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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月 2日(周一)起，中学生更换冬季校服。 

(2)11月 3日(周二)是日本节日文化节，学校放假一天。 

(3)11月 5日(周四)举行 2020年度游艺会（详情另行通知）。 

(4)11月 5日(周四)起，课外活动时间从 15点 40分开始，到 17点为止。 

(5)11月 12日(周四)为小一、小三全体学生进行耳鼻咽喉科检查。 

(6)11月 13日(周五)举行全校词汇考试。 

(7)11月 14日(周六)举行 2021年度小学一年级新生面试，当天全校停课一天。 

(8)11月 16日(周一)以调查表方式为全校学生做结核及运动器官问诊。 

(9)11月 23日(周一)是日本节日勤劳感谢节，学校放假一天。 

(10)11月 25日(周三)～11月 28日(周六)中三学生举行期考。 

(11)11月 30日(周一)～12月 1日(周二)小学六年级举行毕业旅行。 

(12)12月 2日(周三)小六学生因参加毕业旅行,补假一天。 

(13)12月 3日(周四)为小五、中一、中三全体学生进行耳鼻咽喉科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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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0日(周四)教材販売植月为运动会捐款 1 万日元。 

★9月 19日(周六)共栄産業株式会社捐 50 万日元。 

★9月 25日(周五)楊川金成先生捐 10万日元。 

★10 月 5日(周一)韩池先生为运动会捐款 3万日元。 

★10 月 3日(周六)勝木輝明先生捐图书 

《受苦受难的科学家》等 2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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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无悔 风雨兼程 
——记神户中华同文学校 2020年度运动会 

  

今年初，一场不期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扰乱了所有正常的生活。学校

也没能例外，一系列的活动或被取消，或被延期。为了缓解学生们的紧张情

绪，丰富校园的文化生活，经过多次研究讨论，决定今年度的运动会精简项

目、缩短时间。 

2020 年 10 月 6 日上午八点四十五分，随着清脆的号令枪声响起，2020

年度运动会的帷幕终于拉开了。今年开幕式的形式和往年也有所不同，省略

了以往行进入场的过程，按照以前闭幕式的形式入场。全校学生戴着口罩，

在运动场上排好队形，等待入场。司仪宣布“神户中华同文学校 2020 年度运

动会现在开始”后，在激昂的乐曲声中，校旗手和护旗手们昂首挺胸，迈着

矫健整齐的步伐走进了运动场，紧接着学生们也从运动场后部向前行进到主

席台前，运动会正式开始了。 

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后，校园里响起了校歌音乐，为了防止飞沫传播，今

年免去了唱校歌的项目。 

张述洲校长致开幕词。张校长在致辞中说：“同学们，今年的运动会是一

场特殊的运动会，虽然家长们不能到场来观看。但是你们也要把平时练习的

成果展现出来。我相信，今年的运动会一定会在你们的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

希望同学们发扬我校的优良传统，团结友爱，互敬互助，安全第一，比赛第

二。预祝今天的运动会顺利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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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结束后，第一个项目是小学五年级到中学三年级表演的团体操。 

 

 

 

 

第二个项目是小学一年级到小学四年级表演的团体操。 

 

 

 

 

第三个项目是全体中学生表演的舞龙。 

 

 

 

 

第四个项目是小学三四年级的选拔接力赛跑。 

 

 

 

 

 

第五个项目是小学五六年级女生的拔河比赛。 

 

 

 

 

 

第六个项目是中学一二年级男生的拔河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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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个项目是小学二年级全体学生参加的赛跑。 

 

 

 

 

第八个项目是中三全体学生参加的变化比赛。 

 

 

 

 

第九个项目是小学一年级全体学生参加的赛跑。 

 

 

 

 

第十个项目是小学五六年级男生的扛球过障碍的竞赛。 

 

 

 

 

第十一个项目是中学一二年级女生的投红白球比赛。 

 

 

 

 

第十二个项目是小学三四年级全体学生表演的集体舞《原住民很忙》。 

 

 

 

第十三个项目是运动部对抗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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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个项目是小学五六年级的选拔接力赛跑。 

 

 

 

 

第十五个项目是小学一二年级全体学生表演的集体舞《红莲华》。 

 

 

 

 

第十六个项目是小学三四年级全体学生参加的龙卷风竞赛。 

 

 

 

 

第十七个项目是中学生的选拔接力赛跑竞赛。最后是闭幕式。 

 

 

 

 

运动会期间，校园里不时地响起报幕学生们悦耳的声音，“请各位同学协

助，参加每个项目之前一定要洗好手并消毒。项目结束后一定洗好手后回自己

的座位，然后再消毒。观看每个项目后，注意多喝茶水。谢谢同学们的理解与

配合！”为了避免飞沫传播，还会有提醒不要发出声音加油助威的广播。为了

避免高声呼喊造成飞沫传播，拉拉队的同学们绞尽脑汁想尽各种办法来给大家

活跃气氛，鼓舞士气。他们把易拉罐的金属环放在空塑料瓶里，配上鼓声，以

一定的节奏摇晃自制的助威瓶，用发出的响声来给各自的小组加油助威，别具

一格的助威方法，活泼可爱，效果很好。 

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人类带来了很多新的课题和挑战。在这种

情况下，全校师生坚持不懈，齐心协力，克服各种困难，终于使今年的运动

会圆满地落下了帷幕。同学们，感谢你们的坚守和付出，感谢你们的拼搏和

进取，愿你们青春无悔，风雨兼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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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甲 刘 贝妮 

今年的运动会和去年、前年的运动会都不一样，因为今年有一个叫“新

型肺炎”的病毒妨碍了我们，所以今年的运动会没有家长来看，也不能发出

声音喊“加油”，有的项目还要戴着口罩进行。 

今年的运动会里，特别不一样的是“无观众”这一点。每年运动会爸爸、

妈妈、爷爷和奶奶都会来看。但是今年家长们都不能来看，也不能在学校的

西门看。可是，还有很多家长在西门，拿着手机一边看一边拍视频，看来他

们实在太想看了！ 

今年是无观众，那对小一和中三的学生来说就可怜了。因为小一是第一

次的运动会，中三是最后一次的运动会，真可惜。新型肺炎真是一个大坏蛋！ 

最后，我们红组输了，白组又赢了。白组已经连续赢二年了。太强了！

虽然家长们没有来看运动会，但是我觉得这次运动会还是很开心的。 

 

 

 

 

 

 

 

 

小四乙  热田健旭 

由于新冠肺炎的疫情，今年的运动会少了很多比赛。但我还是很高兴的。 

其中我最喜欢的比赛是龙卷风，在四个人中，我负责最重要的转弯的工作。

另外，虽然我担心我是四个人里跑得最慢的人，但是在当天的运动会比赛里，

我努力追赶上了大家。其次，我喜欢的项目是表演民族舞。这是一个令人容易

疲劳的舞蹈，因为我们必须面带微笑跳舞。我每天都在努力练习，我认为我在

运动会上跳得很好，也得到了大家的称赞，让我感到非常高兴。 

我认为明年开运动会的时候，新冠肺炎的疫情一定会结束。因此明年我将

更加努力地练习，以便能让我的家人看到我的最好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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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甲  何 奕晓 

今年的运动会有一点特殊。本来一天的运动会变成了一上午，节目也减

少了很多，并且延期了一周，就连家长也来不了。 

    在今年的运动会中，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接力赛跑。先说说五、六年级

的接力赛跑吧。因为都是各班选拔出来的，所以大家都跑得很快。我虽然也

是其中的一员，跟其他同学一起跑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慢极了，完全跑不过

她们。但是我还是很尽力地跑，然后把接力棒交给了我们组的下一个人。结

果，通过我们的努力，五年级女生赢了。可是男生就很可惜了，本来是赢了，

却因为犯规而失去了得分的资格。中学的接力赛跑也很精彩。中学的男生跑

得就像风一样，我的眼睛都追不上他们。因为大家都太想赢了吧，所以有很

多人犯规。推人抢线、出线等。中学的接力是最后一个项目。我感觉这时红

组跟白组应该有了一些分数差了。但是，当老师慢慢地打开计分板时，红组

97 分，白组 100 分。结果我们输了。虽然有些遗憾，但是今年的运动会也是

很开心的。 

    我对今后的活动有很多期待。希望明年一切恢复正常，让我们有更精彩

的运动会和更多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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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乙 刘 旻珂 

2020 年 10 月 6日，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运动会。这次的运动会跟以

前的有所不同。比如说，以前的运动会会开到下午，而这次只有上午。项目

也少了很多。家长也不能来参加，感觉有点可惜。 

    这次运动会，我印象最深的项目就是我们五、六年级女生的拔河。我们

的拔河要进行两次。第一次比赛，我们先跑到绳子的一边，然后蹲在绳子旁

边做准备。“砰”的一声号令枪响后，比赛开始了。我使劲地拉呀拉呀，摔

倒了几次。突然，又是“砰”的一声号令枪声，第一场比赛结束了。因为我

在队伍的后面，所以不知道结果。这时，听到白组获胜的声音。哦！忘了说

了，我是白组哦！所以说，是我们获胜了。第二场比赛，我们互换了场地。

我比第一次更加卖力地拉了起来。结果也是一样，我们胜利了。拉拉队的同

学们为我们敲起了胜利的锣鼓。 

    但这个时候，我们白组的总分数是落后的。就这样，红组和白组分数差

别不大，到了最后一个项目，是中学接力赛跑。前三组比赛白组还是输的，

在第四组时奇迹发生了。红组因为犯规没有得分。接下来的几次，有赢有输，

白组也是越战越勇。这样，接力赛跑结束了。 

    最后的闭幕式时，因为计分板被盖了起来，所以我们都不知道红组和白

组哪边胜利了。结果是：红组 97分，白组 100分，白组获胜！全校白组的

学生们都欢呼起来。回到教室吃了饭，我们还得到了纪念品呢！ 

    我们的运动会就这样圆满地结束了。我希望接下来的活动也能像这次运

动会一样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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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甲  李 文宏 

2020 年 10 月 6日，学校召开了三大活动之一的运动会。我早就隐约地感

觉到今年还是白组会获胜，而红组很可能连九十分都达不到。不知道我的预感

准不准。 

因为紧张和兴奋，我早早起了床。也没有什么食欲，只想快点去学校，所

以只是简单地吃了一些面包就立刻出了门。在路上，我抬头仰望天空，天很蓝，

蓝得像海底一样。偶尔会飘过一朵朵像绵羊一样洁白的云朵。啊！多可爱呀！

它们仿佛正在广阔的蓝天里开心地玩耍。看到它们，使我瞬间充满了向上的力

量，也让我紧张的心情变得轻松了很多。 

不久，全校师生已经聚集到了操场，操场上立刻热闹起来。只听发令枪一

响，从麦克风里传出了：“神户中华同学校 2020 年度运动会现在开始，运动员

入场！”那清脆而有力的声音。顿时，热闹的操场立刻严肃起来，音乐声回荡

在上空，只听见唰、唰、唰整齐的脚步声。因为疫情的影响，我们只是向校长

鞠躬敬礼，但在心里默默地说着：“您好！”。 

运动会的项目也少了许多，先是团体操，接着是舞龙，然后是接力赛跑。

我还清晰地记得，在我们五、六年级的女生拔河比赛时，白组仿佛变成了十头

强壮的大象一样力量惊人，惊呆了众人，赢得很轻松。而我们男生的项目是扛

大球，轮到我上场了。我们排好队形站在操场中间，听到哨声响起后，立刻努

力地组织起来，大家团结一致，拼命向目标进发。但是由于部分同学几次的失

误，满头大汗的我们还是遗憾地输掉了比赛。真是不甘心呀！我们的项目结束

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比赛继续进行着…… 

最后，我一直担心的比分在闭幕式上发表了，结果真是白组获胜了，红组

得了九十七分，稍微落后。虽然我已经预想到了结果，但还是觉得很可惜，珍

珠似的眼泪一颗一颗地顺着口罩流了下来。虽然在这次的运动会上红组输了，

但我们坚强的斗志和顽强的体育精神，也是值得敬佩和学习的。我一点儿也不

后悔，希望在下次的运动会上我所在的组可以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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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乙 长谷 亚翠美 

今年的运动会是我在小学阶段参加的最后一次，我已经期盼很久了。在得

知今年家长不能来校观看的时候，我和妈妈都觉得非常遗憾，因为我的哥哥是

中学三年级，这也是他在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参加的最后一次运动会。但由于疫

情的影响，谁也没有办法。 

    即便是这样，我也会在运动会中加油、努力！今年，我代表班级参加了接

力赛跑，这也是我最喜欢的项目之一。我想着，一定要得第一名，为班级、为

白组争光！为了这个目标，每天放学后我都是跑着回的家，有效利用时间做一

些体能上的训练，希望自己可以跑出一个好成绩。 

    运动会上，一个项目接着一个项目在有序地进行着。紧张刺激的接力终于

也在哨声中拉开了帷幕。因为在猜拳时我得了第一名，所以由我来跑第一棒，

我的运气简直是太好了！于是，我选择了最有优势的一条跑道，胜利势在必得。

我们在起跑线上蓄势待发，随着一声枪响，我像一支离弦的箭一样飞快地冲了

出去。我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向前奔跑。当听到场边朋友加油鼓励的声音时，我

像打了鸡血一样一路飞奔到终点，稳稳地把接力棒传给了第二个同学，完成了

我的使命。虽然跑得很累，但是很开心。自己的赛跑结束后我也一直在紧张地

看着第二棒、第三棒和第四棒的情况。最后接力赛跑结束了，我们赢了！我很

激动，大家也一直很兴奋。我们的胜利，离不开我们四个队员的共同努力与完

美配合。 

    小学最后的运动会就这样匆匆地结束了，它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回忆。我又

开始期待明年的运动会了，期待下一次能继续跟伙伴们一起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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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甲 浅中 鸿达 

2020年 10 月 6日星期二，在学校举行了运动会！我早上起床以后很早就

上学了，在学校和同学们一起议论运动会的事情，例如：今天的运动会，由于

新型肺炎的影响，时间缩短了，上午就结束。还有在无观众的状态下举行，会

怎么样呢？会很紧张吧？等等话题，我心里也担心，运动会会成功吗？ 

我参加的项目是舞龙。我们中学一年级是第一次做舞龙表演，所以我心里

有点担心。但是负责龙珠、龙头和各部位的同学们都非常努力，表演非常成功！

我还参加了拔河比赛。练习的时候我们和乙班是一比一。谁都不知道，正式比

赛时结果会怎么样。比赛开始后，甲班和乙班两边的学生都用力拉，一进一退

很辛苦，也很累，结果两次都是乙班的同学赢了。我觉得乙班和中二的同学们

的力量都很大，我也想变得更有力气。最后我参加了接力赛跑。今年是我升到

中学后头一次的接力赛跑，因而我很紧张，自己都能感觉到心脏的跳动。赛跑

的时候也得到了同学们热烈的声援。最后的比赛结果，我的组是第四名，我觉

得大家都非常努力了。 

今年的运动会有了很多变化，但是也很有趣，是一个快乐愉快的运动会。 

我希望明年的运动会能像前几年一样正常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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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乙 浦 英里 

2020 年 10 月 6日的运动会，因为受到新型肺炎的影响，跟以往的运动会

有了很大的差异。 

第一个不同点就是无观众举行。在学校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很吃惊，因为

每年的运动会父母会从观众席给我加油助威。今年没有父母的助威，我很伤心。 

第二个不同点是，运动会开到中午就结束。往年的运动会，我们会开到下

午三点钟半左右，我经常累得在回家的电车里睡着了。可是今年的运动会因为

只开到中午，所以我一点儿也不累。 

第三个不同点是，运动会延期了，我们的运动会预定在 9月 29日召开，

可是受到新型肺炎疫情的影响，延到 10月 6日。在家里收到运动会延期的通

知的时候，我兴奋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失落了。 

第四个不同点是，今年的运动会必须戴好口罩进行。只有几个项目可以不

戴口罩。戴着口罩参加项目真的很吃力。 

第五个不同点是，不许发出声音来给学生们加油助威。所以。有个年级做

了助威棒，没有助威棒的年级也在拍手助威，我看小学生用助威棒的样子很可

爱，我也很开心。 

今年的运动会和往年有很多的不同，但是今年的运动会也给我留下了很深

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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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甲 野野山梨子 

受到在全世界流行的新型肺炎的影响，今年的运动会，跟往年有所不同。

预定在 9 月 29 日进行的预演取消后，10 月 3 日的正演也推迟到 10 月 6 日，

没有一个家长来观看运动会。从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结束后到运动会为止的短

短的时期内，我们的准备工作匆匆忙忙地开始了。 

今年的运动会，让我们感到遗憾的事情有很多。第一个是运动会只在上午

举行，每年我都盼望着跟家长们一起吃的丰盛美味的盒饭，今年没有了。第二

个是有的项目还要戴口罩进行。我觉得这是不得不遵守的，但是戴着口罩运动

非常难受，好像自己在蒸桑拿浴一样。 

虽然有很多遗憾，但我觉得这次运动会开得比较顺利。 

8 点 45 分，在司仪的发令下，运动会开始了。首先我们做了团体操，然

后表演了舞龙，这也跟往年不一样。但是因为我们在运动会前的刻苦练习，舞

龙圆满成功了。舞龙结束后，我在观看节目时，看到很多比我年龄小的同学都

在努力。有的赛跑，有的跳舞，看到他们可爱的样子，我很开心。 

我出场参加投球比赛的时候，听老师说，投球的距离比练习的时候远了，

我很紧张。到比赛结束为止，我连一个球都没投进去。但我很高兴，因为我们

红组获胜了。等到我出场选拔接力比赛时，我又开始紧张起来。比赛结束后，

我很不开心，因为我们组是第四名。 

最后发表运动会的比赛结果时，我又开始紧张了。红组落后三分，我们甲

班输了。虽然这次运动会我们输给了乙班的同学，但是 2020 年度的运动会圆

满结束了。我们的运动会就这样闭幕了，我也盼望新型肺炎疫情早点儿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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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乙 吉野 杏梨 

今年的运动会跟往年不一样，例如时间短了很多，节目也大部分改变了。

听到运动会只开到上午时，我吓了一跳。因为我虽然不擅长运动，但我非常喜

欢运动会，所以我想缩短时间，还能跟往年一样开一个快乐的运动会吗？ 

今年我选的工作是道具工作，去年也选了这个工作，因为去年我做得很开

心，所以今年也选了这个工作。工作的第一次集合时，我们拿到了运动会的项

目单，然后决定什么项目准备什么道具。今年项目少了，工作量也应该少，但

我的工作量却比去年多了，因为我还要去帮忙其他小组的工作。被安排很多的

工作，大多数人肯定会很烦。但是我想，被委任很多工作的人，是因为有能力

完成这些工作，因此我不想辜负老师的信赖，一定比去年更加努力地工作。 

以后的工作集合几乎都是确认工作程序，星期六跟其他的工作部门一起进

行共同训练。因为共同练习不是实际比赛，所以没有充分的休息时间。不经常

运动的我只去放一个道具，就觉得好累。共同练习结束的时候，我的体力已经

差不多没有了。 

10月 6日运动会当天，我心里有很大压力，因为这不是练习，一定不能失

败，所以我很紧张，工作开始后不知不觉就没有紧张的心情了。今年也是白组

获胜了。运动会顺利地结束了，我很高兴。 

我对只开到上午的运动会，感觉很好。但不能发出声音来声援，家长不能

来观看，我感到很寂寞。因此，我觉得今年的小学一年级学生很可怜，如果今

后有是否想开到上午为止的运动会的民意问卷的话，我一定在民意问卷的纸上

写上，我不想再开只到上午为止的运动会。希望明年的运动会能正常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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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甲 吴 尚树 

中三最后的运动会延期了一个星期以后才举行。今年因为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的原因，运动会时家长们不能来看我们的比赛和表演。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觉得

很可惜，因为这是我们中三最后的一次运动会，家长却不能来观看。但是学校已经决

定了，我们要理解这些事情。 

今年我自愿当班旗旗手。我小一的时候也做过一次旗手。今年自愿做了拉拉队

的工作。负责拉拉队工作的老师是我很喜欢的周健美老师。我知道是周老师负责的

时候，非常高兴。 

砰、砰、砰、砰、四声号令枪响后，中三最后一次的运动会正式开始了！ 

不知道为什么，在旗手入场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有紧张，我想大概是因为家长没

有来吧。校长致开幕辞后，第一个项目就开始了。 

我们中三的舞龙表演得很好，可以给明年的中学生做示范了。在中三的变化比

赛中，我的项目是搬大球。搬运的期间大球掉下来一次，可是我们重新抬起来后，进

行得很顺利，超过了白组的同学，结果这个比赛是红组获胜了。拉拉队的舞蹈大多是

我想出来的，白组的拉拉队的负责学生是王裕希。白组里没有很活跃的学生，所以我

很担心，大家也很担心。但是普通的气氛效果也很好。所以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一样，

终于放心了。 

其次是大家盼望的课外活动部对抗接力赛。在第一棒赛跑中，中二篮球部的一

名学生和我们班的山际同学一起跌倒了。结果，第一名是我们排球部，第二名是乒乓

部，篮球部和棒球部都犯规了。 

最后一个项目是全校师生都很期待的中三的接力赛跑。中一、中二的比赛结果

有一点微妙，中三女生的红组也犯规了。在最后的时刻，我小组第二棒的村濑同学跑

到了第一名，最后一棒轮到了我，我尽全力向前奔跑，结果我第一个冲到了终点，我

真的高兴极了！ 

可是最终的比分是，红组 97 分，白组 100 分，差了三分，中三最后的运动会红

组输了，白组获胜了。我觉得很可惜，但是我在最后的赛跑中得了第一，所以对我来

说这也是胜利。 

今年的运动会比以前的八次运动会都要好，我可以安心地从神户中华同文学校

毕业了！谢谢拉拉队的同学们！！谢谢老师们让我们举行运动会！！！这是九年中最快

乐的运动会，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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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乙 王 一哲 

10月 6日，是我们初中三年级最后的运动会。可是这次运动会和往年不一

样，今年的运动会家长不能来学校观看。可是我想赢的心情却不变，相反不用

在意家长，我更能集中地进行比赛。 

首先是学生入场，今年入场式比以前简单多了。接着我们表演了团体操和

舞龙，我感觉在这三年里，今年的舞龙表演得最好。 

这次运动会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中三的变化比赛和接力赛跑。我认为变化比

赛是运动会里最精彩的节目。我在变化比赛里负责呼啦圈儿项目，因为划拳输

了，不得已选了呼啦圈儿。我开始以为呼啦圈没意思，可是一做起来，却发现

很有意思。当然，呼啦圈可以在腰的周围转，也可以在脖子和脚脖的周围转，

还可以做和跳绳一样的跳呼啦圈儿动作。通过这次比赛，我喜欢上了呼啦圈，

在比赛里，我把呼啦圈套在脚脖的周围，边跑边转，我感觉很有趣。 

接力赛跑也是印象深刻的项目之一，我在赛跑以前认真地做了准备运动，

因为我在中一、中二年级赛跑的时候两次都受了伤。我要出场的时间一点一点

地接近了，我越来越紧张，也越来越期待。我跑的时间到了，我接棒的时候，

我们小组是第四名，我用尽全力地向前跑。一边跑一边能感觉到脚下生风。跑

完的时候我觉得很累，但是却很高兴，我的小组追到第二。比赛都结束了，这

是中三最后的运动会，所以我很想赢，结果我们白组真的赢了，我很高兴。 

我在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的最后的一次运动会，让我觉得很开心，很愉快，

升到高中我也一定会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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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甲班 中西凰华

同学在立命馆孔子学院

主办的《第 15回全国儿

童中国语演讲比赛》中

获得优秀的成绩。 

 

 

 

 

张述洲校长利用假日

亲手制作了两个踏板式

“消毒液固定架”。做工精

美的熊猫固定架非常受学

生们的喜爱，每天早上顺

畅地消毒之后进校门。 

2020 年 10 月 12 日，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侨爱心图书室”线上捐

赠仪式在北京、大阪、神户三地举行。驻大阪总领事何振良、中国华侨公

益基金会秘书长何继宁、神户中华同文学校校长张述洲及师生代表出席

了捐赠仪式。 

张述洲校长现场展示了部分受赠图书，张校长表示学校将珍惜并用

好这批优秀图书，力争为发展海外华文教育和传承中华文化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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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和 2 年度神户市中学校新人バレーボール大会(女子の部)    

10月 3、4、10日 

我校 ２：０ 神出      

我校 ２：０ 歌敷山 

決勝トーナメント 

我校 ２：０ 垂水東 

我校  0：2  淡河 

神戸市ベスト 8 

 

        

第 60 回神戸市中学校新人バレーボール大会  10 月 3、4 日 

我校 0：2 須佐野 

我校 1：2 伊川谷  予選リーグ 

我校 2：0 長 坂 

決勝トーナメント 

我校 0：2 押部谷 

      

中央区長杯トーナメント 9 月 13、20、21 日 

一回戦 我校 5：１ 山の手 A   9/13 

準決勝 我校 5：０  湊  A   ９/20 

決 勝 我校 1：10 宮本上筒井 A 9/21 

※中央区第 2 代表 神戸市全市大会出場決定 

 

予選リー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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