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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学校社团活动(或称部活/ふがつ) 是日本教育的一大特色，所指的是学校为学生

举办的课外活动，自明治时期已经开始推行。1按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学习指

导要领》2规定，所有学校必须推行。有别于香港，日本学校的社团活动多元化；

纵使当地学校重视学业成绩，也会给予更多时间让学生投入课外活动，并强调

学生于「部活」中的自主性及自发性。从以上日本政府及教育团体对社团活动

的高度重视，可见「部活」对当地青年的个人成长有着深远的影响。 
 

我们组员期望透过访问和考察当地高中学校，以及搜集资料，可以更全面认识

学校社团活动的独特之处及其于日本的教育制度中对高中生个人成长的影响，

从而更了解普遍日本独特文化和价值观形成的因素。 
 

焦点问题 

学校社团活动在日本高校的普及程度 

参加学校社团活动对日本高中生个人成长的影响 

日本大力推行学校社团文化的原因 

 

 

 

 

 

 

 

 

 

 

 

 

 

 

                                                
1 日本社團文化作者 - 樹德家商圖書館(2017-10-23) 

lib.shute.kh.edu.tw/essay/shs1061115/306-4.pdf 
 
2
 日本文部科學省(2017-02-14) 

https://epaper.edu.tw/windows.aspx?windows_sn=19560 

 
 

http://lib.shute.kh.edu.tw/essay/shs1061115/306-4.pdf
http://lib.shute.kh.edu.tw/essay/shs1061115/306-4.pdf
http://lib.shute.kh.edu.tw/essay/shs1061115/306-4.pdf
http://lib.shute.kh.edu.tw/essay/shs1061115/306-4.pdf
https://epaper.edu.tw/windows.aspx?windows_sn=19560
https://epaper.edu.tw/windows.aspx?windows_sn=19560
https://epaper.edu.tw/windows.aspx?windows_sn=19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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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概念和事实 

 

6•3•3•4 学制3 

日本推行 6•3•3•4 学制，即小学六年，初中和高中各三年以及大学四年。有别

于香港，日本的初中与高中之间普遍设有入学试接轨。日本教育局（或称文部

科学省）在历来发布的《学习指导要领》中确立强调社团活动的训练为教育改

革的元素之一。 

 

自尊4 

个人对自我价值和能力的主观感觉和评价，例如认定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认

为自己有没有价值、对自己产生喜欢还是厌恶的感受、能够完成甚么事情等。 

 

人际关系 

人与人之间互相交往的过程中，借着交流思想、感情或行为，产生各种互动关

系。 

 

身份认同 

在社会层面上，是指个人认同自己身处的社会位置，或视自己为某社群的一份

子，并认同该社会位置所属社群的信念、价值观和行为。 

 

性别定型 

人们对男女两性的既定看法，认为男性或女性的特征和行为要符合性别角色的

要求，例如男性要刚强、有男子气慨、理性等；女性要温柔娴熟、细心等。 

 

 

                                                
3 日本文部科學省 

http://www.mext.go.jp/a_menu/koutou/tokushoku/05060601/1337538.htm 

 
4 HKDSELS 通識學園 

https://shakeup.fun/2016/03/06/%E6%A6%82%E5%BF%B5%E8%A9%9E%E8%AA%9E-

%E5%80%8B%E4%BA%BA%E6%88%90%E9%95%B7%E8%88%87%E4%BA%BA%E9%9

A%9B%E9%97%9C%E4%BF%82/ 

https://shakeup.fun/2016/03/06/%E6%A6%82%E5%BF%B5%E8%A9%9E%E8%AA%9E-%E5%80%8B%E4%BA%BA%E6%88%90%E9%95%B7%E8%88%87%E4%BA%BA%E9%9A%9B%E9%97%9C%E4%BF%82/
https://shakeup.fun/2016/03/06/%E6%A6%82%E5%BF%B5%E8%A9%9E%E8%AA%9E-%E5%80%8B%E4%BA%BA%E6%88%90%E9%95%B7%E8%88%87%E4%BA%BA%E9%9A%9B%E9%97%9C%E4%BF%82/
https://shakeup.fun/2016/03/06/%E6%A6%82%E5%BF%B5%E8%A9%9E%E8%AA%9E-%E5%80%8B%E4%BA%BA%E6%88%90%E9%95%B7%E8%88%87%E4%BA%BA%E9%9A%9B%E9%97%9C%E4%BF%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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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5 

过去人类所创造，由现代人类继承并传之后世，并具有独特和普世价值的物质

或非物质遗存。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历史文物、建筑、文化遗址等传统意义上的

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则包括各文化中的实践、知识和技能、工艺品、文

化场所等范畴。 

 

研究方法 

本研究报告以一手资料为主要探究根据，提升报告的可信性。透过实地考察

（11-12-2018, 茨城県立土浦湖北高中）和（14-12-2018, 京都府立山城高中）

访问相关同学。报告所有焦点问题皆运用了访问搜集而来的资料。亦会搜索互

联网取得具权威性的二手资料。 

 

 

 

 

 

 

 

 

 

 

 

 

 

 

 

                                                
5香港電台通識網 

http://www.liberalstudies.hk/daily_concepts/index.php?wor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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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社团活动在日本高校的普及程度 

 

每当论及日本学校，不得不提及它们丰富而多姿多彩的社团活动（又称: 俱乐部

活动、部活动)。这些活动在日本学生心中的重要程度甚至与学业成绩不分上下。 

 

在京都府山城县高中，我们从校方的小册子6得知，每所学校一般都会有 30 至

40 个以上社团活动组织，而每个组织都有指导教师，负责学生日常练习及参加

各种比赛。在每所学校的网页上，部活动更是必列项目，也可说成是招生广告，

可见社团活动在日本高校十分普及，学生都会参加不同类型的社团活动。根据

访校观察所得，社团活动大致上分为「运动系」和「文化系」两种领域。 

 

运动系（体育系）： 

即是动态的运动竞技型社团，例如篮球部、足球部、排球部、网球部、田径部、

游泳部、羽毛球部、乒乓球部，以及日本独具特色的空手道部、柔道部、剑道

部、弓道部、摔跤部、少林寺拳法部。 

 

 
茨城县立土浦湖北高中空手道部示范演出（摄于 11-12-2018） 

 

                                                
6 參見附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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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城县立土浦湖北高中啦啦队部示范演出（摄于 11-12-2018） 

 

 

 
京都府立山城高中剑道部合影（摄于 14-12-2018）             京都府立山城高中弓道部练习（摄于 14-1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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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系： 

即是静态的文化知识活动型社团，例如播音部、 戏剧部、 绘画部、插画部、书

法部、茶道部、插花部、围棋部、象棋部、英语口语部、演讲部、志愿者部、

摄影部、音乐部、器乐部、动漫部、宣传部、理科部等等。每间学校的社团组

织并非一样，但是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 

 

 
茨城县立土浦湖北高中音乐课（摄于 11-12-2018） 

 

日本学生参加社团活动是非常普遍的。例如在茨城县立土浦湖北高校和棒球部

的同学交流时，我们得知有一些学校甚至会规定学生参加社团活动或是将社团

活动作为指定课程，更会把学生社团活动作为职业生涯教育的一部分，培养学

生的专业能力和综合质素。因此，就算有学生对学校现有的社团不感兴趣，还

是会参加最少一个社团。日本社团活动给予学生全面发展的机会，让学生了解

到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能力。 

 

关于日本高中生参与社团活动的情况，我们发现当中出现性别定型的现象。虽

然，在茨城县立土浦湖北高中亦看到有女生参与空手道表演，但普遍而言，透

过访谈发现，男高中生都偏向参加例如是足球和棒球这些社会大众认为属于男

性的活动，认为这些活动较能表现男性刚强的特质。相反，女高中生大多会参

与如啦啦队，舞蹈社的社团活动。这些活动较能表现女性体态美的特质。从中

我们得知性别定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日本高中生对社团活动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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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学校社团活动对日本高中生个人成长的影响 

 

在日本，大部分学生都有参与社团活动，而他们都深深受到社团活动的影响。 

 

内在方面，日本学生的性格往往会受所参加的社团活动的影响，例如我们访问

了学习弓道的同学，因为弓道要求学生要达致无欲的状态，才能平心静气，心

无杂念地进行活动，久而久之，形成了学生较不为外物所动，不患得患失的特

质。 

 

 
  京都府立山城高中弓道部练习（摄于 14-12-2018） 

 

参加剑道的学生告诉我们，剑道需要和对手进行激烈的对战，当中学生必定要

熬过艰辛的训练，从而培养了他们高度忍耐、坚毅不屈的精神，在面对困难和

挫折时，他们仍能抱着高昂的斗志和忍耐力，勇于跨越障碍而达致成功。此外，

剑道亦会令日本学生懂得注重礼仪、以礼待人。因为剑道是一项十分重视礼仪

的运动，如无论是比赛前或后，参赛者都必须向对手鞠躬以示尊重，参与剑道

的同学自然会把尊重礼待别人的行为视为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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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府立山城高中剑道部（摄于 14-12-2018） 

 

茶道有助提升学生的修养以及使学生感悟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超脱境界， 

提升他们的内在气质。 

 
茨城县立土浦湖北高中茶道部示范演出（摄于 11-12-2018） 

外在方面以打乒乓球为例，这项运动讲求纯熟技巧，因此在训练过程中，学生

需要极大的耐力以及听从教练的指导从中提升学生的服从性及坚毅的精神。 

 

又如手球、篮球等需要团队合作的球类活动，日本的高中生亦会因为长时间与

队友训练及作赛，继而了解到与人合作沟通的重要性，从而跟志同道合的人一

起达到彼此的共同目标。除待人接物之外，社团活动亦帮助日本的高中生进行

生涯规划，有参加音乐社的学生更表示因为参加了社团活动而希望日后可以向

音乐方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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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府立山城高中铜管乐团表演（摄于 14-12-2018） 

 

在自尊感方面，参加社团活动能令学生认识自我，从参加训练过程甚至比赛中

认识自己的长处及短处，增强自信，有助个人成长。社团活动也能加强学生的

国民身份认同，包括透过学习不同类型的日本文化活动，让他们了解到个中的

意义及精萃。例如日本茶道能令学生了解日本文化的博大精深及茶道背后的文

化起源、历史及特色，学生通过亲身参与及学习，提升他们的爱国情操，建立

国民身份认同。 

 

总括而言，参加社团活动，不但可以令学生培养良好的品格和正确的价值观，

还有助他们提升待人接物的沟通技巧和订立人生目标，进行生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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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力推行学校社团文化的原因 

         

首先，学校社团活动对学生的思想及道德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促进了

学生的个人成长。  

 

         日本学生能够自主成立属于自己的学校社团。一个社团的成立，需要最少

三名成员和一位指导教师即可。当中，学生又可以贴广告、海报征集会员，学

校都不会干涉。 

 
这个是剑道部的学生设计的标志，摄于 14-12-2018，京都府立山城高中 

 

        当学生组成一个学校社团后，其他同校学生能够加入社团、参与社团活动，

甚至参与社团管理，得以紧密地与社团联系在一起，由归属感到认同感，由认

同感到荣誉感，由荣誉感发展为对社团的集体责任感。 

 

       学校社团所倡导的价值观更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成员的价值观。社团成员

不仅能从中发展个人的兴趣，更重要的是通过活动，激发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提升他们的思想及道德水平。此外，社团为学生的不同技能提供了良好的

学习环境，有助学生建构课堂以外的知识，给他们日后立足社会作好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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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典型日本高中学校的学生表演场地，建筑物围着空地，方便在建筑物内的老师及同学利用小息或午后空余时间

欣赏同学演出。摄于 14-12-2018，京都府立山城高中 

 

        日本社会将课外活动和课业视为两个独立的课题，他们认为不论是课业或

是课外活动都是学习不可或缺的要素，因为当学生加入某一类社团，既能发展

自身的喜好，又使自己的技能得到锤炼。例如有一些同学比较喜欢参加学术性

的社团来增进知识，他们会去参与天文部、文学部、围棋部。当他们投入钻研

该社团的知识范畴，因而获得较强的自我认同感，增强了自信心，也同时增进

他们的专门知识。  

 

       再者，日本十分重视群体参与，是讲求团队精神的国家。 

 

       在日本，集体主义精神教育贯彻不同年级的学生，因此日本社会格外看重

学生时代的群体活动经历，要从中懂得如何与同侪并肩作战，为社团争光。社

团是日本高校集体主义教育的主要载体，由于成员众多，如同一个小社会，成

员之间相互的交流越频繁，越能够提升他们的人际沟通能力；社团组织走出校

园的活动越多，成员的社会化程度就越高，对于培养社团成员的社会适应性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社团活动另一个重要的目的便是传承文化，让新一代认识日本历史源远

流长及其独有的文化特色。例如日本茶道讲求「和、敬、清、寂」，是融合宗

教、哲学、伦理、美学为一体的文化艺术活动。可见社团活动能提供宝贵的机

会，让学生接触到课本以外的知识，亦能让他们亲身参与尝试，让日本独有的

文化得以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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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综合以上资料，可见社团活动对于日本高中生的成长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社团

活动对他们的内在发展有正面的影响，例如练习棒球、剑道及茶道有助培养他

们坚毅不屈的精神，以及重视礼仪的价值观和体悟自然的审美观，也是传承日

本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途径。各种社团活动也有着培养学生在体育、智育及群

育方面成长的功能，并帮助他们开拓自己的兴趣、才能及眼界，有助他们规划

自己的人生及发挥潜能，对他们的成长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日本学生社团活

动也同时传承及反映了日本民族对性别定型的传统观点，至今对下一代仍产生

一定的影响力。 

 

在历时九日的交流活动中，我们探讨了日本的学校社团文化。社团活动的种类

繁多，在九日行程中未能就每个社团一一细看，但我们感受到社团是一个成员

众多的团体，就如同一个小社会，成员之间相互的交流越频繁，对成员社交能

力的培养就越有正面作用；社团组织走出校园的活动越多，成员的社教化程度

就越高，对于培养社团成员的社会适应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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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员感想 

 

1. 陈晓榆 

这次日本之旅就像途中见到的一道道彩虹，美好而又深刻，令人再三回味。之

前没有到过日本，只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旅程到访日本，欣赏当地的美景，享

受当地的美食。然而，在旅程完结后，我所得到的，所了解的，所领悟的，远

远超过我的期望。由到访名胜、学校交流、入住寄宿家庭，无一不深深地烙印

在脑海中，特别是学校交流。虽然跟当地学生的语言不通，但是经过一些互动

课堂和交流，我从日本学生身上不单了解到一直很好奇的日本校园生活，更加

了解到他们认真、坚毅不屈的精神，令我甚为敬佩，亦令我反省自己和他们在

处事态度上的差别，从而有所领悟，要学习他们的认真及一丝不苟。此外，借

着双方的互动，我亦向他们介绍香港的文化，令他们能够对我们美丽的城市有

更深入认识。有机会结识到日本的朋友，与他们保持联络，进行不同层面的交

流，包括学术知识，十分有意义。除了在日本的经历，我亦十分感恩能认识到

我组的组员，跟他们相处了数日而变得熟络了。最后，这个交流团令我有勇气

一步步踏出自己的安舒区，成就一个更勇敢的自己。这个令我获益匪浅的回忆，

会永远植根于心中，成为我的小天空中一道色彩斑斓的彩虹。 

 

2. 傅颂恩 

在此之前曾到日本各地旅游，拜访名胜景点、品尝地道美食，因而早已欣赏日

本文化。但若非有幸参与这个计划，相信我只会一直错过构成日本独特文化的

最重要部分──人情味。这次旅程可以到学校交流和入住家庭寄宿，因而认识

了很多日本人，不论是教师、同学还是寄宿家庭父母，他们都热情招待我们。

到访的学校准备了很多表演环节和纪念品，又让我们参与不同活动，例如制作

铜锣烧、剑道、到野外考察等等，使我大开眼界，并获得许多崭新的体验。他

们的好客精神并不受语言不同所限制，即使我们无法顺利沟通，仍可从他们的

神态深刻地感受到当中的真诚与关怀，令我特别感动，体会到以往旅游未曾见

证的人情味。感恩获得参与此计划的机会，给我留下毕生难忘的回忆。 

 

3. 姚科蕊  

这是我第二次踏足日本，却是截然不同的体验。这次旅程更具深度和广度，可

以与日本国民交流，使我深刻地理解日本在各方面的发展。对于一个天灾频现

却屹立不倒，而且能持续发展的国家而言，其国民性是成败关键。这次旅程中

我认识了日本国民一丝不苟的处事态度。旅程中，从专业翻译员全程丰富详细

的介绍和翻译，到日本高中生对社团活动的认真和专注，再到寄宿家庭植田爷

爷奶奶的贴心和无微不至的照顾...... 日本人凡事要求尽善尽美的态度鼓励了我，

也感动了我。我还记得寄宿在植田爷爷奶奶的家，彼此本来相隔千里，却在一

阵寒暄后熟络起来，随即更一起准备晚餐，温馨洋溢，彷佛是一家人似的。我

们又给植田爷爷奶奶写纪念册，看到一本本的纪念册堆砌成一座小山，原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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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早已接待过很多外国学生；翻开册子，尽是温情满溢的语句。有来自东南亚

各地的学生，也有来自中国内地的家庭，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却都曾相聚

在这栋屋子里；多少次的招待，多少次的大阪烧，多少次的陪伴，植田爷爷奶

奶都是那么的细心，尽心款待，使我非常感动。这次旅程能如此圆满，有赖无

数人在背后的安排，在此我要衷心感谢两地政府、日中友好会馆人员、随团的

老师以及所有团员们的付出，使我们生命中留下如此难忘的回忆。 

 

4. 陈贝珊 

2018 年度的 21 世纪东亚青少年大交流计划是一次让我获益良多的交流活动。

从历时几个月的排练开始，让本是来自不同学校、素不相识的同学们渐渐熟络，

之后更在 9 天的交流活动中朝夕相处，慢慢变成好朋友，实在难得。此外，通

过参观当地学校、寄宿家庭以及名胜景点，使我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日本的

历史、风俗以及文化。参观日本学校是一次新奇的体验，若非交流活动，我们

是无法和当地学生有深度接触的。这次两日的学校体验，让我了解到日本学生

的校园生活、课外活动，以至日常的消闲娱乐活动，从中扩阔了我的交友圈子。

除此之外，入住寄宿家庭的体验活动也是让我难忘，最后在分别之时，我更流

下了不舍的眼泪。虽然我们大家没有共同的语言，但是我能切实感受到日本家

庭热情的款待，至今还时刻回味与他们一同烹饪和夜行的片段。我衷心感谢香

港教育局给予我这个宝贵的机会，得以深入了解日本的习俗风情。 

 

5. 张佩枝 

我实在非常兴幸能够参加 2018 年度 21 世纪东亚青少年大交流计划，因为这次

交流活动让我眼界大开，增添了不少人生宝贵经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与京都

府立山城高中的同学们交流，我们一起游戏，一起学习，分享彼此不同的学习

生活。他们的热情友好、彬彬有礼，加上丰富的社团活动，都成为我美好的回

忆。我在这次交流活动中发现了许多日本文化的优秀之处。此外，透过跟交流

团其他团员相处也有许多得着。他们每一位都有值得我去学习的素质和长处，

例如有些团员精通日文，不仅能够流利地以日文跟日本学生沟通，而且更为只

对日文略知一二的香港学生充当翻译。我最欣赏的就是许多团员都很积极、主

动、成熟，例如他们会主动请缨去作演讲；在参加讲座时，他们会踊跃发问有

深度的问题。看到他们这么优秀，我一方面非常欣赏，但另一方面亦自我反思，

并督促自己要努力学习及成长。 

 

6. 卢荣杰 

依稀记得当获悉能够到日本交流时，我兴奋得欢呼起来，上课时也笑得合不拢

嘴。我在九天的旅程中认识了不少新事物，而印象最深刻的是与寄宿家庭共处

的两天一夜，以及到两所高中与日本学生交流。在入住寄宿家庭时，多得翻译

软件作为我们与那个家庭的沟通桥梁，因此我们总是有说有笑，没有语言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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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我们一起到外面看星星，那时候我冷得把双手放在衣袋里，但日本妈

妈却不畏寒冷地伸出手，指着夜空繁星，给我们介绍着「冬季大三角」，告诉

我们当时所处地方──日野町的特别之处。睡觉时，日本爸爸还特意走来看我

们冷不冷，见我们用棉被把身子裹得紧紧的，便二话不说开启暖炉并不断调校

温度。暖炉温暖了我，而他的背影也温暖了我的心。透过到日本当地高中学校

交流，我深深地体会到日本人的优点，他们都是以礼待人、做事认真、细心等。

我也发现日本学校的「部活」对学生的影响相当大，也从中培养了日本人的优

点，如剑道、棒球及软式网球等，都让学生们意识到与人合作的重要性，也让

他们懂得尊重对手。我会牢记这次旅程，希望能与在旅程中结识到的日本朋友

保持联络，也希望日后能再次前往日本，再一次体验当地文化。 

 

7.         柯卓康 

要写感想其实不易，因为这次旅程的丰富成果实在很难以几段文字所覆盖。先

论高中交流，最难忘的莫过于参观日本学生的社团活动。除了对其多样性留下

深刻印象之外，更见识了日本人刻苦耐劳及坚毅不屈的精神。另外，茶道体验

也教我十分难忘，对日本哲学中「佗」的思想核心有所领会。另外，我分别于

江户历史博物馆及日本未来科学馆认识了日本从古至今、从今至未来的发展。

例如从博物馆资料介绍日本如何在明历大火之后彻底改革都市规划，并使国家

进入现代化的历史，可观察到日本民族创新及极具先见之明。另一边厢，我也

看出日本未来巨大的科研发展潜力，盼望将来也可从中出一分力。在寄宿家庭

中，我得到家主的热情招待(包括那美味的饭菜)而深受感动，也充分感受了日本

民族浓厚的人情味。与日本学生交流时，我们在语言沟通上也遇上不少困难，

但在对方热情的打动下，透过不同的尝试，我们也相处得很融洽，并留下了不

少愉快的回忆。总括而言，是次交流让我不论在德育、智育及群育上都有所增

长，并为我的人生添上了美好而难以磨灭的一笔。 

 

8.        郭俊彦 

这次旅程虽然不长，却令我非常难忘，因为行程中有着很多我从未体验过的经

历。回想起入住寄宿家庭、进行学校交流、参观名胜景点等一点一滴，心中的

喜悦都会立刻涌现。在寄宿家庭的两日一夜，我们充分体会到在乡郊的休闲生

活，远离都市烦嚣的感觉。我们又体验到一些在香港或者市区无法体验的事物，

例如在田野看日出、收割橘子等，接待我们的夫妇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我们有

一个很愉快体验。在日本的学校交流时，我们也经历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日本

多元化的课堂和课外活动让我们大开眼界，老师和学生们热情而体贴的招待，

给我们一次难忘的经历。在这次旅程，我的另一个得着就是认识到来自不同学

校的同学，我们互相鼓励互相帮助，成为了好朋友。还记得旅程最后一天离开

日本的时候，心中泛起不舍的感觉，回港后也久久不能平复。这次交流活动的

一点一滴，都让我毕生难忘，由面试到旅程完结，这短短两个月内的事，我永

远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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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顾皓鹏 

在忙碌的学习生活中，我扛着身上的大石逆风前进着，沿途错过了很多风景。

但这一次却有些不同，我停下了脚步，和身边一众同学欣赏着这无与伦比的景

色。是的，我有幸成为 2018 年度 21 世纪东亚青少年大交流计划其中一员，与

其他来自不同学校的香港学生一同前往日本学习，并体验当地文化。 

 

在日本交流的回忆至今仍历历在目，这些回忆就像一个五味瓶，甜酸苦辣涩，

让人感到五味杂陈，十分不舍。而这次的经历也让我受益匪浅，我从中见识和

学习到了很多，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两个印象深刻的片段。 

 

第一个片段是访问日本高校。活动前，我在想，日本高校究竟是不是和动漫里

的如出一辙，有着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呢？结果让我大开眼界。抛开课外活动

不说，先是日本同学的热情款待，就让我十分感动。记得第一间高中为我们安

排了不同的体验课堂，以第一节的烹饪课为例，虽然我在处理食材方面笨手笨

脚的，但日本高校的接待同学却不介意，热心教我烹饪的每一个步骤，甚至不

断鼓励我；我至今仍保留着他们送赠的心意卡。在第二所高中，各种各样的课

外活动使我眼花缭乱，有剑道、跆拳道、弓道、野球部等等。透过和日本学生

的交流，我深刻体会课外活动对他们个人成长的重要。 

 

另一个片段则是入住寄宿家庭。短短的两天时间，我们和素未谋面的接待家庭

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从开始的热情款待，到夜里去户外看星星，再到一同准备

饭菜和采摘柑橘，无一不是难忘回忆。在离别时，我难掩悲伤和不舍之情，但

我相信：离别，能使浅薄的感情削弱，却使深挚的感情更加深厚。希望多年以

后，我能够重游故地，跟这家庭重聚。 

 

这次日本交流活动的点点滴滴定必令我终生难忘，希望在今后的日子还能有这

样的机会，出去走走，见识外面的世界。 

 

10.      巫康瑶 

回想起日本交流团的点点滴滴，犹如乘坐时光机一样，好像发了一场梦。由起

初战战兢兢地面试，直至通过面试成功被甄选为团员，已经是一大喜悦，到第

一次团员聚会，我和他们慢慢熟络起来，使我兴奋不已。九日八夜的旅程说长

不长，说短不短，团员之间的友谊却从此建立，对日本文化亦有更亲身的体验。

我在日本的一点一滴，亦深深烙印在心中。在学校交流中，与日本同学一起上

音乐课，他们不断教我看歌谱，偶尔取笑一下我的不协调，偶尔我们高歌一曲，

音乐便打破了我们的隔膜。日本同学更热情地带我们参观学校，我们一起体验

剑道，一起写中国书法，一起上家政课。最后，我们互送礼物，彼此分享两地

的文化，更交换联络资料。可见，地理上的阻隔并没有成为我们建立深厚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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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障碍。学校交流活动中，最令我深刻的是茶道欣赏。日本茶道闻名国际，一

丝不苟的态度肯定是其中重要因素，他们奉茶到嘉宾桌上时候有严格步数限制，

喝茶的时候要先转转杯子，确保喝的时候，杯子的图案在后方。他们冲出来的

绿茶特别香浓，令人齿颊留香。日本的茶道博大精深，品尝一杯好茶背后有着

高深学问，我相信这些就是日本人执着而认真的处世态度，凡事追求完美。日

本交流活动的每一个时刻都令我有深切体会，能够参与其中，实在要感谢学校

老师、校长的推荐，也要感激交流团团长、导师、工作人员、导游对我们无微

不至的照顾。纵使不情愿但终究这场梦也要醒来，我会把日本的体验向身边的

同学及家人分享，希望大家了解日本这个礼貌之都，欣赏日本的美丽，感受日

本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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