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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本校為因應 21世紀教育國際化潮流，期使師生體驗異國文化，拓展國

際視野，戮力推動校內師生實際參與國際教育交流。本次赴日本教育旅行

參訪，共計團員 32人，參訪期間自 2014年 4月 19日至 4月 25日計 7日。

參訪地區包括：富山縣、長野縣等，行程包括參訪日本高商等文教機構、

與日本高商學校進行教育交流座談、體驗本土特色文化、參觀歷史古蹟文

物及自然生態景觀巡禮等。 

在本次教育旅行參訪與交流活動中，團員們行前即有各項任務分工，練

習交流活動表演，並對參訪對象進行積極深入了解。而在豐富的行程中，

團員也能認真學習，進行心得分享及筆記。不僅利用已學會的日本語積極

與人打招呼，提升外語能力；且利用各種場合，宣導臺灣的文化及特產，

進行軟而有力的國民外交。在整趟日本教育旅行中，不但印證團員各人平

日所學，且拓展其國際視野，更促進了雙方教育交流友好的關係。而參訪

後的心得及建議，期能對本校或其他各校在發展未來的國際化教育上能有

具體的參考及影響。 

貳、出國人員名單 

職稱 姓名 職稱 姓名 

校長 劉欽敏 學生 鄭婉誼 

組長 林玉芬 學生 楊子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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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陳宜姍 學生 王旻錙 

學生 廖歆怡 學生 林昱瑄 

學生 辛建凱 學生 洪偉軒 

學生 呂  琪 學生 黃草莓 

學生 林淑賢 學生 鄭凱嘉 

學生 林雅惠 學生 劉佳瑩 

學生 陳俞萱 學生 洪鳴均 

學生 邱浩瑋 學生 陳玟仲 

學生 洪紹凡 學生 陳政愷 

學生 鄭庭鈞 學生 李旻俐 

學生 王郁玟 學生 卓映潔 

學生 楊芯圓 學生 施沄杉 

學生 陳煦珞 學生 高御瑄 

學生 呂 昭     

 

 

參、目的 

    因應 21世紀國際教育潮流，加強臺日雙方之教育交流，辦理本次

教育旅行參訪，期望對日本文化、歷史、與社會發展有更多了解，雙

方透過交流互訪，建立友好國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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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而言，這次參訪活動主要目的主要有以下:  

（一）配合國際教育政策，提昇學生國際競爭力，結合學校與社會資源， 

發展具國際觀的學校特色。 

（二）培養學生「自我理財」觀念與態度，鼓勵學生實際參與國際交流， 

使學生知道別人如何學，增廣師生見聞，開拓師生視野，培養師生外語能 

力。 

（三）透過雙邊學校教育交流，作為雙方學校進一步推展國際教育旅行互 

訪之動力，及使學生能從教育旅行中，獲得寶貴經驗。 

（四）推展國際文化交流，營造國際化生活環境，豐富學生心靈，貢獻國 

際社會，使學生透過教育國際化的過程，達到瞭解國際社會、參與國際教 

育活動，促進世界和平及福祉的目標。 

肆、教育參訪過程： 

※考察日期：2014.04.19 ~ 2014.04.25 

※參訪地區：富山、高岡、長野等縣 

   ※參訪學校：富山縣立高岡商業高等學校 

 

一、行前功課： 

學生分成 6組，因應文化交流之前提而於 103年 4月 2日起即開始練

習代表臺灣文化的舞蹈及著名的珍珠奶荼，行前說明會則於 103年 4月

11日於本校三樓會議室舉行，由執行祕書學務主任趙育興主任主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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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日本教育參訪目的說明外，特別期望大家在進行教育參訪前，能夠作

好行前功課，多了解日本文化背景、教育相關資料；另外還進行日語教

學，協助同學進行日語發言稿之修正，期能幫助團員們在實地參訪時，能

有所依循且進行深入學習。 

二、參訪交流過程： 

第一天：4月 19日（星期六） 

本日行程：惠文高中集合(12:00)→桃園國際機場(17:15)→日本名古

屋國際機場(20:45) →東橫 INN中部國際空港本館休息 

   

懷著興奮的心情，帶著愉悅旳笑容，大家踏上憧憬已久的日本國土，

在今日團員們體驗登機證辦理、出境通關、日本國入境等相關事宜，雖

然抵達日本時已是晚間時刻，大家仍精神奕奕。 

第二天：4月 20日（星期日）       

※本日行程：名古屋城=>熱田神宮=>五箇山合掌村=>砺波溫泉~日式溫泉體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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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日本神社現場解說、探訪世界文化遺產、火山地形認識與教學 

1.名古屋城參訪: 

     今日參觀名古屋城， 名古屋城，位於名古屋市的中央，是由德川家

康下令建造的具有代表性的平地城堡。是德川三大家族之一的尾張德川家

族的居城，極盡奢華。後在第 2 次世界大戰中於 1945 年受空襲，大部分

被燒毀，1959 年重建天守閣，改爲地下一層地上七層的鋼筋混凝土建築。 

從那以後，天守閣一直是名古屋的象徵。這天守閣，可是名古屋城內最主

要的建築物唷～！你瞧~~是不是很美麗呢? 

 名古屋城中最令人注意的就是屋頂上的金鯱，金鯱在日本傳說中是個

能滅火的龍首魚身神物，一雌一雄分踞在屋脊兩側。許多傳統建築都將鯱

魚安置在屋脊兩側，相傳可以保佑免遭火災，後來演變為了顯示城主的威

嚴及點綴天守閣。名古屋城有分大小天守閣，我們參觀大天守閣。大天守

閣內有電梯可以乘坐上去再慢慢地一層層逛下來，內展示各種日本古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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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貴歷史文物，例如生活用品、服裝、武士用具、盔甲刀劍槍砲等，在五

樓內層裡，也有擺放「金鯱」造型供遊客拍照紀念喔！ 

2.熱田神宮參訪: 

進入正門鳥居後，即進入兩旁樹蔭參天的正參道，四週都是靜靜的，

只有我們踏在地上的沙沙聲。傳說中日本的三神器其中之一的草薙劍，即

被放置在此，因此讓熱田神宮成為日本第二大神社，香火非常鼎盛。 

 神宮的氣氛很肅穆，遊客不能進入大殿參拜，只能遠遠地隔著門膜拜。

我們依著領隊的解說進行參拜前的儀式，只見大家懷著謹慎虔誠的心陸

續地完成了。期間還看到穿著傳統日式結緍禮服的新人拍結婚照，以及

有老師帶著小學生進行撿拾垃圾的活動，讓我們見識到日本小學生守秩

序、不喧嘩及認真的一面。 

3.五箇山合掌村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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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到逹五箇山合掌村天空有點陰陰的，温度有點低哦！領隊先帶大

家到達定點，可以由上往下俯瞰整個合掌村，好多人正在獵景呢！由於在

山上風很大，但大家很興奮，因為合掌村很漂亮呢！就像童話屋般的排列

著。日本被列入世界遺產的合掌村一共有 3處。分別是：岐阜県大野郡白

川村荻町集落、富山縣南砺市相倉集落、富山縣南砺市上平村菅沼集落。

五箇山合掌村即為相倉集落。相倉聚落現存有 20棟合掌造屋，大部分建造

於 100年到 200年前，而其中最古老的據說有 400年歷史。 

     在這裡，空氣很清新，水很清澈，水溝裡可清晰地看到大大的鱒魚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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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地游著。而合掌屋屋頂外型如人手合掌，再向外傾斜 60度，呈人字型，

此造型利於冬天大雪滑落。由於我們來的時機己無冰雪，只能看著照片想

像那滿佈著皚皚白雪美麗的村落景像。合掌屋蓋法並無利用一根釘子，僅

僅用卡榫及草繩，屋頂的茅草大約 30~40年更換一次即可，令人感嘆其工

藝之精湛。這裡有民宿及文物專賣店，當日我們不能住上一宿，但逛逛仍

可感受濃濃日式情懷。 

4.日式温泉體驗 

晚上進住砺波溫泉酒店，同學們體驗穿和服，真的是男的帥氣，女的

美麗呢！餐點是日式會席料理，在這裡還可以體驗温泉，學習洗温泉文化。

晚餐後是練習學校交流的表演節時間，穿著和服唱著五月天的歌及跳電音舞

曲「姐姐」應該是很難得的經驗吧! 

 

 

 

 

第三天：4月 21日（星期一）  

本日行程：高岡大佛=>松川遊船賞櫻=>黑部峽谷鐵道之旅=>飯店 

教學內容：神社、日本海岸、河川、峽谷地形等地理景觀訪查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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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岡大佛 

     大清早天就開始飄雨，司機大哥借我們雨傘，大伙兒就朝著高岡大佛

前進。沿路街道尚没有行人，店面也尚未營業，很安靜地走著，有種特別

的感覺。看到大佛了，跟想像中的不太一樣，高岡大佛高 15.85公尺，重 

 

 

 

 

 

 

65噸，是高岡市指定有形文化遺產。它和奈良大佛、鐮倉大佛並列，

是日本三大佛。高岡大佛最初是在 1745年建立的，一開始是木製外塗

金漆，曾經經歷過兩次火災而被毀。為了防止大佛再次遭受到祝融之

災，後來重建時決定改用銅來鑄造大佛。高岡大佛的鑄造及著色，各個

環節都是高岡的工匠藝人親手完成，堪稱極具紀念意義的藝術大作。大佛

底下可入內參觀，這裡地方不大，但可感受到肅穆的氣氛。 

2.松川遊船賞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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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仍然飄著雨，我們接下來要搭松川遊船囉!松川原名舊神通川，

貫穿整個富山市中心，沿著松川兩旁種植著有 460棵吉野櫻花，盛開時恍

如仙境，美不勝收。我們這次只看到落櫻紛紛，綠葉蓊鬱，有點可惜，但

是雨中乘船真是浪漫極了。乘船途中，會經過七座橋樑，橋樑很矮，可不

能隨便站立哦!橋樑的轉換似乎連場景也跟著轉換呢! 

 

3.黑部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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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來到富山縣黑部市的宇奈月車站，我們要去哪呢? 就是黑部峽

谷。黑部峽谷位於黑部川的中上游流域，是個深 V字型的大峽谷，因峽谷

深窄，感覺對岸山脈就近在眼前，春夏秋冬展現著有不同顏色的群山群

樹，黑部川另有日本第一清流之稱~從宇奈月出發，搭著黑部小火車，沿途

可看到宇奈月大壩，宇奈月大壩是 2001年完成，是黑部峽谷中最新的大

壩，具有洪水調整、發電等功能。為了解決因洪水暴漲不斷氾濫成災的黑

部川，因此興建了宇奈月大壩，並於 1993年興建新柳河原發電所。據介

紹，從宇奈月出發到終點櫸平，總共會穿過41個隧道，21座橋。由於正下

著雨，所以感覺場景真是美得很夢幻呢! 

     晚上記事: 

    明天要交流的高岡商業學校於今日晚上 5:30~6:30由教頭先生帶領學

校老師前來飯店與我校確認行程及相關細節，他們還製作一本詳細的手

冊，刊載了當日所有的相關事項，由於我校有表演節目及製作珍珠奶茶活

動，除了我們自己攜帶的物品之外，仍需他們準備很多物品；流程中有些

銜接的部份也很仔細地確認著。日本人做事的謹慎及細心在此表露無遺，

就讓我們期待明日的交流喔! 

第四天：4月 22日（星期二） 

本日行程：10:00-14:30全日富山縣學校交流 

教學內容：參訪儀式、課程融入、學生面對面交流、臺灣舞蹈及歌曲表演、

介紹珍珠奶與實做、融入課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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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 8點，富山高等商業學校即有老師至飯店等候，準備導引我們至學

校。9點至學校，門口早已有二年級學生等候著迎接我們，在熱情的歡迎聲

中我們先至準備室放置物品，全校的歡迎式於 10點正式開始。 

今日的行程為: 

10:00~11:30    歡迎會 

11:30~13:30    對談及用餐 

13:30~15:20    授課交流 

15:30~         歡送 

歡迎會在富山高等商業學校的禮堂舉行，全校師生皆參加。首先以精

采的管樂團演奏精采的曲目開啟序幕，接著是應援團的表演，認真且用心。

而我校也不遑多讓，學生代全程日文致詞，日文 PPT簡介臺灣特色，臺灣

電子音樂舞蹈表演，惠文學生熱情的活力感染了對方學校，帶動全場氣氛，

整個 HIGH到不行。 



                                              16 

 石黑校長是 4月方到任富山高等商業學校，但很熱情帶領全校來歡迎

遠道而來的我們。這是個商業學校，內有流通經濟科、國際經濟科、會計

科、情報處理科，跟我方學校是截然不同的學校。每學年有 3個學期，時

間分別是:4~8月、9~12月、1~3月，我們本次參訪的時間是他們剛開學不

久。學校教職員數編製有 79人，而學生數有 709人，跟我校的師生比來看，

顯然日方學校人力充裕許多。學校校地有 52574平方公尺，運動場有 4 個，

體育館也有 2個，真是令我方學校羡慕。 

中午時，同學們至三年級各班與他們共同用餐並進行對談，日本同學是

自己帶便當，讓我校同學即佩服又驚訝。在對談時間結束後，高三同學進

行下午第一節課，有些班級立即進行考試，讓我們感受到他們的升學壓力。

我們的同學依分組別進入各班參與第五節及第六節課程，與日本同學共同

學習，課程包含了數學、現代文、英語、世界史、科學、簿記、財務會計、

保健、體育等，非常多元。同時進行的另有日本學生會與我校同學在家政

教室共同製作珍珠奶茶，作完之成品，經由廣播放送之後，瞬間秒殺，足

見珍珠奶茶的魅力。 

 學生進入各班學習之時，石黑校長帶領我方師長進行校園導覽。我們

參觀各上課教室、電腦教室、體育訓練場地、音樂教室、，乾淨的校園一

塵不染，物品放置整齊，垃圾不落地，整體建築可以感覺到歷史卻又維護

很好。教室內並無像國內學校般有電子化設備來幫助教師教學，但是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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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並無喧嘩或浮動的氛圍，教師及學生彼此都很投入在教與學之中。在

參觀教職員辦公室時，有位外籍女教師，雖是外國人，但我們可以感覺到

她已融入日本的文化，除了穿著黑色套裝外，也很認真的備課。 

在對談過程中，我們很訝異富山高校的行政效率很高，在我們拍完合照

之半小時就將大合照照片製作好贈送給我們；上午之歡迎節目在中午時即

製作好 DVD致贈給我們，如此高效率是值得我們好好學習的。 

整個富山高校的行程就在不斷拍照、依依不捨的氣氛中結束了。 

第五天：4月 23日（星期三）  

本日行程：立山黑部阿爾卑斯山脈.雪之大谷.架空索道=>長野 HOMESTAY 

教學內容：日本阿爾卑斯山脈地理景觀訪查與紀錄、寄宿家庭文化交流 

    1.立山黑部阿爾卑斯山脈.雪之大谷.架空索道=>立山黑部阿爾卑斯山

脈.水庫.瀑布 

    今日前往有名的立山黑部，天氣晴朗，陽光普照，令人心情愉悅。大

家很準時的集合，而且穿戴很多，就怕著涼啊! 立山黑部除了以美景聞名

外，各式各樣的交通工具也令人印象深刻！請參考下面附圖： 

資料來源：http://www.alpen-route.com/tw/ 

 

 

  

 

   

http://www.alpen-rou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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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幾種交通工具的轉換，我們見識到了白暟暟的雪之大谷；也看到了壯

麗的黑部大霸，這種美景絕非攝影技巧所能展現的。 

   2. 長野 HOMESTAY     

    令大家興奮的 HOMESTAY來臨!早在臺灣時就有同學拎著重重的見面禮

只等著可以送給 HOME爸 HOME媽們，今日終於大家要相見了。我們的車子

先一站站地把同學送到指定的位置，一家家地介紹，同學們等待的心情 

真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因為是今日才知道自己分配到的家庭，所以一一

唱到名字時，有如開獎般地刺激。晚餐後當地負責人開車載著師長一家家

探視，這裡的接待家庭都很用心，都安排了很具日本特色的活動，雖然語

言不是可以很流暢地交流，但是同學們都能感受滿滿的情意及帶回濃濃的

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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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4月 24日（星期四）  

高崎市達摩彩繪=>淺草觀音寺～御仲世通傳統商店街=>晴空塔~登 350M展

望台~晴空塔 

教學活動：傳統文化體驗、淺草觀音寺商業區位分組合作探訪與紀錄、東

京市區訪查與紀錄 

1. 高崎市大門屋達摩彩繪 

    這間大門屋具有多年歷史，店主中田先生親自解說，然後我們進入工

廠內部進行彩繪實作。大家都聚精會神地看著師傅畫著達摩的臉，場面是

很神聖的，可不能嬉鬧的哦！待師傅示範完接下來就由大家自行完成手邊

的小達摩的臉，看著容易，實際上畫起來可是很困難的。大家陸續完成手

中的小達摩像，達摩娃娃是可以許願的，如果想要許願可是有規矩的哦! 

    按照傳統，一個人同時只能擁有一個達摩不倒翁娃娃，而且只能許一個

願。許願者要先幫不倒翁的右眼畫上黑眼珠，等到願望實現了，再幫左眼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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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如果到了這裡不妨試試。 

 

 

 

 

 

 

 

2.淺草觀音寺~御仲世通傳統商店街 

   下午的行程來到淺草觀音寺，這時候只能以人山人海來形容，遊客超

多的。本寺供奉的觀音菩薩本尊通稱為「淺草觀音」。相信大家對大大的雷

門絕對不陌生，雷門是淺草寺入口的大門，幾經火災林火毁，後於 1960年

重建，淺草寺創建於公元 628年，是東京都內最古老師寺廟。淺草仲見世

通是由雷門通向寶藏門及正殿的一條 300米餘長的參道。道路兩側是一排

排自江戶時延續下來的大小店鋪，出售各式各樣日本最具特色的旅遊紀念

品、民間工藝品、和服及日本人喜食的小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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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晴空塔 

    東京晴空塔是世界上最高的 634公尺自立式電波塔。在距離地面 350公

尺的東京晴空塔展望台（TEMBO DECK）上能眺望整個關東地區，其周邊的商

業設施「TOKYO Solamachi」中還設有天象館、水族館、商店等多間的各式店

鋪。門票有 350公尺展望台門票及 450公尺天望回廊門票，用完晚餐我們即

按照時間排隊準備進入晴空塔。搭上電梯後快速到達觀景區，眺望的夜景真

是太美了。照相機照個不停，大家只希望抓美麗的尾巴留下永恆的回憶。 

 

 

 

 

 

 

第七天：4月 25日（星期五）  

飯店=>秋葉原=>日本成田空港／桃園機場=>學校抵達 

教學內容：機場出入境登機程序體驗與教學、回家後感恩教育 

1. 秋葉原 

    今天參觀的秋葉原，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經濟高度成長，各

式各樣的電子機器、零件（硬體）和軟體等商店聚集於此，發展成世界知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A%8C%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B%9F%E9%AB%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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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電氣街。這裡最初以舊品店和家電量販店為中心，高度經濟成長時因

音樂熱潮興起黑膠唱片與 CD専門店，之後電子遊戲浪潮時大量遊戲店來到

此地，伴隨而生的愛好店與動漫店陸續開業。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商機蓬

勃以及日本商家很厲害的行銷手法，由於是上午，未達營業時間，但是有

些店門口已排了好幾圈的人潮。天氣有點冷，時間也很早，但排隊的人絲

毫不在意。動漫及相關商品對於日本國人是不分老少、男女通吃喔! 

 

 

 

 

 

 

2. 車上感恩時間：同學們陸續在回程車上發表感想，有些人是第一次

出國，有些人則是出國老手，但是無論如何，一期一會，這個美好時光是

屬於這個時候的。 

伍、參訪心得 

一、校園氛圍寧靜專注：在學校參訪過程中，教室中老師及同學上課氣氛

專注寧靜，校園環境素樸，情境布置簡潔，並無 E化設備，老師專注

在跟學生的教學互動上。而日本學生「乾淨、有禮貌、守秩序」的形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B%91%E8%86%A0%E5%94%B1%E7%89%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C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5%AD%90%E9%81%8A%E6%88%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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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與我們印象中的們相互印證。不論是教室中或走廊上置放及吊掛的

物品無不整齊劃一，守秩序的他們讓整個行程精準地執行著，如此落

實的生活教育實是臺灣學生好好效法的。整個行程中從校園推衍到社

會中，守法也落實到日常生活中。如我們在高岡大佛區參觀時，由於

時間尚早，路上並無行人，然而開車的人仍是遵守交通規則的停車等

候號誌轉換。 

 二、 美感教育無所不在：在日本國內，處處可看到用心的空間布置或花

草培育 ，比如高岡市區的銅製雕塑、行道樹的之培育(是櫻花哦~)甚

或在長野縣 HOMESTAY的鄉下，也可見戶戶皆花木扶疏、蓊蓊鬱鬱，

讓人觸目皆有美的饗宴。如此美的薰陶拓展成偉大的胸懷，即他們看

到不美的東西也會想把它整理一下。比如在合掌村的美麗公廁裡，由

於遊客眾多，水槽已是溢滿了水漬，旁邊也堆了衞生紙，只見兩位日

本歐巴桑遊客即開始抽紙擦拭，長久的美感及整潔素養驅使她們執行

此動作。這種情懷是令人景仰的，而培養美的眼睛及心靈更是我們可

以好好思考的。 

三、長野縣推展國際交流不遺餘力，也成績斐然。在 HOMESTAY的接待家

庭中，很多人都是較大齡的長者，然而他們在接待過程中仍是兢兢業

業地準備著豐富的體驗項目，讓人感受到他們的用心及認真。在我國

農村裡也呈現轉型的狀況，長野縣農村成功的例子也可供為參考的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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