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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万象更新。 
感谢您多年来给予我们的关

怀与支援。 
为了培养德、智、体全面发

展的三好学生，我们将在建校 120
周年的基础上，“继承同文优良传
统，紧跟时代作育人才”，一如既
往办好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
为华侨华人社会、为祖国、为中
日友好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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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假是学生最盼望、最高兴的一个假期，也是全家人团聚的好时机。希望家长

们，尤其是平时因工作繁忙而很少与子女交流的家长，请趁此假期与孩子多接

触，多交流，进一步了解子女的各种情况，以轻松愉快的气氛迎接新年。 

(2)1月 7日(周四)举行第三学期开学典礼，当天要上课，请带午饭上学。学生需在

8点 30 分以前到校。 

(3)1月 11日(周一) 为日本成人节,学校放假一天。 

(4)1月 16日(周六) 举行新中一入学说明会。(详细办法另行通知) 

(5)1月 18日(周一)至 20日(周三)，举行中三毕业考试。届时请家长注意子女的 

健康，并督促子女努力学习。 

(6)1月 30日(周六)、1月 31日(周日)举行个别恳谈。 

(7)2月 1日(周一)因个别恳谈占用了周日，学校放一天假。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本年度的成绩展览会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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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日(周四)蔡惠澤先生为学校コロナ対策用捐 10 万日元。 

★11月 24日(周二)メディカジャパン株式会社林伸昭先生捐防犯铃 84个。 

★12月 15日(周二)株式会社 C＆C捐二氧化炭素測定器 27 个。 

 

★11月 11日（周三）第 57届校友陈悠加、陈悠未捐琵琶一面。 

★11月 18日（周三）一般社团法人神户同人聯誼会捐口罩 500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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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在生肖中是勤劳的象征，它在生肖中排在第二位， 

与十二地支配属“丑”，故一天十二时辰中的“丑时”——夜间一点至三点

又称“牛时”。在这里给大家讲讲生肖牛来历的故事。 

故事一 

传说玉帝要选择十二生肖来担任宫廷侍卫，就公告天下，让所有的动物

参加选拔，在规定的那一天，最先到达天宫的选为十二生肖。在规定的那一

天，老牛早早出发，跋山涉水，来到了天宫，本以为自己会是排在第一位的

生肖。谁知这个时候，一只老鼠从它的身上跳了下来，一下子就跑到了老牛

的前面，率先到达了天宫，于是玉帝就把老鼠排在了生肖的第一位，老牛就这

样变成了第二位。原来老鼠一开始就投机取巧，躲在了老牛的耳朵里，等到快

到的时候，这才冲出来，获取了第一，老牛就变成了第二。 

故事二 

在古时候，牛是玉帝殿前的差役，往返于天宫和大地之间。有一天，农夫

托牛给玉帝传个口信，说人间寸草不生，大地光秃秃的，希望玉帝能撒些草籽

给人间。玉帝觉得很有道理，就问殿下众神，谁愿意去人间撒草籽。老牛自告

奋勇接下了这个任务，玉帝看到老牛态度坚决，就同意了，让它去人间播撒草

籽。玉帝吩咐老牛，到人间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但是老牛出南天门的时候，摔

了一跤，头脑发晕，误以为玉帝的旨意是说，走一步撒三把草籽，于是就开始

播撒草籽。 

到了第二年，野草丛生，根本无法种植庄稼。灶神就把情况告诉了玉帝。

玉帝一想就知道是老牛坏了事，召来老牛一问才知道，老牛走一步撒三把草籽，

把好事变成了坏事。玉帝很生气，就惩罚老牛去帮助人间除草，以后只能吃草，

祖祖辈辈帮助农夫干活。牛下凡的时候摔了一跤，上面的牙齿掉落，直到今天，

它的那排上牙还没有长出来。 

老牛是一个知错能改的动物，它来到人间后，勤恳踏实，任劳任怨，帮助

农夫干了很多活，受到了人们的好评。在生肖排序的时候，人们都想推选老牛

为第一，可是被投机取巧的老鼠抢了第一，老牛变成了第二，牛凭借自己对人

类的贡献当上了人类的生肖。 

关于生肖排序有一些传说，但是谁也没有准确的说法，这些传说故事增加

了生肖的神秘色彩，让它们更加广泛地流传，让许多人都记住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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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角挂书】比喻读书勤奋。与“悬梁刺股”、“囊萤夜读”、“凿壁借光”意同。 

【牛角书生】比喻勤奋读书的人。 

【汗牛充栋】形容藏书很多。 

【牛刀小试】比喻有大的才干，先在小事情上施展一下。 

【牛头马面】指各种阴险丑恶的人。 

【泥牛入海】比喻一去不复返。 

【疤丁解牛】比喻经过反复实践，掌握了事物的客观规律，做事得心应手，运用

自如。 

【大吹牛皮】形容言语夸张不实。 

【钻牛角尖】比喻固执地坚持某种意见或观点，不知道变通。 

【多如牛毛】形容非常多。 

【九牛一毛】比喻极大的数量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对牛弹琴】比喻对不懂道理的人讲道理或讲话不看对象。 

【牛郎织女】比喻分离两地，难以会面的夫妻或情侣。 

【吹牛拍马】指爱说大话，喜欢自我吹嘘和一味逢迎巴结别人的行为。 

【九牛拉不转】比喻意志极为坚决，任何人都无法动摇。或性格倔强，认死理。 

【九牛二虎之力】形容很大的力量。 

【牛头不对马嘴】比喻答非所问或事情两不相符。 

【吹牛不打草稿】信口开河，胡乱吹捧。 

【风马牛不相及】比喻事物之间毫不相干。 

    与牛有关的成语和典故还有很多，感兴趣的同学们可以自己查一查。 

    2020 年是特殊而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让我们经历了无比的艰难，同时也留下了很多的遗憾。相信 

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任何困难和挑战都将被战胜！ 

鼠趁三更去，牛驼五福来。新的一年带来新的气息与新的 

希望。新的一年开启新的历程，承载新的梦想。让我们以 

新的姿态新的步伐谱写新的篇章。牛耕芳草地，鹊报吉祥年！ 

愿新冠疫情早日结束，魅力牛年惊喜连连！ 

                                    编辑整理：宋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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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六甲 丁俐玖 

我们盼望已久的毕业旅行终于到来了，虽然还是在疫情期间，但老师们

为我们努力争取，做好一切防疫措施，为了让我们能够有一次开心难忘的旅

行，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我们去了广岛和宫岛。早上在新神户车站集合后，我们快速地排队走进

新干线的车厢。在一个小时的车程里，有的人睡觉，有的人玩牌，有的人看

书学习，大家各自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不知不觉就到了广岛。广岛站很干

净，我们在那里又坐上了路面电车，来到了旅行的第一站──和平纪念公园。 

在公园，我们看到了被原子弹炸坏的大楼，由于它的顶部正在修整中，

全都被包起来了，无法看到全貌，有点儿遗憾。我们分小组在公园里跟着解

说员一边走，一边学习了当时的历史。然后我们又参观了原爆资料馆。在资

料馆里，我看到很多因原子弹爆炸而去世的人们的资料，他们的家人的资料

以及照片，还有一些当时留下来的破旧衣服等物品。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就

像我们献上纸鹤时，我说的那样，我觉得我们不能忘记战争的痛苦，更要珍

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希望世界永远和平。 

在公园学习后，我们坐船来到了美丽的宫岛。我们在宫岛买了很多当地

特产，然后抵达了住宿的旅馆。因为抵达旅馆时天已经黑了，所以在路上有

的同学有点儿害怕。但我们看到了漂亮的旅馆、干净整洁的房间、热情的服

务员、丰富的晚餐后，一天的疲劳一扫而光。晚饭后，我们分组洗了澡，又

玩了一会儿后，早早就睡觉了。因为第二天我们还要去参观严岛神社和水族

馆，大家都是既兴奋又开心。 

这次毕业旅行我觉得很圆满，不但学习了很多知识，还和朋友好好地玩

了一次，增进了友谊，非常值得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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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甲  韩 昕愉 

  岁月荏苒，时光飞逝，一转眼又到了树木枯萎、红叶飘落的季节，带着秋

季特有的淡淡的离愁，我想到，再过几个月，我们就要各自奔向自己的前程了。

因此学校特意为我们精心安排了可以和同学们聚在一起并编织美好回忆的毕

业旅行。它让我满怀期待，希望它能成为我小学生涯中最灿烂、最美好的回忆。 

    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广岛和平纪念公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原爆栋。

我们来到了当时因原子弹爆炸后留存下来的“圆顶屋”前，在 1996 年它被列

入了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建筑物处于原子弹爆炸的中心地带，它经历了当时的

一切，依旧屹立在那里。它的存在代表着不可忘记的历史，也代表着人们渴望

的未来──世界和平。它经历了几十年暴风骤雨，墙皮已经脱落，屋顶也只剩

下骨架，但看起来依旧雄伟、庄严。我们参观的时候，人们正在为它整修，希

望它永远留在那里，时刻提醒着路过的人们和平的可贵。看完“原爆栋”，我

们又参观了原爆资料馆等地。 

    参观完和平公园，我们坐船来到了宫岛，在第二天还参观了严岛神社、水

族园。在旅馆里，我跟喜欢的朋友一起吃饭、洗澡、玩了很久，也聊了很久。

我们还一起去买了很多特产，商量着哪一个送给谁等等。 

     时光总是短暂的，两天一宿的毕业旅行，好像流星匆忙地划过夜空，一

转眼就结束了。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次毕业旅行中发生的点点

滴滴，都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永远都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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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甲 龚瑞宇翔 

11月 30日我校举行了让我盼望了六年的、人生中第一次的小学毕业旅行，

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当天早上，我们在新神户车站集合，告别了来送行的家长，

跟着导游和老师们一起坐上了去广岛的新干线。我的内心无比期待又兴奋，随

着新干线的开动，我们一起向着目的地进发了。 

    在广岛，我们的庞大队伍中又加入了负责给我们拍照的工作人员。我们大

概坐了 20分钟的广岛市内路面电车后，来到了第一个目的地──世界遗产核爆

栋、和平纪念公园以及原爆资料馆。 

我们首先在原爆之子塑像前举行了一个默哀、献鹤仪式，为死者的不幸默

哀，为未来的和平献纸鹤。这座雕像上的女孩子叫佐佐木祯子，为了纪念她和

所有因原子弹爆炸而去世的孩子，在 1958 年由她的同学以及东京艺术大学的教

授制作了这座雕像。雕像下还有一个小石碑，上面写着日文，大概的意思是“我

们的尖叫”，是为了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受害者的心声，祈祷世界和平。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我们在和平公园的各处跟着解说员一起，一边听解说

员为我们讲述当时的各种事情，一边默默学习，有的同学记了很多笔记。在和

平公园的各个地方，都有类似的雕塑或者大大小小的纪念碑，还有供人们参拜

献礼的供奉台。解说员告诉我们，这些都是为了纪念因原爆而失去生命的人们，

有的人甚至没留下姓名和地址，也无从查找。我记得有一口钟上面，刻着没有

国界的世界地图，象征着“世界只有一个”，还刻着永远禁止原子弹的标志。 

    参观完和平公园，我们坐船来到了宫岛。我们在这里买了很多特产，第二

天还参观了严岛神社和水族园。最后，经历了两天一宿的毕业旅行，和四个小

时的车程，我终于回到了自己温暖的家里。这次毕业旅行圆满结束了，我觉得

最有意义的就是我在和平公园里学到的这些知识，虽然很残酷、很现实，但希

望世界永远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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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六甲 林  凛夏   

从秋游结束后，我就开始想毕业旅行的事情了，可并不是那么开心。因为

我以前去过一次广岛，那时候还小，还记得看到那些悲惨的画面后我都哭了，

所以想起以前的事情，我的心情有点儿沉重。可在早上和朋友一起集合、准备

出发时候，看到朋友们因为可以去旅行而兴奋的笑脸，我的情绪又被点燃了起

来。在新干线上，我们也高兴地一直玩着，我想这次的旅行一定会留下无比开

心的回忆。 

    在和平公园，我们亲手献上了这些天辛辛苦苦折的千纸鹤，愿世界永远和

平，希望我们的愿望可以实现。为了能让同学们更好地了解关于广岛原子弹爆

炸时的一些情况和历史，老师们为我们找来了几名当地的解说员。我们组分到

的是一名女解说员。她让我们学习到了原子弹爆炸带来的一些危害和对人们身

心的深远影响，比如经历了原子弹爆炸后存活下来的人们，也有可能患上各种

治不好的疾病，有的可能终身在痛苦中度过，核辐射的影响，不只是一代人，

也会影响到后代。 

    终于，我们来到了原爆资料馆，那个让我心情再次沉重的地方。在资料馆

里，我又一次看到那些因原子弹爆炸而失去生命的孩子的照片和破破烂烂的衣

服、用具等，虽然经历着痛苦的事情，但他们脸上却带着灿烂、快乐的微笑。

他们仍然对生活充满着希望。我还看到了中学生的骨灰，忍不住移开了视线，

看见窗外持续点亮着的和平之灯的火焰，我感到：广岛人们建立这样的地方，

是为了不忘记历史，不忘记当时发生的一切，懂得和平的来之不易。 

    这次旅行让我学习到战争的可怕，和平的可贵。我希望全世界的人们都去

广岛的和平公园参观一次，希望核武器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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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乙 吴 邦惠 

在美丽的广岛和宫岛，坐落着两大世界遗产，一个是原子弹爆炸时遗留下

来的圆顶原爆大楼，一个是历史悠久的严岛神社。这次的小六毕业旅行，我们

就是去学习和参观这些地方，我十分期待。 

    我们早上集合后，两个班一起坐上新干线列车，出发去广岛。在广岛站我

们又乘坐预定好的路面电车，首先来到了原爆大楼前。在原爆之子的雕像前，

我们举行了默哀仪式并献上我们精心折好的纸鹤祈福。然后由解说员为我们解

说关于广岛的历史，我们一边跟着他参观和平公园一边学习。解说员为我们详

细讲解了当时原子弹投下来的情况。据说，一颗原子弹的威力非常巨大，它能

把直径四千米以内的一切都烧毁。当时事发突然，日本也没有准备收容所，很

多人不知道该去哪里避难或者治疗伤痛。听说当天是一个晴天，人们在地上都

看到了原子弹是怎样从天空中落下来的。那时地表温度已经达到三千到四千

度，有十四万人不幸遇难。据说原爆大楼以前是一幢很漂亮的大楼。另外让我

印象深刻的是一座象征和平的大钟。大钟的周围用荷花的图案围起来了，据说

那些荷花代表了人们治疗病痛时用的纱布。 

    在和平公园和原爆资料馆学习后，我们坐船从公园的码头出发，驶向漂亮

的宫岛。在船上，有的同学开心地观赏外面的风景，阳光、大海、海鸥、感受

着美好，一扫刚刚沉重的心情。大家纷纷期待着去宫岛买什么样的土特产。我

想毕业旅行中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跟朋友一起买当地特产了。我们几乎走遍了当

地所有的店铺，朋友们一起说着、笑着、买着，气氛特别好。有朋友送给我一

条写着“合格”的头巾，据说把系在头上，努力学习，我的愿望就可以实现。

我十分喜欢这份礼物。大概逛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来到旅馆，累了一天，吃完

饭后，洗了澡我们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们参观了严岛神社和水族园。在水族园的特产店里，我和好朋友

们一起买了一模一样的钥匙圈作为这次旅行的纪念。经历了两天一宿的旅行

后，我们回到新神户，解散回家了。这次毕业旅行是我的一次美好回忆，我会

永远记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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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六乙 山本 京子 

11月 30日和 12月 1日是我们毕业旅行的日子。我一直很期待毕业旅行。 

当天早上八点多，我们从新神户站出发，坐新干线去了广岛。大约 10点，

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广岛。首先我们去了和平公园。先是观看了原爆栋旧址，

又把大家一起折好的千纸鹤挂在了原爆之子像前，进行了默哀和祈祷。然后我

们跟着解说员参观了和平公园的各个地方，最后去了原爆资料馆。在馆内，我

看到了当时拍摄的很多照片，还有一些被烧坏了的衣服。这让我意识到了战争

的残酷，我觉得当时因为战争而无辜逝去的人们很可怜。 

    这次毕业旅行让我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和朋友们一起买礼物。我们到达宫

岛后，老师给了我们充足的时间去购买当地特产。我和朋友们兴奋地一家一家

店去看，挑了很多又好看又有纪念意义的东西。我们不仅买了土特产给家人，

还买了小礼物赠送给朋友留作纪念。因为一看到礼物，就能让我想起跟朋友们

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到了晚上，我们和老师们一起在旅馆里吃了晚饭。晚餐丰盛又好吃，同学

们的肚子都吃得饱饱的、圆圆的。回到房间整理东西后，我们又一起在大浴场

洗了澡，然后回房间一起看了电视，也开心地聊了天。聊了很久后，不知不觉

就睡着了。 

    这次的旅行我很开心，我希望把这次的记忆永远留在心里。等我长大以后，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想和现在的朋友们一起再去广岛、宫岛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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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乙 爱新 修 

我们 2020年度的毕业是从 11月 30日到 12月 1日。我觉得我们的毕业旅

行是一次既开心又严肃的、很有意义的旅行。 

     一直到出发为止的很长时间里，我都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可以去毕业旅行

这件事，终于盼到了出发的那一天，我开心地早早来到了集合地点等待。大概

8点 20分左右，我们在新神户集合后，坐了 1个小时的新干线，到达了本次旅

行的目的地——广岛。我们先去了和平公园参观，看到了被原子弹炸毁的原爆

栋，然后在公园里吃了午饭。饭后参观了原爆资料馆，我觉得那里面的气氛比

我想象的还要严肃，又有点儿可怕，但是我在里面学习到了很多历史知识，了

解了当时的很多情况。我想我们应该牢牢地记住解说员说的那些事情。 

    接着我们来到了宫岛，买完土特产后我们一路步行到达了旅馆。在路边，

我看到了一些小鹿，它们一个个悠闲自得的样子特别可爱，整个宫岛也正因为

有了这些动物，所以也变得可爱起来了。 

因为我们的大行李被直接送到了旅馆，所以我们这一路可以很轻松地学习

和参观。到达旅馆拿了行李后，我们来到了自己的房间。我进到房间的时候吃

了一惊，没想到房间那么干净，那么漂亮，我非常开心！旅馆里的晚饭也非常

好吃。吃完后我们分小组洗了澡，然后回房间自由活动，我们几个人在房间里

玩了扑克牌，大家说说笑笑，气氛很好。 

第二天我们参观了严岛神社和水族园，最后我们坐着新干线回到了神户。

我觉得毕业旅行很有意义，既学到了不少知识，又可以开心地和朋友们一起玩。

虽然我们马上就要毕业了，但我会一直坚持学习。升到中学后也努力提高成绩，

努力练习我最喜欢的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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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乙 水野 琉成 

11月 30日星期一，我们盼望已久的毕业旅行终于在疫情期间举行了。我

们一早来到新神户坐车，花了一个小时来到了广岛。在广岛坐上路面电车，到

达了和平公园。 

    在和平公园里，我们首先进行了默哀仪式，我们把折好的一千只纸鹤在原

爆之子的雕像前献上，表达我们祈祷和平的愿望。接着我们跟着解说员参观公

园各处，听到了很多以前的故事。然后又去了原爆资料馆学习。资料馆里有很

多黑白照片，都是当时留下来的，还有衣服、旧自行车等物品在陈列着。我还

看到很多因原子弹爆炸而无辜去世的人的名字，心里有些害怕。但我们参观结

束后，坐着快速船离开和平公园时，我看到窗外很漂亮的风景，被船卷起的浪

花，在水上嬉戏的飞鸟，心情一下子好了起来，感受到了旅行该有的轻松气氛。 

    到了宫岛以后，我们拿着旅行社给的购物券，开始了最开心的一个活动—

—买特产。我跟朋友一起逛了很多商店，买了很多特产，十分满足。然后我们

拿着购物袋，来到了旅馆。在旅馆让我最开的就是老师为我们安排了一个小时

的自由活动时间，在自由活动时间里，我们看了电视，还玩了扑克牌。由于疫

情的关系，我们睡觉时不是一个挨着一个，而是相互隔开距离，有的同学睡觉

时也带着口罩。一路上不管是坐车还是坐船，老师们都多次为我们消毒，我感

觉虽然是在疫情期间，但可以很安心地行动。 

第二天也很开心，但可惜的是严岛神社的大鸟居正在修整中，很多地方不

能参观，有些遗憾。在水族馆里，我们自由挑选了喜欢的地方和鱼类一起照了

小组相片。最后我们回到了神户，毕业旅行结束了。我很喜欢这次的毕业旅行，

下一次，我希望没有疫情，没有什么限制，我们可以更开心地再去广岛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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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盼望已久的寒假终于开始了，因为新型冠状肺

炎疫情仍然在蔓延，希望同学们假期中彻底做好个人防

护，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要戴好口

罩，避开“三密”空间，防止感染。 

       同时敬请家长协助以下事项，以便让学生们过一个

有意义的假期。 

厉行节约多储蓄 

希望家长要特别嘱咐学生厉行节约多储蓄，并经常

告诫子女不要买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同时掌握好压岁

钱的用法。 

★ 请家长注意以下事项∶ 

① 经常掌握子女的交友情况(特别是与本校外的人或与异性

交际的情况)。 

② 关心子女日常生活态度，如有沉默或粗暴等反常现象时，

需多方面了解其原因。 

③ 尽量找机会与家人交流，互相交换意见，时常予以勉励，

以便加深对子女的了解。 

④ 希望家长以孩子的学业为主，不要让子女到社会上去打

工。 

⑤ 学生外出时要注意服装、态度等，以免发生意外。日落后

绝对不要让子女单独外出，特别是女孩子更要小心。 

⑥ 不要让子女到游乐场(ゲームセンター)游戏。 

⑦ 不要轻易让子女到朋友家过夜。 

★ 请家长协助学生注意以下事项∶ 

① 不要突然跑到马路上或在马路上游戏，以免出车祸。 

② 过马路时要走斑马线， 

确认安全后再过马路。 

③ 骑自行车时要遵守交通 

规则，特别注意安全。 

④ 不要理睬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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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1月 14日星期六，举行了神户中华同文学校 2021年度新生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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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学一年级学生

在中华菜园挖甘薯后

的生活科手工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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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2回兵庫県中学校新人バスケットボール 

選抜優勝大会        12 月 12 日 

我校 54：36 琴 陵      

我校 52：54 伊丹西 

 

 
令和２年度第 53回中央区 Aリーグ戦生遊青少年杯（小学 5、6年级） 

我校 3：0 なぎさ A  10 月 25 日 

我校 3：2 山の手 A  12 月 6 日 

5 勝 1 敗  第 2 位 

 

第 61回 神戸市少年団野球リーグ全市大会 

我校 1：2 小部 A      10 月 11 日 

 

令和２年度第 10回ヤノスポーツ旗地域親善少年野球大会（小学 6年级） 

我校 3：0 明親 A   9 月 27 日 

我校 3：0 なぎさ A  10 月 4 日 

準決勝 我校 2：2 山の手 A  11 月 1 日   

（抽選勝ち） 

決勝  我校 0：1 有野 A   11 月 29 日 

準優勝 

 

令和 2年度 第 53回中央区 Bリーグ戦生遊青少年杯（小学 4、5年级） 

我校 3：6 なぎさ B   10 月 18 日 

我校 3：6 山の手 B   11 月 8 日 

我校 6：5 湊 B      11 月 15 日 

我校 0：3 宮本上筒井 B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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