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2002211 年年 1111 月月 11 日日  

〒650－0004 神戸市中央区中山手通６丁目９番１号 

TEL:078-341-7885     FAX:078-341-7910 
https://www.tongwen.ed.jp/ 

 

学校法人 神 戸 中 華 同 文 学 校 



2 
 

 

 
 
 
 
 
 
 
 
 
 
 
 
 
 
 

 

 

  
 
 
 
 
 
 
 
 

 22002211年年  

1111月月号号  
《《学学校校通通讯讯》》  
第第 668844期期  

(1)11月 1日(周一)起，中学生更换冬季校服。 

(2)11月 3日(周三)是日本节日文化节，学校放假一天。 

(3)11月 4日(周四)我校举行 2021年度游艺会（校内直播方式）。 

(4)自 11 月 5 日(周五)起授课时间按下表进行。 

モ/操 晨会 1 2 3 4 午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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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5日(周五)起，课外活动时间从 3点 40分开始，到 5点为止。 

5点以后，学生一律离校回家。 

(6)11月 10日(周三)为小五、中一、中三全体学生进行耳鼻咽喉科检查。 

(7)11月 12日(周五)举行小四～中三常用词汇考试。 

(8)11月 13日(周六)举行 2022年度小学一年级新生面试，当天全校停课一天。 

(9)11月 16日(周二) ～17日(周三)举行线上授课参观,详细办法另发通知。 

(10)11月 23 日(周二)是日本节日勤劳感谢之日，学校放假一天。 

(11)11月 24日(周三)～11 月 27日(周六)中三学生举行期考。 

(12)12月 1日(周三) ～2日(周四)小学六年级举行毕业旅行。 

(13)12月 3日(周五)小六学生因参加毕业旅行,补假一天。 

 

※ 联系事项・导读 ........................ P2 

※ 鸣谢 .................................. P3 

※ 2021年度运动会 ...................... P4 

※ 秋游 ................................ P12 

※ 体育消息 ............................ P18 

※ 盒饭消息 ............................ P20 

※ 校友会消息 .......................... P2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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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日(周六)歯友会捐 10万日元。 

★10 月 16 日(周六)山口勉先生捐 2万日元。 

★9 月 22日(周三)株式会社國立代表取締役簡智洋先生捐マスクケース 710枚。 

 

10 月 2 日（周六），本校为全校学生进行了齿科检查。 

为感谢常年来为本校齿科检查的无私奉献，现将今年来校的各位先生及

单位芳名刊登如下，谨致谢忱。  

龙崎  健荣 先生（龙崎齿科医院）             

杨  浩彰 先生（医）アキラ矫正齿科クリニック）  

任  顺隆 先生（神戸元町にん齿科クリニック）           

邹  天皓 先生（勤务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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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前行，不负韶华 

——记神户中华同文学校 2021 年度运动会 

碧空如洗，天山共色，时至初秋，诹访山上的树木依旧郁郁葱葱。一扫连

日来笼罩在神户上空的阴霾，神户中华同文学校 2021 年度运动会受疫情影响

在经过一次延期之后，终于在 9月 29日顺利拉开了帷幕。庄严的义勇军进行

曲中，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飘扬在蔚蓝色的天空里，格外鲜艳。 

张校长开幕式上铿锵有力的讲话为这次运动会定下了基调。张校长指出：

疫情之下举办这次运动会，老师和同学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做了大量的准备工

作。希望同学们发挥我校“团结友爱，互敬互助”的优良作风，友谊第一，比

赛第二，使我们这次运动会能够顺利、平安地完成！ 

兵库县的紧急事态宣言仍未解除，今年的开幕式

删繁就简，沿用去年的方式，全体学生从入场口一起

向司令台的方向行进。虽为新冠疫情下避免密集做出

的妥协，但体现了我校老师们因地制宜，随机应变的

策划方式，在实际应用中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开幕式 

流传的才是经典。第六套广播体操诞生已有近 40年的历史，但因其动作

舒展、旋律优美、易于推广、适合中小学生的特点在我校一直沿用至今。而且

老师们根据小学低年级学生协调能力较差的特点对广播体操进行了稍许简

化，让一年级的新生学习起来更加容易。——团体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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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稚嫩的腿脚，坚定的眼神。在老师们和高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的关心和帮

助下，你们从懵懂的幼儿一天天的成长起来，成为我们校园里最萌最可爱的风

景！——小一、二赛跑 

队友，我已经精疲力尽了，但我不会放弃，你也要加油！再坚持一会我们

就能战胜对手！简单的一根竹棒，却可以传递力量、友谊和信任。——中一、

二女拉棒比赛 

动作的协调和与同伴的合作在这时显得特别重要。球又掉了？不要气馁，

我们一起再把它夹起来运往终点。——双人运球（中一、二男） 

灿烂的阳光下那一张张可爱的笑脸把欢乐传染给了每一位观众，结束时酷

酷的背转身及高举的右臂告诉大家，你们还是从前一个不忘初心的少年！——

小三、四《少年》 

这是一根普通的木棒.它握在接力运动员的手中.冰冷变为热情.刚毅溶

进柔和.我们握住它在赛场上飞奔.跑出我们的青春与激情。——接力赛跑小

五、六选拔 

全校红白接力无疑是每届运动会 

上参与班级最多、关注度最高、最富 

有悬念的竞赛项目。从小学一年级到 

中学三年级，每班选拔出两个代表， 

组成红白两队来进行接力赛。以大带 

小，团结友爱，互敬互助，这正是神 

户中华同文学校校训的最好体现。——全校红白接力 

初秋明媚的阳光下那一束束五彩斑斓的甩花仿佛幻化成了天使美丽的翅

膀。一二年级的小天使们，你们笑起来真好看！——《你笑起来真好看》小一、

二 

战胜对手，是我们的目标。战胜自我，是我们的信念。紧握住手中的长绳，

每一个人都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去凝聚，去释放。势均力敌的比赛，僵持不下的

相持，拼搏过后的结果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团结一致，坚持到底的过

程。——拔河 小五、六男 

对不起老师，我本想把球投到小箩筐里的，结果不小心投到您的头上了。

——小箩筐 小四 

一个个稳实的马步，好像让人怎么也推不倒；一个个轻慢的动作，好像能

把最重的力量都卸掉；一个个专注的眼神，好像除了自己全世界都消失了。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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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6分钟的表演，凝聚了同学们多少汗水和忍耐！——太极拳表演 小五、六 

空中飞舞的红白小球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像一群不听话的蝴蝶，就是

不肯飞到球网里去。没关系，等球落地了捡起来再投一次！——投球比赛  小

一、二 

这届运动会是你们在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的参加的最后一届运动会了，明年

春天你们就将怀揣着各自的梦想踏上高中的征途。希望你们牢记并传承同文学

校的校风校训，感谢你们为学弟学妹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扣人心弦的比赛！—

—变化比赛 中三 

你矫健的身躯像一道闪电划过喧嚣的赛场，延伸的跑道融入了你所有的快

乐，所有的精彩都在你撞线的那一刻。——运动部对抗接力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上下五千年，龙已渗透了中

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淀。激扬澎湃的鼓声中，数条

巨龙在操场上蜿蜒舞动，展示出了华夏民族的精神与气魄！——《舞龙》 中

学全体学生 

一条跑道，要四个人共同去打造一个信念，要四个人一起去奋力拼搏。每

次交接都是信任的传递，每次交接都是永恒的支持！接力赛跑 小三、四选拔 

入场式上的一小段舞蹈让观众耳目一新。需要四个人共同配合才能颤巍巍

抬起的大球揪住了全员的目光。这是一场没有失败者的比赛，输赢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们传递给观众的那种屡败屡战，不屈不挠的精神。——抬大球 小

五、六女 

共同奔跑的速度，转弯的时机，角度，传递时竹棒的高度，都是对场上的

4名同学崭新的挑战。所幸的是，你们完美无瑕的做到了！——龙卷风 小三全 

今年的教职员竞赛老师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风趣幽默的表现让全体学

生忍俊不禁。最后凭 

借在规则边缘试探的 

艰难的“努力”为红 

队扳回一城——教职 

员竞赛 教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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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届运动会最热血的压轴 

戏，往往有着扭转乾坤的力量。你 

们在赛道上尽情挥洒的，恰是老师 

们曾经拥有却渐行渐远的青春。年 

轻没有失败，奔跑吧， 

追风少年！—— 

接力赛跑 中学选拔 

 

你是运动场上正义的化身，你是比赛场中公平的使者，你手中挥动的令

旗，为我们的运动会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裁判员 

感谢你们比赛间隙不顾疲劳为接下来的项目准备道具和场地划线，感谢你

们比赛进行中不遗余力的为场上的运动员加油助威，感谢你们清晰及时的为全

体师生播报比赛情况。你们的努力工作保证了运动会的顺利进行。同学们，辛

苦了！——运动会道具、画场、声援、广播等部门 

尘埃落定，比分定格在 122：121，红队险胜。张校长在闭幕式上说：“今

天的运动会在全体同学，全体老师的共同努力下圆满顺利的完成了。虽然最后

红队白队只是一分之差，但我相信这次运动会会给每位同学留下深刻的印象，

因为，你们每个人都是胜利者！”——闭幕式 

 

 

 

 

 

 

写在最后：本届运动会进行时正值兵库县紧急事态宣言期间，新冠疫情形

势依然十分严峻。在这种形势下全校师生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做了大量的准备

工作，充分发扬我校“团结友爱，互敬互助”的优良传统，平安、顺利地完成

了本届校运动会。9 月 30 号好消息传来，兵库县解除了紧急事态宣言，这也

可以视为我校在抗击疫情方面取得的阶段性胜利。同学们，希望你们砥砺前行，

不负韶华！ 

      照片：张国哲 文责：管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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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甲 松本悠希  

九月份有我们大家期待的运动会，我们都为了这一天，在每次的体育课以

及集训中都努力练习。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们身边。 

我到了学校，看见同学们在黑板上写“红组加油”，画一些和红组加油有关

的图案等。 

在中三哥哥姐姐的主持下一年一度的运动会开始了。首先是一到四年级的

团体操，我们开始表演了。第七个是我们跳的舞蹈《少年》，我们变成一架架飞

机飞向场地，大家都为我们鼓起掌来，我们把学到的舞步展现给大家，得到了

很多老师的好评。 

吃完了午饭，我们又去操场看下午的项目，都很有意思。最后到了最紧张

的时刻。司仪姐姐公布了比赛结果：红组优胜！我们红组的人高兴极了。我觉

得这次的运动会真开心。 

 

小四乙 韩佳悦  

九月二十九日星期三，终于迎来了我们期待已久的运动会。早上六点我就

起床了，收拾好书包，准备出发。 

我开开心心地去了学校。到了学校之后，我和朋友谈了起来，之后我看了

看黑板。大家在黑板上写着“白组加油”等一些东西。我很担心白组会输，于

是我就紧张了起来。 

运动会的项目丰富多彩，有投球比赛、舞龙、拔河、龙卷风、变化比赛、

表演等等。我最喜欢的项目是“接力赛跑”，我的一组是蓝色，经过我们无数次

的练习，在当天的比赛终于赢了。 

在闭幕式上发表了结果：红组一百二十二分，白组一百二十一分，我们输

了，我很伤心。虽然这次的运动会无观众，但是很精彩，很激烈，给我留下了

一个难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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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五甲 简飒佑   

9月 29 日是我最盼望的运动会的日子。当天我到了学校后突然紧张起来，

马上开始做体操使自己放松下来。 

运动会开始了。校长讲话结束后比赛就正式开始了。五、六年级接力赛跑

很有意思。我以为我们红组会赢，结果输了。我的朋友很不开心，说输的原因

是自己，我听到他这样说就安慰了他。而我出场了小一到中三的接力赛跑我接

棒时是最后，可是我拼命地追了。虽然不能改变结果，但我尽力了。跑完后，

同学都对我说：“你跑得真快呀！”我高兴极了。我还出场了拔河，运动会练习

时总是输给白组，可是这天我们是平局，我们都高兴得大声欢呼起来。老师们

的比赛也很有意思，平时很严肃的老师也都笑着，看着老师们拼命比赛的样子，

笑得肚子都疼了。 

最后的节目是中学生的赛跑，也很厉害。他们跑得非常快，我吓了一跳。 

项目都结束了。发表分数的时间来了。红组 122分，白组 121分，我们获

胜。红组的同学都高兴地蹦了起来。 

今年的运动会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小五乙 结城太翔   

九月二十九日，天气晴朗。今天是开运动会的完美的日子。但是，和去年

一样，由于疫情日本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因此今年也没有观众。我的父母虽然

也很期待运动会，但不能来看，我们都有点失望。所以，我只能和同学、老师

一起享受运动会。 

五年级的比赛有太极拳和拔河。也有接力赛跑，但我没能成为选手，所以

我就全身心地为他们加油。可惜我们白组输了。但是，被选为接力赛跑选手的

人拼命奔跑，我们也拼命声援，所以我无怨无悔，虽败犹荣。 

太极拳在体育课上练习了很多次，我尽力了，但我觉得做得不好。妈妈说

太极拳难度比较大，因为呼吸很重要，而且动作要有一个适当的停顿的地方。

下次我希望能够做得更好一点。 

在接下来的拔河比赛中，五、六年级的男生并肩作战。我们拔了两次，第

一轮花了很长时间，我们都有点筋疲力尽，结果平局，但通过我们的努力，第

二轮我们赢了，大家都欢呼起来。 

今年的最后成绩一分之差我们白组输了。我很遗憾但下定决心，明年我一

定要赢。还有，我想让我的父母也能看到我努力的样子。 

这就是使我快乐的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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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六甲 白恩赫    
今天是我们学校 2021 年度的运动会。对我来说这次是小学最后一次运动

会了。 

今天天气很好，早上我怀着期待的心情，早早地来到了学校。今天运动会

我最难忘的项目就是我们五六年级全体男生的拔河。之前在练习比赛中我们红

组一下子就输了。可在今天的比赛中，第一局竟然是红白平局。在比赛中我们

双方都互不相让，齐心协力，咬紧牙关使出浑身的力气参与到比赛中。最后虽

然我们红组输了，但是我们也很开心，因为我们都付出了努力！一胜一负是我

们目前为止最好的成绩了！ 

今年运动会，我们五六年级集体表演太极拳。刚开始练习时觉得有点难，

后来练得越来越顺利，练完后觉得很舒服，真希望以后还可以再练习太极拳。 

这次的运动会红组是 122分，白组是 121 分。我们红组胜利了！我非常开

心！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是三连胜了！ 

这次是我小学最后一次运动会，今后小学六年级还有很多的活动。我希望

今后的活动都可以这么开心地完成。 

 

 

小六乙 周凡越  
在晴朗的日子，学校举行了我的小学阶段最后一次运动会。有很多项目都

特别精彩。从六年级开始，我们都有负责的工作。老师说：“你们知道为什么

我们每次都能很顺利地举行各种活动吗？是因为有学生配合老师做很多工

作。”老师都这么说了，我一定得好好工作，做好自己的事情。 

运动会前一天，负责工作的同学要集合。那一天我们只上四节课，但有工

作的同学要留到三点。老师给了我们一张通知，我被分配到一、二年级的白组，

我很开心，因为在前面可以看比赛。 

运动会当天，我坐在一、二年级的后面，还有老师在，所以还挺轻松的。

但是老师比赛的时候要负责管理秩序、陪同低年级同学去厕所等等。其中,在

一、二年级同学的比赛时有两个女孩没参加。有一个坐着哭，我见状立刻去安

慰：问为什么没有参加等…… 

最后发表成绩，我们白组输了。就差一分，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遗憾。毕竟

是小学最后一次的运动会。不过输了就是输了，我们要乐观看待比赛结果。这

次的运动会圆满结束了，我也感到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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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甲 李文宏 

在这秋高气爽的九月末，我们学校举行了一年一度的运动会。今年也因受

到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的影响，没请家长来参观，也不能大声助威。 

运动会开始了，各班队伍依次入场。我想：今年我们红组要赢，绝对不能

输给白组。 

项目一个一个过去，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就是最后一个项目——中学

男生接力赛跑。我很幸运，自己也被选上了代表。 

发令枪一响，第一棒的四个人跑了起来。拿到同学 S 给我的接力棒，我费

了九牛二虎之力，拼命地往前跑。差一点就要追到前一个跑者时，我把接力棒

传给了第三棒的同学。结果，我们接力第四名，输了。最后轮到中三男生时，

有些人友好地开了玩笑，我觉得很有趣，大家也都哈哈大笑起来。 

运动会最后一个项目——闭幕式。全校学生又在操场集合，公布得分，并

发奖。广播说：“现在发表分数。”满头大汗的大家都把视线集中到计分表。“红

组，122 分；白组，121分。结果：红组获胜！”听到这，我们红组很高兴，有

的人跳了起来，有的人在拥抱…… 

前一次红组的胜利听说是 7、8 年前的事，所以很久没战胜白组了。我希

望明年也能赢。 

中一乙 天王寺庆笃 

在这充满初秋气息的九月末，我们学校举行了“运动会”。 

蓝蓝的天空上太阳公公露出了笑脸。八点四十五分，全体学生到了“战斗”

的地方——操场。四次发令枪响后，我们的“运动会”开幕了。 

整个运动会有各种各样精彩的项目，如：投球、舞龙、小箩筐、变化比赛、

太极拳、拉棒比赛、拔河、接力赛、跳舞、抬大球比赛……看着都很有趣。 

“第 23 个项目是接力赛跑，中学选拔（女生）。”听到报幕的学生说的项

目名，我当时非常紧张，因为我要参加其次的接力赛跑。中一、中二、中三都

跑完了。我们男生的中学接力赛跑将要开始了！ 

入场时，我心里怦怦直跳。我慢慢地跑到了起点，等着枪响，裁判的同学

说：“各就各位!预备！起！”发令枪一响，我们就飞快地奔跑，顿时听到了大

家的助威与掌声，我更加用力地跑了起来，顺利地把接力棒传给了下一位同

学，但后面的同学渐渐落后，结果被白组的第二组领先了，我伤心得快要哭起

来了呢！虽然结果是我们白组第一、第二名，但我并不满足，非常后悔。 

运动会的结果，虽然是红组赢了，但红组白组都尽了全力，我希望明年的

接力赛跑能第一个到达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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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全校秋季远足的日子, 

虽然是秋天,但气温依然不减, 

像夏天一般炎热。炎热的不止 

是气候,还有一二年级的同学们 

盼望秋游到来的炙热心情。 

    大家兴高采烈地来到学校, 

就等着老师一声令下。当出发 

的口令一下,大家像箭一样地在 

走廊排队,整装待发。这次的目的地是学校后山的金星台和山顶。五位班主任

和陪同的各位老师们为了此次秋游做了很多事前功课,开了几次碰头会,就是

为了保障孩子们的安全和防疫。结果孩子们也不负所望,平平安安地完成了本

次秋游活动。 

    在活动中,感受最深的可能就是孩子们玩耍时纯真的笑容,午饭时狼吞虎

咽的样子,回来时依然精神抖擞的表情。孩子们真有潜力,怎么玩都不累,甚至

很不尽兴地还要留下玩。看到这些,老师们也都很欣慰。这次秋游,开阔了同

学们的视野,增进了同学们间的友谊,也让老师们对校园外的孩子们有了新的

认识。这是一次愉快而且充满意义的秋游,期待下一次活动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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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四甲 林心优 

十月七日是很开心的一天——秋游。我在前一天晚上看了天气预报说：明

天是晴天。我很高兴地收拾东西，为明天做准备。一早到了学校，大家集合后

就向目的地：兵库县立美术馆出发了。在途中休息了一次，步行了两个小时，

终于到达了兵库县立美术馆。 

美术馆里面有导游。导游首先告诉我们在美术馆的注意事项。休息了一会

儿，我们要到二楼参观了。二楼有很多模型，其中的精致的模型让我吓了一大

跳。里面也有建筑图。不一会儿，我们下去一楼。一楼的模型也像二楼一样精

致。从美术馆出来后，我们在美术馆外面照了相。之后我们去了草坪玩。我们

玩儿了捉迷藏，我们玩儿得特别开心。时间过得很快，不一会儿我们就要回学

校了。回到学校时，大家说：“想坐大巴回学校！”但老师说只能走路回学校还

让我们要加油。我们没办法就走啊走啊，终于回到了学校。 

回到教室，我满头大汗地等着乙班。回来后，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秋游中我学到了很多 

知识。我们走了很远的路， 

虽然走得很累，但是我觉 

得很开心。 

 

小四乙 竹川湧翔 

随着秋游的日子越来越近，我晚上兴奋得睡不着觉。明天是 10月 7日秋

游的日子，我早早地准备明天所需要的物品，衣服，还特意看了天气预报和一

些有关美术馆的资料，怀着期待的心情进入了梦乡。 

今天真是好天气，处处好风光……跟着学校的大部队一边向前走，一边观

赏路边的风景，不由自主地让我想起了一首中国的歌。今天的目的地是兵库县

立美术馆，距离学校约 4.7公里，大概步行 1个小时左右，一路上大家显得特

别安静，默默地向前前进着，不知不觉间，一栋能眺望大海的独特建筑出现在

了眼前，入眼的是一整排大阶梯，它的正前方有一位大女孩，手上捧着太阳，

听说是象征着未来与希望，进入会馆看到了各种名人的有趣的艺术作品，我还

见到了一个特色的圆形螺旋梯。时间过得飞快，午饭时间到了，我们爬上了天

台，入眼的是一个青绿色的巨型苹果，很想过去吃一口。 

回家的路上，馆内的各种设计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短暂的一天结束了，

我又得踏上回家的路程，脚又酸口又渴，下次不想再走这么长的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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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五甲 铃木利空 

十月七日是我期盼已久的秋游的日子。我们要去神户港森林公园玩儿。玩

的东西可以自己拿来，所以我拿来了球和一些玩具，然后还要去观察地震遗址

和海洋博物馆。 

来了学校，很快就出发了。先要去森林公园玩儿，走了三十五分钟以上终

于到了目的地，听完老师的讲话，然后就开始自由活动了。我和朋友先玩带有

吸盘的玩具，是一个人扔起来另一个人接住的玩具。我们还拿来了飞盘。很好

玩！还玩了篮球和羽毛球。我非常高兴。吃了午饭后去了海洋博物馆。从震灾

遗址的震惊到了有很多船的模型的海洋博物馆，让我感到很开心。那里有地球

的模型。里边有两个球，还有世界遗产，球碰到的话会发光。我一直忙着摸摸

这个，看看那个，好兴奋。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结束的时间很快到了。 

回家是在那里解散的。我和朋友  

一起坐 JR 回家了。这就是我开心

的秋游。 

 

 

小五乙 北本佳意  

10 月 7日是个晴朗的好天 

气，也是我们秋季远足的日子。 

虽然中秋节已经过了，但秋老虎还是很厉害。一动就会让我们出很多汗。 

这次远足要走很长距离，在学校集合，走到神户港森林公园，然后再走到

神户港震灾纪念遗址和神户海洋博物馆。 

而在这之前，我一直有一件担心的事。因为 9月 1日我脚腕子的骨头骨折

了，还没完全治好。运动会时，我只能拄着拐杖看，不能参加一切项目。但是，

10 月 5日的诊查中，大夫告诉我可以参加远足，我十分高兴。 

远足当天，先到了神户森林公园，我们在这里打篮球、打排球、玩捉迷藏、

吃午饭，好开心。能跟老师一起打篮球，特别让我印象深刻。 

从神户港森林公园走到神户海洋博物馆时我一边走一边看海。海面银光闪

闪，非常美丽。途经地震遗址的时候，我又被地震时的场景所惊呆。 

到了神户海洋博物馆，那里展览着许多精密仪器。但可惜，我只玩了“電

車 60”集合时间就到了。 

今天我久违地走了很长距离，对我也是一个挑战，这真是值得回忆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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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六甲 野中就介 

今天，我们六年级去王子动物园秋游。今年也很特殊，因为有新冠肺炎的

流行，所以我们是徒步走去王子动物园的。 

王子动物园里一共有 7个区域，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其中有几只动物让我

印象最深。 

第一个是袋鼠。它是草食动物。袋鼠们睡觉的样子有趣极了，看起来很舒

服。第二个是火烈鸟。它们的颜色一般是粉色或白色的。但是火烈鸟群中有一

只是灰色的。我才知道灰色的是“小婴儿”，长大后它就变成粉色的，很有趣。 

最后是树獭。树獭的动作很慢。看树獭爬树的样子，就好像在看电视上慢

速播放的动画一样。 

我们是分组参观的，组长可以带手表也要有责任心，要照看大家，我觉得

这样做很有效果。中午，我们在旁边的公园吃过饭后就解散回家了。 

今年的秋游我觉得很累但很开心，很满意。希望下次的秋游也能这样开心。 

 

 

 

 

小六乙 大釜岳   

10月 7日那一天，

我们 6年级去了王子动物园。我万事俱备，只等着出发去动物园，心情很激动。 

我们从学校一直走到了生田川公园，休息了一会儿后，又拍了合影，然后

又走了 20分钟左右终于来到了王子动物园。来到动物园以后我们按小组行动。

我们首先去看草食动物，看了河马。我觉得河马很大！它住的地方是有水、有

草的地方。它总是在舒服地睡觉，肚子朝天。其次我们去看夜行动物，看了蝙

蝠，它居住的地方很暗，所以我们一直哆哆嗦嗦地向前走着。出来以后，听说

有一位女孩子丢了眼镜。于是我们又跑回去找，但是那里太暗所以很难找，幸

运的是，最后通过我们的努力，终于为她找到了眼镜。大家安心了。第一次的

自由活动结束了。 

第二次是参观下面一带。解散后马上去看猛兽，有老虎，感觉它很帅。参

观结束后，走了 5分钟左右，在另一个公园吃饭，休息。吃完饭以后我们都累

了。最后我们又回到动物园，在那里解散了。 

我感到这次秋游很有意思，我明年还想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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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甲 孙筱凛 

十月七日星期四，我们学校举行了秋游活动。我们中学部登山，去了猩猩

池、大龙寺、市原和布引瀑布。目的地是布引香草园。 

我们八点五十分从学校出发，向着北方步行，一直走到山上。过了一个小

时左右，首先到达了猩猩池休息几分钟后，接着走到了大龙寺和市原又休息了

几分钟。又走了三十分钟，终于到了布引香草园。我们照了集体照和吃饭时的

小组照。 

在吃完饭后的自由时间，我们组参观了神户布引香草园。里面有很多各种

各样颜色的鲜花和香草，山顶上不仅有“誓言之钟”，还有很多吊床。里面到处

有摇篮，空气很干净，很舒服，还能眺望神户美景。在温室里我们看到了很多

热带植物。在香草博物馆，我们学习了在生活中怎么使用香草和花草。里面很

浪漫。在这儿也照了一张相片。最后回到了草坪上集合。下山时还看了瀑布。 

这次秋游虽然走累了，但是我们看到漂亮的风景，学到了很多关于植物的

知识。我希望明年也能举行快乐的秋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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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生生排排球球部部  

令令和和 33 年年度度第第 6611回回  神神戸戸市市中中学学校校新新人人ババレレーーボボーールル大大会会  

2021年 10月 2日、3日  

我校 1：2 井吹台 

我校 2：1 鷹取 

我校 0：2 本山南 

 

  
  
  
  

中一乙 林凛夏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早上，全校师生排着长长的队伍，分别去感受秋天的气

息。我们中学部是去——神户布引香草园。 

我已经去过香草园好多次，所以我原以为，肯定不许买香草，只看了花草

就回去，有什么意思？但其实不是这样，原来跟同学爬山秋游是这么的快乐。 

让我感到最快乐的是香草博物馆。那里充满了花草的香味。在那儿我跟老

师和朋友一边打开瓶子闻闻味儿，一边谈想在房间里放什么样的香草。老师还

教我们在路上长着在“理科”学到的植物。还有同学在橡胶树下告诉我们：“你

们都知道吗？香蕉在摘了以后卖出去以前给它喷了乙烯气，就变成平常我们吃

的黄色香蕉。”在那儿还有世界各地的调料和咖啡树。这些是我以前去的时候

没看过的，也学到了很多关于植物的知识。我觉得比以前来的时候更有意思。 

这次秋游比我想象的要开心。不仅看到了很多秋天的花，还学到了一些新

知识。我想把这些知识活用到学习上，让这次的秋游变得更有意义。 

 



19 
 
 

女女生生排排球球部部  

令令和和 33 年年度度第第 6611回回  神神戸戸市市中中学学校校新新人人ババレレーーボボーールル大大会会（（女女子子））  

2021年 10月 2 日  

我校 2：0 横尾 

我校 0：2 須磨北     

中中学学乒乒乓乓部部  

令令和和 33 年年度度  神神戸戸市市中中央央区区中中学学校校新新人人卓卓球球大大会会  団団体体優優勝勝  

2021年 10月 16 日 

我校 3：0 港島学園            

我校 3：1 神戸生田              

男男子子シシンンググルルスス  

準優勝 趙祐喆 

第 3位 大谷知也 

第 5位 賀勇輝 戈若愚  

小小学学棒棒球球部部 

ヤヤノノススポポーーツツ旗旗地地域域親親善善少少年年野野球球大大会会  

2021年 9月 12 日，10月 3日 

我校 4：1  藤原台 A      

我校 3：7  明親 A   

中中学学棒棒球球部部  

神神戸戸市市中中学学校校秋秋季季野野球球大大会会  第第 22ブブロロッックク予予選選  

2021年 8月 28 日～9月 18日  

我校 6  ：1   神戸生田 

我校 7  ：0   長峰 

我校 2（1）：2（2） 渚 

敗者復活戦 我校 2  ：0   長峰 

我校 0    ：6     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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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戸校 東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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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診療療科科目目＊＊

内内科科 / 外外科科 / 整整形形

外外科科 / 児児童童精精神神科科

皮皮膚膚科科 // 放放射射線線科科

リリハハビビリリテテーーシショョンン科科

各各種種健健診診・・人人間間ドドッックク・・アアンンチチエエイイジジンンググ
ドドッックク

〒〒665500--00002222 神神戸戸市市中中央央区区元元町町通通77丁丁目目11--1177
TTEELL::007788--336622--55001100 FFAAXX::007788--336622--55002200
病病院院HP: hhttttpp::////wwwwww..kkoobbeehhaakkuuaaii--ttooggeenn..ccoo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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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079-222-2909

http://www.pekinkaku.com

神戸本社 
〒650-0004 
神戸市中央区中山手通 3丁目 10-14 日玉ビル 2Ｆ 

TEL 078-222-8088       FAX 078-222-8086 
          携帯番号 090-3974-2866 
       EMAIL：llyang@nichigyoku.co.jp 
東京営業所、九州営業所、日向工場 

日向工場にてISO22000. FSSC22000認証取

代表取締役 楊 立寧

株株式式会会社社 江江山山楼楼

代代表表取取締締役役会会長長 王王國國雄雄 ((第第１１３３届届))

本本部部 〒〒８８５５００－－００８８４４２２ 長長崎崎市市新新地地町町１１３３－－１１６６

TTEELL ((  ００９９５５ ))  ８８２２４４－－３３１１６６２２

FFAAXX ((  ００９９５５ ))  ８８２２４４－－６６１１７７６６

ホホーームムペペーージジ hhttttpp::////wwwwww..kkoouuzzaannrroouu..ccoomm



34



35

〒 650-0011   神戸市中央区下山手通3-3-1 ｳｪﾙｽﾄﾝﾋﾞﾙ402号
TEL 078-335-1770 FAX 078-335-1660
E-mail：junkou@junkou.co.jp

順順興興通通商商株株式式会会社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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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763-0074

香川県丸亀市原田町2255番1

TEL：0877-43-2826 FAX：0877-43-2827

-------- Cathay Group --------

大連今嘉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大連市旅順経済開発区興港路16－1号

TEL：86-411-8620-2319

大連今海船務有限公司

大連市中山区長江路123号

TEL:86-411-8252-9451

大連嘉世維商貿有限公司

旅順経済開発区興港路16－1号

TEL：86-411-8620-0965

今嘉設計新技術開発

(呼和浩特)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賽罕区大学西路36号

学府康都B座13F

TEL:86-471-3382641

http://www.cathay-j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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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亜物産株式会社

世界20ケ国以上からドライブルーツ、ナッツ、農産加工品を直輸入。
150種以上を取り扱っております。

〒650-0017 神戸市中央区楠町3丁目2-3
TEL: 078-371-7714 FAX: 078-371-7752
ホームページ: toa-bussan.com

※一部ネット販売も行っております。「global garden」で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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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crt@ktd.biglobe.ne.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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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国食食品品・・銘銘酒酒 ・・家家具具 ・・工工芸芸品品 ・・繊繊維維製製品品・・輸輸入入販販売売（（卸卸・・小小売売））

株式会社 東栄商行

TTEELL 007788--332211--33776655((代代))

FFAAXX 007788--332211--33776677

TTEELL 007788--333311--55111188

TTEELL 007788--332266--66555555

本本 店店：：神神戸戸市市中中央央区区下下山山手手通通22丁丁目目５５－－６６

EE--MMaaiill kkttooeeiisshhoo@@tteeaa..ooccnn..nnee..jjpp

元元 町町 店店：：神神戸戸市市中中央央区区元元町町通通11丁丁目目３３－－６６

南南京京町町本本店店：：神神戸戸市市中中央央区区栄栄町町通通２２丁丁目目８８－－９９



44

※お問い合わせ、詳細は、

神戸中華同文学校 『 学 校 通 訊 』広告担当 梁（ﾘｮｳ）文健迄

TEL:(078)-341-7885 FAX:(078)341-7910

Email: l-wenjian@tongwen.jp  

Email: l-wenjian@ggl.tongwen.ed.jp

神戸中華同文学校 『学校通訊』 広告掲載のお願い

前略

僑胞、校友、家長、読者の皆様、日頃から、本校に対しましての

ご支援 ･ ご協力を賜わり誠に有難く存じます。

本校では、常々学校施設の充実 ・ 発展の為に、祖国、兵庫県、神戸市

等の助成金をいただくとともに、僑胞のみなさまの多大なるご支援をいた

だいております。

しかし、今後の校舎修繕、設備の拡充、教育面の充実を図るためには財

政的にもいまだ十分とはいえない状況です。

そこで、毎月発行しております『学校通訊』に、僑胞、校友、家長のみ

なさまの会社事業等の広告を掲載していただけましたら誠に幸いに存じま

す。

経済情勢の厳しい折でありますが、将来世代へのご配慮をお願い次第で

す。

みなさまのご事業、ご活動のご発展、ご成功をお祈りします。

草々

※ 広告の料金は下記の通りです

広告スペース（B5）サイズ 白黒 カラー

1面掲載 毎月 80,000 100,000

2分の１掲載 毎月 40,000 50,000

4分の１掲載 毎月 20,000 25,000

8分の１掲載 毎月 10,000 15,000

※広告の原稿は既成の広告のコピーか、(Excel、Word、PDF）データで

頂いたら、こちらでサイズ変更等仕上げを致しま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