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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 10月 1日（周四）起，中学生改穿冬季校服，但 10月份作为过渡时期，冬、 

夏季校服均可。 

（2）10月 1日(周四)是中国节日(国庆节), 学校放假一天。 

（3）从 10月 1日(周四)起,中学生课外活动时间改为 15点 40分到 17点 30分。 

（4）从 9月 30日(周三)起授课时间按下表进行。 

モ/操 晨会 1 2 3 4 中午 5 6 

8:30 8:45 9:00 9:55 10:50 11:45 12:30 1:30 2:25 

 ↓  ↓  ↓ ↓  ↓  ↓  ↓  ↓  ↓ 

8:45 8:55 9:45 10:40 11:35 12:30 1:25 2:15 3:10 

（5）10月 15日(周四)我校举行秋游活动,详情另行通知。 

（6）11月 5日(周四)是游艺会，详情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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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8日(周二)黄億年先生捐 500万日元。 

★8月 20日(周四)有限会社四興楼創業 70年記念

捐 7万日元。 

★9月 5日(周六)鄭永熙先生为“中秋节风月在上

同天相望，庆祝祖国 71周年生日”捐 2万日元。 

★9月 5日(周六)歯友会捐 5万日元。 

★9 月 17 日(周四)赤木睦子女士为纪念王建铭先

生遗德捐 100 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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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联系事项……………………………………………………P2 

※ 鸣谢・导读……………………………………………………P3 

※ 网络班会………………………………………………………P4 

※ 学生作文………………………………………………………P6 

※ 开学式…………………………………………………………P18 

※ 体育消息………………………………………………………P19 

※ 盒饭消息………………………………………………………P20 

※ 校友会消息……………………………………………………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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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肺炎疫情依旧未能平息，各地被感染者的人数也在或多或少地出

现。而且，台风季节，经常会发出“大雨”等气象警报，致使授课堂数受到一定

程度的影响。 

为了能应对各种紧急状况，保证师生能够及时联系，顺利参加学校活动以

及为开设互动网课进行演练等，8月 17日（周一）上午 9：00至 11：15为止，

19 个班级分别举行了各 15 分钟的网络班会。在网络班会上，各位班主任老师

进行了点名、说明了第二天上学需要做的准备等事宜。有疑问的学生以字幕方

式提问，老师用语音直接回答等形式和学生们进行了互动。 

师生们在网络上见面，大家都觉得很新鲜，也很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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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甲 谷泽 纮一 

                             我这次写的作文是最〇〇的一天，原来

班主任老师让我们写《最苦的一天》。但是我

想，我写和大家一样的题目，一样的内容，也

就是说一样的作文，绝对没有意义，也绝对不

能得高分数。因为我自己的中文很不好，因

此，我故意写的最〇〇的一天。大家猜一猜，

我写的一天是最什么的一天呢？ 

八月一日，星期六。那天虽然非常热，但是我六点半就起床了，穿着校

服去了学校。那天是学校的结业式，但我们在教室上了半天的课，到了十二

点四十分才放学，可是我和班里的几个同学要扫地，到了一点钟才真正地放

学。我回到家后，立刻到自己房间躺在床上，一瞬间我就进入了梦乡。到了

傍晚，我勉强醒过来，带着疲惫的身体去私塾，在那里学习了很多内容，在

人生中非常有用的知识。晚上十点，我终于从私塾回到家，想到我的暑假开

始了，我的脸上马上出现了笑容。但是在确认完暑假作业的一瞬间，我脸上

完全没有了笑容。我一边开始做作业，一边想：真正的暑假还要等一段时间。 

最后，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最长的一天》，大家猜对了吗？在开始写这

篇作文的时候，我还没有定好题目，但在写这篇文作文的时候，我觉得这一

天非常长，所以我就选了这个题目。我写完了这篇作文，终于完成了所有的

作业，可以开始真正的暑假了。虽然还要学习很多东西，但是我一定会好好

度过在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的最后一个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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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甲  冼 音叶 

                          我最轻松的一天是，没有私塾，也没有预定

外出的一天。 

我那天上午十点半起床，到中午为止什么 

都不做，在床上躺着，吃了中午饭以后又躺在床

上。因为我很喜欢看电影，看动画，看电视，所

以我一整天看这些喜欢的东西。这一天就结束 

了。我在这个暑假中看了很多电影和电视剧，看这些东西是我的爱好，我也

可以从这些东西里学到很多的知识。在电视上看电影或电视剧时，我有时会

一边看一边吃零食。我知道这样做会胖，但是我想，饿的话就要吃，否则身

体受不了。我有懒惰的时候，一天什么都不做，从早上到晚上什么都不做，

有时也会被妈妈批评。我也很喜欢跟朋友玩儿，也很开心。但是我想真正轻

松的一天是不一样的。我跟朋友去玩儿是很开心，但是也会累。轻松的一天，

就是消除疲劳的一天，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今年我是中三的学生，这一年为了高中考试要努力学习，但是我们也要

有轻松的一天，也要注意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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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甲  城 香里奈 

                         今年的暑假很特殊，只有十六天。但我要在暑

假里学习。要做的事情、要做的作业特别多，私

塾的课也有很多。我觉得每天都很忙，其中，我

觉得最忙最苦的一天是，暑假开始后约一个星期

的时候。 

那一天从早上到晚上都有私塾。我早上七点 

半起床，马上做私塾和学校的作业。十点开始上课，那一天上了很多科目，

学了很多内容。上午上了两个科目，回到家以后，先吃午饭，然后马上就开

始做学校的作业。那以后我感到有点儿累了，所以就休息一会儿，然后又开

始做作业。过了一会儿，我饿起来了，但是下午有私塾，没有时间吃饭。 

我去私塾以后开始上课，下午的课比上午的课还难，我已经学习很长时

间了，很多时候都觉得累得要命。下午的课终于结束了，回到家吃了晚饭，

我和妈妈说了今天私塾的事情，觉得自己很累，但妈妈说今年我是中学三年

级，苦些累些是当然的事情。 

这一天是我特别忙也特别苦的一天，但这一天学到了很多知识，也完成

了很多作业，所以觉得还是很有收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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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乙 刘 泽康 

     2020年 8月 6日  星期四 晴  

这一天是晴天，我的暑假的生活节奏几乎都

是一样：早上八点起床，到九点为止，做好早上

的准备，接着到 11 点为止做学校和补习班的作

业。然后下午两点去补习班。傍晚五点回来后，

吃完晚饭后睡觉。每天重复这样的生活。 

但是今天是补习班的唯一的休息日，可以自由玩儿的日子。今天我起床的

时间是九点，然后我跟家里人一起看了一部有关广岛原子弹爆炸的电影。看完

了电影后，我查了很多有关原子弹的资料。我用这个唯一的休息日，整整查了

一天资料，学习了很多有关原子弹的知识。而且今天是 6日，美军把原子弹投

到广岛的日子也是 6日，所以今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很残酷的画面。在我看

的电视节目里，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一个把原子弹投到日本的美国军人和广

岛原子弹被害者的对话。他们的对话听起来让我很痛心。对话内容大概是这

样的：日本的被害者要求那个美国人道歉，但是那个美国人坚持不道歉。理

由是，他的很多战友在日本发动的珍珠港事件中被杀害了。他认为这个原子

弹是对杀害了很多自己战友的日本人的复仇，而且他还说了一句，没有那个

原子弹的话，那场战争也不会结束。听了这句话，那个日本人很伤心。对话

的结果是美国人没有道歉，就结束了那个话题。 

我用了这一天的时间，了解到很多有关原子弹的知识和原子弹被害者的

事情，觉得战争没有一点好处，希望再也不要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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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乙  韩 静坤 

          2020 年 8月 13 日星期四 晴    

从 8月 11日到 13日是私塾的盂兰盆节期间的特

训日。在这个特训期间，我们做入学考试的问题，私

塾老师根据这个考试成绩把我们分成一班和二班，一

班会比二班做的问题难一些。今天是特训的最后一

天，我非常高兴自己三天都能在一班学习。我们每天

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七点，上四节数学课和一节英语 

课，上完课后回家复习第二天小考的内容。我觉得这三天的生活比学校生活

还要辛苦。下课时间要复习下一节的小考内容，能感觉到教室里充满了紧张

的气氛。但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可以集中听课，也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老师每天都给我们出一个理论性很强的小问题，我都没能回答出来。但

听了老师的解说后，我也很想给别人出同样的问题，因为在每一个问题中都

可以有很多的思考方法。今天是有关谢丽尔的生日的问题。这道题是在新加

坡及亚洲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里，面向十四、十五岁学生的一个问题。这个问

题要从对话中找出关键的时间，来推测谢丽尔的生日是哪一天。我虽然听了

老师的解说，但是也没有完全弄明白，这个题真的太难了。 

我觉得在三天的特训期间，自己进步了很多，也掌握了很多知识。虽然

很累，却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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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乙 爱新 蓝 

                             暑假从 8月 2日开始了。今年因为新型肺炎

疫情的影响，暑假只有两个星期。而且我今年是

中三，为了高中的入学考试，每天都要去私塾学

习。 

暑假期间，我每天八点起床。私塾每天从十点 

开始。私塾的作业很多，学校的作业也有很多，

所以我每天都很辛苦。在私塾上午学数学、英语和复习中一、中二的日语内容，

上午的课程结束后，我跟私塾里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的朋友一起去吃午饭。午休

的时间有两个半小时，吃完午饭后剩余很长时间，所以我们就去三宫附近游玩，

这时候很开心。午休的时间结束后，下午是数学和英语课，晚上学习中三的内

容。每天回到家大约是晚上十一点十分左右。然后我还要做学校的作业，每天

大约在凌晨三点前睡觉。 

暑假结束以后私塾也有很多课，虽然很辛苦，但是我想努力学习，争取考

一个好的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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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甲 施 杏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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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说，只

读书却不思考就会迷惑而无所得，只是空想却不读

书就会在学业上陷入困境。 

                           这句话告诉我们学和思的重要性。在中国有一 

个纸上谈兵的成语，说的是战国时期的一个故事。 

内容是有一个少年非常喜欢看兵书，读了很多兵书，所以他以为自己很聪明。

他确实很聪明，可是没有打过仗。有一次打仗的时候，他第一次参战就当上了

最高统率。最先他打得比较顺利，那是因为对方故意逃跑，那个少年还以为对

方逃走了，以为自己胜利了。可对方返回来立刻把少年的军队包围了。少年吓

了一跳，没能做什么就被杀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是读书学习，没有经

验，不能全方位思考事情的得失是不行的。进而证明了只是学习而不能设身处

地地考虑问题就一定会失败。 

    那么“只是想而不去学习”的话会怎么样呢？比如你想当一位老师，总是

在自己的脑子里想像自己当了老师之后的景象是很简单的。可是实际上没有学

习，就没有知识，没有知识怎么能给自己的学生讲课呢？ 

    学和思是一定要结合在一起的，缺了任何一方都不能做好事情。“学而不

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既要

“学”，又要“思”。孔子的话，在今天仍具有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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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甲 堀井 亮 

                               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说过这么一句

话：“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意思是温习学过

的知识，可以得到新的理解与体会，就可以凭借

这一点当老师了。 

                              任何人要获得新知识，途径只有一条，那便

是“学”。向具有这门知识的人学，向记有这门知 

识的书本学。但是学了、懂得了，却不等于掌握了这门知识。你还需要不断地 

复习，只有经常温习，才能掌握这门知识，才能记得住。 

    孔子是说复习学过的知识，得到新的理解和体会，就可以凭借这一点当老

师了。我们学到了一点知识，就要不断地复习。在这个复习的过程中，就能得

到新的理解、新的体会。复习和学习新知识是不一样的，在书本上或者跟着有

知识的人去学，学到的只是一种理解方法，可是复习的时候，能想到：“这里

是不是这样做也对呢？”有了新的理解和体会，你才能掌握这门知识的全部。 

    孔子说凭借这一点就可以当老师了，就是说，温习学过的知识以后，得到

了新的理解和体会，掌握了这门知识的全部的时候，你就能当老师了。因为你

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去理解去接受新的知识，这样就可以自学，还可以教

别人。 

总之，你要学到知识，就要经常复习，既要“温习”，又要“复习”，你才

能掌握学习的主动性，获得学习带来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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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甲 奥村 祐生 

                               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说过这么一句

话：“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

哉。”意思就是说，把所见所闻默默地记在心上，

努力学习却从不满足，教导别人却不知疲倦，这

些事我都做到了多少呢？ 

                             学习就是自己要求自己默默地学。但学习的

方法有很多，比如写、读、听等。 

    “写”就是把自己学的东西用笔写下来。人的大脑对于写了的东西会记得

更好更准确更长久。“读”就是学习发音。说话又快又好的人一般都是读的能

力特别好的。读的时候发出声音是最好的。在上课的时候，有时大家一起读课

文，有的同学大声地朗读，老师说很好，但有的同学却笑着，真是奇怪。“听”

就是脑子里不想别的事，默默地用耳朵听学习内容。听是一岁的小孩子也可以

做到的，但有的人却不能沉静地听别人的话。不能听就是脑子里想着别的事情

或在睡觉。别人说话时，有的人会交头接耳、甚至有的在睡觉，连听的态度都

没有。这样的人即使“听力”很好，重要的学习内容也听不到他们的耳朵里。 

    “写”、“读”、“听”这三个学习方法的共通点是“记”。不同的人学习方

法是不一样的，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记”。如果学完了却没有记好知识就不

能算学完，记好了知识才可以说学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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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乙 毕 竣弥 

                           孔子是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说过：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意思是说，学习并且时

常去复习的话，不也很愉快吗？ 

人们获得新的知识，那叫“学”。新知识，要   

从有专门知识的人那里听、学，或者看有关这门知

识的书。但是，“习”和“学”是不一样的，很多人 

搞错这个问题，“学”就是获得知识。“习”是复习的意思，但是我想这个“习”，

不单单是复习的意思，也包含着预习的意思。第一，学到新的知识，人会立刻

忘掉，所以人们为了保持记忆，就要经常复习。而且经常复习的话，有的知识

能运用在生活中。第二，已经学到的知识经过复习以后，我们才会掌握新知识，

有用的知识，有兴趣的知识。这样，我们通过很多次复习和预习，一直不停地

这样做的话，我们才能不断地成长。 

很多人不喜欢学习，是因为觉得麻烦。而与运动和音乐相比，学习不能马

上感觉到进步和成长。但是我却不这样想。我认为，虽然现在没能感到进步和

成长，但总有一天会感觉到自己的成长。我这样说是因为听了孔子说的“学而

时习之不亦乐乎？”知道了学和习的重要性，人们就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学

习的话，人们才能不断地进步。 

 

 

 

 

 

 

 



16 

 

 

 

中二乙 比嘉 贵狮 

                              伟大的教育家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

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学

习却不动脑筋，不思考就会迷惑不解，只去

思考，而不学习就会有害。 

学生要学习，但只是死学，不动脑筋，   

学的内容就不会应用。只思考而不学习也 

是没有用的。所以只是死学也白费力气，只是思考也不行，学习和思考要同

时进行。 

有的人一直在学习，可是记在脑子里的内容只有一点点。有的人只是思

考，例如只把计划做了，但是不按计划去行动，那样也是没有用的。我们首

先要把计划做好，做计划时要把时间和学习的内容、顺序都写上。在计划里

写太多的内容，一到学习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实行，所以不能写太多的内容。

做好了计划，其次是按着计划来学习。学习的时候要集中精力，要把学习的

内容记住，为了记住就要经常复习。不能只做了计划，学习一段时间就结束

了，要坚持学习。 

学习既要“学”，又要“思”，还要“习”，都做到了才是真正的学习，

同时还要有想学的“心”，我们要有方法地好好学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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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乙 林  俐 

                              孔子是世界上著名的教育家，他给我们

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意

思是，几个人一起行走，其中必定会有可以当

我的老师的人。 

我想我们一起生活在这个小小的惑星

上，一定要保持和谐。和谐就是大家相互帮助。 

什么事都是，一个人去想不如大家一起想的好。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是狭隘的，

而综合几个人的不同的想法的话，看事情的视野就会宽阔，也可以总结出更

好的办法，就可以得到更好的结果，也就是对更多的人们有益的结果。 

孔子还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是说只学习而不去思

考的话，没有用，只思考而不学习也不行。我经常只是想而不去行动。只是

考虑，行动起来跟考虑的事情不一样的话，人就会混乱。只学习而不去思考，

这也是我经常犯的错误，是我的一个坏习惯。我背课文的时候经常只是死记

字的读音，没有记住字的意思，所以默写的考试时，我只能想起字的读音，

却想不起字的意思，所以有时会写不出来。人要有一定的学习时间，也要有

思考的能力。还要有想学习的“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记住很多的东西。 

孔子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宝贵的教育思想，所以我们很尊敬他。我们也

要给我们的子孙们传授孔子的教育思想，让他们也同样得到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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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排球部（中学）       8月 29日 

中央区･兵庫区新人大会  

我校 0  ： 2 渚 

 

 

小学棒球部 
神戸市少年団中央地区リーグ戦 

我校 3  ： 1   湊 A       8月 2日 

我校 1  ： 13   宮本上筒井 A  8月 10日 

我校 3  ： 1  港島 A      8月 11日 

我校 21 ： 0  こうべ A     8月 23日 

  

 

 

 

 

2020 年度第二学期开学式 

8月 18 日（周二）早上 8点 30分钟，为了避免“三密”和防止学生中暑，

学校以广播的形式举行了 2020年度第二学期的开学式。 

张述洲校长在给全校学生的讲话中说：“今年非常特殊，暑假只有两周的

时间，从今天开始，同学们就来学校上课。现在天气非常热，同时又要预防新

冠疫情，所以一定要带口罩。在这种特殊的状况下，在上学路上、人少的时候

可以适当拿下口罩，以防中暑。但是在路上人多的时候、在地铁、电车或大巴

等交通工具里时，一定要带上口罩。” 

张校长还说：“现在也不知道疫情会到什么时候会被控制，同学们一定要

注意身体。要注意休息，保证充足的睡眠，一定要吃早饭，中午不要在操场玩

的时间太长。希望大家愉快健康地过好学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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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排球部（中学）        

令和 2 年度中央区新人バレーボール大会(女子の部)    

8月 29、30日 

我校 ２：０ 港島学園    予選 

我校 ２：０ 葺合    リーグ 

我校 ２：０ 湊翔楠     決勝 

我校 ２：０ 神戸生田  トーナメント  

優勝 

 

 

 

 

 

 

 

 

 

 

令和２年度第 11 回神戸市私立中学校女子 

バレーボール大会  9 月 13 日 

我校 ２：０ 親和 

我校 ２：０ 滝川第二 

A ブロック優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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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户中华同文学校 10月份盒饭菜单 

菜单(メニュー)                             

水曜日 木曜日 金曜日 

   

10月 7日 

 

照り焼きチキン丼（鶏モモ、ご飯）イカリングフライ

（イカ、卵、小麦粉、パン粉）スパゲティーナポリタン

（ベーコン、玉ねぎ、スパゲッティ、ケチャップ）ワカ

サギフレンチマリネ（ワカサギ、野菜、マヨネーズ）海

苔塩ポテトサラダ（青のり、ジャガイモ、マヨネーズ）

調味料 

10月 8日 

 

牛丼（牛肉、ご飯、玉ねぎ）おからとヒジキのコロッ

ケ（おから、ヒジキ、ジャガイモ、小麦粉、卵、パン粉）

味付け煮卵、明太子チーズマカロニサラダ（マカロ

ニ、マヨネーズ、明太子、チーズ）調味料 

10月 2日、10月 9日 

 

オムライス（ツナ、コーン、ご飯、卵） 

カレー風味肉団子（豚肉、卵、カレー粉）サツマイモ

天ぷら（さつまいも、てんぷら粉）油淋鶏（鶏モモ、香

味野菜）パンプキンサラダ、調味料 

１０月１４日 

 

１０月１５日 

 

１０月１６日 

 

   

１０月２１日 

 

牛カルビ丼（カルビ、ご飯）じゃがバター（ジャガイ

モ、バター、玉ねぎ）クリームロールキャベツ（キャベ

ツ、豚挽肉、クリーム、小麦粉）エビフライ（海老、卵、

小麦粉、パン粉）キノコポテトサラダ（キノコ、ジャガ

イモ、マヨネーズ）調味料 

１０月２２日 

（海老、卵、ご飯）コーンクリームコロッケ（コーン、小

麦粉、牛乳、卵、パン粉）チーズハンバーグ（豚肉、牛

肉、卵、パン粉、チーズ）フライドポテト（ジャガイモ）

カレービーフンサラダ（ビーフン、野菜、豚肉） 

調味料 

１０月２３日 

 

チャーハン（豚肉、玉ねぎ、ご飯）チキンハニーマスタ

ード焼き（鶏モモ、マヨネーズ、はちみつ）海老団子

甘辛チリソース（海老、卵、豆板醤、ケチャップ、野

菜）若鶏のから揚げ（鶏モモ、卵、小麦粉、片栗粉）ポ

テトごぼうサラダ（ジャガイモ、ごぼう、マヨネーズ）

調味料 

１０月２８日 

 

１０月２９日 

 

１０月３０日 

 

过敏成分一览表（アレルギー表示〇は使用しているもの） 

       照り焼きチキン弁当 牛丼弁当 ツナコーンピラフオムライス弁当 牛カルビ弁当 海老と卵のバラ寿司弁当 叉焼チャーハン弁当 

卵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乳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小麦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エビ 〇製造過程 〇製造過程 〇製造過程 〇 〇 〇 

カニ 〇製造過程 〇製造過程 〇製造過程 〇製造過程 〇製造過程 〇製造過程 

落花生 × × × × × × 

そば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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