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北海道少子高齡化地

區人道關懷活動 

成果報告書 
 

 
 

 

主辦單位：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應用日語科 

交流單位：北海道和寒町教育委員會 

交流期間：2013 年 8月 4日～2013 年 8月 13 日 



1 
 

目錄 
 

壹、活動宗旨--------------------------------------- 2 

貳、交流地點--------------------------------------- 2 

參、活動日期--------------------------------------- 3 

肆、參加成員--------------------------------------- 3 

伍、交流行程--------------------------------------- 3 

陸、實際效益-------------------------------------- 5 

柒、心得報告-------------------------------------- 5 

捌、報紙報導-------------------------------------- 17 

玖、照片花絮-------------------------------------- 20 

  

 

 

 

 

 

 

 

 

 

 

 

 

 

 



2 
 

壹、活動宗旨 

全球人口少子高齡化現象，不只在台灣，在日本也是相當嚴重的問題，

截至 2012年 10月 1日止，日本總人口為 1.275億人，其中，65歲以上的

高齡人口首次突破 3,000萬人，佔總人口比例高達 24.1%，尤其在偏遠的鄉

下地區問題更加嚴重，本校本著仁慈博愛的校訓，愛屋及烏的國際人道關

懷精神，選派學生前往北海道和寒町，透過實際行動，關懷當地長者，活

動期間住宿於當地農家，協助當地長者從事相關農忙活動，與當地國中進

行交流，並介紹台灣習俗、料理等給當地村民認識，將台灣年輕人的活力

與熱情帶進人口稀少、高齡化的鄉村，並可增進當地人民與我國人民之友

誼及相互瞭解，提升我國國際地位及國際能見度有實質的幫助。  

 

貳、交流地點 

「和寒町」位於日本北海道上川綜合振興局中部名寄盆地南端，根據

日本政府調查，2005年和寒町總人口約為 4,300人，2010年驟降為 3,832

人，人口增加率約為 -10% ，其中 65歲以上人口為 1,505人，占總人口的

39%，比起全日本的 24%高出 15%，可見和寒町是少子高齡化極為顯著的地

區。 

和寒町內本來有 11所國小、3所國中、1所高中，但由於少子化影響

下，目前僅剩 1間國小及 1間國中，分別為「和寒町立和寒小學校」、「和

寒町立和寒中學校」等。 

其中「和寒町立和寒中學校」於 2011年 3月 30日及 2013年 1月 7日

至本校參訪，與本校應日科學生相互交流，產生深厚友誼，達成外交目標。 

而此次「日本少子高齡化地區人道關懷活動」，由「和寒町教育委員會」

主辦，邀請本校應日科師生前往進行國際交流活動，以促成兩國國民互助

互惠，相互瞭解。 

 

圖片 1 和寒町立和寒中學與本校進行國際交流照片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5%B7%9D%E7%B6%9C%E5%90%88%E6%8C%AF%E8%88%88%E5%B1%80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0%8D%E5%AF%84%E7%9B%86%E5%9C%B0&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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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2 國際交流時致力推展台灣美食及文化 

 

參、活動日期 

2013年 8月 4日(星期日)～2013年 8月 13日(星期二) 

 

肆、參加成員(※基於個資法刪除個人資料) 

應用日語科主任林亭瑜及應用日語科學生 6位，共 7位，名單如下表所示： 

 

 

 

 

 

 

 

 

 

 

伍、交流行程 

日期 行程 

8/4(日) 台灣桃園機場飛往北海道新千歲機場。 

8/5(一) 參訪北海道大學，拜訪「國際本部」佐藤督小姐、奇春花小姐，

並由在北大醫學研究科博士課程的台灣留學生黃于庭同學帶

領本校師生參訪校園。 

 中文名 英文名 日文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教師 林亭瑜 LIN TING YU ていゆ 女性 1982/5/15 

學生 1 陳建儒 CHEN JIAN RU さつき 男性 1997/8/3 

學生 2 潘郁玟 PAN YU WEN ときね 女性 1995/10/30 

學生 3 詹雯婷 JAN WEN TING うんてい 女性 1996/9/25 

學生 4 戴宏名 TAI HUNG MING ひろな 女性 1995/9/25 

學生 5 羅翊庭 LO YI TING ななか 女性 1996/6/3 

學生 6 林亭邑 LIN TING YI ていい 女性 1996/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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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二) 從札幌搭乘公車前往「和寒町」，抵達「和寒町」後，由各個

寄宿家庭分別帶開，展開國際交流活動。 

8/7(三) 前往旭川動物園參訪，拜訪「和寒町教育委員會」教育長星護

先生、次長橫枕一美先生等人，並參加由「和寒町教育委員會」

所主辦的歡迎會，當天「和寒町」町長伊藤昭宣先生、「和寒

町議會」議長塚崎正先生、「和寒町議會」議員佐佐木廣行先

生、濱田友子小姐、「和寒町中學」校長千葉修先生、教師神

林明惠小姐、「和寒町中學」學生、寄宿家庭的家人等，約 40

人迎接本校師生到訪。 

8/8(四) 上午前往栽種藍莓的農家西田先生的田裡，幫忙採摘藍莓，藍

莓有分成各種品種，有一般常見的小顆的，用於蛋糕等糕點製

作，還有如小番茄般大的藍莓，可以直接食用，西田先生還交

我們如何分辨甜的或酸的藍莓，整科紫色的藍莓就是甜的，帶

點紅紅的就會酸，採摘藍莓需要非常小心，如果皮有點受傷的

話，就賣不出去，就只能做成果醬，所以學生們都非常小心採

摘，最後西田先生還送我們每人一盒藍莓。 

下午與「和寒町中學」國教交流青年社團學生進行交流，首先

由校長千葉修先生帶領本校師生參訪校園，之後由教師神林明

惠小姐領導兩校學生進行交流，先是破冰之旅，之後進行製作

花壽司活動，本校學生與「和寒町中學」學生共同製作，大家

邊做邊聊非常開心。 

8/9(五) 「和寒町中學」學生一同體驗茶道課程，由「和寒町茶道會」

的老師們教導學生製作日式抹茶，包括在榻榻米上的走位、坐

姿、抹茶製作時的注意事項等，日籍老師們皆悉心教導。 

8/10(六) 前往栽種小番茄等農作物的西川先生家中協助農忙事宜，包括

採摘小番茄、進行小番茄挑選、組裝箱子、包裝黃瓜等。於「和

寒町公民館」舉辦台灣料理交流活動，首先由本校學生與「和

寒町中學」的學生一同前往超市購買食材，並進行製作，當天

製作炒米粉、綠豆湯、菜圃蛋、水餃等，推展台灣美食文化，

並邀請提供寄宿家庭的日本人、國中師生一同享用，促進兩國

人民情誼。 

8/11(日) 與寄宿家庭成員一同活動。 

8/12(一) 與寄宿家庭成員前往「和寒町南丘森林公園」，中午一同烤肉

製作飯糰，下午學習划船，感受純淨大自然，並體會到保護大

自然的重要性。之後前往「和寒町役所」拜別町長、前往「和

寒町教育委員會」拜別委員長等相關人士，並頒發感謝狀給提

供本校師生寄宿家庭的日本人。 

8/13(二) 從「和寒町」搭乘巴士前往北海道新千歲機場，之後返回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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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實際效益 

一、量化指標  

1.關懷日本北海道和寒町居民 30位，並協助相關農忙活動。 

2.與日本「和寒町立和寒中學校」師生約 30位進行國際交流。  

3.本校 7位師生回國後成為國際交流尖兵，今後將持續致力於拓展國

際交流活動。 

二、質化指標 

1.深入鄉村，達到環境關懷目的。 

2.日本北海道「和寒町立和寒中學校」進行國際交流，促進雙方友誼。 

3.向和寒町鄉民介紹台灣美食文化，使當地民眾對台灣文化有更深入

的了解，提高本國在日本的知名度及能見度。 

4.本校師生回國後仍持續推展國際交流業務，並已與「北海道和寒町

立和寒中學」約定，103年再次來台灣交流事宜，達到雙方互訪、交

流互惠之效益。 

 

柒、心得報告  

 

一、林亭瑜主任心得： 

    本次行程主要目的為帶領應日科 6位學生前往北海道，辦理日本少子

高齡化地區人道關懷活動，體驗北海道純樸的的農村生活、有機農業，參

訪北海道大學等學校，並住在日本人家中，感受日本文化，提升自身日文

能力，以下將概述行程中的各項活動。 

   8月 4日早上 4點，學生及家長陸續抵達高雄國際機場，準備搭乘 6點

半的飛機前往桃園機場，轉達 8點半的飛機前往日本北海道札幌，每位學

生無不帶著雀躍的心情搭上飛機。 

   8月 5日前往北海道大學參觀，當天剛好是北大的校園開放日，校園內

充滿了從日本各地前來參觀的高中生，還有提供校園導覽服務的北大學

生，在他的帶領下順利抵達「國際交流本部」，與該部門負責人會面，談及

往後合作事宜，隨即帶往參觀北大內部，北大校園廣闊、風景優美，每位

學生皆讚嘆不已。 

   8月 6日搭乘公車前往此行的主要目的地─和寒町，車程約 2小時 30

分，抵達和寒町時，寄宿家庭的家人早已等候多時，看到我們抵達，雙方

皆非常雀躍，隨即載往各個家庭進行為期 8天 7夜的交流活動。 

    活動期間受到和寒町町長、和寒町教育局、和寒町國際交流會、和寒

町國際交流青年會、和寒町國中鼎力協助，活動前後分別舉辦歡迎會及歡

送會款待本校師生，期間活動包含參訪和寒町中學、體驗採摘藍莓、番茄



6 
 

等農作物、進行番茄選果包裝、與寄宿家庭一同活動體驗農家生活。 

    學生表示，這些活動都是初次體驗，非常新鮮有趣，又可以活用在校

所學的日文，獲益良多。 

     另外，此次行程與「和寒町中學」建立更為深厚的友誼，「和寒町中

學」曾經蒞臨本校參訪兩次，在此次行程中該校千葉校長更親自接待本校

師生帶領本校師生參觀校舍，該校教師神林老師更舉辦自我介紹遊戲、製

作花壽司、茶道體驗等活動，促進本校學生與該校學生的交流。 

    在活動尾聲，為感謝和寒町居民熱情接待本校學生，本校學生舉辦台

灣美食交流會款待和寒町居民，製作水餃、菜圃蛋、炒米粉、綠豆湯等，

向一些日本購買不到的食材皆從台灣帶到日本，有位同學帶了 5台斤的綠

豆，還分了一部分給和寒町的居民，他們很好奇地看著綠豆的種子，還說

春天到了的話要撥種看看，看是否能種出綠豆。台灣美食交流會時，跟居

民還有國中生邊吃邊聊，發覺同學們的日文聽力、口語能力有些許進步，

也比較敢於表達自己的意見，特別是與當地國中生交流熱絡，可能是年紀

相仿的關係，雙方青年充分交流，而且明年(2014年)1月和寒町中學的師

生也將再次蒞臨本校參訪，屆時又可以遇到這次在北海道認識的國中師

生，將使得雙方情誼更加深厚。 

      此次交流活動順利且圓滿結束，活動期間本校師生發揮台灣人熱情

的本質，關懷和寒町的居民及青年，也感受到對方善意的回應，包括每天

活動的接送、在寄宿家庭裡的熱情款待，就像自己的小孩回家一樣，關心

本校師生的身體健康、吃飽與否，並細心教導學生日文，使學生留下美好

的回憶，更希望此次的交流能使學生對於日文學習更加用心，並成為國際

交流的尖兵，未來也能成為寄宿家庭，招待日本交換生，使兩國情誼更加

深厚穩固。 

 

二、學生陳建儒心得： 

  這十天北海道日本行真的好精采，我覺得好好玩，這也是我第一次出

國所以感覺特別新鮮。４：３０分好早就要到機場了，完全沒睡得我依然

很有精神。坐飛機時，最深刻的就是要起飛的時候，加速的時候超刺激的，

然後起飛的時候感覺很像在坐大怒神，有點不習慣那種感覺然後還會亂晃

很刺激，之後在飛機上根本無聊我還把遊戲機用到當機所以蠻無聊地聽歌

聽了４﹑５個小時。 

  到了北海道就一直打噴嚏，不知道為什麼，而且感覺有點冷但是看她

們都還是穿著短袖，覺得滿厲害的。在札幌的時候第一個感覺就是，也太

乾淨了吧，路超平路邊也沒有垃圾大部分的車子也都好乾淨，根本就是我

想像中的天堂國家，跟台灣比起來真的是差太多了。然後我發現他們計程

車好可愛有好多顏色，還有我喜歡的蘋果綠哈！可是東西都好貴喔水就要

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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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感覺好睏，用走的去狸小路，感覺日本的每條街都長的好像，

就算有地圖我也會迷路吧，畢竟我滿笨的哈，所以這時侯就是要有學姐啦，

真的覺得學姐們好神，什麼都會我真的要好好加油。 

在狸小路我噴了２萬多日幣因為實在是太好買了，然後我發現他們的品味

真得很好，還看到有穿和服的老奶奶整個就是很漂亮，所以我就主動跟她

說可以給我拍照嗎，她也很親切的給我拍照，雖然今天很累但是值得啦！ 

  今天是自由活動，又去狸小路一趟陪學姐買東西，反正就算我自己一

個人也不知道要去哪，況且我會迷路哈。 

  今天是寄宿家庭的第一天，我的家庭是窪田さん的家，家裡有可愛的

妹妹跟調皮的弟弟，我很喜歡我的家庭，希望他們也是喜歡我的。還去了

動物園，雖然那裡有些地方很臭，但是可以跟動物近距離真得很棒，也學

到不少動物的日文。 

  寄宿家庭第２天，要跟窪田さん的家人到別了，有些不捨可是有交換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希望我們能多聯絡。還有去採藍莓蠻好玩的，很小顆，

還一直偷吃。 

  還有做壽司很好玩，認識了我在日本的第１個國中生（ＮＡＴＵＫ

Ｏ），很可愛跟我一樣很會吃。 

  今天是茶道，真得很佩服那些老奶奶，跪這麼久還不會酸，我跪了幾

分鐘就開始麻了。 

  今天做台灣料理，我和詹女士一起做餃子，之後有些人來幫忙，蠻感

動的結果下鍋的時候發現餃子都黏在一起，很悲劇。 

  今天是自由活動的時候，我被換成住在安藤さん的家，他們很親切也

很有耐心的跟我對話，因為我日文很多都不會，他們很有耐心的一一跟我

講解，我也記了不少單字，我們還去體驗日本最低氣溫。 

  今天是道別的日子，在北海到這麼多天總是有些不捨，真得很希望時

間可以停留在一起活動的時光，真得很好玩，真的覺得日本乾淨﹑人又親

切。 

  回到台灣了，好累但是好好玩，這趟旅程我學了好多單字，了解了日

本茶道，交到了新朋友，學姐、和寒町的學生還有我的寄宿家庭，感謝上

帝給我這個機會讓我有這麼棒的旅程。 

  也謝謝學姐幫助我好多，沒有學姐我可能也束手無策了。 

 

三、學生潘郁玟心得： 

  這趟北海道之旅，是我第一次出國玩，體驗了好多在台灣完全沒做過

的事情，每天都過得很精采。去到日本發現他們的道路乾淨又平坦，每台

車輛都很遵守交通規則還會禮讓行人。台灣坑坑洞洞就算了，還有一堆沒

戴安全帽的阿公阿嬤闖紅燈，過馬路還要擔心會不會被車撞。 

  剛下飛機要坐公車到飯店的時候，因為不知道要在哪裡搭車，於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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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了在站牌附近走來走去的公車嚮導，一個親切又可愛的阿伯。不但告訴

我們在哪個站牌搭車，還跟我們說車半小時後才會來，叫我們先進去機場

裡面坐著吹冷氣。因為我們是第一次搭機場的公車，不知道要先買票，他

看到我們坐在那邊滑手機還特地跑進來跟我們說要先去買票。而且我們坐

公車要離開機場的時候，他還一直跟我揮手揮到公車開走為止。 

  第二天我們去參觀北海道大學，他的校園整個大到不知道是樹人的幾

倍，我們走了好久竟然還沒走完他們的校園，每個人都邊走邊喊累，走到

腳還有點起水泡。北大裡面還有一堆烏鴉，又肥又大，而且又不怕人。帶

我們參觀校園的北大留學生黃于庭姊姊還告訴我們北海道哪裡有什麼很好

吃的東西，真的非常感謝他。 

  後來我們就先回車站買第三天要搭的中央巴士的票，類似台灣的客

運，我們在那邊花超久的時間，因為不知道要在哪邊等車和要搭哪一班，

賣票的姊姊很親切地解釋說明，於是我們順利便順利地買到票了。 

  之後我們去參觀北海道神宮，也是超大的一個地方，像是森林一樣。

裡面有一堆神社，我們走了好久才走到神宮那邊。第一次參拜我們連要怎

麼洗手都不知道，於是就一群人躲在旁邊看阿公阿嬤們是怎麼做的，還偷

窺了別人怎麼拜拜我們才敢行動。下午我們去狸小路逛街，走了一整天，

逛了一晚上，整個腿都軟了。我們還去吃了很有名的可麗餅，每一口都吃

的到裡面滿滿的餡料，超幸福的。 

  第三天我們離開札幌前往和寒町，大家各自的寄宿家庭的爸爸都特地

開車到車站來接我們，晚上又熱情地接待，有種回阿公阿嬤家的感覺。我

的爸爸第一天就問我會不會在意他抽菸，我說沒關係，他就說太好了，然

後立刻拿菸出來抽，我都快笑場了。 

  隔天我們去參觀旭山動物園，裡面都是滿滿的人，北極熊館的排隊人

潮像是要去看演唱會一樣的多。旭山動物園有很多台灣動物園都沒有的優

點，像是跟動物近到伸手就摸的到的超近距離接觸，有隻花豹還躺在遊客

正上方的網子上睡覺，但是如果有想去摸的舉動就會被附近的工作人員制

止。還有個優點就是他們會定時展開餵食秀，這個時候大家都能看到動物

移動的樣子，不像台灣只會躺在籠裡睡覺，還看不見蹤影。我們那天的時

間非常幸運，剛好碰到紅毛猩猩的餵食秀，猩猩就在遊客的正上方爬，旁

邊還立了一個可愛的牌子「小心紅毛猩猩的大便和尿」，所以我就沒有勇氣

站在正下方了，我怕事發來不及跑。 

  晚上是歡迎會，每桌的食物都超好吃，而且他們的番茄汁超濃，100%

都是番茄，沒有添加任何糖跟香料，亭邑寄宿家庭的爸爸還帶超甜小番茄

招待大家。歡迎會結束之後馬麻還帶我去超市買冰淇淋，晚上跟馬麻一起

看電視的時候整個是超幸福的時間，有冰淇淋、有飲料又有點心。 

  隔天我們展開農業體驗「採藍莓」，藍莓又大又甜，而且還可以邊採邊

吃，那邊超多小青蛙超可愛的。下午跟和寒國中的國中生交流，老師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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潑的帶動氣氛玩遊戲，還一起做了櫻花造型的壽司，雖然做起來不太像。

前幾天寄宿家庭的馬麻問我來日本有沒有什麼特別想吃的東西，我說生魚

片，結果今天晚餐就吃烏賊跟貝類的生魚片，整個超開心的。 

  隔天早上我房間的門怪怪的，差點被卡在房間裡面。下午我們跟國中

生去體驗茶道，老師們很親切地教導我們茶道的規矩，我們跪沒幾分鐘就

快投降了，他們都還跪得下去，整個超厲害的。晚上回家發現把拔馬麻的

孫子來了，晚餐吃生魚片壽司（鮭魚、干貝、蟹肉、蝦子、金槍魚、章魚、

烏賊、鯖），還有生火腿包小黃瓜，蒸茄子，烤豬肉捲青椒。生魚片整個超

新鮮超好吃，入口即化！生火腿超薄而且沒有腥味。 

  吃完飯後我就陪孫子們玩遊戲，玩了將棋還有撲克牌。一開始是玩類

似心臟病的遊戲，我跟哥哥贏，弟弟整個輸超慘。哥哥為了他面子著想還

改規則，結果弟弟還是輸很慘，還輸到把牌藏起來、把牌丟給哥哥說送給

他，還有一次突然走到廚房，回來的時候牌都沒了，然後還說他送改奶奶

了，整個超可愛的。晚上我回房間把門關上之後，房門突然被打開，我就

嚇到轉過去，發現是弟弟開的，哥哥就跟他說你幹嘛開人家房間的門，弟

弟就很慌張地跟我說こんにちは（你好），然後立刻關上，我之後在房間整

個沒發出聲音的爆笑。 

  隔天早上我們去採番茄，番茄的莖綠綠的粉粉的，黏在手上很像沾到

鳥屎。番茄園的主人還請我們吃超甜哈密瓜跟超甜玉米。 

  後來我們去玩一個叫做玉入れ的運動，超難的大家都投不進去框框裡。

之後跟國中生們一起去買晚上台灣料理交流會的食材後就開始做，他們幫

了超多忙，要是沒有她們我們根本做不完。學弟跟我家的弟弟玩得超開心

的，回家的時候弟弟跟媽媽講說他跟學弟玩得很開心，學弟還被弟弟爆料

說他很愛惡作劇，之後我爸爸媽媽只要提到學弟的事，就會說「很愛惡作

劇的那個」。 

  隔天是自由時間，爸爸開車載我們(我、媽媽、哥哥、弟弟)去鐘乳石

洞，洞裡超涼可是又窄又低，整個走到後面腰超酸的，因為一抬頭就會撞

到。出來後弟弟說他要再進去一次，我只好又陪他。之後我去轉轉蛋，弟

弟看到我在轉就跑過來，然後一臉羨慕地盯著我隔壁那台海賊王的轉蛋，

我就投錢給他轉了。之後去參觀昆蟲博物館，看到超大的蛾、蝴蝶、鍬形

蟲、獨角仙等等昆蟲的標本，哥哥超幸運的，他的票抽到一隻鍬形蟲，他

開心到回程的路上一直抱著那盒鍬形蟲。之後載哥哥弟弟們回旭川，還抱

到了最小的妹妹，才一歲而已，抱起來都是奶香味。 

  之後回程的路上去泡了溫泉，超害羞的，大家都是裸體，不過沒想到

進去泡溫泉後我就已經開始習慣眼前的景象了。 

  回和寒之後跟媽媽去打 park高爾夫，因為我沒打過於是我打的超遜，

打了一個小時換了很多場地之後，要採一個蓮花池裡的石頭去另外一個區

域，我腳滑整個跌進蓮花池，屁股超痛…媽媽回家跟爸爸講我還被把拔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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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天早上學弟跑來找我問日文，送他回家的時候我就順便去他的寄宿

家庭玩貓咪，超可愛而且都不怕人，有隻還主動跑來趴在我腿上討摸摸。

下午我們去烤肉和划船，一開始去抓蝦子，溪水超冰的，下去沒幾分鐘就

想上岸了。吃完好吃的烤肉我們去划船，我跟學弟好死不死跟一個小二的

男生同艘船，我們划到一半超想殺了他，因為他一直亂叫，划到一半就說

他不想死他要回去還叫他媽媽救他，而且他一直划錯方向就算了還一直站

起來。我跟學弟整個快崩潰，因為他一站起來船就整個斜到快要翻，而且

他的槳一直有水噴上來濺到我。明明沒有掉下去，我上岸之後卻全溼了。

不過是個很好的體驗，現在想起來還會想笑。 

  晚上回家整個很不捨，因為隔天就是要離開的那天了。爸爸媽媽說我

走了之後房子又要變安靜又只剩他們兩個人會很寂寞叫我留久一點，媽媽

說我幫了他超多忙，還買蛋糕跟餅乾給我吃。晚上的時候差點哭出來，因

為大家都對我很好。爸爸媽媽哥哥弟弟都會主動跟我搭話，還會拿東西給

我吃和陪我玩，告訴我一些日本的事情。爸爸雖然很愛生氣，但是是個很

可愛的阿公，而且很喜歡喝酒。歡迎會的時候因為不能喝酒，他就中途跑

回家了。台灣料理會的時候還問說可不可以帶酒去喝，媽媽叫他不要說那

種任性的話，結果爸爸還是沒有來，但是他誇獎我打包回去的東西很好吃。

後來烤肉那天他就自己帶酒來喝了。媽媽很親切又很可愛，把我當成女兒

一樣的照顧，有問題問他他都會幫我解決，還關心我有沒有吃飽，晚上房

間有蟲還拿類似蚊香的東西給我驅蟲。 

  最後一天要回去的時候，每個寄宿家庭的爸媽還有國中生都跑來送

行，在公車上的我們感動的都快哭了。這七天體驗了很多平常在都市體驗

不到的事情，製造了許美好的回憶，每天還過得相當充實精彩。很謝謝他

們對我們如此親切熱情，讓我們留下一個最棒的暑假。 

 

四、學生詹雯婷心得： 

  8/4是出發的第一天，坐了好久的飛機終於到了北海道，在日本的第一

個禮拜，早餐吃的不習慣相信會慢慢習慣的，這個禮拜很充實，學到了很

多新的單字，雖然他們講話很快有很多聽不懂，但可以用單字去猜意思，

慢慢地習慣了他們講話速度，進階到有些句子聽得懂了，很開心。 

  之前只知道日本大多是用走路的，這次自己也體會到，走的腳好痠，

在街上還看到有人穿和服在走，而且還是大熱天看了都好熱，他們的交通

很好，走路都可以不看路，不像台灣，在那裏怎麼走都很安全不會怕被撞。 

  還去了動物園，第一次這麼近的看動物，連動物園的規畫都很好，不

像台灣都看不到動物，只能看人頭。看了很多動物，還有北極熊，還看了

超大隻的猩猩爬繩子，一堆人在看，超像開演唱會。 

  有天早上去參觀北海道大學，一進到校大家都傻眼，超級大的校園，

而我們走了超大校園好幾圈，還是穿皮鞋，大家都在喊腳痛。回飯店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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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子還去了北海道神宮，走到上面真的累，還看到超大超肥的烏鴉。結束

後去了狸小路，開始採買，因為一整天都在走，回到飯店大家都虛脫了。 

  就這樣前三天很快的過去了。 

  再來是和寒町的農村體驗，坐了好久的公車，來到了和寒町，大家都

非常熱情的歡迎我們，教我們採水果，分番茄的 size，還教我們包壽司、

茶道等等的。也給我們吃了超甜的玉米，這一個禮拜的農村體驗學了很多

珍貴的東西，是在台灣很少會去接觸的東西，在寄宿家庭雖然房間很多蟲

很噁心，但是空氣真的好的沒話說，附近都是綠色植物，接待我的家庭種

了很多稻米和其他蔬果，他們的田地多到我嚇了一大跳，家的四周全是他

們的，離家不遠處又有一大片，而這些田地全部只有他和他的長男再顧，

聽到我又更驚訝了，真的很不可思議，就兩個人要顧這一大堆的田地，不

過那位爸爸說：因為喜歡所以再累還是覺得很快樂，而且家裡要吃也不怕

沒東西，也不用買，因為家裡都有。聽到這些我開始佩服那位爸爸了，而

且爸爸還好年輕兒子卻都生小孩了，這家一定很幸福，孫子也很乖，都會

下田幫忙，大家都樂在其中，看了感覺真好。 

  接待的爸爸媽媽真的把我們當自己兒女一樣的對待，讓我們有回到家

的感覺，一點都不覺得陌生，對我們真的很好，要回國的前一天，接待的

家庭還準備了超豐盛的壽司大餐，還是他們親手做的，真的超好吃。要搭

巴士離開時，接待的家庭和一起交流的國中生們還特地來車站送我們，當

車漸漸開走，他們的手依然用力的揮，看了好捨不得，眼眶都泛淚，僅僅

七天卻產生這種情感很不可思議，總之很謝謝他們的付出，希望他們都能

來台灣走一走。 

  謝謝他們讓我們這七天過的那麼充實，這是很特別很珍貴的一趟旅

程，也充實了自己，真的很謝謝他們對我們的好與熱情，這份感激的心情

會永遠保存在心裡。 

 

五、學生戴宏名心得： 

  這是我第一次到日本，在這趟旅程中我嘗試到不同的事物，體驗到很

多在台灣都沒有的新鮮事情。 

  當我到達新千歲機場之後，不管看到了甚麼景象都覺得很新鮮也很激

動，因為終於不用再透過看電視節目羨慕了，而是自己真實踏在北海道的

土地上，自己去感受不一樣的空氣不一樣的人事物。 

  雖然到札幌時已經晚上了，可是在五光十色的照映下，夜晚的札幌更

讓我印象深刻，我終於吃到道地的咖哩了。真的比台灣好吃多了，讓我現

在還忘不掉那種味道。 

  夜晚的大通公園很熱鬧，在燈光照映下更顯得它的魅力，還有街頭表

演，主唱的歌聲透徹人心，美景加上歌聲，也成為了回憶之一。 

  接下來還去了北海道神宮，環境很清幽，隱沒在都市之中，第一次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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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日本的神宮，也很有趣，外面還有掛了許多的祈願牌，有不少的台灣人

都寫了心願在上面，還跑去偷翻了一下。 

  之後在狸小路當然就是大買特買的時候，還滿多觀光客的，買了很多

的伴手禮，還吃到了那間很有名的可麗餅，裡面都是滿滿的餡料，吃了保

證有很幸福的感覺，不吃絕對會後悔，草莓很大顆哦，還有很多不同的口

味，最有名的是香蕉口味！！ 

  第三天離開了札幌，搭著巴士前往和寒町，展開一星期的農村生活。 

  我們有去了旭山動物園，動物園都是滿滿的人，最有人氣的是北極熊

館，超大隻的，牠一下在水裡游泳一下晃來晃去的，可愛到沒話說；之後

去看了花豹，牠趴在頭上的網子正上方，睡姿超可愛的，雖然很想摸但不

知道摸了會有甚麼後果就是了，好想把牠帶回家，還有很多可愛的動物。 

  還記得第一天在寄宿家庭時，一群蟲就附在電燈下，打開燈時嚇死人，

一整片貼在牆壁上。 

  但也是有好玩的事，我在第一個寄宿家庭時，多認識了一個日本人姐

姐，她很親切很活潑，認識她很開心。 

  在那裡的第二天去摘了藍莓，酸酸甜甜的，比台灣賣的還好吃，後來

發現吃的比摘的還多；沒想到原來那裏也又在種藍莓，大家也摘得很開心。 

  第三天跟和寒町中學的學生交流，跟他們一起玩遊戲，一起做了櫻花

造型的壽司，而且他們的老師很活潑，總是帶動氣氛，而且也很搞笑，他

們的同學也很親切。 

  後來換了寄宿家庭，搬去跟亭邑一起住，就比較沒有那麼緊張了，寄

宿家庭的爸媽人很親切，每天都煮很多好吃的食物，也吃到很甜的玉米，

還教我們做麵包跟飯糰，還有跟他們一起玩疊疊樂，一起聊天。 

  第四天體驗了正式的茶道，每個步驟都很嚴謹，但是茶道的老師人很

好，很有耐心教我們，她們穿著和服跪坐著每個都很厲害，我們跪坐一下

下時，過沒多久就痛到跳了起來，但後來還是跟著老師學完，其實還滿有

趣的，但很講究規矩就是了。 

  第五天的台灣料理交流會，我們都在廚房拚命，其實我很怕我會燒了

廚房，但還好我煮成功了，覺得超不可思議的，大家都很認真的在準備，

上菜之後，他們的村民都覺得很新奇，因為沒看過炒米粉、水餃、菜圃蛋、

綠豆湯，但反應還滿熱烈的，看到他們吃的開心，也鬆了一口氣。 

  第五天的自由活動，寄宿家庭的阿姨跟叔叔帶我們去士別的綿羊館，

可以去餵牠們吃飼料，還會舔你的手，上面都是口水，吃完還用頭頂我的

手，我就把飼料都餵給第一隻羊了，但後來我又跑去跟牠們玩，還偷戳公

羊的羊角，超級硬的，其實牠們的羊毛是要加工之後才會變軟，實際上很

硬，差點被咬，但還是很好玩。 

  之後還帶我們去親子樂園玩，亭邑玩得很瘋，我們還跑去自己開小汽

車，但我撞得有點慘，沒辦法因為我平衡感不好，自己都覺得汗顏了，但



13 
 

也是一個新的體驗就是了，然後跑去餵兔子，看到都想偷抱回去，當拿草

要餵牠時牠就會一直靠過來，樣子都超可愛的 

  阿姨跟叔叔對我們真的很好，帶我們去玩還跟我們一起聊天，真的很

謝謝他們。 

  要離開和寒町的前一天，我們去烤肉跟划船，大家寄宿家庭的爸媽們

都帶很多東西來烤，我們還自己跑去撈蝦子烤來吃，先很鮮甜，而且干貝

超大顆，多汁又甜，吃得超撐的。 

  最好玩的是划船，剛開始還覺得很可怕，可是划上手之後就覺得很好

玩，而且很刺激，雖然水很深，可是景色很漂亮，但是好玩是好玩划完之

後全身都是泥巴，在那邊洗超久才洗掉，每個人都超狼狽的，但真的是很

特別的體驗。 

  最後一天要回台灣時，村民他們都來送我們離開，我們都很感動，而

且和寒町的中學生也有來，拍了很多照片，留下很多回憶。 

  經過這趟旅程後，我學習到了很多東西，原本一些不會的事情也學會

了， 也明白了一些事情，雖然有些小插曲，但還是帶著美好的回憶回來台

灣，深刻的留在了我的心中，讓我能夠不斷回味著這些回憶…… 

 

 

六、學生羅翊庭心得： 

  這次能去和寒町讓我感到很高興，有種種的原因，但最重要的還是因

為可以跟朋友、學弟一起去，這也是我第一次到北海道去。 

一開始我以為是去像種田那樣的農業體驗，結果竟是讓我們體驗採迷你番

茄跟摘藍莓，讓我有點安心，因為聽說是寄宿家庭的爸媽們不希望我們太

辛苦。 

  和寒町的委員會也讓我們參觀中學，還送我們果醬，教我們做壽司，

讓我們體驗丟球、划獨木舟，還讓我們有機會可以做台灣的料理給大家吃，

雖然時間有點趕，但大家還是很開心。 

  摘藍莓完之後還送了我們一盒藍莓讓我們可以帶回寄宿家庭分，彩迷

你番茄時雖然手都會被弄得綠綠的，但因為寄宿家庭有給我們手套而讓我

們逃過一劫，還有和寒的哈密瓜好甜很好吃，玉米也是。 

旭川動物園也有許多以前沒看過的動物，海豹阿、北極熊等等….讓我玩得

很高興呢！ 

  第一天到寄宿家庭的時候有點緊張，因為我從來沒有住過別人家，第

一次住又是寄宿家庭，原本跟媽媽是要找小孩的遊戲機，沒找著卻反而打

起迷你桌球來，那天玩得很開心呢。之後小孩們都回來了，整個家都變得

很熱鬧，晚上還跟小朋友們一起放煙火，一起摺紙等等啦…每天都很開心。 

  烤肉時我們也去抓了很多小蝦，划獨木舟的時候，雖然很恐怖，也差

點翻船，但還是很好玩，結果大家中途下船時都採到泥巴上了，每個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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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子上都是泥巴…差點因為鞋子太髒回不去，但因為媽媽們幫我們洗乾淨

了，讓我們可以穿乾淨的鞋子回家。 

  最後一天晚上，我們寫了感謝信給寄宿家庭，雖然文法可能有些錯，

但那是我們懷著感謝的寫心的。大家能收下真是太好了。 

我們要離開的時候，和寒的同學們還來送我們大家，真的很開心。 

  不過這次只有看到殘雪，下次有機會的話會挑個冬天再去。 

  希望大家健康快樂！ 

 

七、學生林亭邑心得： 

    去年接待過和寒中學的同學們所以已經知道和寒町在哪裡了卻沒有親

身去認識，一開始聽到可以去和寒町便很開心的報名了；只不過在去的前

一天卻開始擔心了，擔心自己沒有辦法了解別人在說什麼，擔心沒辦法溶

入接待家庭等等的。但是一去到那邊我才知道我所有的擔心的多餘的，這

七天，每天都過得很充實，我學到了在課本上學不到的事情，體驗了城市

小孩不會去接觸的事情，得到了學日文兩年來最有收穫的七天。 

    因為第一天住接待家庭很緊張，而且發現其實所有人住的地方都離得

有點距離所以沒有講很多話，但是第一天媽媽就帶我去超市買冰真的很謝

謝她，打從第一天就能像家人一樣的輕鬆的聊天，在家裡也能放鬆下來，

雖然第一天晚上發現有好多蟲，很怕蟲爬進耳朵裡，不過還是睡得很舒服，

而且第一次看到一個家裡種了那麼多蔬菜水果覺得好新奇；自己當過很多

次的接待家庭，但是被接待這還是第一次呢！能融入接待家庭真的讓我非

常開心，在和寒町的第一天就非常開心喔！ 

    隔天從爸爸那裡收到「路上小心」這句話後開心的出門準備去動物園，

先在公民館與其他人集合見面，大概是因為有太多心得所以一見到面就超

開心的聊個不停，每個人的家都好有趣的感覺；再來就是開心的去動物園，

台灣的動物園都只能遠遠的觀看動物但是旭川動物園卻能夠有人與動物互

動的感覺，真的很棒而且很意想不到。再來是歡迎會，知道歡迎會要吃蕎

麥麵所以很期待，只是要在這麼多人面前自我介紹真的很緊張，從動物園

回來後就一直在練習但是還是很緊張，只不過在等待的時候與町長等人聊

過天覺得每個人都對我們好好而且都想了解台灣，很開心可以有這麼樣的

交流。 

    第三天一早就去摘藍莓，平常要接觸到藍莓都很難了何況是體驗怎麼

摘，而且出乎意料的藍莓竟然可以長到像葡萄那麼大真令我訝異，因為台

灣真的很熱所以在北海道一直覺得很涼爽，在涼涼的天氣裡可以一邊慢慢

的摘藍莓，一邊聊天還可以一邊吃藍莓，覺得很悠閒；在摘藍莓的時候我

們還互相搶別人的藍莓玩得很快樂。下午與國中生們交流，學校就像是漫

畫裡畫得一樣全部都連在一起，參觀完學校後便去與國中生們一起玩遊

戲，一開始大家都好害羞，自我介紹的時候也都是一句話結束然後接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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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直笑，最後用生日分組結果我都跟男生一組，可能大家都很害羞所以

都沒說什麼話，很安靜的在做自己的壽司，雖然沒有很多的交流但是第一

次做這麼可愛的壽司也是很特別的體驗呢。後來因為有些小變動所以宏名

搬來跟我一起住，晚上家裡就變得比較熱鬧了呢！ 

    第四天因為下雨沒有活動所以就待在家裡，其實就算只是待在家裡還

是很開心，很放鬆呢！下午體驗茶道，跪了那麼久腳真的好痛，還很擔心

會不會一整天腳都這麼痛；在結束後能收到國中生們給的禮物真的很開

心，短短的兩天交流卻親手做出了這麼有心意的禮物，真的很讓令人感動。

也很期待他們明天一月來台灣的交流。 

    第五天早上先去採小番茄，雖然在接待家庭已經有採過了但是這麼大

的番茄園讓我好訝異，原來番茄是這樣種的阿！去體驗採番茄還被請吃好

吃的玉米跟哈密瓜，玉米跟哈密瓜都是在台灣吃不到的甜，真的很謝謝招

待。下午為了做台灣料理先去了超市買材料，說是買材料但其實應該要說

超市尋寶記，食材在哪都找不到反而找到一堆自己想吃的零食，當老師說

要請吃冰的時候所有人都超開心的往冰淇淋區衝，每一種冰都看起來好好

吃好想全部買回去喔！再來做料理的時候小小的廚房立刻被我們搞得像菜

市場，找東西找到快把廚房拆掉了，不然就是瘋狂的切菜，前一個小時我

一直不斷的在切菜，超怕時間趕不上；其實在台灣我一直都不會做菜，為

了這次的交流特別去跟阿嬤學怎麼炒米粉，第一次煮這麼多人分的其實有

點不知道怎麼拿捏配料的分量好像切了太多了，在炒的時候為了讓米粉入

味所以要不斷的翻絞，所以燙到手很多次，但是炒米粉能得到大家的讚賞

覺得一點都不辛苦了，也很開心能夠讓大家吃到台灣的料理。 

    第六天是自由時間，媽媽的女兒要回來所以早上很緊張，不知道該做

什麼，等到阿姨來的時候發現緊張根本就是多餘的，一進來跟我們自我介

紹的時候是用跪的嚇了一跳，馬上跪下來也自我介紹，但是後來聊過天後

發現阿姨和叔叔人都非常的親切也很常出國所以了解怎麼跟外國人聊天，

我們去了世界綿羊館看了各種的綿羊，還可以體驗用手餵飼料，一開始我

真的很怕也拖了很久才把那包飼料為完，後來去了餐廳吃飯我點了兒童

餐，雖然說是兒童餐但是分量很足夠呢，吃完飯後叔叔為了不要讓我們阻

止阿姨請客所以先叫我們下去逛樓下的精品店，讓他們招待真的很不好意

思，也非常謝謝他們對我們這麼的親切。後來又去了和寒的小朋友樂園，

都是小朋友只有我們兩個高中生顯得好格格不入但是我還是玩得很開心，

而且玩到被宏名說我根本就是小朋友！接下來去看了惠水碑在那邊媽媽發

現了一種植物聽媽媽說配麻糬很好吃，但是我其實到現在還是不知道那是

什麼…，一路上阿姨和叔叔教了我們好多日文真的很謝謝他們，在阿姨和

叔叔要回家前媽媽先讓他們吃吃看我送給他們的台灣土產，是一些日本少

見的食物所以聽到媽媽他們說好吃的時候真的很開心，晚上做麵包也是非

常棒的時光，發現日本的烤箱有好多功能可以發孝又可以烤還可以當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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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爐，雖然麵包被我們做得很畸形但是味道不變所以還是吃得很開心；一

整天下來雖然沒有跟大家聚在一起玩但是反而跟接待家庭有更深入的交

流，也很感謝接待家庭的用心。這天也同樣過得非常的開心。 

    最後一天在和寒町了，早上因為下雨所以待在客廳看電視，因為十一

點要去烤肉所以先準備好自己要吃的飯糰，自己做飯糰也很好玩呢！老天

爺對我們真是好到了十一點後天空就放晴了，整理好之後便去小溪流抓小

蝦米，好乾淨的溪流而且水好冰喔！雖然我抓到的蝦不多但是玩水玩得很

開心，郁玟跟建儒都很會抓呢！抓完後回去烤肉，發現接待家庭們都準備

了好多食物其實就算不知飯糰也能吃得非常飽，北海道的干貝好甜好大好

好吃喔，所以吃到好幾個。吃飽之後便去體驗划獨木舟，我跟雯婷還有雯

婷家的妹妹一組，我們滑得很快喔！看著郁玟那一組一直打轉覺得好好

笑，中途還上岸去摘葉子要做成許願小船的時候因為全部都是泥濘所以所

有人的鞋子一採上去全都陷進去泥巴裡，一度拔不出來最後只好拖鞋子，

幾乎把整個湖都滑過，手其實很酸但是是個非常難得的經驗呢！因為最後

一天了所以晚上和爸爸媽媽聊了很久，還互相留了台灣的地址給他們，同

時也說好十月的時候換他們來家裡，最後一天了真的好捨不得呢…。隔天

早上等坐巴士時拍了很多照片，看著這麼多人來送我們，看著這七天一直

很照顧我們的大家眼淚都快流出來了呢。 

    在和寒町雖然只有短短的七天，但是每天都能體驗到不一樣的事物，

每一天又開開心心的過著，與大家交流著了解著和寒町這個地方；我的日

文還不夠好但是爸爸媽媽為了讓我聽懂而放慢速度還耐心的為我解釋不懂

的單字，每天晚上都會和爸爸在客廳喝一杯牛奶，大家一起坐在客廳聊天、

看看照片等，真的非常謝謝爸爸媽媽對我這麼的照顧；在和寒町的每一秒

都能開開心心的，才七天我就已經喜歡上和寒町這個小小的城市了，希望

下次能在冬天去看看白色的和寒町，也希望能夠與大家再次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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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報紙報導 

刊登於 2013 年 8 月 9 日(星期五)道北新聞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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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於 2013 年 8 月 9 日(星期五)北都新聞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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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於 8 月 11 日(星期日)道北新聞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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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照片花絮 

8/4 早上 4 點半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集合。 

 

 

抵達新千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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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買車票前往下榻飯店。 

 

 

抵達飯店後，學生學習辦理住房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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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札幌車站」合影留念。 

 

8/5 參觀北海道大學，由北海道大學學生帶領本校師生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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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亭瑜主任與北大教育學系教授小內透合影。 

 

 與

北大「國際本部」佐藤督小姐、奇春花小姐合影。 

 

 

與札幌 YMCA 常務理事成田康子小姐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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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抵達「和寒町」。 

 

8/7 由「和寒町」教育委員會次長橫枕一美先生陪同，參訪旭川動物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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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川動物園一景。 

  

旭川動物園一景。 

 

學生於旭川動物園享用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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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上午前往栽種藍莓的農家西田先生的田裡，幫忙採摘藍莓， 

 

 

於西田先生的藍莓田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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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採摘藍莓情況。. 

 

 

學生採摘藍莓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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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採摘藍莓情況。 

 

 

於西田夫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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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前往「和寒町中學」參訪。  

 

 

校長千葉修先生 親自為本校師生導覽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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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寒町中學」的走廊上展示著他們到本校參訪的資料。 

 

 

參觀電腦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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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體育館。 

 

 

參觀健身房，千葉校長示範操作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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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寒町中學」教師神林小姐帶領本校師生進行交流。 

 

 

與「和寒町中學」學生交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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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和寒町中學」學生交流情形。 

 

 

與「和寒町中學」學生一同製作壽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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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和寒町中學」學生一同製作壽司。 

 

 

與「和寒町中學」學生一同製作壽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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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和寒町中學」學生一同製作壽司。 

 

 

與「和寒町中學」學生於烹飪教室合影。 



36 
 

 

8/9 於「和寒町」片栗庵茶道教室進行茶道體驗。 

 

 

與「和寒町中學」學生一同進行茶道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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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和寒町茶道協會」的老師指導。 

 

 

進行茶道體驗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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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和寒町中學」學生茶道協會老師一同合影。 

 

 

8/10 於西川先生家進行農業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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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體驗採摘番茄一景。 

 

學生體驗番茄分類 工作。 



40 
 

 

學生體驗採摘番茄一景。 

 

下午前往「公民館」準備台灣料理交流會。 



41 
 

 

「和寒町中學」學生也來幫忙。 

 

 

交流會時邀請寄宿家庭成員以及「和寒町中學」師生一同享用。 



42 
 

 

林亭瑜主任介紹料理。 

 

 

本校學生與「和寒町中學」學生合影。 



43 
 

 

本校學生與「和寒町中學」學生合影。 

 

 

與寄宿家庭中塩女士一家合影。 



44 
 

 

與寄宿家庭中塩女士一家合影。 

 

 

8/12 與寄宿家庭成員前往「和寒町南丘森林公園」。 



45 
 

 

於河邊烤肉交流。 

 

 

於河邊搭帳棚。 



46 
 

 

於河邊抓蝦。 

 

 

學習划船。 



47 
 

 

感受純淨大自然。 

 

 

並體會到保護大自然的重要性。 



48 
 

 

  

感謝和久媽媽。                     感謝安藤爸爸。 

  
感謝中塩爸爸。                     感謝高橋媽媽。 

 
感謝樋口爸爸。 

前往「和寒町役所」拜別町長、前

往「和寒町教育委員會」拜別委員

長等相關人士，並頒發感謝狀給提

供本校師生寄宿家庭的日本人。 



49 
 

 

8/13「和寒町教育委員會」職員、「和寒町中學」師生、及寄宿家庭的爸爸媽媽

皆到巴士站歡送本校師生，本校師生特別準備謝卡答謝寄宿家庭的照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