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農村,留有該國家濃郁的歷史、文化及風俗。

學校交流&體驗農村《溫情停留》的介紹學校交流&體驗農村《溫情停留》的介紹

稀有的飯菜 一片綠色的風景。玩得真開心

掃雪工作 學習日語

一起上課 交換Email

日本真實的農村生活

在一片綠色､美麗的農村裏 忙收割蔬菜 流下離別惋惜的淚水

長野縣
體驗農村溫情停留協會

信州･長野縣觀光協會

― 學校･農村體驗交流的申請地址 ―
｢信州･長野縣觀光協會｣與｢長野縣體驗農村溫情停留協會｣， 請兩者同時申請｡

〒380-8570  長野縣長野市幅下692-2
TEL:+81-26-234-7219
FAX:+81-26-232-3233

E-mail:kikaku@nagano-tabi.net

〒386-0503  長野縣上田市下武石1026-2
TEL:+81-268-85-3939

E-mail:mail@murada.com

學校交流･體驗農村溫情停留的
交流禮儀

5個階段的體驗評審分成
10個項目來實施

協助學習日語會話

國際青少年交流農村
學校交流･溫情停留的申請表（例）

 1. 了解世界各國的常識
 2. 微笑着,大聲地打招呼
 3. 積極地搭話｡
 4. 努力工作,互相幫助。
 5. 不擅自單獨行動
 6. 學習日語及生活文化

 1. 會話能力=禮儀禮節，回話等如何
 2. 表現力=是否感到融洽
 3. 行動力=工作･會話學習的轉換
 4. 判斷力=善惡(嚴重的違章行爲)
 5. 積極性=嘗試提問，探求心
 6. 協調性=是否與大家一起相互配合着活動
 7. 解決能力=是否坦率地接受所指示的事項
 8. 勞動性=工作是否認真
 9. 遺忘東西=便當･更換的衣服･毛巾･帽子的自備
 10. 學習能力=是否事前做預習

日  程   體驗交流的内容 住宿地
第1天 入國 1月21日 中部國際～明治村 在高山住宿
第2天  1月22日 高山･白川郷 在富山住宿
第3天  1月23日 黑部･白馬･茅野 在長野住宿
第4天  1月24日 學校交流･溫情寄宿 在長野住宿
第5天  1月25日 富士山･秋葉原 在東京住宿
第6天 回國 1月26日 迪斯尼樂園 → 回國

我們農村積極地接收從世界各地來體驗農
村的年輕人，超越相互的語言，思想及文化的
障碍。在一起渡過真實的農村生活中，相互
理解交流･研究･接觸的重要性･食物的重要
性･大自然的重要性，努力保護農村的未來，
保護地球環境｡

以教科書為主,在所訪問的日本家庭裏,讓訪
問者主動的用日語對話,并話其進行指導｡

在日本安全安心的交流之旅 充滿感動的體驗農村《溫情停留》
活動在長野縣的7個地區

１． 通過交流使人成長
 ●地球人的第一步｡以｢交流｣為目的
 ●走向農村､體會｢交流的重要性｣
 ●從｢交流｣可發現全新的自我

２． 促進心靈的成長
 ●村民交流､重審自己的生活態度
 ●體貼=心靈的溫暖､溫柔､關懷

３． 相互依存的生活
 ●人類､生物､自然與國家都是相互依存的
 ●自己一個人是無法生存下去的
 ●讓我們相互扶持吧.

４． 訪問日本普通的農村家庭
 ●體驗5個階段的評審體系=努力工作､100分滿分
 ●日語會話學習體系=根據教科書進行指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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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野縣在日本的中央,
周圍是海拔3000米的山,
農業戶數是日本第一｡

在長野縣内停留的三天兩野,以及其前後的體驗提案

東京・名古屋

1. 丰田（工廠） 
2. 淺草（文化）
3. 富士山･箱根（自然）
4. 高山･黑部立山

1. 迪斯尼樂園（情報）
2. 橫濱台場（情報）
3. 東京 秋葉原（先端技術）

下午:長野縣内的體驗

長野:下榻在賓館･日式旅館 長野:下榻在賓館･日式旅館 東京：成田機場

長野 第1天

學校交流

8:30 從宿舍出發

（9:30～11:30）

下午:體驗農村的溫情停留

長野 第2天

上午:長野縣内的體驗
A. 國寶松本城（古跡）
B. 輕井澤（休養地）
C. 宿驛散步（歷史）
D. 自然景觀（保護）

8:30 從宿舍出發

長野 第3天

從東京出發,走高速 2.5小時
名古屋･高速 2.5小時 開往東京,走高速 2.5小時

名古屋･高速2.5小時

自備橫幅 會面儀式上用歌聲來交流

在農村和學校,接觸日本的農業･環境･文化,思考將來的農業與地球

小溪真的很美 從農村裏走來

坐着公車巡訪家庭 不要摔倒了喔

面對面地學習

體驗了插花

一起準備了飯菜

附近的住宿情報
長野縣：上田市､青木村 菅平高原･沓挂溫泉･田澤溫泉･別所溫泉
長野縣：立科鎮･長和鎮 女神湖･白樺湖･立科高原
長野縣：茅野市､諏訪市 廖科高原･白樺湖･車山高原･霧峰高原

農村《溫情停留》是以區域性活化為目標｡
如果不願意在長野的賓館或者日式旅館住宿，而只是爲了《溫情寄宿》而來的話，
與地域活性化無關，所以一律拒絕參與｡注意

日本的整體地圖日本的整體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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