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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ESYS2.0」 
香港澳門高中生訪日團 

訪問日程 2016 年 12月 13 日（周二）～12 月 21 日（周三） 

 

1 概要 

  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暨青年局派遣的香港澳門高中生

訪日團一行 101名成員，於 12月 13日至 12 月 21日對日本進行了為期 9天的訪問。（香港團團

長：戴德正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校長 澳門團團長：劉麗妹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校長） 

  本次訪問活動作為「JENESYS2.0」計劃的一環，代表團走訪了東京､京都､滋賀､愛知､三重､

靜岡，通過學校交流及家庭寄宿，增進了與日本高中生和市民的親近友好。此外，訪日團還參觀

考察了科學技術､歷史､文化等各領域設施，切實感受到了「酷日本」的魅力，進一步加深了對日

本全方位的了解。 

 

2 日程  

12 月 13日（周二） 

 抵達成田國際機場 

 

12 月 14日（周三） 

說明會，聽取《從漫畫､動漫看日本文化》講座， 

訪問上智大學，歡迎會 

 

12 月 15日（周四） 

香港團：前往京都府，參觀金閣寺､伏見稻荷大社 

澳門團：前往京都府，參觀清水寺，前往三重縣 

 

12 月 16日（周五） 

香港團：參觀比叡山延歷寺（1號車），訪問京都市立紫野高中 訪問並進行交流（1號車）， 

    訪問滋賀縣立國際信息高中並進行交流（2號車） 

澳門團：訪問三重縣立名張西・名張青峰高中並進行交流，前往奈良縣 

 

12 月 17日（周六） 

香港團：參觀近江八幡重要傳統建築物保存地域､彥根城，家庭寄宿（滋賀縣日野町） 

澳門團：參觀奈良公園､東大寺､奈良國立博物館，家庭寄宿（奈良縣明日香村） 

 

12 月 18日（周日） 

香港團：家庭寄宿（滋賀縣日野町），前往愛知縣，參觀豐田產業技術紀念館 

澳門團：家庭寄宿（奈良縣明日香村），前往靜岡縣 

 

12 月 19日（周一） 

香港團：訪問名古屋市立名東高中並進行交流（1號車），訪問名古屋市立向陽高中並進行交流 

    （2號車） 

澳門團：訪問靜岡縣立三島北高中並進行交流 

 

12 月 20日（周二） 

前往東京都，參觀先端技術館 TEPIA（澳門團），考察商業設施，歡送報告會 

 

12 月 21日（周三） 

由羽田機場啟程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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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照片 

  

12月 14日 聽取《從漫畫、動漫看日本文化》

講座（東京都） 
12月 14日 訪問上智大學（東京都） 

  
12月 14日 歡迎會上澳門高中生表演節目 

（東京都） 

12月 16日 訪問京都市立紫野高中並進

行交流（京都府） 

  

12月16日 訪問滋賀縣立國際信息高中並進行 

交流（滋賀縣） 

12 月 16 日 訪問三重縣立名張西・名張青峰

高中並進行交流（三重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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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7日 滋賀縣日野町家庭寄宿 

（滋賀縣） 

12月 17日 奈良縣明日香村家庭寄宿 

（奈良縣）  

  

12月19日 訪問名古屋市立名東高中並進行交

流（愛知縣） 

12 月 19 日 訪問名古屋市立向陽高中並進行

交流（愛知縣） 

  

12月19日 訪問靜岡縣立三島北高中並進行交

流（靜岡縣） 

12 月 20 日 歡送報告會上香港高中生彙報訪

日成果（東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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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團員感想（摘選） 
 

○ 我認為入住寄宿家庭是最值得銘記於心的事。雖然只有半天一夜，但我都能夠深深體會日本

傳統家庭的生活習慣。 

  我入住的是一個鄉郊家庭，兩夫婦年紀頗大，但無礙相處。尤其奶奶貼心為我們準備了四雙

粉色拖鞋、四套粉色被鋪、四條毛巾…一切皆為我們準備，十分用心。更甚的是，在一天多的相

處中，我真的可以融入其中，雖語言不通，只可靠僅有的日語知識及基本英語生字溝通。但是，

憑著擁抱，手把手教我針織，一起落淚等身體語言都能傳達彼此的愛。這份感情很微妙，兩批互

不認識的人因 JENESYS2.0 走在一起，互相照顧及成長，真的很動人！在這短短的相處中，我了

解到日本人普通樸素的家庭生活，更體驗了一同製作簡單食物，如飯團及年糕，全靠共同努力完

成的精神，這是香港罕有的團體生活。香港人過於追求「快」，鮮有投放時間於「共同協作」上，

亦忘了對身邊最親的人說「謝謝」。在日本家庭中體驗到的「相敬如賓」及「合作」，很值得帶回

香港，傳播下去！很微小的生活瑣事其實可以帶給我們大大的滿足感。感謝 JENESYS2.0 給我機

會反思與家人間的相處模式。 

 

○ 我經過一系列的交流活動，加深了對日本新生代的了解。在第一次到紫野高中的拜訪，了解

到日本新一代的教育模式亦是十分多樣化和有西化的跡像。他們採用了活動教學的模式，透過讓

學生試學穿和服去了解以往的衣飾文化，寄文化學習於活動，較以往黑板和清談(chalk＆talk)

的教學來得有趣。此外，他們的教育從老師主導亦漸轉型到學生主導，這一點能分別在紫野高中

學生自主練習的啦啦隊活動以及名東高中英語溝通課亦是同學帶領討論看得見。新生代與上數代

不同的活力、主動以及熱情都帶給我新的領悟，對日本的認識不只限於固有定型之中，不至流於

膚淺。 

  讓我留下最深印像的是學校探訪的活動。首先，日本學生的紀律性十分的強。他們在課堂上

的氣氛認真，做的亦只是與該課有關的事情以及課業，心無旁騖。在轉換課節之時，他們亦會極

為迅速地收拾好書本和所需的物件，而快步走到課室准時上課。接待我和另一位組員的兩名學生

因為款待我們的關係而遲了到課室，他們跑到課室後而立馬鞠躬向老師道歉。此外，學校亦容許

學生在校使用智能手提電話，然而同學沒有濫用手機，而是節制和守規地只在小休和午飯的時間

稍稍滑一下以解悶。這些使我感受到日本民族的紀律，又明白到他們守時和守規背後反映出的對

人、對己的尊重和高期望，以及對交際關係的重視。 

  第二，我感受到日本人熱情的一面。在上溝通英語課時，我站到課室黑板之前，以英語回應

同學的提問，同學努力克服語言不太熟稔的障礙，熱烈地向我們提問。另外，坐到同學中間時，

除了學術之上的討論外，同學亦會問我日常和有趣一點的事。比如在班上的一個男生是不是香港

女生覺得吸引的類型等，使我感到真的融入班中。他們又裝飾了黑板和門口，寫上歡迎的字句，

令我覺得開心和感動。這些都改變了我認為日本人全都很含蓄的形象，真切地用心感受到他們的

熱情和真摯。我看到以上日本多樣化的優良素質都是我想分享的。 

 

○ 此次訪問給我留下印像最深刻的是在寄宿家庭中的所見所聞，相信在寄宿家庭的這一天會是

我畢生難忘的。 

  我們家的寄宿家庭與其他同學的想法不同，他們沒有讓我們體驗一些特別的事，也沒有帶我

們到不同地方。他們把我們當作是真的女兒一樣，讓我們做家務，照顧孩子等，使我們了解日本

一般市民最真實的日常生活。他又帶了我們到鄰家的田地採菜，令我們感受到鄉間之間無私的分

享及互相幫助的精神，這種精神也讓我反思自己在香港缺乏民間的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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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他們跟我們分享了他們的想法和價值觀，使我有很大的感觸。夫妻說他們接待我們的原

因是為了讓孩子從小接觸不同文化、語言、價值觀的人，培養他的思想及有益成長。我非常欣賞

他為孩子健康成長所安排的一切，他們不會直接引導或給他們指令，卻會以最適合的方法幫助他

們。一家亦分享了他們從東京遷到鄉間的原因及經歷。他們沒有隨波逐流為工作或物質以留在城

市，反而為家人及自己認為的真正快樂選擇了這種悠閒生活，使我重新反思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明白我們不應盲目跟隨社會所定義的快樂而生活。 

  這個經歷不但給了我一些難得的體驗，更讓我了解不同的價值觀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再次

認真思考人生。我會把這些感觸和所學的都分享，希望我身邊的人也能夠從中明白這些意義。 

 

○ 通過此次訪問，給我留下印像最深的事情是寄宿家庭。首先，我從未到過寄宿家庭生活，對

我而言是一件十分新奇的事情，但同時又帶著一份擔憂，因我不懂日語，而日本人的英語水平不

是十分高，溝通無可避免成為一個障礙。抱著又興奮又擔心的心情到寄宿家庭，當我看見寄宿家

庭的媽媽穿著和服來迎接我們，她慈祥的笑容使我不再擔心。媽媽穿著和服的樣子和背後的原因

使我反省現今文化保育的問題，為何有些人能夠堅持傳統，但有些人為了經濟發展而放棄了文化

的重要性。一個地方的文化是否一文不值，或不值得被重視，一個國家的文化保育能好好展現當

地人的國民素質，更能使下一代把這些觀念薪火相傳。 

  加上，雖然我們只是住了一晚，但寄宿家庭的溫暖使我感到十分感動，因他們並沒有必要把

我們當作家人。臨別的時候更依依不舍，使我明白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能很快地建立，但如果要

維繫一段關係卻是難上加難。回國後我打算向身邊的同學、朋友、家人等傳達我在是次交流團的

所見所聞，例如在不同的寺廟的了解，背後的歷史等，在學校與日本高中生的交流、溝通，在寄

宿家庭的體驗，告訴他們另外一面的日本，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維繫，日本人待人接物、認真、

熱情好客、守時、守紀律等態度和觀念。 

 

○ 使我至今依然記憶猶新的，想必是到名東高中的交流活動。日方的同學雖然面對語言以及文

化上的障礙，仍然熱心地和我們交談、發問，即使是在課堂上我們對陌生的課程一頭霧水時，老

師和同學也會不厭其煩地一再解釋，例如他們在數學課講授積分的計算，然而我在學校仍未開始

接觸此課題，老師便細心地向我講解，使我最終能成功解答一道積分的問題。此事深深銘刻在我

腦中，不僅是因為老師和同學殷切的態度，更是因為積分是一項頗為艱深的課題，我卻在種種不

利的條件下，學習到了和其他同學別無二致的知識。回想起在香港的時候，即使是學習其他容易

的課題，同學們往往會搬出諸多原因去逃避學習。故此，回國後我打算以此勉勵其他同學，只要

有一顆勇於學習的心，不管問題如何艱澀，也會迎刃而解。 

 

○ 在這次訪問中，最讓我深刻的是在寄宿家庭度過的兩日一夜。雖然我們語言不通，但是寄宿

家庭的爸爸媽媽依然樂於與我們溝通。當爸爸帶我們去敲鐘的時候，我真的滿是驚喜，因為這個

是難得的機會。而且，在晚上他們都為我們預備了許多被褥，生怕我們會感到冷。而且他們都牢

牢記住了我們的夢想，再三鼓勵我們，爸爸說了一句讓我十分深刻：「有夢想很好，但是實現夢

想並不容易，當中要有付出和努力」。這一句鼓勵了我很多，更讓我覺得他們的關心和關懷就像

我的父母。 

  在這一次訪問中，我得到了很多，所以我都會向我周圍的同學朋友分享本次的交流。向他們

講解日本的文化，尤其是浸溫泉的禮儀，因為有許多同學、朋友都不敢浸溫泉，但我相信經過解

說，他們都會願意嘗試和了解。同時，我都會鼓勵他們多做環保的工作，在交流中，有些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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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我們，他們是認為整個城市、國家他們都有份的，所以他們都一定要努力做好環保的工作，

即使之前因為工業的關係，環境都遭受到嚴重的破壞，但他們的努力，都使日本變得更美。此外，

日本人的禮貌和細心都讓人敬佩，這一切一切都十分值得我們學習。 

 

○ 這次訪問給我最深印像的是在寄宿家庭的生活體驗。我一直都很期待是次活動，但當看見時

間表只安排了一天的民宿生活時，不禁感到失望，擔心不能深入體會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不過，

在這一天的生活中，我竟與父母（寄宿家庭）培養了感情，甚至流著眼淚離別。我們需要幫忙準

備早午晚餐，這對平時甚少下廚的我是有點困難的。不過，在各組員的互相幫忙和母親的指導下，

我們還是完成了一道美味的餐點。更重要的是，我感到非常自在，就像成為了接待家庭的女兒般，

絲毫沒有尷尬的感覺。另外，與父親一起玩遊戲時，喚起了兒時的回憶。小時候，父母（香港）

都會陪我玩各種親子活動。但當長大後，各有各忙，連一起吃飯的次數也減少了很多。這次的生

活體驗令我重新感受家庭溫暖，並愛上日本式的家庭生活。 

  我打算向周圍傳遞的信息是日本人都很有耐性，無論是年老或年輕的，都很願意花時間教導

別人或聆聽別人的說話，即使大家說的語言不同，他們都會用心聆聽和交流。在別人犯錯或有不

明白的地方時，他們不會用責備的語氣和眼神，而是耐心、溫柔地加以糾正，這與香港的情況大

大不同，值得我們好好學習。 

 

○ 通過此次訪問，給予我印像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文物保育和環保。而回國之後，我亦打算向我

的學校同學分享以上兩點在日本的所見所聞，讓他們聽完之後能夠取長補短。 

  首先是文物保育方面。在文物古跡上，日本政府將以前的建築完完整整地保存了下來供人參

觀，而在香港百年以上的歷史遺產已經所剩無多，日本的文物古跡卻動輒幾百上千歷史，相較之

下香港留給後代的東西真的不多。香港因地少人多，政府不得不拆除舊有建築改為商用住房，令

到香港歷史消失殆盡。這會令到香港社會難以團結，因為本地文化消失，社會充斥著外來文化，

人們漸漸變得自私自利，不會因自己的歷史而驕傲，香港給人的印像現今已是商業地區，很少人

明白或知道香港文化，我們應敲響警鐘。所以，政府應正視文物保育問題，挽救和拯救香港文化！ 

  其次是環保方面。香港雖有「三色垃圾桶」以分類垃圾，但卻遠遠達不到日本、台灣的水平，

卻是為何？因為香港人還未真正開始環保，做的很多只是表面功夫，像日本在學校、家中的太陽

能設施、節水重用設施，香港一件也沒有。環保不應流於表面，真正進入到日常生活之中才能將

環保做好。 

  因篇幅所限，所談所見未能詳細寫出。總括而言，希望日本在環保和文物保育方面的寶貴經

驗在香港能得以借鑒實施，向周圍傳達「人人有責」的概念，真正開始要重視正在逝去的東西。 

 

○ 這次行程當中我感到印像最深的事情便是學校交流。來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但可認識到

相同輩份的同儕是一件美好和興奮的事情。參觀的首先是滋賀的高中，設施不算先進，但內裡的

濃厚人情味溫暖了我們大家的心。課室內等候的日本學生和老師，都準備了精彩的節目給我們，

例如魔術表演和搶椅子遊戲等。在短短幾十分鐘內，我已感受他們的友好和善良，對香港也是非

常的好奇，不斷發問對香港生活的問題。在向陽高中，我們都受到一股精英學生的氣息吸引，他

們在課堂中和交流時段都展現了優越的科學和數學知識，如研究成果和地質結構的分析，獲益良

多。 

  不論在旅館、街上、乘車、學校，我都深深感受到日本人的禮儀教育及自律精神非常出色，

是我會在香港推廣的信息之一。街上或是旅館的人每天都會精神奕奕的跟我們打招呼，祝福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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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美好的一天；即使我們跟地地道道的日本人打招呼，他們也會主動和熱情回應，會心微笑。

來到日本一定要懂得說「您好」、「多謝」和「對不起」。這是日本人常常掛在口邊的句子，可想

而知他們對「禮」是非常重視，絕對不會失禮。這次的日本、香港交流團，我學習到不單是科學

知識和禮儀文化，還有他們珍惜一切的心態。 

 

○ 我最深刻印像的是向陽高中交流和入住寄宿家庭。 

  向陽高中位於城市，其校園相對較小,生活也較富裕。向陽重點發展科學教育，是全國的學

習榜樣，我極其欣賞向陽的科學教育。除科學外，他們很著重英文和彙報技巧，這樣非常有效促

進科學之中的國際交流，我認為方向十分正確，亦可從這裡看出日本很謙卑，很願意向其他國家

學習，我認為這也是日本科技進步快速的原因之一。另外，向陽的校園氣氛非常活潑、好客友善。

在參觀校園的時候，看見實驗室內的學生正做自主專題研習，我也希望我能有機會自己從設計到

實驗完成一個研究。 

  寄宿家庭方面，我不能寫得太具體，但在整個日子裡我完全感受到爸爸媽媽的愛心，就算言

語不通亦不成障礙。很高興可體驗到日本人的生活。 

 

○ 印像最深刻的是交流及寄宿家庭。在學校交流方面，我們分別拜訪了兩間高中--名張青峰高

等學校及三島北高等學校，在訪校期間，我們要把自己當成該校學生，去體驗他們的上課情況，

如午飯，澳門的學校在中午食飯的方法都是校外解決，午飯後再回校上課。但日本的學生是全天

都留在學校，下午放學才能回家，所以午飯一般是自備或到學校小賣部購買回課室吃或直接在飯

堂解決；日本的學校都是要換拖鞋方能入校，而澳門則是穿著鞋子在校內走；日本的學生是要打

掃學校各地方的，但澳門的卻由清潔姨姨打掃。 

  寄宿家庭方面，日本人在去洗手間時與在屋內穿的拖鞋不一，去洗手間時要換上一雙專屬拖

鞋。日本的家庭都會有自己的一套和服，但中國的卻不會有專屬的旗袍；日本人在吃飯時會有較

多的伴菜及工具，吃不同的食物要用上不同的工具。我希望把日本美好的傳統文化、人民風俗回

澳後分享給大家，希望各位也不要受歷史的束縛，洗去日本過去猙獰的一面，用一個好的心態去

面對日本人。 

 

○ 最深刻的事情 

１．建築規劃使色調和諧，給人舒服的感覺。這是我認知中第一個能做到這樣的國家。 

２．交通規劃的完善。除了建設新幹線接通全國，高空亦設置多條行車天橋以使交通得以分  

流及減少擠塞程度。 

３．國民意識強:對於規矩遵守性很強（例如:電梯向一邊靠攏），犯罪率較其他國家低，日

本人十分有禮貌和做事的嚴謹及效率性。 

４．Homestay:受到 HostFamily 的熱情招待，感受到他們的好客熱情及民風純樸，可惜只逗

留一天的時間太短，希望多留下幾天。 

傳達的信息 

１．加強我國規則的遵守:當看見身邊的人不遵守規則時，要想起日本人的意識，提醒對方

以及自我警惕。 

２．禮貌方面從自我做起，加強自身的禮貌及效率性以感染身邊的人。 

３．宣揚日本學校重視學生的多元發展，鼓勵學生多參與課外活動，使學生得到多元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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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最重要的是答謝日中友好會館派來的各位幫助了我們很多的工作人員一直在我們這次

旅途上的陪伴，感謝她們經常在車上給我們講解不同有關日本及日本文化的知識，令我們獲得了

很多補充知識。真的是十分感謝！ 

  這次訪問中，給我印像最深和最獲益良多的是在明日香村中不到一天的寄宿。雖然在那裡逗

留的時間不長，我們的日文又不足以與他們溝通和交談太多，但他們仍非常親切的接待我們，就

如同我們是他們的子女般那樣。雖然大家素未謀面，他們把我們接回家後就把我們當作家人般看

待，令我感到好溫暖。有著家的感覺。在寄宿的那段期間，寄宿家庭宿主帶我們到明日香村的小

山上去，邊走邊說明日本的歷史文化、看風景、及告訴我們各種花草樹木的特性。遊覽結束後，

回到家有很豐富的日式傳統飯菜為我們準備好了，那一刻真是確確切切地感到好溫暖。能夠這樣

關懷備至及疼愛剛認識不到一天的「陌生人」，也許對我們來說很難會做得到，但他們確實做到

了。我深深地感受到日本人從悠久的歷史中一直承傳下來的那份好客之心和純樸的生活。真是十

分感謝他們對我們的信任及無微不至的呵護。將來有機會的話，我必定會再次去找他們好好再答

謝一番。 

  回家後，我打算告訴我的同學親友們他們所認識的日本除了科技發達的大都市以外，其實還

有著不同風格的小城市，有著另一種風貌。下次朋友有機會再去日本的話，我會建議多去日本郊

外的縣遊覽，這樣他們或許也能發現一個不一樣的日本。 

 

○ 之前以為日本人在禮節上的注重以及像什麼不會亂丟垃圾的公德都是假的，而身邊也有同學

跟我說不要對日本抱有太大的期望。不過來到日本之後才發現，原來人們是這麼的有禮貌，街道

上一點垃圾也看不到。而且日本人的親切和友善，是我遠遠料想不到的，像是在寄宿家庭那裡，

雖然我們和那裡的「父母」只會待上十幾個小時，雖然我們和他們只是剛見面，但是他們盡量幫

助我們，問我們想要做什麼。 

  在專業領域上，我在動漫以及漫畫這方面的專業上收獲良多。我原本以為日本漫畫動漫等只

不過是一種娛樂和人們無聊時才會做的事，但沒想到原來日本動漫和漫畫其實包含著許多有關日

本，甚至是世界的文化和知識。例如:《鋼之煉金術師》是由《浮士德》改編而成，裡面有許多

西方之文學成分。除此之外，我也不知道原本漫畫裡還可以有許多勵志以及鼓勵人的目的，因此，

我在漫畫和動漫這方面的理解深入了很多。而在與三重名張青峰高校的交流主題活動裡，我也學

習到了不少東西。像是在與同學的交流中，我了解到他們學校的學習情況，而在家政課和茶道課

裡，我也體驗到了平時體驗不到的事物。再者，我沒想到可以與那裡的學生這麼合得來，我原本

以為我們會在什麼都不說的情況下度過在學校裡的一天，但日本的學生實在是太熱情了，即使語

言不通，溝通很困難，但是我們還是成為了朋友，這讓我覺得非常之不可思議。 

 

○ 感謝日中友好會館的工作人員為此次的活動付出這麼多的努力。日本的學校的規模比澳門大

得多，學生的自覺程度很高。例如每天放學後會自動打掃指定區域。上課氣氛活躍，學習氣氛好，

課堂種類多。課餘活動多姿多彩。課堂硬件設備技術程度高。學生對於學習的熱情是澳門學生值

得學習的地方。彬彬有禮的待人接物態度與港澳學生頗為相近。校服的整體化程度高，學生的儀

容整潔端正。校風樸素，上課時認真的態度是我印像最深刻的，學生們的筆記非常齊全。雖然我

不是很懂日本，但是我也看得出他們的那顆熾熱的，求學心切的心，日本人才輩出也是因為這個

原因吧。以上的這些都是我回國以後會和周圍傳達的信息，令他們較全面的認識日本，不只局限

於在課本或網上，因為這些都不能充分體現日本的風土人情，只有親身經歷過才知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