，只是猪肉、

菜和洋葱汤，但那是我在日本吃过最好吃的一餐。 
 

那家的父亲在第二天教我们玩一种叫弹棋的玩意，我们玩得相当投入。然后我

们跟着那家的母亲学穿手绳，我还记得花了很长时间才能学会。在返回集合地

点前，我们更去了附近一所已弃置而曾用作一套动漫取景的学校。 
 

在这短短的两天，这个家庭尽心照顾我们，和我们一起进行不同的活动，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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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感受到日本人的细心和无微不至的照顾。 
 

这个交流团活动非常丰富，而且极有意义和价值，我很高兴和感激能够有这样

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