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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 2 月 1日(周一)开始，中学生课外活动时间改为∶15:40至 17:30。 

(2)2月 1日(周一)因个别恳谈会占用了星期天，学校补假一天。 

(3)2月 4日(周四)为小一、小三全体学生进行耳鼻咽喉科检查。 

   原定 11月 12 日（周四）延到 2月 4日（周四）进行。 

(4)2月 11日(周四)为日本节假日，学校放假一天。 

(5)2月 12日(周五)为中国的春节，学校放假一天。 

(6)2月 13日(周六)学校将进行常用词汇级别测验。 

(7)2月 20日(周六)举行 2021年度新小一入学说明会，详细办法另行通知。 

(8)2月 23日(周二)为日本节假日，学校放假一天。 

(9)2月 24日(周三)～2月 26日(周五)小学六年级举行毕业考试。 

 

 

 

  

 

 

 

 

 

在本月号《学校通讯》截稿之前，收到下列侨胞及友人捐

赠的财物，现将芳名公布于下，谨致谢忱。 

★12月 15日(周二)継山徹先生捐 1万日元。 

★12月 25日(周五)神戸博愛病院捐 20万日元。 

★1月 12日(周二)鄭永熙先生为庆祝春节・祝祖国永远青春捐 1万日元。 

★12月 24日(周四)陳啓明先生捐 2021年版今がわかる 時代がわかる 

《日本地図》、《世界地図》书籍各一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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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0日以云端的方式，在神户中华会馆举办了《中华杯·第十四届在

日华侨华人青少年汉语演讲比赛》。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生命轨迹……一时间，气氛凝重，恐惧与不安弥

漫……面对这一动荡，人类不但没有退缩，而且互相支援、携手抗疫，谱写了

一首又一首可歌可泣的生命华章，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重生的故事。” 

今年中华杯主办方以“重生”为主题，让参赛者说出自己的感受或故事，

鼓励参赛者树立信心，共同抗疫，度过难关。今年共有 34 名选手分别参加了

初中组、小学高年级组和小学低年级组的决赛。 

我校学生获得以下优异成绩： 

小学低年级组    二等奖  王 云程 （小三甲） 

                   

小学高年级组    二等奖  王 嘉逸 （小四甲） 

                        中西凰华（小四甲） 

三等奖  胡 铭洋 （小四甲） 

史 人仁 （小五甲） 

                           另外还有 11名同学获得鼓励奖。 

（包括通过其它机构报名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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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我童年的洗礼 

                 小学低年级组 二等奖 小三甲  王云程 

 

大家好！我是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的王云程，今天

我演讲的题目是：《疫情----我童年的洗礼》。 

童年是一首歌，童年是一幅画，童年是绚丽春花，

童年斑斓秋色。我的童年，是老师呵护、亲人陪伴、幸福点缀的灿烂星河。 

  在亲人的陪伴、老师的关怀下，我幸福快乐地成长着……然而，一场不见硝

烟的战争与祖国的 2020年新春佳节不期而遇。身在异国他乡的我觉得这场战争

离自己似近非近，似远非远。我一边默默地为祖国祈祷，一边一如既往地过着平

静的生活。 

  两个月后，安倍首相宣布日本进入紧急事态宣言。我们不能再去学校了，不

能和我们的老师面对面学习知识了，不能去公园和小朋友一起嬉戏奔跑了。我每

天待在家里，上着各种网课……我想念过去的生活，向往外边的世界，我像一只

受了伤无法自由飞翔的笼中小鸟，开始变得不安、烦躁，甚至半夜会经常哭

醒…… 

  5月份伴随着紧急事态宣言的解除，人们尝试着恢复正常生活。有人说：人

们开始对疫情麻痹大意了……。我想说:不，不是麻痹大意，而是对疫情有了更

清楚的认知。我们终于清醒地意识到，这或许是生活的一种新常态，我们既要小

心翼翼地保护好自己，还要让每一天过得充实快乐；我们更懂得了珍惜，珍惜现

在的每一次旅行，每一次去学校，每一次和小朋友去公园玩耍。 

  我希望，假如将来有一天，新的病毒再次袭来，我们不会再束手无策！让我

们一起努力，一起在风雨中坚强，在磨砺中成长！也许，下一个张洪文医生、钟

南山院士就是站在这里的你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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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生 

                小学高年级组 二等奖 小四甲  王 嘉逸 

 

大家好！我是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的王嘉逸，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重生》。 

在即将过去的 2020 年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庚子鼠年注定是不

平凡的一年，一场人类无法预料的疫情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记得那是新春佳节来临之际，祖国武汉传来了由于新冠疫情蔓延而封城的

消息，全国拉响了抗疫的警笛。一时间电视和网络上的新闻开始变得气氛紧张，

一种叫做新型冠状肺炎的疾病正在袭击着我的祖国和同胞。然而很快，全国人

民团结一心抗击疫情的报道震撼了全世界，更震撼着我们每一个海外同胞的心

灵。有无数的医疗工作人员从全国各地赶到了武汉，救助病患，参加抗疫。妈

妈说这些白衣天使里还有她的同学和朋友。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很快，越来越多的新闻报道，日本向中国捐赠了口罩，

防护衣等防疫物资的消息。捐赠物品上让我深有感触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这句话记载着中日友好的起源，更象征着中日齐心抗疫必胜的决心。是啊，虽

然现在的我们和祖国不在同一片山川，但是我们头顶同一片蓝天。我热爱自己

的祖国，也感谢居住国日本在祖国危难之际给与的帮助。 

然而，在今年的 3 月份，新冠疫情席卷了全世界，日本也没能幸免，我们

被迫停课了。对于特别热爱集体生活的我来说，突然被关在家里哪儿都不能去，

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呀。唯一感觉欣慰的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与爸爸妈妈相

处的时间增加了；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多次收到了学校寄来的疫情大礼包，

除了学习资料，还有充满鼓励和希望的校长来信和社会各界向我们捐赠的口罩

等；虽然，那一段时间，大家都过得很辛苦，但是依然处处能感受到人与人之

间的爱。 

到目前，疫情已经持续了将近一年，人类在持续与病毒做斗争的同时，努

力重启着正常的生活节奏，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地球”仿佛经历了一次重生。 

 新冠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它虽然暂时阻挡了人与人的社交，却没能隔

断人与人的爱。这样一场疫情让我感受到了生命力的顽强，更感受到了重生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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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语言的隔阂 

小学高年级组 二等奖 小四甲  中西凰华 

 

大家好！我是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的中西凰华。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超越语言的隔阂》。 

   我从六岁开始学习中文已经有三年了。今天， 

我想与大家谈谈我在新冠肺炎这场扰乱全世界的 

疫情中，在巴士上的亲身经历而领悟到的事情吧。 

由于新冠肺炎的流行，全世界都陷入了混乱。新冠肺炎刚在日本被报道的

时候，中国被认为是其源头。自那以后，我感到“讲中文“好像变得引人注目

了。 

这就要说到那一件使我感到备受打击的事。那天在去学校的巴士上，我和

同学在巴士上用中文聊天时，那位同学突然被一位年长的乘客大声斥责道:中

国人回中国去！不知所措的同学马上安静了，当时他一定非常害怕吧。我也被

吓到快哭了。曾经，我就有过因为讲中文而被他人刻意避开的经历。因为新冠

肺炎，在日本的中国人和会讲中文的人们更是受到了不礼貌的对待，这实在是

一件让人很难过的事情。 

自我学习中文后，认识了许多的中国朋友。大家总是热情地回应拼命用中

文与他们聊天的我。同他们的交往中，我感受到了中国人的热情与亲切。那位

在巴士上怒吼的乘客一定不了解这些事吧。可是，如果我不懂中文，也许也会

盲目听信流言，甚至会和那位乘客有相同的想法吧。相反，假如那位乘客稍微

懂一点中文，对中国人有一点了解的话，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了吧。这件事情

让我意识到，因为懂中文，我才没有对中国人有偏见。 

这次在巴士上发生的事让我体会到了学习外语的意义，那就是消除因为不

了解对方的想法而导致的不安，进而增进对彼此的理解和尊重。 

多亏那些友善的中国朋友们，让我渐渐明白了学习外语的意义。 

我希望今后可以通过我的力量，来让更多的日本人明白和理解中国人的优

点。以此来对那些让我明白许多道理的中国朋友们表达感谢。超越语言的隔阂 

                                                使世界更加美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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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我童年的洗礼 

                小学高年级组 三等奖 小四甲  胡 铭洋 

 

大家好！我是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的胡铭洋，我今天  

演讲的题目是《重生》。 

2020年新春伊始，人们还沉浸在欢度春节的兴奋之

中，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却如无比凶猛的恶魔一

般，迅速摧残着人们的健康，吞噬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武汉瞬间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批批从全国各地赶

来的医疗队冒着生命危险来抢救病危中的生命，世界各国捐赠的医疗物资也如

期而至。仿佛冬日里燃起的篝火，带给人们温暖和希望，点燃人们战胜病毒的

信心。有了这些医疗物资的支援，在成千上万的医务人员的大力抢救下，硬是

把近两万受病毒感染的人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获得重生。 

此时的东京，寒气袭人，温度已降至零度。寒风中，一个穿着单薄的旗袍、

扎着两个可爱丸子头的小姑娘，从早到晚、在令人瑟瑟发抖的寒风中，一次次

地以 90度鞠躬来感谢为中国武汉捐款的每一位路人。女孩的年龄只有十四岁，

她被称为‘最美日本女孩’。采访到她时，她说：“新冠疫情发生后，时刻都在

关注中国和武汉的情况，并考虑能为中国做些什么，后来想到募集资金帮助中

国。”当被问及在寒冬穿旗袍冷不冷，从早到晚不停鞠躬累不累时，她说，“没

关系，还有很多人比我更辛苦，我只是想竭尽全力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女孩真

诚的举动和朴实的话语，感动了无数中国人，激励他们与病毒作斗争，获得重

生。 

   “山川异域，日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从来没有自天而降的英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平民。 新冠病毒已造成全球三千多万人感染，近百万人死亡，

这是一场空前的灾难。面对病毒肆虐，全世界人民没有被病毒吓倒，每个人都

在竭尽所能，积极应对，医务人员舍身忘我地抢救病人，研究人员废寝忘食地

研制疫苗…… 虽然为了安全，人与人之间要保持距离，但心与心却靠得更近

了。 

人类的智慧和力量是无穷的，相信血肉之躯 

终将战胜病毒侵扰，获得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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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手抗疫 共创未来 

                小学高年级组 三等奖 小五甲  史 人仁 

 

尊敬的评审老师、视频前的各位观众： 

                          大家好！我是神户中华同文学校五年级的史人仁，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联手抗疫，共创未来》！ 

    从今年年初开始，一场新型冠状肺炎病毒迅速在全世界扩散开来。人们由

最初的恐惧担心，很快就团结一心，毫不退缩地来参与到这场抗击瘟疫的战斗

中。 

    从年初到现在，尽管感染者不断增加，甚至一度增势凶猛；尽管许多人的朋

友家人的生命被剥夺，但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没有对抗疫有丝毫的泄气，而是更

加团结努力并加快对疫苗的研发。 

    在这场瘟疫中，无数医生不顾自身安危彻夜对病人进行医护，把许多已经

奄奄一息的病人从鬼门关拉了回来，让他们获得了重生。我觉得抗击疫情，良

好的设备固然重要，但爱心则更加难能可贵。试想一下，如果医院里只有机器，

没有人和患者说知心话，没有人鼓励患者战胜病魔，患者还能有活下去的勇气

吗？ 

    在这场疫情中，人们聚集在团结抗疫的大旗之下， 

一次又一次地对病毒这一堡垒进行攻击，且越战越勇。对抗病毒，人们有钱出

钱，有力出力，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相信只要把这些力量团结在一起，人

们一定可以攻破病毒。 

    瘟疫并非不可战胜，当人们把自己全部的力量团结在一起，以必胜的信念，

抗击疫情时，那么这场瘟疫一定会过去，人们也必将会从这场瘟疫中获得宝贵

的经验与教训，并从中获得维持新秩序、面对前所未有的新生活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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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型肺炎疫情的影响，今年度不能请警察来校进行防范讲习。12 月 19

日（周六）全校利用晨会时间，在各班教室通过电视给学生播放了有关防范讲

习的节目。同时各班班主任老师给学生讲解了日常防范的注意事项，也让学生

发表了观看防范讲习节目后的感想，以便 

让学生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提高防范意识， 

防止发生意外事故。 

 

 

 

防 范 讲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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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2 月 26日星期六，在上了四节课之后，用广播的方式举行了第二

学期结业式。张述洲校长在对全校学生的讲话中，嘱咐学生们假期中一定要好

好保护自己，戴口罩，好好洗手，没事不要外出。外出时要注意安全，做好防

范措施。希望第三学期能看到大家高高兴兴、平平安安地回到学校。 

   

 
小四甲班中西

凰华同学在第

十二回兵库县

中国文化交流

会中国通比赛

中获得创作部

门优秀奖。 

在 2020 年 12 月举办的“首开杯”“亲情中华・金水桥之恋”第八届华裔青少

年书画大赛中，我校小五乙班胜木博深同学荣获入围奖，小四甲班榊琴叶同学、

小四甲班霍佳瑶同学、小四甲班刘贝妮同学、小四甲班吕沙月同学、小五乙班

石世莲同学、小六乙班甘凯文同学、小六乙班金芮辰同学、 

中二甲班杜熙如同学、中二乙班林裕佳同学获得鼓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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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甲 坂口椛音 

11月 30 日和 12月 1日，是我们六年级的毕业旅行的日子，我们要去的是

广岛和宫岛。早上我拿着行李到了新神户车站集合，看到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

兴奋的样子，我也高兴极了。 

    我们从新神户坐车，虽然花了 1 个小时，但在新干线上，有的同学愉快地

聊天儿，有的同学跟旁边的人玩扑克牌，大家都非常开心，不知不觉就到了广

岛。对于这次旅行，我也是越走越期待。 

    到达广岛后，我们先去了和平纪念公园，在那里照了集体相。然后听解说

员的解说，一边参观一边感受。在原爆资料馆里，我们看到了很多因原子弹爆

炸而产生的残酷的画面和影像。我希望永远不要再有这样悲惨的事情发生，不

要战争。参观结束后，我们坐船来到了美丽的宫岛。买了一些特产后，入住了

很干净的旅馆。在旅馆里，我们吃了丰盛的晚餐，很好吃。大家都很满足，有

的同学不停地去添饭。晚饭后我们几个好朋友一起洗澡，一起聊天，这样的机

会真的是不多，我很珍惜。 

    第二天我们起床后，收拾好行李，去参观了严岛神社和水族馆。可惜严岛

神社正在施工，有些地方看不到，我们在神社里拍了照片。在宫岛最有意思的

就是一路走来，路边有很多头鹿，它们都自由自在地走动，有大一点儿的鹿，

也有鹿宝宝，非常可爱。我们买特产的时候，手里拿着袋子，它们就会以为里

面有吃的东西，有时还会跟你点头示意，意思是让你给它点儿东西吃。在宫岛，

我买了很多红叶馒头，数着要给的人数，计算着怎样使用钱，也是一种学习吧。 

    在这次毕业旅行中我学习到了很多知识，也跟朋友更加要好了。我希望世

界永远和平，不要有战争，我每天都能和朋友愉快地玩耍，愉快地生活！ 

 

 

 

 



12 

 

 

   小六乙 水野梨纱   

11月 30日是我们小六毕业旅行出发的日子，由于受疫情影响，旅行过程

中有了很多限制，但我觉得我们的毕业旅行特别有意思，是最棒的一次旅行。 

    我们坐新干线一路来到广岛，又坐上了神户没有的路面电车。在电车上，

我看到了美丽的广岛市街景。我们的第一站是和平公园。我们在公园里举行了

默哀仪式，还献上了我们亲手折的纸鹤，祈祷世界永远和平。然后我们跟着解

说员老爷爷一起，边走边学习了一些有关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历史。原子弹是在

1945 年 8 月 6 日的上午八点十五分被投下来的，当时大多数的孩子正在学校

里上学，学校也被炸毁了。因为这颗原子弹，大约有 32 万人失去了生命。老

爷爷还带我们观看了公园里各个地方的一些小建筑，如和平池塘、和平之光、

原子弹纪念塔等。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圆顶的原爆遗址大楼。可惜我们去的时

候它在整修中，没能看到原貌。 

    中午我们吃了好吃的午饭后，又到原爆资料馆参观。大概 3点多我们坐着

船离开广岛，来到了宫岛。我们在宫岛的旅馆住宿，又买了很多特产，第二天

还参观了严岛神社和水族园。在水族园里，我和朋友们快乐地看鱼、开心地说

笑，还照了相片。不但看了很多生物，而且在水族园也买到了可爱的小挂件，

真是幸福。 

    今年的毕业旅行是很特殊的。因为有了疫情的影响，我们的很多活动受到

了限制，但只是可以去毕业旅行这件事，我就很开心。我也听说有的学校不能

举办毕业旅行了，我更觉得自己很幸福。我希望疫情早点儿结束，升到了中学

后，我想自由自在地度过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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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甲 愛新 悠 

    孔子曾经说过：“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意思是说温习学过的知识，

能有新体会新发现，就可以凭借这一点当老师了。 

    我想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人不能从没有的东西生出新的东西。 

    我们的先辈们也是在“温故而知新”中让社会不断地发展进步的。现在我

们人类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新型肺炎。我们要打败这个病毒，医生和科

学家们正在从以前的药物学基础上研究新药，来对抗新型肺炎。 

    我们现在所有的药都是从以前药物研制失败的例子中得到成功的，比如流

行感冒刚刚流行的时候，要发明能对抗它的药就是从以前的经验基础上找到对

抗流行感冒的药的。 

    我们也在“温故而知新”。人类看到一个没有看到过的虫、花、鱼等，人

的脑子里首先会回想自己学过的或知道的知识，并对照眼前有的，从中找出哪

里最相似，我觉得这个做法就是“温故而知新”。 

    孔子的这句话听起来很难，但是，我们好好想一想的话，却是我们的学习

生活每天都需要这样做的事情。举一个例子，比如考试，眼前面对的问题是和

我昨天为止学习的知识哪一点相同？和老师说的哪一句话有关？这样我们无

意识中就在“温故而知新”。不仅是考试，包括说话、讲课、买东西，很多时

候我们都在“温故而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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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甲 周 晴辉 

 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

学则殆。”这一句话的意思是，只是读书，却不能自己思考，就会迷惑而不能

有所收获；只是在自己的脑子里空想，却不肯认真读书的话，就会在自己的学

业上陷入困境。 

    所谓“学”有很多种方法。在学校跟老师学，在课下跟比自己年纪大的朋

友和大人来学。学校的课本、课外读物的小说、甚至一些古诗都能教给我们很

多知识。另外，现在的时代，也能从电视、智能手机上“学”到各种各样的事

情。我们再来看看“学而不思则罔”这句话。现实中，我们总是在被动地学。

老师、家长、前辈们都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所以我们就不会主

动去想为什么要这样做！也不能把学到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学习的结果，

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 

    还有一个“思”，这一个字的意思是，在自己的脑子里想着要做什么事情，

能做什么事情等。会用脑子思考是好的，可是只是“思”而不去学的话，就不

会吸收新的知识，就会让自己陷入困境。 

    这句话中，孔子告诉我们不要只是学而不思考，也不要只是思考而不学习。

我们要把学和思结合起来，两边都要做好。只有把学和思结合起来，我们花费

的时间才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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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乙 李 俊洋 

有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

学则殆。”意思是，只读书而不动脑筋去思考，就会迷惑。只是思考而不读书

也是有害的。 

读书的人既要“思”又要“学”，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说是学习。首先

谈一谈“学”。“学”就是从有学问，有知识的人那里学习。但只是学却不想、

不思考的话，很快就会忘掉，所以要思考。思考是只有人类才会的，人学习的

时候，学了也会忘，学了这个又要学别的，所以不能记住。要想记在脑子里，

就要反复复习，这样才能记下来。 

思考就是“想”，想学习用的时间，想一天中你需要做什么。人类生活中

的事都是通过“想”来决定的，不去想只是死做就没有意义。不去想也可以说

是没有动脑筋，不动脑就不能记住，就是没有学到知识。没有知识，对生活也

是有害的，所以人一定要思考。既能思考又能学习，才能真正得到知识。 

学习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学”，同时也要“思考”。每天一边学习，一边思

考，人才会成长。学习不是只学习，也要思考。思考也不只是思考，也要和学

习一起进行，孔子告诉了我们学习和思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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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乙 吴 川哲 

《论语六则》虽然只有六则，却能反映出当今时代学生们的学习态度，将

“学”这个字突现得淋漓尽致。对于我来说，感触最深的是第四则，“敏而好

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这句话精美的地方就在于，以简短的一句

来指责徒弟的不足，也体现了孔子自己学而不满，欲求更多的求知态度。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这里表现出了子贡骄傲的性格

和对自己老师的不尊敬。这就像现代社会上的某些人，在自己从一个层次提升

后，便开始不断地炫耀，而且对比自己高一层的人表现出不满。被教育了一番

之后，才会明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一道理。 

孔子也是如此，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句流传千古的名句，不

仅能教导他自己的徒弟，也能激励我们这些学生们。对现在正在学习日语的我

来说，更是能感受到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我常常会在自己学会讲几句日语后

而感到自豪，但这几句日语对我周围的同学来说只是小菜一碟。所以在这种情

况下，我更要不耻下问。说得难听一点，他们是中二学生，而我却只是小学一

年级的日语水平，所以我更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学海无涯，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要不

断地学习对方的长处，并以虚心的态度去提问。最后的“是以谓之‘文’也，”，

总结了孔子所要表达的思想。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在如今的社会仍有很

大的教育意义，我也希望自己拥有孔子一般的求知态度。 

 

 

 

 

 

 

 

 



17 

 

 

 

  

中二乙 文 柊希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温故而知

新，可以为师矣。”这句话的意思是，温习学过的知识，从而得到新的知识，凭

借这一点，就可以做别人的老师了。 

要想得到新的知识，便要“温”。复习功课以后，加强对功课的理解并记

在脑子里，这样也能理解其它的事情。理解是很重要的，“温”和“知”是不能

分开的。只“温”而不“知”的话，就不能得到新的知识。只“知”而不“温”

的话，什么知识都不能记住，所以“温”和“知”一定要结合起来。 

“知”，除了理解以外还有很多意思。知识是要复习几次以后才能够记住

的。这个过程做完以后，才能开始学习新的知识，但是理解后不复习的话。也

是没用的，所以一定要复习。 

学习上重要的事情是把知识记在脑子里，学习了很多知识，却没能记在脑

子里的话是没有用的。没能记住旧的知识的话，就很难理解新的知识。先复习

以前的知识，然后才能理解新的知识，所以“温故而知新”是一种很有效的学

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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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7 日本来是学校寒假结束后的开学日子。但是由于神户市发出

了暴风雪警报，不得已学校休息一天。早上 9 点开始，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三年

级，按顺序利用网络召开了网络晨会。 

老师和同学们利用网络相互进行了新年问候，班主任老师还给各自班级的学

生说明了第二天开学式需要准备的学习用品，以便第二天可以顺利上课。 

有的小学低年级的学生们还一起背诵了课文，有的老师利用电脑给学生们展

示了现在教室里的样子。经过十一天的寒假，老师和学生们在网络上见面，大家

都很兴奋，为了明天能够顺利上课，大家一定能做好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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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9 回兵庫県中学校卓球新人大会        12 月 27 日（日）  

我校 3：1 望 海      

我校 3：2 豊岡北 

我校 3：2 甲 陵      

我校 0：3 湊翔楠 

 

第 3 位 

 
令和２年度中央区中学校バレーボール優勝大会(女子の部) 

我校 2：0 神戸生田               12 月 26日（土）、27 日（日） 

我校 2：0 渚中                      

 

我校 2：0 港島学園   

我校 2：1  渚中        

 

優 勝 
     

 

  

 

 

予選リーグ 

決勝トーナメント 

 

 

 

 

 

 

 

 

 

1月 16 日星期六，利用早操和晨会时间，全校了举行纪念阪神大地震的追

悼仪式。学生们在各教室集体默哀一分钟后，观看了二十六年前“阪神・淡路

大地震”的资料片，班主任老师又给学生们讲解了当时地震的情况，以提高学

生的赈灾防灾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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