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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ESYS2017」香港澳门高中生访日团（访问日程） 

（对象国：中国） 

 

１．日程概要 

    由香港特別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澳门特別行政区政府教育暨青年局派遣的香港澳门高中生

访日团一行 101名成员，于 12月 10 日至 12月 18日对日本进行了为期 9天的访问。（香港团团

长：陈婉玲 圣士提反堂中学 校长 / 澳门团团长：郑杰钊 劳工子弟学校 校长） 

访日团走访了东京、千叶、神奈川、奈良、京都等地，访问各地的高中并进行交流，与日

本高中生增进了相互了解。通过体验寄宿家庭、入住日式温泉旅馆，参观各地的历史､自然､文

化等方式，亲身感受到了日本民众的热情及日本的魅力。香港澳门高中生通过此次访日，与更

多人进行交流，接触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加深了对日本的理解，并将自己的见闻

及体验通过社交网络等方式进行了宣传。各地区的代表在回国前的报告会上还发表了回国后的

行动计划。 

 

【到访地】 东京都、奈良县、京都府（全体成员）、 

千叶县（香港团 41名）、神奈川县（澳门团 30 名） 

 

２．日程  

12 月 10日（日） 

抵达羽田机场 

 

12 月 11日（一） 

【说明会】 

【讲座】关于日本的传统美术和数码复原 

【参观】浅草寺、东京晴空塔 

【欢迎会】 

 

12 月 12日（二） 

 【学校交流】千叶县立松户国际高中（香港团 1号车） 

       东京都立翔阳高中（香港团 2号车） 

       神奈川县立小田原高中（澳门团） 

 【参观】东京都水道历史馆（香港团 2号车） 

 

12 月 13日（三） 

  前往奈良县 

 【寄宿家庭】奈良县飞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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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4日（四）～12月 16日（六） ※香港团、澳门团分别实施日程安排 

●共同日程：奈良县 

 【寄宿家庭】奈良县飞鸟地区 

 【参观】东大寺 

 

 ●香港团：京都府 

 【学校交流】京都府立北稜高中（香港团 1号车） 

       京都府立山城高中（香港团 2号车） 

 【体验】印染工艺・京友禅、入住日式温泉旅馆 

【参观】清水寺、岚山、京都市环境保全活动中心、京都国际漫画博物馆 

 

●澳門团：奈良县、京都府 

 【学校交流】奈良县立登美丘高中 

 【体验】墨作坊体验制墨、入住日式温泉旅馆 

 【参观】春日大社、药师寺、奈良市防灾中心、京都铁道博物馆、清水寺 

 

12 月 17日（日）  

前往东京都 

  【参观】商业设施 

【欢送报告会】汇报访日成果及回国后的行动计划 

 

12 月 18日（一）  

由羽田机场启程回国 

 

３.照片 

<共同> 

  

12 月 11 日 关于日本的传统美术和数码复原的 

讲座（中央・讲师 小林美术科学 

小林泰三先生）（东京都） 

12 月 11 日 欢迎会 与日本高中生交流 

（东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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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1 日 欢迎会 香港高中生表演（东京都） 12 月 14 日 飞鸟地区 寄宿家庭（奈良县） 

 
 

12 月 14 日 参观东大寺（奈良县） 
12月 17日 欢送报告会上团员汇报回国后的行动    

           计划(东京都) 

 

<香港团> 

  

12 月 12 日 访问千叶县立松户国际高中并进行 

交流（千叶县） 

12 月 12 日 访问东京都立翔阳高中并进行交流 

（东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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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5 日 访问京都府立北稜高中并进行交流 

（京都府） 

12 月 15 日 访问京都府立山城高中并进行交流 

（京都府） 

  

12 月 16 日 体验印染工艺・京友禅（京都府） 
12 月 16 日 考察京都市环境保全活动中心 

（京都府） 

 

<澳门团> 

  
12 月 12 日 访问神奈川县立小田原高中并进行 

交流（神奈川县） 
12 月 14 日 墨作坊体验制墨（奈良县） 



 

5 

  

12月 15日 访问奈良县立登美丘高中訪問并进行 

       交流（奈良县） 
12 月 16 日 考察奈良市防灾中心視察（奈良县） 

 

４．团员感想（摘选） 

◆香港团 

○ 在访问学校方面，我感受到日本学生的热情，无论是在松户国际高中还是在北稜高中，同

学们对我们的态度都非常热切，尤其是组长，很关顾地替我们拿饭盒等等。而且我亦在校园中

见到日本人的礼貌和在待人方面的礼节，如两间学校均设有鞋柜供来客使用，而两校学生见到

老师时也会鞠躬问好，体现了尊师重道的精神。而他们在进餐前亦会向各同学表示自己要开动，

又会在送客时挥手道别。每个细节都会令人感受到被尊重，亦感受到日本人对这些礼节的遵守

和重视。这样的精神和中国提倡的自重、敬人的礼仪文化内涵有相近之处，但可惜的是现实中

国或是香港都较少尊重他人，尤其是敬师风气的薄弱。另一方面，学校交流时有书法课，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见到日本的学生写隶书、草书等，练习时的字体比我所写的更为美观，故

深深感受到日本对文化方面的重视和传承，书法能在日本流传，却反而逐渐在中国式微，令我

更反思自己是否可以出一份力保留一些传统的文化，故我在日后会尝试继续学习中乐、学习茶

道等，丰富自己的文化底蕴。 

 

○ 在访问学校方面，我总共去了两所中学，渡过了美好的时光。我认为在两所高中交流中，

发现了香港及日本的异同。首先，在学生方面，我认为日本学生比香港学生更为热情。例如，

当我们在访问时，虽然日本学生学习英文的时间比香港学生少，但他们仍然非常努力地用英文

与我们沟通，无法沟通时，甚至用许多身体语言与我们沟通、交流，这令我们感到非常感动。

我们也发现香港学生对课外活动、环保等较为不重视。日本学生在放学后，都会积极参与不同

的社团的课外活动，学校风气非常活泼。而日本学生也非常重视环保回收方面，他们的便当很

小，为了避免浪费食物，是一个很好的饮食习惯。他们也会积极做垃圾分类，并不会乱扔垃圾，

保持校园及街道清洁，这令我感到非常深刻。在考察专业领域方面，我认识了数码复原师这个

工作，并感到非常特别。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工作，便对这份工作有新的看法。 

 

○ 在今次的交流团，我经历了很多，不论是游览景点还是到学校、寄宿家庭拜访，都带给了

我不同深刻的感受。以下，我将会记述我在学校参观所使我反思的经历和在寄宿家庭使我感动

的经过。 

    在学校参观时，我分别被分派到上数学、音乐和羽毛球课。其中在羽毛球课中，其中的队

员技术高超。如果在香港，我们的队员遇上技术较低的同学对打，我们的队员定必会骄傲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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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与同学对打。可是，我们在学校参观中，日本队员即使知道我们对羽毛球不熟悉，他们也

非常有心和耐性与我们对打。这经历使我感受到他们谦卑之心。在寄宿家庭中，得知他们已是

第四年成为接待同学的家庭，每年更要接待一百位交流生。但是，我在寄宿家庭的安排和相处

中，完全不感觉他们有冷淡的一刻，能够在四年成为寄宿家庭都仍然对我们热情无比，使我感

到感动。 

 

○ 首先，在访问学校的时候，我了解到了很多日本高中生的课外活动和学校教育制度，例如

茶道、剑道、棒球等。其中最让人难以忘记的是茶道，日本的茶道来自中国，十分讲究礼仪，

例如坐姿和饮茶动作都有一套准则。虽然，饮茶的时候坐姿十分疲累，但依旧挡不了我对茶道

的浓厚兴趣。中国茶通常是普洱、铁观音等，日本茶则是抹茶，从中我学到了日本人以礼待人

的高尚品格。这种品茶文化与其饮食文化也息息相关，在寄宿家庭时，所有人在吃饭前都会说

「我开动了」，饭后则要说「多谢款待，我食饱了」，否则就会被视为没有礼貌。日本人重视「礼」

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克己复礼」也颇为相似。他们都用礼去克制一己私欲，完成「礼」是由

内心出发，让自己达到「仁」的最高境界。这能有助于个人的修养、品格，在今后工作生活都

能用到！ 

 

○ 经过是次在学校和寄宿家庭的经验后，我深切地体会到日本人处事认真，用真诚待人的优

良特质。每当我们到访一间学校或家庭，都会接受热情的款待。首先，他们会特别出来迎接我

们，把资料、水及所需用品都事先一份份排列好，好让我们一坐下就能概览其学校的历史和特

色。但对比香港，大家太注重于速度或效率，却在追求其成效的同时，忽略了人的感受，未能

在别人的角度去想。日本的学校和家庭都很想把日本最优秀的一面给我们看，而我也深深感受

到他们的热诚和真心。日本的学生也很愿意和我们交流，令我明白到语言并不再是彼此之间的

障碍。只要有心去学习彼此的文化、语言、了解彼此的故事，最后会互相尊重、包容，消除所

有的标签化和误解，也拉近了所有分化的关系，一起同心合力，同舟共济，令问题迎刃而解。

而日本学生对待课外活动十分认真，每天放学后都会抽时间练习，视它为一种责任和兴趣的培

养，有强大的使命感和做事的热诚。相反，香港的学生视它为一种工具去丰富自己的阅历和获

取一份证书。在这个竞争性高，只追求利益的社会也改变了学生的价值观，忘记了课外活动的

本意。最后，我在是次考察都认为日本政府在经济发展和文化保育之间取得平衡，高处不忘本。

不会因为发展繁荣而忽视历史文化的重要性，在教育、政治上都会传承其优良的传统。这也令

我明白两者是可以并存，并不可划分的。（两者不是必然对立） 

 

○ 透过本次的交流，可切身处地感受到日本文化及其独特魅力。 

    首先，在学校方面。在与两所交流都见到日本人的细心及妥善。两所学校都在前期准备做

得很好。翔阳高中的学校特意安排国际交流生来与我们一同体验日本校园生活。在课外活动中，

和太鼓部的表演实在震撼人心——所有表演同学动作一致，背谱（背诵好乐谱）、眼神坚定......

在那 6 分钟中我们感受到日本同学对待课外活动的认真态度，找到了自我价值。在香港生活当

中，同学或许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为了美化个人简历，因此对课外活动并无十分热诚。在这一方

面，我们应该向日本学生学习。 

    其次，在寄宿家庭方面。寄宿家庭对待我们如同他们的子女。我们一起做饭、收拾、洗漱

卧息，如同是一个久在日本未归的家。除此以外，日本的寄宿家庭教会我们去仰望天空。在香

港的灯火万家之下，夜空中鲜有星星。香港人也因忙碌的生活而忘记了抬头。恰逢是次到访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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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有机会遇上双子座流星雨，寄宿家庭知道我们的心愿二话不说为我们预备御寒衣物与我们阡

陌中一同守候，又教我们星辰方向、日文名字等，这让久违仰头的我们重新感受到来自天空的

魅力。 

 

○ 在社会方面，日本不但能与时并进，更能保留传统文化。我们前后参观了不同寺庙及神社，

包括清水寺、东大寺等，均能做到保留旧有文物，如佛像，更有传统祈福的地方供游人一同参

与日本的宗教特色，并不会因要急速发展经济而把所有旧建筑及文物重建或放置博物馆，与香

港不同，我们更可以在文物所在地感受它们以往的光辉及气派。由此可见，日本是绝不忘本。

此外，日本富有现代感。在日本社会环境，所有物件都现代化，例如收银机，很多时候都不用

收银员去找零钱及计出找数金额，减少收多或收少钱的情况。又如日本的交通，地铁覆盖率高，

交通方便发达，市民轻易到达目的地，就算游客都能轻易处理他们的运作模式。更甚是，就算

是冲马桶也十分先进，几乎每一个地方的坐式厕所均有除臭清洗，厕板更会暖，反映日本设计

的细心及先进。 

在学业方面，日本不但重视学生成绩，更着重学生的才能及文化传承。在进行交流的两所

学校中，茶道部、剑道部以及和太鼓部等属日本传统文化的课外活动都很受欢迎，学校亦给予

多方面的资源给他们发展及表演，可见日本人重视文化传承，因此愿意在学校推广，让学生从

小习惯及接触自己的文化。另外，日本书法等均纳入考试范围内，可见日本人并非只要成绩好，

更会发掘学生潜能。 

 

○ 透过访问学校和考察活动，我了解日本人对待文化的态度，以及他们待人处事的方法，有

各种方面都值得我们借鉴。第一，日本人重视本土文化，积极进行保育及传承文化，不忘本，

例如寺庙和神社环境上的保育和数码复原师推广古时候的文化，他们国民性团结，有意识爱护

文物，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第二，日本人认同当地文化的意义重大，学校会保留这些活动让

学生在课外的时间学习，例如和太鼓部、茶道、剑道等，使课外活动多元化。第三，日本同学

做事认真，不会得过且过，亦愿意投放大量时间学习，例如和太鼓部每天放学都会全神贯注地

练习，每次都尽全力做到最好。与香港相比，我们没有像日本一样看重中国文化，就好像只有

少量学校会有粤剧、书法、棋艺、茶道等的学会，我认为香港的课外活动较为单一，建议推广

传统文化，使活动更多元和新鲜，也有更多资源给予学生，以发挥才华，全面发展。另外，日

本人处事认真从他们充足的准备和专注地参与活动中得知，他们十分顾及他人的感受，例如每

人的座位上都有派发资料和水，学校举行了日本和香港文化的游戏和各个课外活动都准备了充

满特色的表演，甚至有物资和指示带领我们亲身尝试。日本的传统文化和国民性使我印象深刻。 

 

◆澳门团 

○ 在到达日本后的第二天，我们参与了「生活在美丽的色彩中的日本人」讲座。讲师小林先

生结合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把国宝级的和服透过数码复原技术还原在我们眼前，甚至可以让我

们穿上。他用自己的故事教会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想做什么」。这既是有关学习日本科技的

一课，也是为我们上了一节人生课程。 

    在这之后，我们也有好几次与日本高中生交流的机会。首先是在欢迎会上与明星学园高中

的学生交流，他们很用心地与我们沟通，在我们表演时也热情地为我们打气。之后我们先后到

访小田原高中及登美丘高中，同学们都很主动，积极地与我们说话。我明白到，只要愿意打开

自己的心和别人沟通的话，语言并不是很大的障碍。学习压力相对澳门轻，令学生可以投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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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时间在课外活动，以及更多与家人交流，一起做饭等，我认为中国也应减轻学生的学业压力，

重视「全人发展」而非只专注学科成绩，令学生能更好发掘自己的潜能，做自己喜欢的事。 

    在 Homestay体验中，我入住了永岛家。那是一所木做的小屋，里面的台、凳、杯、碟全部

都是家庭成员亲手制作的艺术品，可以以自己的兴趣作为事业，每天投入在大自然的怀抱中，

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啊！与家人的交谈中，我明白了与人相处最重要的就是愿意用心去与人交

流，相信这在我日后的生活及工作也必定用得着。Homestay体验是我在本次旅程中最为深刻的

部分，我很享受永岛家既欢乐又温暖的气氛。 

 

○ 是次为期九日的交流参访日程，当中到访了不少著名景点及各地高中。相隔千里的地理位

置必会做成不同的文化差异以及风俗习惯。 

    （一）提倡全人发展：日本课外活动多元已早有耳闻，但到访当地后，发现原来有超过八

成的学生皆会加入不同学会。澳门的教育仍会采取填鸭式的教育。两者虽然各有好处，但若然

能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相信学生在学术及兴趣均能兼顾。 

    （二）文化交融性：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地区，单一的民族群体造成了强烈的民族差异性，

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亦十分强烈。而中国多民族的特性，造就了极大的民族、文化差异性。沿海

地区与海外国家更有密切的关系，澳门的中葡交融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三）说话之道：日本人民说话婉转，既不容易伤害别人，同时也容易造成误会。中国人

民较会有的放矢，切中命题，说话亦比较直接。然而此两者并没有是非对错之分，且看个人喜

好罢了。 

     一个完整的体验确实能得到许多宝贵的经验，因为是次的参访团，让我看到了一个更不同、

更多元的日本。 

 

○ 通过这次访日交流活动，我对日本这「礼貌之国」的认知又更上一层楼了。首先，对我而

言，我认为 Homestay 体验是最深刻的；在寄宿家庭中，虽然与家人度过了的时间大概只有 19

个小时，一天也没有，但我却能够在这短短的时间中，充实地感受到日本人的热情和体贴，其

中我发现了一个日中的异点，中国有句话说「食不言，寝不语」，但在日本，享餐时一起畅谈更

能增进彼此的关系，「父亲大人」到了最后更教导了我要更多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样才能与他人

进行更好的沟通。第二，我最深刻的活动是能够到学校交流，认识到与自己年龄相近甚至相同

的日本高中生，在彼此交流中，我们互相介绍了自己国家的各种事物，分享了各自的学校的不

同之处及课堂上的不同，十分有趣，到了离开学校时，我们大家都希望有一天能够再次相见，

亦互相交换了 SNS 联络方法，希望保持联络。另外，我亦非常喜欢京都铁道博物馆，因为澳门

没有电车地铁，没有铁道，所以我感到非常新奇，博物馆中更有多款列车，以呈现出日本铁道

上的进化，这样令我对日本的历史也有少少的认识。总括而言，这次的访日活动使我获益良多，

我希望回到澳门后，可以把在寄宿家庭学习到的生活知识活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 在本次活动中，我们分别去了神奈川县立小田原高中、奈良县立登美丘高中，以及为期一

日的 Homestay体验。首先，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日本城市的整洁干净的环境，即使是在东京，

也很少有塞车的状况，也没有人在路上大声喧哗，即便是只有几步的马路，也没有人去闯红灯，

我认为这是我们所应学习的。 

    与澳门学生截然不同的是日本学生对课余活动的热爱，我认为，我们常常说要学生多元发

展的澳门，在学生的热情以及参与率与日本相比还是略逊一筹，学业繁重并不是我们不去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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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更多潜能的藉口，日本学生也有自己心仪的大学，所以，只要心态摆正了，再付出不懈的

努力，还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呢。 

    乡村，要比喧哗热闹、生活节奏快速的城市要更能体会到什么是生活，前几天享尽了城市

的繁荣富贵与昌盛，再到了乡村，更是别番滋味。与以往所不同的是，前几次我所经历的 Homestay

只感到自己是一个特殊的来客，而这次，我们所入住的喜多先生一家，却让我们感觉自己更像

是一个外出多年的孩子一般，即使对家里的事物并不熟悉，也会让我们更多地，自己尝试去做

到它，正正呼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于是变少了几分隔阂，多添了

几缕温情。虽说我们所住的地方是乡村，但屋子内的每个设施几乎都一应俱全，没有想象中，

与城市之间那种过大的差距，毕竟差距一大，农民们便不再耕田，那么城市也会吃力不讨好，

也许，这就是日本人所令人叹为观止的保障政策吧。 

    文化并没有好与坏，只有我们不断学习，并把它变成所适合自己的模样，我们才能不虚此

行，才能创造更美丽的地球！ 

 

５．接待方感想 

◆日本高中生 

○ 香港学生们积极主动地与我们交流，交谈进行得非常愉快。如能提前知道一些香港的情况

就好了。今后想更多的了解香港。 

 

○ 因平时没有直接与外国人接触的机会，此次是一次宝贵的体验。尝试了英语沟通能力，很

有意义。听到外国人对日本的看法很感兴趣。 

 

○ 度过了非常美好的时间。香港学生们到来之前担心能否明确的传达意思，刚开始非常紧张。

开始作自我介绍时消除了紧张，感觉到高兴。不知该如何传达想表达的意思，组里的同学们用

各种方法表达后，得到香港学生们愉悦的回答「OK,OK！」。即使不知道用英语该如何说想传达东

西的名称，深感持有「想传达」「想听」「想理解」之想法非常重要。如想传达可用各种表现，

如想理解就会认真去听。与外国人说话的机会很少，此次是非常好的经历。我们去香港和澳门

时也可用各种各样的表现传达意思。非常开心。 

 

○ 日前与香港学生的国际交流活动，对我们来说非常充实快乐。香港学生教我们广东语，我

们用其表达道谢､初次见面等，靠我们自身的努力促成了更好的交流。感受到即使语言不能很好

地传达，面对对方的笑容，相比担忧无法传达更让人觉得快乐和愉悦。我们也了解了文化差异。

如头发要扎起来，午饭可以在外面吃等不同的校规。通过此次交流学习到了文化差异、交流的

重要性、语言差异等很多事情。我将加强学习，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和语言，尝试与各国人进

行沟通。 

 

○ 通过此次活动，我结交了很多朋友。刚开始的对话比较客气,后来一起做香港猜谜游戏，一

起用午餐，关系一下子拉近了好多。香港同学们用心地听我说仅把单词罗列在一起的蹩脚英文，

让我感到非常高兴。这次与外国人交流和以往的交流相比没那么感受到「语言障碍」。也许是我

的英文稍微有了进步,更觉得即使不懂文法和单词，努力去传达尤为重要。很遗憾在交谈中不能

明确地理解对方的意思、顺畅地进行对话。不过成为我打算努力学习英语的契机。最后分别时

收到很多香港的礼物，并约定了“再会。下次我去香港见你”。说好了去之前我努力学好英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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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他们努力学好日文和英文，见面时可以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我为了在不久的将来遵守

约定，现在将拼命学习去香港见他们。 

 

○ 此次活动非常开心。用英语和澳门的高中生交谈有些紧张。曾想过如能和外国人交流该多

好啊，实现了我的一个梦想。但因不能流利地使用英语，有很多想说的内容没能传达。也有因

理解不了对方的问话，没能马上作出回答。为了可以轻松地交流我将努力学习英语。很高兴能

与不同国家的同龄人友好相处。如果再有这样的机会还想参加。 

 

○ 感谢此次与澳门高中生交流的机会。直接的感受是惊讶自己变得不抵触与外国人交谈了。

至今为止几乎没有与外国人交谈的机会，即使有也担心自己能否正确传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

今天第一次与外国人作这么多的交流，对自己来说是一次开阔视野的良好机会。又是同龄的高

中生，更易亲密，澳门的高中生们打破了我心灵厚厚的墙壁。还观看了他们出色的英语发表，

吸取了很多好的东西，得到了良好刺激。度过了非常非常愉悦的时光。感谢！ 

 

６．访日团成员发布的信息 

12 月 12日／高中生／Facebook 12 月 14日／高中生／Instagram 

  

 关于寄宿家庭的分享 

体验穿和服。大家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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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6日／高中生／Facebook 12 月 16日／高中生／Twitter 

 

 

12 月 16日／高中生／微信 12 月 17日／高中生／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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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在报告会上汇报回国后的行动计划 

  

＜香港团＞ 

・日本回收系统优越，是世界公认的，而由于环境问题

日渐引起公众注意，在校内我将会借用我作为学生会会

长的身份向校内同学介绍此交流计划，并籍以呼吁同学

即使在校内也要进行环保活动，例如善用已有的废纸、

塑胶回收箱，把垃圾分类处理，循环再用，减少浪费。 

・在学校的早会中分享本次交流的经历，以是次交流活

动的点点滴滴作为主题，向同学们分享日中文化差异，

并分享各文化的差异之处，并且鼓励同学吸收日本文化

的优胜之处，例如;日本人事事以他人为出发，并会避

免做出为他人添麻烦的事。这能够令香港人做事时不只

考虑自己而是以他人的观感作考虑，令社会更为和谐。 

・我必会将日本人优良的国民性、先端的科技、历史传

统文化、社会和礼节向同学和家人分享，特别是数码复

原技术，这就是科技和历史互相融合的例子。日本善用

科技去保育历史是香港人必需多加学习的地方。 

・我会参加更多日本文化体验活动。例如透过我的日本

语学校举办的日本文化体验活动，去了解更多关于日本

文化。再者，我会尝试去养成阅读日字新闻的习惯，不

但可以令自己的日语水平提升，更可以从而了解和知道

日本的时事和发展，紧贴日本的发展。 

・在香港举办日本相关活动时，我会邀请友人积极参加。

希望我的朋友们也能对日本有更深的认知，而不只是一

个专门出产动漫的国家，是个多元化的地方。 

＜澳门团＞ 

・从旅程回国后再继续学习日语并且开始考语言试。回

家和家人商量一下在日本留学的事。寻找日本剑道有没

有开设课程并且报名。继续与日本学生沟通以及在中交

换各自学校新信息。 

・在学校的周会上进行分享：向初中及高中的所有学生

进行汇报，提高同学对日本的兴趣及令他们对日本文化

的有更深的认识。因为其实在澳门有不少人都对日本文

化感兴趣，例如：衣着打扮、饮食、动漫等方面。相信

只要我把自身经验与大家分享，必定能使大家对日本的

爱升华。特别是对于今年初三、高一的同学，因为若他

们对我们的汇报有兴趣，便能在明年参加访日团，相信

能使大家更积极参与访日活动。 

・更深认识历史：在我周围传达讯息之前，自己必需先

对这个国家有一定认识。希望先透过记录下平日导游所

为我们介绍的内容，在自己加以搜索资料，了解某种文

化和风俗的源起，从而使自己和别人更深地了解和记住

日本。 

・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拍摄了不少视频以及照片，以此

作为一个重要的分享资料，使得身边的朋友、同学或是

亲戚，更好地，更加浅显易懂地了解日本的情况，例如

日本垃圾回收的方案，日本的铁路建筑，日本教育者对

天灾预防演习的重视性以及日本学生对于课外活动的

热爱等等，从而更加增长亲友访日的兴趣以及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