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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摘要    

        104 學年度一開學本校就開始推動寒假赴日國際教育旅行的

各項活動，暑假期時就已確定了拜訪的城市與路線，新生入學後我

們緊鑼密鼓的辦理招生與各項日本文化講座。之後師生都帶著滿心

的期待，認真的投入，準備表演工作、交換禮物、手工繪製名片…

等等，雀躍寫在每個孩子臉上，雖然有一位同學因為家裡臨時發生

緊急重大的事件而無法成行，其他的同學都能將心比心，在最後一

次的行前說明會時一同寫下了祝福的大卡片，為同學集氣與鼓勵，

這也是同學很棒的表現。 

        世界很大，生命短暫，相信同學在離開熟悉的環境後，開始知

道窗外的世界原來那麼大，何必再拘泥在自己小小腦袋裡關注的那

些小事，何必在乎那些微不足道的小疙瘩，我們應該大步往前走，

大步朝自己的夢想前進，今年父母送給你們很棒的禮物，讓你們能

在很年輕的時候可以出國走走；青春很短，夢想很遠，請把握這個

難得的機會，繼續認真學習，充實自己各方面的能力，相信未來你

們都有機會在國際上與大家一較長短。 

        這是本人第一次有機會拜訪到國外的高中，非常感謝富士宮東

高校的校長與教務長，在公務繁忙之餘仍不厭其煩的就校舍硬體設

備、課務安排、治學理念、時代轉變、學生需求、制服規劃…等等

面向，與我做了深刻與無私的分享與交流。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教

育體制，比較衡量是難免，最重要的是從中了解並學習對方的優點，

反省自身並讓自己改變與提升，感謝本次能有此機會，讓我能夠到

國外取經，有更多元、更開放的學習機會，所謂站得更高，看得更

遠，國際教育的意涵之一就是希望能用不一樣的視野來感受與體驗，

包容並接受這些差異，本校未來將會持續致力發展國際教育，讓學

生都能培養更廣闊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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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參加人員名單 

 

編號 職稱 中文姓名 性別 英文名字 

○1  校長 吳茂林 男 WU,MAO-LIN 

○2  社團活動組長 廖文蕙 女 LIAO,WEN-HUI 

1 學生 施焴晟 男 SHIH,YU-CHENG 

2 學生 何昱樺 女 HE,YU-HUA 

3 學生 劉芷好 女 LIU,CHIH-HAO 

4 學生 紀雅方 女 CHI,YA-FANG 

5 學生 黃薏文 女 HUANG,YI-WEN 

6 學生 陳琬柔 女 CHEN,WAN-JOU 

7 學生 陳崑翔 男 CHEN,KUN-HSIANG 

8 學生 郭虹里 女 GUO,HONG-LI 

9 學生 廖双莉 女 LIAO,SHUANG-LI 

10 學生 翁郁捷 女 WENG,YU-JIE 

11 學生 鄧閔伃 女 TENG,MIN-YU 

12 學生 廖為妙 女 LIAO,WEI-MIAO 

13 學生 康信俞 男 KANG,HSIN-YU 

14 學生 塗智森 男 TU,CHIH-SEN 

15 學生 王奕瑄 男 WANG,YI-SYUAN 

16 學生 林芳澧 女 LIN,FANG-LI 

17 學生 顏婞芳 女 YEN,HSING-FANG 

18 學生 黃舶恩 男 HUANG,BO-EN 

19 學生 李映瑱 女 LEE,YING-ZHEN 

20 學生 黃語棠 男 HUANG,YU-TANG 

21 學生 賴姿羽 女 LAI,ZI-YU 

22 學生 陳彥呈 男 CHEN,YEN-CHENG 

23 學生 黃恩綺 女 HUANG,EN-CHI 

24 學生 田謹瑄 女 TIEN,JIN-XUAN 

25 學生 郭梓嫻 女 KUO,TZU-HSIEN 

26 學生 林芝毓 女 LIN,CHIH-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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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目的 

一、 積極推動學生教育旅行，培育高中學生具備國際性人文素 

養、國際觀及外語能力。 

二、 經由與日本當地青年學生的交流，建立國際友誼，與世界

做朋友。拓展學生國際視野，推動年輕學生踏出臺灣邁向

國際，並推廣臺灣的人文習俗、生態景觀、青少年文化等

特色。 

三、 透過團體生活及團隊合作學習，培育學生互助合作的精神，

增進師生與同儕之關係，協助學生自我成長。 

四、 藉由學生親身體驗，將學習感受及成果化為文字及圖像，

製作成「學習檔案」，留下深刻回憶。 

   

    預期效益： 

一、 帶動本校與交流學校學生教育交流，暢通日後交流管道，

及增進二國學校友好關係。 

二、 促進與雙方學校互動，展現我國學校教育特色，推動學校

國際化，瞭解國際趨勢，增進外語能力及國際禮儀，拓展

二國師生國際視野和人文素養，營造學校成為具國際化的

教學環境。 

三、 透過多元的活動設計，行銷臺灣，呈現及推廣我國人文習俗、

生態景觀、飲食文化等特色，增進二國國際理解，從觀察、

體驗中，發展二國學生國際能力，學習國際素養、培養全球

競合力、及責任感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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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過程 

抵達 

時間 

第一天 行程規劃 

車程 

時間 

06:00 

同學於西苑高中大門口集合出發專車接往桃園國

際機場並於車上享用早餐。 

出發 

08:00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辦理登機手續及托運行李通關

證照查驗等手續。 

搭車約 2

小時 

10:00 

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日本航空 JL802航班 10:00起

飛航班 14:20抵達成田國際機場。 

飛航時間

約 3小時 

15:20 

於成田國際機場辦理入境手續，經過證照檢查，提

領行李集合、導遊統一帶隊出關上車。 

通關約

60分鐘 

16:50 

抵達紅磚倉庫群橫濱紅磚倉庫為日本明治、大正時

期的磚造建築，共有一號館及二號館，分別建於

1913 年及 1907 年。橫濱紅磚倉庫曾經是橫濱港最

重要的物流及關稅據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專

門保管煙、洋酒、食物、羊毛及光學機器等，第二

次世界大戰期間中保管軍用物資，大戰後被美軍接

收成為港灣司令部。1956 年一號館成為關税倉庫、

搭車約

9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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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號館則收為横濱市管理。橫濱紅磚倉庫因為時代

變遷，隨著新港口移轉，一度處於荒廢狀態，直到

橫濱市發起「創造振興港灣繁榮與文化空間」運

動，將原本荒廢的古蹟重新設計，煥然一新，成為

代表橫濱的文化施設。（約停留 60分鐘） 

18:00 抵達餐廳享用晚餐燒烤料理。（用餐時間 60分鐘) 

搭 車 約

10分鐘 

19:10 安排入住飯店休息。 

搭 車 約

10分鐘 

  

 

 

 

 

 

紅磚倉庫群 

抵達

時間 

第二天 行程規劃 

車程 

時間 

09:00 飯店享用早餐後大廳集合。 出發 

10:30 

抵達玉露之里-靜岡茶道體驗靜岡縣所生產的綠茶

聞名世界，其生產的綠茶味道色澤翠綠、甘味十足，

搭車約 6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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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宇治茶並稱「日本 2大茶」，介紹世界各國茗茶歷

史、飲茶茶具以及飲茶習慣，另外也附設日本茶道

不可或缺的日本傳統庭院及茶室，可體驗學習日本

茶道禮儀及精神。（約停留 90分鐘） 

12:10 

抵達安排搭乘大井川鐵道懷舊風蒸氣火車(新金谷

站-千頭站)沿著大井川鐵道本線一路有可以品嘗到

靜岡名產茶的博物館和商店，能夠遠遠眺望 SL的溫

泉等景點。 

※午餐於火車上享用懷舊火車便當+飲料（約停留

90分鐘） 

搭車約 10

分鐘 

14:10 

抵達日本平纜車～久能山東照宮是一座位於靜岡市

駿河區的神社，主祭神為江戶幕府的創建者德川家

康。自落成以來大多數建物均保存至今，僅有五重

塔因廢佛毀釋運動而遭到拆毀，現已被日本政府指

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財。（約停留 120分鐘） 

搭車約 30

分鐘 

16:30 

抵達櫻桃小丸子故鄉主題館～清水夢幻廣場清水夢

幻廣場位於清水港旁的日式百貨廣場，在這邊可以

買到許多代表性的名產與有名的靜岡茶葉，還有許

多咖啡廳與咖啡車。小丸子樂園位於清水的夢幻廣

搭車約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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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中，讓人能親身體驗櫻桃小丸子世界的主題遊樂

園。（約停留 60分鐘） 

18:10 安排入住飯店休息。(約休息 20分鐘) 

搭車約 40

分鐘 

18:30 

於溫泉飯店享用迎賓式料理晚餐，晚餐後一小時、 

師生可自行體驗日式泡湯的樂趣。(用餐時間約 60

分鐘) 

飯店內 

 

 

 

 

 

          靜岡茶道體驗                   大井川鐵道              

抵達

時間 

第三天 行程規劃 

車程 

時間 

09:00 飯店享用早餐後大廳集合。 出發 

10:00 

抵達由日本交流協會規畫安排日本靜岡縣立富士宮

東高等學校交流。交流內容有: 

◎富士宮東高校校長致歡迎辭 

◎西苑高中師長代表致辭 

◎西苑高中學生代表致辭 

搭車約

6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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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校紀念品交換 

◎分 3班與日方學生一同使用英文做溝通交流。 

◎與富士宮東高校的美術班學生以繪畫遊戲一起互

動交流 

◎與日方學生一同用午餐，西苑高中學進行表演活

動 

◎與富士宮東高校的美術班學生一起互動交流 

◎由副校長介紹學校概要～歡送 【交流時間

10:00-14:20】 

15:50 

抵達伊東 HOMESTAY住宿体驗。 

◎於公民館接待家庭見面式，東海館和服體驗 

◎之後安排學生分組分配至不同住宿家庭。HOMESTA

住宿家庭體驗日本生活瞭解日本文化傳統家庭生

活、晚餐享用日本道地餐食。 

搭車約

90分鐘 

 

 

 

 

 

 

 

學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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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

時間 

第四天 行程規劃 

車程 

時間 

09:00 

於住宿家庭享用早餐後進行農村生活文化體驗: 

 1.農家搗麻糬與烤肉  2.和果子體驗 

◎午餐安排於住宿家庭內享用日式傳統料理。 

※體驗時間：09:00～13:00 

住宿家

庭內 

15:30 

抵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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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晴朗時

甚至能看到遠處的富士山。每到夜晚時分，更會點亮

分別代表「精華」、「雅致」的淡藍與藍紫兩色燈光，

交織輝映出浪漫美景。其周邊的商業設施「TOKYO 

Solamachi」中還設有天象館、水族館、商店等 300

多間的各式店鋪，隨時傳遞各種資訊與潮流，可謂是

東京足以向世界誇耀的著名地標。（約停留 120分鐘） 

搭車約

2.5小

時 

17:40 抵達餐廳享用晚餐自助料理。（用餐時間 60分鐘) 

搭車約

10分鐘 

19:10 安排入住飯店休息。 搭車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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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鐘 

 

 

 

 

 

 

 

 

           農家體驗                           晴空塔 

 

抵達

時間 

第五天 行程規劃 

車程 

時間 

08:30 飯店享用早餐後大廳集合。 出發 

09:00 

◎全日東京都內城市探索：分組電車城市探索  

(提供東京一日乘車券) 統一由導遊帶隊至地鐵站

搭乘地鐵、進行東京城市探索。 

※提供東京都內各著名景點規劃路線及搭車轉車資

訊。  

◎中餐發放代餐費 1500日幣。 

◎晚餐發放代餐費 2000日幣。 

全日電

車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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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 

| 

19:00 

◎千代田區 

秋葉原:一個以秋葉原車站為中心，以大量電子電器 

賣場、商城與資訊產業聚集而聞名的電子商圈。 

淺草:本身既是東京都東區的一個地名，也是以淺草

寺為中心的周邊繁華街區的總稱。 

上野:上野是一個自古以來就以江戶老街的身分而

繁榮，上野恩賜公園各種美術館博物館 。  

◎澀谷區或港區 

澀谷位於東京都澀谷區、澀谷車站及以其為中心的

市街地。 

原宿、表參道:歐洲街景的表參道、青山 原宿是東

京都澀谷區、千駄谷南部到神宮前町地區總稱。  

六本木這附近不僅散布了各國的大使館,還聚集了

許多外國人喜愛的商店和餐廳,這時髦的地方因此

成為觀光勝地。 

全日電

車體驗 

19:00 各組返回指定地點集合點名。 

19:10 返回飯店休息。 

步行約

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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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都內城市探索 

抵達

時間 

第六天 行程規劃 

車程 

時間 

08:50 飯店享用早餐後大廳集合。 出發 

09:20 

抵達淺草觀音寺東京最古老寺廟的淺草寺，受世界

各地的親近和喜愛，每年大約 3000萬人到此參拜，

仲見世商店街是日本最古老的商店街，兩旁都是土

產小店。（約停留 60分鐘） 

搭車約

30分鐘 

10:30 

抵達隅田川淺草水上巴士至台場站搭乘遊覽隅田川

的遊覽船，短時間的航程可以欣賞高樓大廈等摩登

都市繁華的象徵，隨著遊船穿梭 20多座各異其趣建

築型式的橋樑，彷彿看盡東京榮華富貴的感受，別

有一番情趣。（約停留 90分鐘） 

搭車約

10分鐘 

12:10 

抵達享用午餐風味定食。 

(用餐時間約 60分鐘) 

搭車約

10分鐘 



15 

 

13:40 

抵達富士電視台+汐留宮崎駿大鐘從 25 樓的球體展

望室「Hachitama」可以眺望臨海全景。在 24 樓可

以參觀一部分「鬧鐘電視」的棚內攝影。5樓 Kikkake 

Street 有節目的迷你道具和 CG 合成的「數位衣著

室」。大鐘為宮崎駿大師和日本電視臺一起合作，耗

時六年才完成。大鐘外部是用 1228片銅板堆疊銜接

而成，高 12 米、寬 18 米、厚達 3 米，總重量約 28

噸。（約停留 90分鐘） 

搭車約

30分鐘 

16:10 

抵達成田機場辦理登機及托運行李通關證照查驗等

手續。 

搭車約 

1小時 

18:10 

搭乘日本航空航班 JL809航班 18:10起飛航班 21:40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通關時間 60分鐘) 

飛行約 3

小時 

00:40 

於桃園國際機場辦理入境手續，專車返回西苑高中

圓滿結束本次六天日本教育旅行參訪活動。 

搭車約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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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心得 

        這是我第一次帶領學生前往日本進行六天五夜的國際教育

旅行活動，今年共有 26 位團員，還包含了國中部 9 位優秀的同

學，雖然大家來自不同的班級，見面機會極少，但是整個行程中

所有同學都能敞開心胸，和樂融融像個大家庭一樣，尤其是晚上

進入飯店後，大家都能夠繼續精采的交流，泡湯，打牌，玩遊戲

等等，也讓領隊擔憂的心情逐漸釋放，並且充滿了感動，大家真

的很成熟懂事，也能夠相互合作與幫忙啊。也感謝社團組長在行

前妥善安排了許多行前訓練，也有充分的溝通與課程，讓同學們

在出發前就能夠有先備常識與對日本生活習慣與文化差異的理

解。 

 

        雖然部分高二同學有選修日文為第二外國語，但是並非所有

同學都有辦法應付日文生活對話，本校在出發前一共舉辦了四次

的文化講座，也鼓勵參與交流的同學參加高中部社團「日本文化

交流社」，但是沒有長期與反覆的練習，異國語言還是很難一蹴

可幾，本校自本年度起將增加規劃邀請外師或外僑加入本校活動，

在課餘增加同學更多日語會話練習的機會。 

 

        本次活動的主要城市之一是靜岡，是個有山有水有茶的好地

方，能夠體驗到大井川懷舊蒸汽火車並且搭配火車便當，真的讓

人至今回味無窮，美好的藍天與陽光讓人忘卻整天疲累的行程，

相信泡湯的體驗真的是整天最好的結尾了。後來的行程裡出現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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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陰雨綿綿的天氣，溫度大概都是 5或 6度，也讓很多同學身體

逐漸出現不適，有一位在當地 A型流感確診的同學更是無法親自

參與行程。許多天熬夜的結果，讓很多同學都掛病號了，讓導遊

與老師真是疲於奔命，所以，要想體驗國際交流的精采魅力，首

先，一定要有好體力與自制力，否則生病後甚麼都體驗不到了。 

  

        在與富士宮東高校交流的過程裡，首先觀察到日本高校生很

得體的制服穿著，校園環境十分的潔淨有秩序，活動安排十分縝

密。不同的課程交流裡與當地的師生，都有很大方的表現，本校

同學也不遑多讓，呈現團隊練習的默契，表演了中日文混搭的歌

曲，對方也回報了精采的音樂表演。在共同的英文與美術交流課

程中，相信兩方的同學在交流中一定有想表達卻始終沒辦法順暢

表達的心情，希望你們都記住這種感覺，好好認真去學習外語，

未來還有許多機會與異國文化交流，相信你們會表現的更好。 

 

        這一整天與日本高中的交流活動，相信是整個教育旅行中讓

同學印象最深刻的部分，看見同學閃亮的眼神，還有激動的心情，

未來本校也會繼續推動各種國際教育的活動，讓同學隨時與國際

接軌，拓展國際視野，看見別人並能審視自我，了解自己的不足，

繼而去充實內在與開發潛能。 

 

        同學反覆練唱的表演歌曲「手紙～拝啓 十五の君へ」，這首

深刻描寫同學內心世界的歌，就像歌詞所說「我們繼續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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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往前進，繼續走向期待中的未知旅行，感覺累了的時候，抱

著我們的真心，靜靜，好好地休息……」六天五夜裏大家共同製

造了燦爛美好的回憶，點點滴滴都是日後成長的養分，期望同學

們繼續學習語文，充實自我，隨時準備好，整個世界都將會是你

的樂園。 

 

        回國後，在全校的升旗時間安排了一位同學對全校分享本次

參與交流的心得，讓師生都能了解到本趟有意義的旅程，也希望

鼓勵更多同學戴著開放的心胸，跟著我們立足台灣，探索世界。 

  

陸、 建議 

        目前本校的國際教育活動全由社團活動組承接，因為西苑高

中歸屬完全中學，班級數多，行政業務量極為龐大，不像有些私

校還能夠有國際教育組的編制，但是本校仍會盡最大的努力，以

最少的資源來讓所有的同學都能夠打開國際視野，與全球接軌。

但目的國語言的部份，的確有加強的必要。建議加強學生日語練

習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