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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隨著世界全球化程度日深，國際間逐漸建構相互依賴的網絡關係，不 

管是在文化交流、商業互動等方面，因專業分工日趨精細，使區域間交流益 

顯頻繁，展望未來競爭力的培養，國際視野及跨國溝通能力將是極為重要 

的一環。但能力不僅是在學校中培養，在年輕時來一次壯遊，讓茁壯中的 

年輕心靈，能在跨界的文化衝擊中，感受差異所帶來的新奇、視野及態度。 

親眼目睹別人，更競爭、更精緻、更敬業、更乾淨、更環保，形塑更宏觀 

的眼界及目標，並烙印在 每一個孩子的心靈中，是本校師長規劃此次教育 

旅行共同的期盼。當所有人都在談論日本的文化產業價值，教育體系縝密， 

當所有人都在談論，我們要站在 世界的舞台上，跟日本、韓國、新加坡、 

中國大陸甚至是歐美青年角力時，所有文字及語言談論盡是二手傳播，隔靴 

搔癢，都比不上親自站在別人的土地上， 深受撼動來的真實。 

    因此本次旅行的行程，我們加入更多教育的元素，帶著孩子在安全前提 

下，參與更多體驗及交流行程，從學校交流、寄宿家庭，到日本大阪服務 

業巨擘－環球影城觀察體驗，對奈良、京都傳統街區與流行文化街道的觀 

察比較、甚至安排大阪城市探索等活動，均期待學生能進行更有結構、更 

系統化的規劃與觀察，希望事前的充分準備及事後的分享感動，轉化成學 

生面對未知時的自信，並培養團隊精神及服從態度以形塑團體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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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名單 
 

一、出國時間：105年 1月 24~29日，寒假期間共六天五夜。 

 

二、出國人員：本校師長 2位及 104學年度高一~高三學生共 36位。 

 

三、工作分配  

1、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2、承辦單位：臺中市立大里高中學務處訓育組 
 

3、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職稱 單位名稱 姓 名 工作職掌 

團 長 校長 莊煥綱 行政督導 

策 劃 執 行 訓育組長 曾瓊芳 招生宣導

統籌規劃 

 

 

 

參、目的 
 

一、培養學生第二外國語學習動機。 

 

二、拓展學生視野與國際觀，促使閱讀或吸收相關區域新聞。 

 

三、落實體驗式教育，豐富及深化學生教育旅行的深度。 

 

四、擴大學生的學習競爭意識，安排參訪具國際化及學習成效、課外活動 

    均相當活躍的日本高中，以強化臺灣學生的競爭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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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過程 

日     期 主要行程地點、參訪學校概要 

第一天 

105年 1 月 24日 

學校／桃園機場關西空港／狹山池博物館／ 

住宿奈良 PLAZA飯店 

第二天 

105年 1 月 25日 

飯店／奈良公園~東大寺／奈良県立青翔高等学校／ 

奈良民宿體驗 

第三天 

105年 1 月 26日 

飯店／世界遺產~清水寺／京都風味小徑~二年坂~三年坂／西陣 

織會館~和服秀表演／金碧輝煌的世界遺產~金閣寺／京菓子 DIY 

體驗／住宿神戶舞子飯店 

第四天 

105年 1 月 27日 

飯店／世界最長的吊橋~明石大橋／北野異人館街道／大阪府立

枚方津田高等学校／住宿尼崎都黎明飯店 

第五天 

105年 1 月 28日 

飯店／大阪環球影城 (電車體驗) 

住宿尼崎都黎明飯店 

第六天 

105年 1 月 29日 

飯店／小雞杯麵 DIY/大阪城公園／免稅店／阿倍野防災中心／心 

齋橋、道頓堀、歐洲街、美國村／關西空港桃園機場／學校 

 

※ 訪問兩所日本高校心得 

 
本校配合教育部「國際教育旅行」政策，希望透過「學校交流」、

「文化參訪」及「生活體驗」，達到「行萬里路，勝於萬卷書」之自我成

長教育目的，過去三年期間已有近 112 位同學參與國際教育旅行，而本次

共有 36 名學生參加，參與的學生與家長都反應熱烈，從行前訓練開始，舉

參訪校名 

1.奈良縣立青翔高校 

2.大阪府立枚方津田 

高校 

參訪學校地

址 

1. 日本〒639-2200 奈良県 

御所市御所 525 

2. 日本〒573-0121大阪府 

枚方市津田北町 2 丁目

50番 1号 

參訪日期 1/25、1/27 參訪地區 日本近畿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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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日語溝通學習、禮儀文化體驗等都能積極參與。 

 

      此次參訪特別安排與兩所高校進行交流活動。第一所拜訪奈良縣立青 

  翔高校，日方高校的同學很腼腆，但因為英文發音與口音問題，他們講的 

  英文會有點聽不懂，但透過肢體語言比手劃腳、加上字體書寫（平假名等 

  ），學生表示這樣的溝通挺有趣的。另外分組入班上英文課，也非常有趣 

  。尤其社團安排，有茶道、科學實驗、傳統的日本摺紙與童玩體驗，也見 

  識了他們學校的科學實驗教室、地理、地球科學等專業教室的良好設備。 

  整體而言，青翔高校的學生自治會負責接待事宜，非常親切和善。 

 

      第二所參訪高校是大阪枚方津田高校，校方特別安排有一對一的學伴， 

  先「相見歡」做第一次面對面接觸、溝通與認識，台灣學生和學伴們也彼 

  此交換禮物，並留下 Line 和 E-mail 等方式之後聯絡，已搭起友誼的橋樑， 

  雖是僅僅半小時時間，彼此已拉近距離，從陌生到熟悉。隨後就入班上課 

  以及社團交流，有傳統浮世繪課程、書法、還有茶道等等，非常難得的體 

  驗，眼界開廣，收穫滿滿。尤其校長千島一夫非常熱情，一開始他還用中 

  文、英文來問候台灣學生，之後才講日文，而且全程陪同，令人感謝與感 

  動。 

 

      另外安排學生入住奈良明日香當地民宿（Homestay），深入體驗日本 

  民家風俗習慣與傳統文化，參加的學生均能獲得充實的、嶄新的生活體驗， 

  這趟旅行不只是單純的旅行，還有包含教育意義，更能拓展學生國際視野， 

  真正與世界做朋友。 

 

      日本教育之旅整體行程，除了對風景的讚嘆，學生們對日本最大的感 

  受是—好一個乾淨又有禮的國家，在學生的回饋表中，整個旅程除了對日 

  本風景的驚嘆外，對於學校參訪時和日本學生的互動是他們最難忘的事， 

  相信參與日本教旅的學生也會將他們在日本所學習到的，應用在生活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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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上。 

 

第一天：桃園機場起飛／抵達關西空港／峽山池博物館／奈良 PLAZA飯店 

  

 

峽山池博物館由日本知名大師 

安藤忠雄設計的建築 

館內陳設古老的灌溉溝渠 

令人佩服日本先人的智慧 
 

 

解說員是一位退休高中教師 

與學生開心合影 
學生入館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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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奈良公園／東大寺／奈良県立青翔高等学校／奈良民宿體驗 

 

 

奈良公園 東大寺 

 

 

青翔高等学校懸掛國旗歡迎 

台灣學生的到臨 
參訪奈良県立青翔高等学校 

 

 

茶道體驗 參與科學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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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詞表演、交換禮物後，兩校師生開心合影 

 
日方學生會接待 

 
        日本傳統摺紙、童玩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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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世界遺產~清水寺／京都風味小徑~二年坂~三年坂／和服秀表演 

        ／金碧輝煌的世界遺產~金閣寺／京菓子 DIY體驗 

 

 

清水寺 清水寺 

  

金閣寺 和服秀表演 

  
京菓子 DIY體驗 京菓子 DIY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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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明石跨海大橋/北野異人館街道／大阪府立枚方津田高等学校 

 

 

兩校學生上課互動 兩校學生上課互動 

 

 

兩校學生上課互動 「浮世繪課程」兩校學生上課互動 

 

 

台灣學生交流作品 台灣學生代表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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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校合照 

 
 
         雙方學校致贈紀念品                 明石跨海大橋 

 
 

    致贈紀念品給日方老師：小書包、手工皂 

 

 
北野異人館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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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大阪環球影城 

 

 

環球影城 環球影城 

 
 

哈利波特館 環球影城 

 

 

環球影城 環球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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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大阪城公園/阿倍野防災中心/小雞杯麵 DIY/心齋橋.道頓堀/關西  

        空港／桃園機場 

 

 

大阪城公園 阿倍野防災中心 

  

心齋橋 道頓堀 

 
 

小雞杯麵 DIY 小雞杯麵 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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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 

 
本次赴日教育旅行的過程，提供本校未來承辦業務時許多經驗及未

來改進 的方向，也因為觀察了日本高校在品格教育及生活態度養成上的

堅持，讓本校有了更多省思及營造教育現場的想法。 

一、 學校教育方面： 出發前，師長耳提面命要求同學帶制服、球鞋，

以及個人需要的藥品，但是到了日本才有同學報告自己東西沒帶齊

全，對照日方全校同學制服整齊、守時規範、物品排列整齊、學生

進到教學大樓區就要脫鞋換鞋，使用家政教室或 運動場一定都會

著圍裙、帽子、運動鞋，教育從小地方著手深耕，比較後我們非常

汗顏，臺灣強調學生人權教育，鼓勵自由學風，但是學生卻忘了自

己應盡的本分，日本學生不論在國內還是三年前蒞臨本校的宮崎縣

十所高中聯合參訪團，整齊的服裝儀容絕對是日本教育的絕佳範例。

也因此讓承辦組長痛定思痛，未來將要求家長一起準備出國用品清

單，尤其是制服衣著，以免傷害學校及國家形象，給人散漫無紀律

的感覺。參訪日本的街道和來往的人群，我們也發現日本家庭教育

的功能，父母從小教育孩子遵守交通規則、不插隊等社會規範， 

並以身作則，所以不論在街道上還是樂園、博物館中，都很少看到

違規行為，反倒是臺灣學生為求便利橫越馬路。 

二、 完整的接待家庭計劃：從日本觀光局對於國際教育旅行的完整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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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可以發現，該國政府有效連結各級學校和飯店民宿以及接待家

庭，甚至是觀光參訪路線的建議，使得臺灣學生不論到日本哪一

區參訪都能有賓至如歸、且深入學習體驗的機會與滿足感，每年

日方各地區的觀光局官員到臺灣舉辦限地說明會招攬臺灣學校到

該區參訪 交流，也祭出許多優惠方案，再者該國政府鼓勵有意願

接待外生的各級學校，結合當地的民宿或願意接待外國學生的家

庭（許多接待家庭都是退休人士子女不在身邊的老人，不但可以

有外國孫子陪伴，願意接待的家庭還可獲得補助或旅行社支付的

費用，使政府的社會福利支出轉移到參訪的外國學校或交換學生 

等身上），讓臺灣學校安排參訪行程時能增加對日本家庭生活的

體驗，相較於臺灣目前的接待家庭計畫，只是鼓勵參加卻沒有任

何補助，屬義務性質，且我國旅行社在規劃境外學生來臺灣參訪

時，因為沒有任何補助，只能求助學校提 供寄宿家庭，但臺灣高

中很多跨區就讀，要接待境外學生必須父母能來學校接送，增加

接待的困難性，之前接待宮崎縣師生時，就發現很多學校因為無

法提供寄宿家庭而不願接待，使本校有了第一次的接待機會。 

 

另外，日方政府與民宿業者的合作也非常成功，奈良縣民宿體驗及

服務態度讓人印象非常深刻，賓至如歸的感覺。關於臺灣拓展國際教育

旅行，鼓勵外國學校學生團體參訪，日方的做法很值得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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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本次的日本教育旅行參訪行程，開啟了學生的國際視野、

提供學生省思自己學習態度與生活禮儀的機會，也讓本校師長看到日本

民族對於團體規範的要求、在生活態度上的講究、以及日本政府在規劃

與執行政策上的周延性，本校期盼藉由校內參訪心得的交流，能提供老

師在健全學生完整人格、培養良好品德、建立正確價值觀與積極的生活

態度上，有更多的教學啟發和收穫！ 

 

陸、建議 
 

一、加強學生的日語訓練：日本學生英語能力不如臺灣學生，導致學校

交流時有溝通障礙，因此加強參訪學生的日語能力，可以增進雙方

的交流與了解。 

二、學務處加強宣導制服規範及鞋櫃整齊：從生活中的小地方做起，對

於穿違規服裝的學生進行再教育、個人置物櫃及鞋櫃擺放整齊，作

為整潔評分項目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