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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介紹 
◎7 月 17 至 21 日 

大阪中華學校 
學校法人大阪中華學校創立於 1946年係中華民國

僑務委員會立案，日本教育法上屬學校法人各種

學校。本校目前設有幼稚班、小學部及中 學部，

每學年設有一班。 本校的教育方針是（1）發揚

民族精神（2）促進中日親善（3）充實生活知能

（4）培養科學知識，並落實中、日、英三語並

重，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教學及參訪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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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教案 

小班教案 

 7/19(三) 7/20(四) 7/21(五) 

09:00~09:30 相見歡(始業式) 早操 早操 

09:30~09:45 我是頭號甜心(早操) 

介紹台灣傳統節日

(春節) 

學習單/遊戲 

影片/歌曲欣賞 

 

動手做好好玩 

遊戲時間 
09:45~11:00 

破冰遊戲-自我介紹 

(製作名牌/認識彼此) 

11:00~12:00 訂立生活公約 練習發表會內容 

12:00~13:00 午餐時間 午餐時間 

發表會 
13:00~14:00 

十二生肖繪本介紹 

面具著色 

遊戲時間 

影片欣賞 

遊戲時間 

14:00~15:00 練習發表會內容 練習發表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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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班教案 

 7/19(三) 7/20(四) 7/21(五) 

09:00-09:30 開幕式 早操 早操 早操 

09:40-10:40 自我介紹 

講解班規 

做名牌 

破冰遊戲 

分組 

台灣地理大富翁 

(介紹台灣地理) 

做天燈 

10:50-11:50 

歌曲欣賞 

(台灣的心跳聲) 

介紹台灣廟宇文化 

家政(包水餃) 

成發準備 

13:00-13:55 台灣節慶介紹 做香包 成果發表準備 

14:05-15:00 

成發準備 

(快一點 跳舞) 

成發準備 
結業式 

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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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教案 

 7/19(三) 7/20(四) 7/21(五) 

09:00-09:30 開幕式 早操 早操 早操 

09:40-10:40 

互相認識(分組) 

生活公約告知 

遊戲時間 

台灣古早味介紹 

（音樂炸彈： 

形容） 

勞作 

（紙傘彩繪） 

遊戲時間 

練習發表會 
10:50-11:50 

13:00-13:55 

比較台日節日 （故

事） 

練習發表會 

對錯選邊站 

認識臺灣風景 

（宣傳影片） 

練習發表會 

成果發表 

準備 

14:05-15:00 
結業式 

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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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營經費使用 

2017大阪中華學校中文營帳目支出表（台灣地區購買） 

日期 品項 數量 台幣 日幣 匯率 

6/24 十二生肖故事書 1 96 348.33 0.2756 

6/26 牛舌餅 2 120 436.84 0.2747 

7/10 香包材料 26 828 3061 0.2705 

 紙傘材料 1 360 1330.87  

7/11 文具 1 78 288.78 0.2701 

 文具 1 319 1181.04  

 糖果 1 100 370.23  

 影印 1 70 259.16  

 磁鐵 1 20 74.05  

 影印 1 15 55.53  

7/12 影印 1 396 1459.1 0.2714 

 零食 1 539 1986  

 影印 1 20 73.69  

 影印 1 160 589.54  

 保麗龍膠、色紙、棉線 5/10/1 209 770.08 0.2713 

7/13 文具 1 20 73.72  

 流蘇 1 172 633.98  

 影印 1 120 442.31  

7/14 文具 1 104 383.76 0.271 

 色紙 1 32 118.08  

 吸管 2 24 88.56  

 粉圓 2 200 738  

 影印 1 60 221.4  

 厚紙板、跳跳糖 4/10 50 184.5  

 影印 1 10 36.9  

 名片夾 2 10 36.9  

 影印 1 200 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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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印 1 60 221.4  

7/15 零食 1 191 704.8 0.271 

 文具 1 135 498.15  

7/16 影印 1 30 110.70 0.271 

 文具 1 56 206.64  

 紙品、紅線 2/3 65 239.85  

總計    ¥17964  

2017大阪中華學校中文營帳目支出表（日本地區購買） 

日期 品項 數量 日幣 

7/18 地瓜 1 203 

7/19 保鮮膜 1 277 

 水餃材料  1181 

 午後奶茶、白糖  1622 

 油、地瓜  855 

7/20 水餃材料  1470 

 奶茶、杯子  587 

7/21 水餃皮 2 319 

總計   ¥6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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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2 日 

老人之家及殘疾中心參訪 
 大領の家 

 

 グルメ杵屋社会貢献の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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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戸ノ里「向日葵」 

 東大阪市立障害児者支援センター「レピ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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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３日 

鷹取教會 

◎7 月 2４日 

關西福祉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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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５日 

移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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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感想 
總召 

徐于婷 

日文三 

  這次是我第一次來日本，很期待也很緊張，為了給大阪中華學校的小朋友一個很棒的營

隊，跟老師和同學開了好幾次的會議，不斷修改教案內容，為的就是給小朋友更容易去理解中

文跟中華文化，也是先預想了千百種小朋友會給我們的反應以及課堂的突發狀況，但實際到了

中華學校開始教課時又是另一回事了，雖然他們是在日本生活的孩子，但他們卻是來自世界各

地，有中國、馬來西亞，巴西等等，而且他們的日文都說得很標準，中文表達能力也很清楚，

我本身是負責小班的老師，小朋友們都很聰明，很踴躍舉手發言，課堂完全不冷場，但另一方

面，因為大家情緒都很高漲，所以場面偶爾失控，不過這也訓練我們，秩序控管的能力，如何

讓小朋友願意安靜下來傾聽你，如何讓小朋友把自己的問題告訴你等等的，都是我在大阪學校

學到的，現在回來台灣，還是很想念跟他們相處的那段時間，雖然每天喊破喉嚨上課很累，但

能得到他們激烈的反應現在想起來還是很有趣，非常值得的教學經驗！在每天上完課開的檢討

會，老師跟牧師會告訴我們問題點跟我們討論並給我們建議，讓我們每天每天的教學越來越上

手，非常感謝老師們及牧師的協助及指導！後面的行程，參觀了老人之家、關西福祉大學、鷹

取教會、移民中心，發現日本人真的比想像中的厲害還要更厲害，像第一個的老人之家參訪，

每一間雖然有價格之差，但不論是哪間，整潔都非常好，設備也十分先進，在身理方面有自動

洗澡機、復健的器材、飲食調配，給予不同情況的老人適合的餐點，在心理方面有，陶藝課

程，遊戲間，至於安全也照顧得很周到，門窗的加強防護，電梯的搭乘控管，對老人的照護可

說是十分周到，跟我在台灣新聞上看到台灣養老院的髒亂，虐待老人事件差非常多，我認為這

是台灣值得學習的地方，畢竟人都會老去，如何在老年得到一個良好的生活照顧是對於台灣越

來越重要的課題。中間有去到異人館，我們走了很長一段上坡，瞬間讓我聯想到東海的上坡

路，莫名有種親切感，但不變的是，一樣走得滿頭大汗，但那邊的建築跟風景真的很漂亮，充

滿異國風情，可以看到來自不同國家的外國人，雖然他們現在住在日本，但不論是打扮還是行

為舉止，都還是帶著對自己國家的身分認同，保有自身的風格，另外，也有很多紀念品店跟文

化體驗館供給遊客拍照體驗，是一個非常悠閒美麗充滿西洋文化的地方。之後也去參觀了鷹取

教會，整間教堂都是用紙做的，裡面有很多外籍配偶帶著小孩一起來禱告，一起唱詩歌，非常

虔誠，也在那邊遇到一對親切的老夫婦，跟一位阿姨，帶我們逛鷹取教會附近的地方告訴我們

建築和各景點的故事。在關西福祉大學的交流活動也讓我印象深刻，各個長官及學生代表都出

來迎接我們，還幫我們舉辦了歡迎會及交流會，跟那裏的學生互動，發現他們都非常大方也很

用心地跟我們解說學校的事情，另外，我對於關西福祉大學內部的設施感到很驚嘆，學校對於

給學生的資源，不論是上課教材還是，自學教材都非常用心，加強學生的專業項目，但學費方

面也是令我相當驚嘆呀！這趟旅程我看到日本人的秩序跟對於生活的用心程度，這都是我們回

國後可以好好思考反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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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組長 

周以婕 

日文三 

  很高興能和老師、各位同學一起參與及完成這個活動，這是我第一次出國，來到了大阪，

11天的日本生活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新鮮的體驗，而這次活動的主題很特別，不僅僅是單純的

觀光，而是越境與移動，特地來到日本，不只是玩樂，還能夠在活動當中增廣見聞、開開眼

界，用不同的角度重新審視，我覺得在這次的活動當中獲益良多，是一趟既充實又愉快的旅

程。在交通方面，一到日本，為了要抵達各個目的地，我們必須要搭乘跟轉乘各種電車、地

鐵，在台灣的我，雖然公車、捷運等等的大眾交通運輸也非常發達，但是混亂的車站動線總是

讓我暈頭轉向，常常讓我搞不清楚路線而迷失方向。在日本的這幾天，我發現我沒有這些問

題，因為路線標示總是非常的清楚明瞭，即使走在車水馬龍的街道上，每隔不遠的距離就有清

楚的地圖指示方向及目的，讓觀光客們或是像不熟悉這邊地理環境的我不容易有迷路的問題，

我認為這一點台灣可以更加強。7/19~7/21這三天在大阪中華學校的中文營是讓我印象最深刻

的三天，我所擔任的角色是小班的老師，從準備期就遇到不少小困境，幸好我有合作無間的組

員和我討論教案、模擬演練、採買、做道具等等，讓我在實際上陣的三天能夠順利流暢地跑完

所有流程。零碎的休息時間和這些孩子們聊天時，意外發現許多人有著特殊的家庭背景，甚至

是不固定的在各個國家來回飛來飛去。充滿活力的小班孩子真的讓人又愛又恨，每個人都像是

小天使及小惡魔的綜合體，說起中文時，流利的程度讓我驚訝，乖巧認真的時候真的好可愛，

開始吵鬧之後變得難以控制非常可怕，還記得最後一天我問他們這三天營隊的心得時，很多小

朋友都說覺得這三天很好玩很開心，還問我們下次會不會再來，聽完內心真的很感動，很高興

能讓他們在這三天是覺得開心的、有意義的度過。接下來的幾天我們移動到神戶，神戶給我的

感覺和大阪完全截然不同，在大阪的每一天，處處充滿日式風情，路上的餐廳也幾乎是賣日本

料理；到了神戶，從房屋建築的樣式明顯不同，到街道上充滿異國餐廳，是個融合日式及洋式

文化的城市。老師帶我們參訪了四間日本的老人安養院，首先令我感到驚訝的是，這四間安養

院的設置距離都很近，開車只需要短短的路程就到，原來是因為這些安養院所強調的是社區的

概念，這是台灣沒有的，日本的老人安養院顛覆了我既有的印象，甚至不是很好的刻板印象，

認為人員不足無法提供很完善的照顧，一般家庭無法照顧或是不想照顧家中的老人，於是索性

將他們送進安養院就不用麻煩，但一進到日本安養院裡面又是另一次的震驚，環境清幽，既溫

馨又舒適，擁有豪華的設施及先進的設備能照護老人，像是有自動洗澡機，令我印象深刻，在

台灣還沒有看過這種機器，還有按照老人的狀況從固體食物到流質食物，設計出適合每位老人

吃，兼具美味及營養均衡的飲食等等，這些都是台灣的老人安養院遠遠不及的，非常佩服日本

人，從每一個小環節都能感受到他們的細心和用心，只為了提供能夠做到的最無微不至地照

護。不過參觀完這些安養院，心裡的感受五味雜陳，一來這畢竟需要昂貴的費用，並不是每個

家庭都負擔的起，能讓家中老人有這麼優質的環境生活，二來是也許這邊的環境很舒適，但這

些先進的高科技，似乎依然不如住在家中的冷漠許多，缺少家人陪伴的溫暖，如果未來推出有

到家裡的高品質服務那就更好了。承接這前面的行程後來又到了關西福祉科技大學參觀及交

流，這是一所老人介護與社會福祉為中心的大學，這所大學擁有非常新穎又完善的設備，為了

培養出專業人員，學校也積極推動學生的實際操作。後來也和那邊的大學生面對面的交流，他

們給我的感覺有點像是我們學校的 TA一樣親切，過程十分歡樂有趣。這天參觀了這些老人安

養院帶給我從沒想過的震撼，直到親眼看見台灣和日本的差距才重新思考了很多，台灣邁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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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化社會，而社會上卻普遍不是很重視這個議題的重要性，我認為台灣應該正視關於老人照護

的問題，在這方面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之後還有到鷹取教會，很難想像在整齊乾淨的這裡，

十幾年前因為阪神大地震的關係，發生過非常嚴重的火災。由於我不是基督徒，所以不是很了

解教會的模式，而這也是我第一次參加教會的活動。一直以來對於基督徒的印象就是不分你

我、虔誠的信仰上帝、思考很正向的人們，唱聖歌時，發現上面除了日文之外竟然還有越南文

的歌詞，即使是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人，在這邊不分種族、不分階級，因為有著同樣的信

仰，彼此和睦相處，像是家人一般的相互連結在一起，有些人透過固定每個禮拜上教會的時

間，結交到一群能談心、分享的朋友，這樣的情懷令我很感動。在教會旁邊的 Bar聽可愛的阿

公阿嬤說故事，印象最深刻的是有越南難民為了逃離可怕的戰爭，偷渡到日本的過程，他們歷

經了各種艱辛，有的是在渡日的過程中遭受欺騙，有的是無法適應逃難時惡劣的環境而最終死

去，而成功渡日後這些難民們又是如何維生等等難以想像的真實故事。最後參訪了巴西人的移

民中心，導覽員詳盡的介紹那時候的時空背景跟文化，還有巴西人移民到日本的歷史，這些巴

西人被政府用半哄騙的手段移居來到日本，他們相信一切會有轉機，認為生活狀況會比在巴西

來的好，但其實來到日本之後，他們的生活也未必變的更好，而他們的孩子也從很小的時候就

必須跟隨著父母顛沛流離，沒有固定的家，必須要在短時間內適應環境，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件

困難的事，聽完這些故事讓我感到很不捨，覺得自己很幸運是生於這個安定的社會。難得來到

了日本，這趟越境與移動的學習之旅，讓我看到了很多從未見過的事物，尤其每天晚上的檢討

會時間，大家互相交流，聽了其他同學的心得，讓我從更多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事情，探究每個

事件背後的意義，再搭配老師總是十分詳盡的解說，讓我更完整及全面的了解每件事的面向，

讓我覺得每天都非常有充實，11天裡跳脫了教科書，學習到了許多平常上課不會獲取的知

識，這些都是要親身體驗，實際參訪才能真正感受，對我來說真的是一次很棒的旅程。 

第一組組員 

邱于伶 

日文三 

  這次的活動算是我的一個很大的突破，一直以來對小孩子很沒輒的自己，居然決定要參加教

小朋友中文的夏令營，一是沒去過日本，想要藉由這個機會前往，二是覺得自己應該要多參加

這種活動，不要因為既定而不去突破。 

  其實在還沒開始準備教案前，一直處於一種玩樂心態，而開始準備教案後，必須以小班的

思考點出發，想想他們到底會覺得甚麼有趣、甚麼無聊，這才感受到當老師很不容易的感覺。

這也是我第一次參加這種討論性的會議，和老師、其他組的組員們一起調整教案到完善。在台

灣的討論又和在日本不同，第一天的課程結束後，知道小班小朋友比原本預設的失控之後，必

須臨機應變調整上課的方式，和組員們分配，誰負責講課，誰負責控制場面等等，三天也順利

的度過了。三天的小營隊，說真的並不能認識這些孩子很多，但也不少，因為小孩子單純，可

以很容易知道他們的個性，要成為中立的人真的很難，有時在幫孩子們勸架時，這也才發現，

自己也還是個在人際關係處理上的初心者，看著小朋友們，就像看著以前的自己，又想不起來

自己是怎麼變成現在這種個性的，成長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五天在大阪的時光，晚上的澡

堂也是重要的一環呢。原本大家聽到要一起坦誠相見的洗澡都覺得特別尷尬，結果第一天去完

之後，都瞬間習慣了呢，這就是入境隨俗吧！去完澡堂之後，到超市買隔天的早餐，明明在那

五天是很稀鬆平常的事情，卻是回台灣後最懷念的一段時間呢。結束了大阪中華學校的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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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了我們的＂移動＂之旅。第一天前往了養老院，日本的老人福利政策真的遠遠超過台灣，

還有規劃也是，很多很小細節的地方都安排得很好，我覺得日本和台灣差異最大的是，台灣人

偏向想要在自己家中照顧，感覺給外人照顧不放心，但我覺得這也有可能是心態的關係，在台

灣很少人會想當看護，而在台的看護又大多是外籍勞工，但最大還是政策的問題，沒辦法保障

看護及需求者雙方的權益。第二天來到了鷹取教會，因為不是基督徒，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教會

活動，和一般教堂不同的外觀，形形色色的人，但相同的是對上帝的信仰，禱告結束後，有些

越南人在外擺起了攤賣鞋子，那時差點忘記自己在日本，有別於一般日本街道的風情。在爺爺

奶奶的小酒吧裡閒聊著，聽著越南越境而來的阿姨的故事，真的覺得戰爭是可怕的事情，活在

這個時代、平安的台灣的我們，多麼幸運。第三天早上由熱心的甲南大學的同學們當我們的導

遊帶我們到異人館，去完異人館後，去了生田神社，這是我們來日本後第一個參拜的神社，大

家都超級興奮地買了很多御守，在日本看到神社時，都覺得好稀奇，但換個方向想，神社其實

就是台灣的廟宇後，就也覺得還好了，但是神社普遍都好大啊！下午我們參觀了關西福祉大

學，和福祉大學的學生們進行了活動，雖然時間很短暫，但是也聊了許多，福祉大學校方很用

心地招待我們，真的有種明星待遇的感覺，很感謝。第四天前往華僑博物館，在導覽員的介紹

下，知道了為甚麼巴西人會移民來日本的歷史。第五天的自由活動時間，我們去了今昔館和梅

田藍天大廈，晚上逛著逛著，還差點趕不上十點的門禁，十天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卻讓我們

十幾人間更熟悉。 

  這次的活動，有太多想感謝的了，在大阪中華學校的老師們的幫助輔助下，順利完成了三

天夏令營，也謝謝若梅老師幫我們尋求了很多資源，還有會長、委員、市議員、福祉大學，最

感謝的是淑燕老師，舉辦了這次活動，過程給了許多建議，擔任翻譯的老師也辛苦了，也看到

與平常不同的老師的另一面，旅行不只是快樂，也獲得了很多。也很謝謝のぶ的幫忙，還有つ

る，不只是支援了我們小班，也擔任了我們旅程的地陪。經過這次活動，和很多原本不熟悉的

人，關係變得更好，也學習到了與團隊相處的重要性。也許過程中有些許爭吵，但我們度過

了，也學習到了許多，非常慶幸能參加這次活動！ 

第二組組長 

張庭禎 

日文三 

  以前雖然去過日本，不過都是去旅遊，這是第一次參加到國外參觀學習的行程，非常期待

也很興奮。當然事前的準備也是不可少的，在準備大阪中華學校的教案時，一開始真的是滿苦

惱的，畢竟沒有帶過小朋友，不知道自己想教給小朋友的東西他們會不會喜歡，教案也是反覆

地修改了好幾次，因為跟上台報告不一樣，必須要想很多的互動吸引小朋友的興趣，所以也是

絞盡腦汁才想出可以配合課程的活動，過程中自己覺得可以的教案也常常被老師說必須再修

改，有時會覺得很灰心，但正因為不斷地修改才能帶給小朋友最棒的。歷經一兩個多月的準備

終於到了上場的時候，第一天接觸到這些小朋友們，並開始照著教案帶活動時發現，完全不是

想像中的樣子，秩序非常的混亂，我們小老師講話的時候小朋友可能也不怎麼聽，還碰到很多

意外的狀況，像是有些小朋友不喜歡我們設計的課程不想參與，自己在旁邊玩，都讓人覺得很

無助，再來我們組員的默契也不夠好，沒辦法互相協助彼此，因此第一天就在混亂中渡過。 

好險有每一天活動結束後的反省會，大家一起交流意見反省當天有那些環節要更改，怎樣做才

會更好，所以第二三天就比較漸入佳境，但還是常常有「小意外」發生，當下腦袋必須要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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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想出辦法解決。帶小朋友真的是很累，不過看到他們臉上的笑容還是覺得很有價值，也深

刻體會到了小學老師的辛苦。這次大阪中華學校營隊真的收穫甚多，從一開始製作教案，到實

際教小朋友們，都非常的依賴組員們的配合與合作，然而中間我們產生了許多摩擦，我是中班

的組長，雖然自認為有把事情做好，但在其他組員眼裡我並沒有那麼稱職，這都是事後溝通我

才發現到的事，讓我覺得很慚愧，如果下次我又擔任到一個團隊的領導時，都必須更謹慎注意

每個細節。也學習到一個團隊最重要的就是「溝通」。很多時候你不講，別人也不知道你在想

什麼，擅自揣測他人想法的話，又會造成更大的誤會，而且在團隊裡每個人的個性都不一樣，

真的是要透過一次次的交流，不斷地磨合才能找到最好的相處之道。第二天來到日本時，體驗

了日本的茶道文化，那裏的老師詳細的解說每一個步驟，從如何洗漱到喝茶時的禮儀，雖然步

驟有些繁複，但這些細節都包含著對主人的感謝，對旁人的尊重等精神，而且茶道文化中，細

心的連和菓子的樣式及周遭的佈景都搭配著季節，讓我為之驚嘆。最後在送客時，茶道的老師

不只是送我們到門口，甚至揮手直到我們離開她的視線為止，讓我感受到日本人對待客人實在

是非常慎重及貼心。說到整趟旅程讓我最印象深刻的便是參訪老人之家跟幫助身障者的中心，

第一間參訪的安養院，剛走進去我甚至以為是什麼豪華的旅館，因為安養院可能給人的印象就

是一張張的病床，死氣沉沉的感覺，但這裡完全沒有，庭院設計是京都風格，洗澡的地方甚至

還有露天溫泉，不過畢竟第一間是為比較富有的人打造的，所以想當然也會比較氣派。原本以

為第二間參訪的大概就是台灣安養院的樣子，但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整體感覺很溫馨、舒

適，那裏的工作人員跟我們介紹了這裡的食物，甚至還有分等級，從咀嚼力還很好的到已經必

須吃流質食物的程度，都規劃的十分完善，也有配合的醫院可以隨時支援緊急狀況，第二間的

老闆聽說是賣烏龍麵起家的，後來事業有成決定回饋社區居民一直以來的支持，於是蓋了這間

安養院，聽到建立的理由就感到很窩心，覺得要是台灣的企業老闆也能回饋社會多一點就好。

第三間整體看來比較像是醫院的感覺，但並不像一般的醫院，多了一點家的感覺，在走廊時看

到願望牆上掛的字條，幾乎都是寫著病能痊癒、能站起來走路、能在像以前一樣爬山，看了不

免鼻酸，在我們年輕人眼中看起來簡單的事對他們來說都是奢侈的願望。最後是參訪關於身障

者的照護中心，從兒童到成人的照護應有盡有。在台灣我想應該沒有特別設立這種機構，如果

有的話設備可能也不如日本完善，但希望我們能追上日本，畢竟台灣也是有許多身心障礙的朋

友們需要照顧。當天的反省會大家討論了很多，有人覺得是自己的家人，怎麼能夠送進安養

院，而且老人家感覺也比較想住在家裡，不想自己住在醫院沒人陪。但我自己的看法是，如果

有些老人家沒有兒女，那他們是否就無人照顧，這時安養院就是很重要的存在，大家聚在一起

被照顧也比自己一個人在家發生什麼意外來不及呼救也好。而老師們也提出了很重要的觀點，

大家都覺得應該要照顧自己家裡的長輩，但也沒想過照顧者的心情，有可能照顧者為了要看護

老人家而失去自己原本生活的重心，這樣對照顧者也不公平，還有陪伴老人跟小孩是完全不一

樣的感覺，小孩子是一天天在成長著，每天都有新的進步，整個是很正向的氛圍，但老人家不

是，即便你再努力地照顧，他的病情也可能不會好轉甚至越來越惡化，這對照顧者也會造成一

種心理上的壓力。原本以為參訪老人之家沒什麼，但卻帶給我最震撼的影響，思考了很多，也

覺得台灣在關於老人照護這方面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而且刻不容緩，畢竟台灣也邁向高齡化

社會，老年人口日益增多，我們也必須要有相關的配套措施來應變，否則未來要在台灣度過餘

生會很辛苦。後來的幾天，我們去參觀了異人館、鷹取教會及巴西人的移民中心。當初聽到異

人館的時候還不明白為何取這個名字，實際去過了才知道，真的跟日本街景截然不同，到處都

是洋式建築，彷彿身處在歐洲，真難想像在一百年多前這裡聚集了如此不同國籍的人在此生

活。下午到了鷹取教會，進到教堂內聆聽日本人及越南人一同朗誦詩經，歌詞上不只有日文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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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越文，更讓我覺得他們像一家人，即使是來自不同國家，也能和平共處，真的是很難能可貴

的一件事。還有聽到越南難民為了逃離戰亂，歷經了各種艱辛才到日本，更讓我覺得這個世界

真的不應該有戰爭。最後的巴西人移民中心，那裏的解說員詳細的解說了日本人移民到巴西的

歷史，也讓我了解到為何會有巴西人定居在日本。這些日本人坐了兩個月的船才到新世界，雖

然當初算是被政府半哄半騙去的，但也許留在日本並不會比較好，就像當初來台的先民，也是

因為在大陸找不到工作，才輾轉來到台灣，剛開始或許辛苦，但之後也有更好的生活。只是聽

到孩子們可能得隨著父母親一直在日本與巴西之間往返，還是感到些許不捨，畢竟才剛適應一

個環境，卻又得離開，很多事情都要重新學習，不像是從台北搬到高雄那麼簡單，整個語言跟

文化都大不相同，對孩子們來說肯定也不好受。這趟見學之旅的主題是移動與越境，整趟旅程

下來都圍繞在這四個字，大阪中華學校的孩子們有些是隨著父母來到日本，老人們從自己最熟

悉的家移動到了老人之家定居，鷹取教會裡的越南居民千里迢迢來到日本只為了躲避戰亂，日

本人移民去了巴西為了追尋更好的生活。人生來就不可能只停留在原地，為了工作理想，或者

非自願的來到新的環境生活，一定會遭遇很多磨難，每個人都應該保持寬容的心，去對待來自

不同地區的人們，可能會有文化衝突，但都應該理性地找尋解決之道，而不是互相歧視，才能

打造出理想的家園。這趟旅行看到了很多新的事物，也藉由每天的檢討會了解到面對一件事需

要考量很多層面，從許多角度去思考，學習到了許多平常上課不會教的事，真的是很有價值的

一趟旅行。 

第二組組員 

蔡宛庭 

日文三 

  這是我第一次去日本旅行，但又不似一般旅行輕鬆，因為這次是以「越境與移動」這個主

題去日本見學。當初會來參加神戶之旅，一方面除了玩樂，另一方面也是很想從一趟旅程中，

去學習、增進自己的國際視野，而我也在這次的旅途中有了不少的收穫。除了見學外，大阪中

華學校的中文營也是此次活動的重點。記得一剛開始在準備教案的時候，都不知道該從哪裡下

手比較好，而且在開會教案被老師駁回時，失落感也是滿重的，但現在想想還好當初是被老師

駁回的，否則最後也不會一步步修正成適合小孩子們上課的教案。因為是第一次帶小孩子，所

以真的滿緊張的，尤其是在接觸小朋友的第一天，我真的嚇到了。還沒開始就聽說我們要帶的

中班，有很多很頑皮的小孩，記得第一天的破冰遊戲，場面真的非常失控。我想會造成這樣的

原因可能第一點是「團隊建立」，我們老師們都還沒培養出默契以及相互合作的關係，第二點

是「突發狀況」，有很多臨時發生的狀況，但都沒有好好處理好。還好最後分組後，小朋友們

有比較進入到狀況內，我們也發現分組後以計點的方式讓各組良性競爭，大家也都非常願意參

與課程和搶答。 

  而在中文營讓我學到最多的，大概就是團隊「分工合作」的建立。在第一天的檢討會後，

我們開始相互配合，去改善班級上的秩序問題。而在這幾天活動過程當中，我們組內也發生些

摩擦，可能是雙方沒有溝通好、不知道彼此的想法，才導致這樣的後果，還好最後彼此間都有

講開。所以我覺得，團隊間除了合作之外，適時的「溝通」也非常重要，雖然可能大家的想法

因為家庭背景、成長環境等有所不同，但我想在團隊中，相互達成共識是不可或缺的。 

另外，和小朋友在聊天過程中，聽到很多孩子的父母是離異的，都是由單親撫養長大。也有很

多之前可能是在中國長大，但父母因為工作等需要必須搬到日本生活這樣類似例子的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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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想像，如果我現在被迫移居到另一個國家，在人生地不熟的情況下生活，肯定要花很久

的時間去適應以及調適心情。何況是那麼小的小孩子，還必須去熟悉新學校新同學，就覺得太

不容易了。但因為只有三天和他們接觸的時間，所以沒辦法更深入去認識每個孩子，如果時間

再多一些的話，我想一定會看到更多不同面的他們。現在不論是台灣或是日本也好，都已經進

入到人口高齡化的社會結構，而日本更是台灣未來的借鏡，關於「養老」的議題，也漸漸備受

關注。而在參訪四家老人之家之後，更深深覺得台灣在這方面，的確要向日本來看齊。 

在參訪過程中，發現老人之家好像有一個特色，幾乎都很強調「社區」這個概念，很多都是成

功人士為了回饋而在自己的社區建蓋老人之家，開車大概十分鐘的距離，就有另外一間老人之

家，我覺得這是在台灣不可能出現的情景。另外，從事老人介護這方面的工作者，幾乎都是以

日本當地人為主。照顧老人是不簡單的一件事，但在日本甚至是年輕人似乎都很願意嘗試去做

這樣的工作，反觀台灣，照顧老人的看護大多引進外籍勞工，年輕一代的人好像很少從事這方

面的工作，或許和聘請外籍勞工的薪資較低廉有關，但畢竟未來台灣即將面臨高齡化越來越嚴

重的問題，所以這也是我們很值得去思考的一個問題。在日本，我想年輕人願意投入介護也跟

科技設備的先進有關。幾乎每間老人之家，照護老人所需要的設備，都非常齊全也非常先進，

有依照身體狀況設計的浴缸、也有不需要人力就能把老人抬起的機器；在飲食上面也很講究，

依消化良否來調製餐點等等，這些真的是台灣需要向日本看齊的地方。這次見學也有到關西福

祉大學參觀，主要是以老人介護與福祉為重心的一所大學。這間大學積極培養出這方面的人

才，在設備還有讓學生實習操作方面來說，都非常完善，雖然我不知道在台灣科技相關的大

學，是否也是如此，我很想拿現在自己就讀的東海大學相比（雖然不知道能不能這樣比較），

或許一間重文一間重理，但拿出來比較後，發現根本就比不上別人。看到他們學生，未來都有

明確目標以及工作，就很擔心現在學日文、學文化，以後有什麼實際的東西出去和別人比？其

實在參訪老人之家結束後，心情是十分複雜的，一方面覺得在技術和制度上做得非常好，但一

方面看到住在裡面的老人，就會覺得非常不捨。看著坐在輪椅上的老奶奶，兩眼失神盯著某處

自言自語、又或者是看到電梯旁的密碼鍵，為了防止失智老人亂跑失蹤，只好限制他們的行

動，他們都是被自己的子女送進安養院裡，在醫院裡過完他們人生的最後一程。一剛開始會有

點不太諒解日本人的做法，在台灣，很多人都會選擇請看護負責照顧年長者，但他們依舊都是

住在家裡，也是在自己最熟悉的地方臨終，如果有哪家人把年長者送去養老院，似乎就會被視

為是不孝。但經過開會，聽過老師的想法後，好像就能接受了。畢竟日本不比台灣，家裡的面

積可能沒比台灣大，為了年長者的起居與安全，送到老人之家真的是比較好的選擇。而老師另

外說到的一段話，更讓我去思考我之前都沒想過的問題。老師提到：「照顧老人不比照顧小

孩，照顧小孩是會一天天看到孩子的進步，是會有成就感的；而照顧老人的話，他們的病情可

能會越來越嚴重、惡化，甚至到連自己的子女都不認識的狀況，這樣照顧下去，壓力不是平常

人能想像的。」的確這樣的感受，在我們這個年紀沒辦法體會到，但這也是我們之後會面臨到

的情況，到底怎麼做才是正確的，我想只有經歷過才會知道答案吧。之後來到了鷹取教會，因

為自己本身不是基督教徒，對於禮拜或是教會其實沒有太深刻的接觸，但對於在地的在日越南

人，一個禮拜的一次聚會，也是和親朋好友們維繫情感的方式。很難想像這裡在十幾年前，因

為阪神大地震的關係，發生火災而被燒毀。由於發生地震的時間點，剛好是早晨家家戶戶都開

火煮著飯時，又加上附近剛好有工廠的助燃，火勢綿延好幾十條街道。很難想像我們那時候走

過的街道，以前居然發生過那麼嚴重的火災，也很佩服他們，在短短這幾年間就能把市容整修

地如此整齊乾淨。而當地的越南人，很多都是在越戰期間逃亡過來的，聽完他們的故事後，更

加覺得他們一路走來是多麼的不容易。當時發生戰爭時，在越南有人變賣自己所有家產只為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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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船票，但最後卻遭受欺騙的情況，也有人是在搭船過程中，無法承受惡質的生存環境而去

世，所以能逃亡成功並在日本生活下的這批越南難民，已經算是非常幸運了，但這批難民之後

必須面對的，是如何在新環境生活下去，還有語言隔閡等等的問題。除此之外，還有一批日本

人，因為政府政策的宣導，而被蒙騙流浪到巴西，他們根本不知道這是政府疏散人口的手段，

還以為巴西真的有黃金土地等著他們去開發。我覺得不論是在日越南人還是去巴西的日本人也

好，因為戰爭、政府政策等，都是迫於大時代下的無奈，而這些無奈，通常承受最多的也都是

人民百姓。所以覺得在這年代出生的我們，是非常幸運的，政治與生活比起從前都相對安定，

不用直接面對、迫切去解決生存的問題。這趟旅程下來，我看到了很多不同層面的議題，很多

都值得自己去深入地探討，也思考了很多以前不曾想過的問題，很謝謝自己這次有參加神戶之

旅，也很謝謝老師帶領我們到各處去見學，覺得這會是我很難忘的一個體驗。 

第二組組員 

賴晉瑋 

逢甲電機三 

  這趟去日本的活動，我以前已經去過三次了。雖然有些重複的行程，但是每次的行程都會

有一些變化，所以也都會有不同的體會和知識。而印象最深刻的行程非去日本中華小學帶三天

的營隊莫屬了。因為大家為了這個活動所花的心力和時間也是最多的。雖然我前兩次也有參與

教學的活動和教案的討論，但是唯獨這次才深刻的體會到自己有多麼不適合教課。前兩次我所

分配到的上課內容是電影欣賞和實作教學。所以都不需要花費多少時間去做口頭上的講述，也

不太需要對課堂的流程做把控。然而這次分配的上課卻是純粹的知識講述，結果就不太一樣

了。雖然上課時使用 PPT會提及重點，但是我仍然會忘記我應該補充的東西，只有在出發去日

本前把講稿寫下來之後才好一點。不過真正去教課時，我卻只能一直盯著講稿念，要不然甚麼

都想不起來。在上課的過程中，學生們都比我想像的還要主動，只要一介紹到他們比較常聽過

的東西他們就會馬上舉手想要發言。原本以為他們只會問問題而已，結果卻是在發表他們對那

些東西知道的有多少，等他們發表完我反而不知道該如何對學生的發表做結論。導致上課過程

的秩序方面不知道該如何管理，也因為一直盯著講稿所以沒有辦法分散心思去管理。總體來說

雖然沒有到慘不忍睹但卻也不太順利。至於其他人在上課時，除了第一天大家都不認真玩我們

選的破冰遊戲，完全沒有秩序可言，只能用慘不忍睹來形容以外，其實都還滿順利的。偶爾下

課的時候和學生們聊天，他們也會提及他們為何來讀這間學校。像是其中一個學生原本是台灣

人但家人因為工作的關係搬到了日本，頗為常見的遷徙理由。不過大部分的下課時間都和他們

在玩，所以也沒特別花時間去了解他們的家庭，這點稍微有些可惜。其他以前去過的行程，像

是茶道體驗、巴西移民、異人館和鷹取教會等，因為已經有參與過，所以沒有太多新的體會。

不過因為事隔兩年很多事情也都忘了，所以有一種在複習的感覺。至於以前沒去過的行程，像

是參訪四間老人安養院以及拜訪關西的福科大就有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了。當我們在參訪養院

的時候，可以感受的到他們制度的完整性。不管是老人的日常飲食、生活規劃、周圍環境設計

和科技的運用程度幾乎都完美得無可挑剔。光是飲食就依照住戶的情形被分為好幾類，整體來

說非常地盡人意。唯一值得探討的一點是他們的員工和老人的互動是不是也能做得很好。不過

我們也只是去了解設施的設計，也沒法知道他們的互動情況。而當我們在拜訪福科大時，也跟

去參訪安養院一樣，覺得設施完善。主要驚訝的地方在於，原來日本有完全專於培養照護人員

的大學，而不是像台灣許多大學的科系，雜而不精。而且就業率方面也高得嚇人，光是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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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也有百分之 97。也不知道台灣是否類似的學校，或許只是我沒見過。整趟旅行下來，最

讓我感到印象深刻的就是日本制度的完善程度以及自動化程度。他們在生活上對人力成本的節

省已經到了極致，很多東西都靠機器代替，像是進餐廳點餐的時候或是買衣服結帳的時候。然

後他們接待人的時候都滿喜歡用伊藤園綠茶的。而在團體生活方面，雖然同年齡層裡就只有我

一個男性，但是卻沒有被團隊排擠的感覺甚至相處的很愉快，讓我非常的慶幸。 

第二組組員 

陳千郡 

日文三 

  這是我第一次參與這種行事的活動。第一次出國，第一次為了一個主題而做參訪。對我來

說，充滿各種酸甜苦辣的回憶莫過於前五天待在大阪中華學校的日子了。因為非常喜歡小朋

友，所以從升大學開始就參與了很多到偏鄉當志工帶營隊的活動。然而，雖然說大阪中華學校

的學生也同樣是國小生的年紀，我卻發現這個營隊並沒有像是在台灣辦營隊來得簡單。這裏的

小孩比台灣的小孩更是活潑且有個性，再加上每位小朋友幾乎都似來自不同國家的小孩一起學

習中文。因此想要很明確地掌握這些小孩學習的傾向，或是與他們有效的溝通的話，是非常具

有挑戰性的活動。當我和其中一位韓國小朋友聊天時，從他的語氣詞彙裡聽出了一種強烈祖國

意識的感覺。雖然說他身在日本，但卻非常的明確地表示自己並不是日本人，是韓國人。他在

中國生活過三年，又隨著父母來到日本。這段期間除了他的家人，他碰到的人幾乎都不是韓國

人，但卻能夠很明確地告訴你，不管他是在中國還是在日本都確確實實地是以一個外國人的身

份住在這些地方。這讓我感到非常地訝異，不經好奇他們的父母是如何讓孩子這樣跟著他們到

處換住所，還能夠有自我國家民族的意識呢？這正是我在大阪中華學校這幾天感到非常有意思

的一個現象。 

  大阪中華學校活動結束的隔天我們參訪了四間老人之家。這是一天非常有意義的行程！雖

然說這幾間的老人之間設備都很完善，一切的設施都很替老人們著想，所有服務都非常地周

到，很值得讓人讚嘆，在日本能有這樣的機構。但是在參訪的途中，卻容易讓人不禁酸了眼

鼻。雖然說或許是真的有很多老人很需要這個養老院的機構，但不免還是會讓人覺得就就宛如

像是個設備完善的監獄一樣。不過我們在神戶的其中一天，有參訪關係福祉大學。這是最讓我

讚嘆的一天了。不得不說這所大學能成功一定都是應得的！我們看了一間一間的教室時，完全

不讓攘覺得這裡是一所學校，而是真正地醫療機構的感覺。看著一切的設施都為了學生能夠變

得更好，也開始都做得非常的完善。雖然晚上的檢討會我說過「本人並不喜歡東海大學總是先

顧及到宿舍馬路大門好不好看，而沒有去正視學生上課教室環境需不需要再改進」，卻被陶老

師以「會選擇買化妝品而不會買保健食品」給反擊。老師說的確實沒有錯，但是其實不是只有

保健食品，很多人都選擇從飲食方面著手讓身體健康，因為飲食不會比保健食品還要更多的花

費。同樣的，我們確切的是在參觀關西福祉大學的教室，我們先是進到大學，外觀是一所非常

乾淨整潔漂亮的一所大學，而教室設施也是非常的完善，這表示其實是可以兩個兼固的。然

而，東海大學只選擇一個來改進，這一點確實是我們學校應該值得省思的部分。 

  離開大阪後，我們出發前往神戶，住宿於甲南平生會館。待在神戶的這幾天，我們開始參

訪許多的地方。像是：應取日、巴西在日人、北野異人館、異人館這些有許多外國人居住的地

方。在日本生活的他們，因為各種原因來到這個陌生的土地。不禁替他們感到悲傷，卻也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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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這會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他們擺脫不好的過去。雖然說他們來到日本時，並不是像我們到

甲南平生會館一樣有甲南生給我們辦了一場歡樂的歡迎會，但是卻覺得他們一開始是悲傷無

助，卻也開始接觸來自各個不同地方的人的幫助，以及同鄉的朋友的附相陪伴生活，我認為這

也是一種幸福的生活。真心期許他們未來也能夠快樂安穩的生活。 

  這十天在日本的經驗，對我來說真的非常地特別。有和想處已經一年多的朋友出現磨擦，

開始接觸不曾想過要去了解的事物，各種的酸甜苦辣都參雜在這十天的生活裡。我們二年級或

許對與能去比較分析了解這樣主題的活動還是太年輕太過於隨坡逐流無知的感覺，但是對我來

說這幾天都有使我們從中學習到很多東西，也漸漸地有些許的成長，視野想法耶有更開拓了一

些。所以非常的慶幸自己能夠參與這個活動。 

第三組組長 

王靜雯 

日文三 

  這次的阪神之旅是我第一次到日本，因此很多體驗對我而言都非常新鮮，也學到很多日本

人的生活習慣。像是付錢的時候是放在小碟子裡不是放收銀員手上（一開始習慣不了，每次被

提醒都覺得很丟臉……）買再小的東西都會裝袋、不太喝常溫的水、路上很多腳踏車………等

等。 

    到了大阪的第二天有茶道的體驗，雖然很不幸的因為重感冒沒辦法全心投入，但因為不想

丟了難得的好機會還是有認真在旁聆聽。覺得茶道「和敬清寂」和「一期一會」的精神真的很

棒，可以修身養性。然後有幸穿到和服真的覺得很幸運，第一次有這樣的體驗雖然稍微有點不

自在，但穿著和服的姿勢一定都會非常端正，姿勢不正的我真的非常需要。 之後的三天是到

大阪中華學校帶國小小朋友們的暑期中文夏令營，其實就算準備了很多也是非常的不安，畢竟

活潑好動的小孩有太多不可掌握的變數。和組員為了做好教材總是凌晨才能睡，但見到小朋友

們開心的給與反應就覺得一切辛苦都值得了。後來和來幫忙的ノブ聊到中華學校孩子的狀況，

他說他本身待過美國、台灣和日本，或許很多小朋友也是年紀小小就遷移過不少次，環境的不

定很容易導致孩子個性兩極化，本來就外向的孩子會交友廣闊非常的八面玲瓏、而內向的孩子

會更內向，更糟糕的說不定個性會消極沒安全感。這五天貼近小朋友生活的時光其實學到的東

西也不少，好奇心旺盛的小朋友需要的其實不是我們一直告訴他們事實與知識，而是讓他們來

表達、我們只需要在一旁做引導的動作就可以了，過度的干涉對小孩絕對不是好事。去理解孩

子們的想法和心情、並適度的教導他們，對於往後人格的養成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第三個行

程是參觀養老院。或許這對於自己還不是最切身的問題，但卻是目前社會的趨勢走向，再過不

久台灣或許會成為一個「超高齡社會」這時，老人照護就顯得格外重要。尤其是現在的人不生

小孩，上了年紀就無人能照顧他們；更甚者，有人連婚也沒結、也就更加容易衍生出「孤獨

死」這個議題。 

    那麼談到安養院，台灣的大家或許都是浮出死氣沉沉、醫院、了無生氣的印象，但這種印

象在我們去參觀的第一所安養院完全沒出現；採光明亮、有交誼場所、裝潢不忘溫馨懷舊感，

設想非常的周到，很佩服日本人細膩的心思。後面幾間安養院或許沒有如此高級，但至少也不

會讓人覺得未來住在那樣的地方既孤獨又無助。台灣也是時候在老人照護方面投入更多心力

了。之後參觀了移民中心，雖然在緒方老師的課堂上就曾經聽過日本和巴西間密不可分的歷史

關係，但實際聽了導覽才更深入了解其中的緣由、過程和現在留下來的結果。其實莫名的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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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阿祖的事，阿祖是民國 38年跟著國民政府來台的，之後因為戒嚴完全無法得到任何家鄉的

音訊，寫了無數的信沒有一封投遞成功，解嚴後回到家鄉也已物是人非，一切都變了。雖然國

民政府遷台和日本人移民巴西的性質不同，卻有微妙的相似之處。看了導覽廳的看板寫的一段

話「去る者と 残る者とが すれ違う 坂道あの日も 蝉時雨して」仿佛那個畫面就在眼前一

樣，覺得心裡一陣惆悵。這趟見學之旅其實真的學習到非常多東西，雖然累但也很值得，畢竟

之後若是以觀光客的身份去日本的話，必然不會去瞭解到很多很深入的事，只是隨波逐流的去

享樂。這次能夠有很多的體驗跟參訪真的由衷感謝。 

第三組組員 

王詠萱 

日文三 

  很開心有機會參加這次的活動，整個過程中有遇到挫折的地方，也有很多很棒的體驗。到

中華學校帶小朋友，對我來說是很棒的經驗。從準備教案一直到與小朋友見面，我們準備的東

西都有太多的不確定，也準備了很多的備案，但正式跟他們接觸了之後才知道，備案永遠 

朋友們也讓我留下了很棒的回憶，小男生非常活潑可愛，下課常常玩到在地上打滾，小女生很

文靜乖巧。但不管男生女生，上課的時候都很認真，一開始我們在準備課程的時候，都很擔心

我們一直問問題不會有人回應，因為我們都想到自己以前上課的狀況，老師問問題，台下的我

們都沒人回應，所以當自己變成要站在台上問問題的人之後，就開始擔心如果沒人有反應，自

己當下會多窘迫。意外的是，大家的發言非常踴躍，踴躍到時間不夠用。這是我第一次帶小朋

友，過程中也是一直在學習，怎樣的上課方式能夠吸引他們的注意力、怎麼跟小朋友相處，如

果一直都站在自己的角度是沒辦法的。 

  印象深刻的還有後面幾天我們到很多照護機構參訪，有金碧輝煌像飯店一樣的，有很普通

但環境一樣舒適的，但其實看著心裡覺得五味雜陳，雖然環境感覺非常舒適，在那裡也可以得

到比較好的照顧，卻覺得在那裡少了一點人氣，或許剛好不是大家活動的時間，到處都很安

靜。但是每個機構的設備都很完善，能夠體貼受照護的人的種種需求，照護者也都受過專業的

訓練，可以提供完善的服務。這樣參觀下來，覺得我們台灣也有很多可以學習的地方，雖然沒

有參觀過台灣的照護中心，但照護不當的新聞卻也沒少看過，加上台灣的老年人口也是不斷增

加，以後照護的需求也會增加，如果不能與時俱進在未來也可能會發生很多問題。參觀了關西

福祉大學，發現他們的設備也是非常完善，從大學開始就接受了完整的實作訓練，讓他們在真

正接觸需要照護的人之前就已經有操作經驗，這不管是對接受照護者或是照護者都很有幫助。

日本在很多地方都很值得我們學習，如果有機會可以多多走出去，看看別人怎麼做的真的很

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