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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１９日

７月１９日～２１日

７月２３日～８月２２日�� ��������������������

９月１日

９月８日

９月１４日

９月１０日～１０月８日

９月２０日

１０月４日

１０月１８日

暑假開始

幼小學部夏令營

暑期輔導

第二學期開學典禮

中秋節

浪速區民祭

巡迴文化教師教授民族舞蹈

三僑校國語演講交流會

文化祭

第二學期教學參觀

九月

七月

十月

本校訂於 10 月 4 日舉辦「中華文化祭」，�有本校同學

表演舞獅、民族舞蹈及國樂表演，並設有許多點心小

吃攤位及體驗活動等，歡迎各界撥冗參加，共襄勝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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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功先生
荘園福松先生
松井正継先生
大和屋晶子女士
羅振人先生
岡田康男先生
李百賀先生
川口千善女士
劉中耀先生
張文清先生

有り難うございました。
（敬称略、順不同）

       學校通訊　　第 153号     　　　　　　　　　　　2014年 7月

消　　　息

【運動大會寄附名單】
台北駐日経済文化代表處
台北駐大阪経済文化辧事處
大阪中華總會
チャイナエアライン
株式会社モリサワ
大阪市立敷津小学校 PTA
羅辰雄先生
洪勝信先生
連茂雄先生
張福興先生
PTA会長吉田麗女士
陳士雄先生
永野孝男先生

十万円
五万円

二十七万円
二万円
一万円
一万円
五万円
三万円
二万円
一万円
一万円
二万円
一万円

K
一万円
一万円
一万円
一万円
五万円
一万円
一万円
五千円
五千円
五千円

⑴ 僑委會巡迴文化教師陳士雄老師，於 6 月 2 日至 7 月 13 日蒞校教授舞

獅及舞術等民俗技藝。�在陳老師熱心指導下，�同學們都能認真學習，成

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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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全校中文作文比賽得獎名單

一、暑假期間：

������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二、八月三十一日（星期日）上午十時，�

������小六、中一、中二同學返校清掃校園。

三、�九月一日（星期一）開學典禮

�����全校學生上午八時二十分到校，

�����十一時三十分放學。

*�9/2~9/3 下午停課（安親班實施至 3 時）

四、假期生活注意事項：

��1��早睡早起，注意身體健康。

��2��行路時要注意交通安全，並遵守交通

������規則。

��3��注意不良少年引誘，不參加校外不良

������活動。

��4��飲食要注意清潔，不可暴飲暴食，少

������吃生冷食物，以免感染疾病。

��5��每天幫助父母做家事，外出時要稟告

������父母。

��6��暑假到海水浴場一定要父母陪同前往。

��7��假期中星期一到星期五，��學校都有�

�����老師值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三時）�

�����，如遇到困難需要老師處理，可隨時

�����回校請教。

������* 學校電話；06-6649-6849

��8��時時發揮自治精神，時時自愛進取。

��9��注意自己言語行動，爭取大阪中華學

������校的最高榮譽。

五、假期作業；

��1��小一、小二遵照導師規定作業。

��2��小三 ~ 中二各班除任課老師規定以

������外，每位同學需寫：

����ㄅ�週記五篇，大字十張。

�������（每張字數至少六個字）

����ㄆ�選擇中日文各三篇優良讀物，選其

��������中各一篇寫讀後感想，並於開學後

��������上台報告心得。

��3��中三：升學五科目的作業。

六、暑期活動；

��1�幼班 ~ 小六夏令營；�

����七月十九日 ~ 二十一日��

����（上午九時至下午三時）

��2��幼班 ~ 小六暑期輔導；�

����七月二十三日 ~ 八月二十二日��

����（上午九時至下午三時，週一 ~ 五）

��( 暑期安親班 : 下午三時至五時 )

大阪中華學校1O3學年度暑假生活注意事項

組����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

中�學�組 陳�艷�雲 內海勇武 李�榮�治 廖�于�淇

小學高年級組 雷 千 尋 任 雨 桐 林�子 健 張�正�一

小學中年級組 李�美�和 廖�奕�傑 蔣�����惟 道上百惠

小學低年級組 早稻田采麗 陳�昶�安 中山知微 河野佳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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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創校 68 周年運動大會
 � � � �六月七日本校舉行了第六十八屆校慶運動大會。� 當天天氣涼爽宜人，� 多
位來賓、� 家長及校友們熱烈參與了盛會。上午九點，大會在鼓號樂隊的帶領

下揭開了序幕，接

著 旗 隊、 運 動 員

一一進場，個個精

神飽滿，贏得來賓

們熱烈掌聲。莊嚴

隆重的升旗典禮後，

由大會會長陳雪霞

校長致開會詞，陳

校長首先表達對參

與本次運動大會的

來 賓、 校 友、 家 長

的感謝，其次勉勵

全體運動員平時勤勉進學之餘，不忘鍛鍊強健體魄，要發揮勝不驕、敗不餒

的運動精神，以及發揚團隊精神，爭取團體最高榮譽。接著在紅組代表任思

翰、白組代表陳宗英兩位同學，代表全體運動員宣誓及全體高唱運動會歌後，

展開了各項活動。

 � � � � 上午之部是表演節目和個人賽跑預賽，首先是小四至小六表演的大會操

表演，�緊接著中學部舞獅隊的「祥獅獻瑞」、�舞蹈社團�小三、�四的「繡荷包」、�

小六及中女的「鐵扇」、�「旗舞」等，呈現於嘉賓面前，精彩的演出，贏得熱

烈的喝采。表演節目結束後，隨即進行各班個人賽跑預賽及接力賽，同學們

奮力前進爭取佳績。個人賽跑進行途中因天候不佳，運動會被迫中止，延至

十三日繼續舉行。

 ���六月十三日當天天氣晴朗，�運動會於上午九點繼續舉行。�進行了個人賽跑、

紅白組趣味、拔河及接力等各項競賽，同學們除了努力爭取個人榮譽外，在

團體競賽中，也充分發揮團隊精神，表現勝不驕、敗不餒的氣度，而來賓們

也在參與各項遊戲、拔河等競賽中，舒展身心。�

 � � � 本次運動大會在各界的參與及支持下圓滿順利；同時感謝家長們的協助，

使得運動會進行順暢，學校與家長融為一體，共同為學生、學校，及傳承中

華文化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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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會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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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二男子���賽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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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游泳訓練
浪速青少年運動中心   (2014.7.7)

台北市立大學師生來校指導游泳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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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部夏季宿營
－舞洲野外活動中心－

  (2014.7.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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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園地

《小學低年級組第一名》

���������������������������運�動�會����������������������小二�����早稻田采麗

����運動會那天，我很早就起床，希望不要下雨。

����到了學校，我看到了很大的台灣的國旗和日本的國旗。我走進學校，我開心的和

大家打招呼。

����到了進場的時候，我和大家努力的向前走。唱國歌的時候，我用很好聽的聲音唱

了出來。接下來是，我最緊張的跑步比賽，輪到我跑的時候，我使出全身的力氣努

力地向前跑。

����最後，�我還是得了第一名。�但

是，�忽然，�下起雨來了，�大家的

座位都淋濕了。�然後，大家都回

去教室，忽然老師說：「現在，外

面在下大雨，所以運動會停止。」

我還想做趣味競賽和拔河，我覺

得很可惜。

����當我回到教室，我和同學吃飯

的時候，我感覺好像比以前的中

飯好吃多了，我好像在做夢，但

是我爸爸還沒有來。我的好朋友

說：「我介紹一下，這是我的妹

妹。」然後我說：「哇 !�」這是妳妹妹 ? 好可愛 ! 但是她為什麼長得好像妳 ?�」我的好

朋友說 :�「我也不知道。」

����大家吃完便當後，大家一起回家！爸爸和媽媽說 :「跑步比賽的時候，妳加油了，

恭喜妳！」然後我說：「謝謝爸爸媽媽 ! 我用開心的心情回家去了。」

����六月七日星期六的運動會，�我覺得很開心，�因為，我輸的時候，大家都說 :「不要

哭，下次再加油 !」我就打起精神。所以我覺得很開心！

2014年度中文作文比賽

《小學中年級組第一名》

��������������������������我愛說國語��������������������小四����李美和

����我最喜歡的語言是國語，而且我知道國語是非常重要的。��

����我以前最不喜歡說國語，不過我上了小學後才發現，國語有多麼重要。從那時，

我一開口就說國語，我想，如果去中國或臺灣旅行的話，就可以交到許多朋友。

����直到那一年的暑假，我去了中國旅行，雖然那裡人山人海，不過我還是交到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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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朋友，我非常高興，因為我竟然真的用國語交到了朋友。

����我根本沒想到可以用國語做那麼多事，我覺得用國語幫人，比哪一個語言都好，

現在我都可以給弟弟講國語書了呢 ! 而且，去年我還參加了國語演獎比賽。

����每當我說了一口流利的國語時，媽媽就會說：「妳的國語進步了很多喔 !」我聽了

之後非常高興。我已經四年級了，老師要求我們念書時要念得準，不過，我覺得我

的國語大大的進步了。

����我最喜歡說國語，國語會給我們帶來喜福和快樂。

《小學高年級組第一名》

������������������������我所期待的中學生活�����������������������小六���雷千尋

������俗語說：「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從小一到六年級，如果像流

水一般流到大海，再也不可能回到自己的童年。但不能一直回顧自己以前的生活，

必須勇往直前。

������雖然我升上六年級了，再過一年，就會升到中學一年級，我不再是個小孩子了，

不必和爸爸媽媽依靠這，依靠那的，都要自己獨立，尋找、追逐未來。我所期待的

中學生活，也有訂下自己的目標。首先，我升到中學部後，就要比以前更懂事，和

同學和睦相處；第二、要力所能及的幫助家人；最後，要細心，不要比以前更加懶散，�

珍惜時間。我在這中學生活中，�希望有更多書的圖書館，以開闊我們青少年期孩子

們的視野，增加許多知識。也希望學校多種花草樹木，讓學校的空氣更佳爽暢，或

是經常陪低年級同學一起玩樂，指導他們知識。我也可以服務學校，或是在教室中

開個推展好書的圖書天地，一週換一個人，介紹自己很欣賞的書籍給大家看，說出

感想。我給中學生活寄託著很大的希望，讓新的開始融入了美好的氣息。

�����『我期待的中學生活』，不能只做白日夢，也要腳踏實地建築自己的心想能力，�踏

進中學年級，�來吧 ! 我的中學年級的階段。�打開吧！希望和期待的窗戶。你也可以提

起你自己的勇氣，打開即將到來的中學之窗吧！我想，只要有信心，自己一定也會

成功的。

������希望中學生活，可以給這學校撐起一片新的未來天空，並給學校燃起一盞明燈，

展現活力，把所有的事物，從無底洞裡帶出來吧！

《中學部第一名》

�������������������������築�夢�踏�實���������������������中三����陳艷雲

�����夢想，就是站在一個無形的槓桿上的強大支撐點，也是我們在成長道路上的精

神食糧。

�����每個人都會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夢想，有些人的夢想很大很高尚，有些人的夢想

很小，小到似乎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然而如果你懷著這美好的夢想，每天拿著它只

知道在他人面前顯擺，卻不知如何下手去實現，那又有什麼用呢？你只不過是在做

無聊的「白日夢」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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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唅，亞洲最受歡迎組合之一 EXO 的成員，同時也是我最喜歡的偶像。身為中

國北京人的他從小就認定了一個夢想 --- 站在舞台上，唱著屬於自己的歌。這個夢對

於我們來說是不是大過於華麗，且不可思議？他也曾經這麼想過，但他從未妥協。

懷揣著夢想遠赴他國奮鬥。

�����組合出道以來，有許多人詆毀說：他又不過是空有一副令人驚艷的帥氣長相罷了，

有什麼可迷戀的？但我想說他真的如大家所說的一樣，為夢想努力的成果，就這麼

一文不值？難道只要有一副帥氣凜人的長相就能夠輕鬆上位達成你們的夢想？如果

真是那麼想，那你們就大錯特錯了。

�����記得有一次娛樂採訪中，鹿唅說過他在公司裡當了練習生四年，大家每天都是

處於一種「起早貪黑」�的狀態。在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能被選中出道的情況下，他

們只能堅持刻苦練習。雖然其中有人因堅持不下去而選擇放棄，但是他沒有。當鹿

粉們問到會不會想家時，他總會苦澀著笑著說：「總是會有的嘛 ! 但是為了夢想，�只

能咬緊牙關挺過……。」�

�����從小的夢想和四年的刻苦練習，讓鹿唅從公司眾多練習生裡脫穎而出，站上了

今天這個舞台。他歌舞俱佳，更是偶像中的體育健將，這些努力成果是多麼的耀眼。

他用自己的實力去證明自己，去改變我們的想法，去築就自己的夢想。韓國的音樂

和偶像市場如此之大，我為什麼獨喜歡鹿唅呢？因為我更加佩服他追求夢想的精神

和毅力。

������或許有很多人會因為困難的打擊而沒有了最初的信心急忙退縮，但是你們可曾

想過「天下無白吃的午餐」一說 ! 夢想不是坐著等出來的，而是需要一步一步，腳

踏實地的走出來的，�遇到難關更是要迎面而上。正所謂越挫越勇，為何不努力一試

呢？即使過程總是嘔心瀝血，但成功之後的感覺，不是更幸福嗎？

����夢想的築就，只需踏實就好。當你認為走到盡頭時，請不要忘記你的初心，一步

一個腳印��。

學 校 運 動 會

����������������������������������������������小三��������吳秀娥

������今天，我們學校開了運動會，我的目標是跑步要得第三名，因為每年的運動會

都是第四名，所以我很期待，也想讓父母看我的比賽。

������我很高興的去學校，大家也是開開心心的說運動會的事。

������司儀說：「小三參加跑步比賽的人去排隊。」我的心要跳出來了，我緊張又期待。

我期待的等小二跑完。小二跑著跑著下起雨了。大人們都撐起雨傘，大家都忙著回

教室。司儀說：「運動會中止。」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難過的很失望。

������今天的運動會是真的天氣太差了，我覺得是雨下得太差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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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會的意外��������������������小三����羅之遙

������六月七日是期待已久的運動會。我比平時更早就起床，很開心的去學校。沒想

到要輪到三年級跑步前，意外的開始下起大雨來��。當宣布三年級進教室時，又

意外的不知道是誰推我，我因此跌倒了，除了體育服都髒了，手肘、膝蓋和側腰也

都受傷了，痛到一直想哭。我要謝謝蔣惟的媽媽 -- 鄭老師，她幫我清潔傷口和擦藥，

還讓我換上新的體育服，鄭老師親切的笑容，意外的讓我感覺好親切。在保健室外

面等待的爸爸、媽媽和弟弟陪我進教室。

�����不久老師開完會回來告訴我們：「運動會中止��。」真的又是一次大意外！過了

不久，就跟著爸媽回家了。�

���

���������������������������小五�����船井德佳

������六月七日是全校的運動會。當天有許多來賓及家長來到學校共襄盛舉，天氣也

很晴朗。

������進場之後，小四到小六表演了精神奕奕的大會操，雖然有些動作做錯了，但是

大都盡力了。再來是中學部的舞獅表演。今年的獅子很少，只有兩隻，以前都有四

隻以上，雖然為數不多，�但仍然非常精彩。舞獅表演完之後，是中學部女生的舞蹈

演出，�第一首是用旗子表演，�第二首是用扇子跳出美麗的舞蹈。我覺得兩首都暪厲

害，又有運動精神。我覺得小學部的同學們都有盡力表演，也很認真，但是沒有像

中學部的哥哥和姊姊們表現的那麼好。

����節目進行到後來，大家期待的個人徑賽終於要開始了，小五同學興奮到極點實在

太吵了。幼稚班的同學跑得很可愛，小一的同學跑得很認真，小二的同學跑得很快，

我的弟弟也得了預賽第一名。再來輪到小三比賽時卻下雨了，等了一會兒，大會司

儀廣播說 : 回教室。我們回教室以後，看了有趣的影片。等了很久，又聽到廣播說：

運動會到此結束。

�����因為下大雨，今年的運動會結束得很快，希望明年能出大太陽，順利進行完畢。

��������������������������������小六�����任雨桐

�����在春意盎然、春暖花開的的六月七日，我們學校展開了第 68 屆校慶運動會，這

是我第一次參加大阪中華學校的運動會。我既興奮又激動，很早就到了學校。

�����九點整時，我們期待已久的運動會終於開始了。只聽到大會司儀說：「運動員進

場」，同學們精神抖擻、步伐一致，帶著緊張而嚴肅的心情通過來賓席前的司令台。

國旗隨風飄揚，校長、長官，來賓和家長會會長的致詞給予了我們許多鼓勵和支持，

讓我們充滿了信心。

�����第一個節目是體操表演「大會操」，小四到小六的學生都做得非常好，表現出了

體操的力與美，獲得了師生和家長們的熱烈掌聲。接下來一連串的表演當中，讓我

記憶猶新的是武術表演，同學們所展現的每一個武術動作都讓人讚嘆不已。

�����個人徑賽開始了，只見幼稚班和小一、小二同學爭先恐後地向前奔跑著，就在

最緊張的時刻，突然下起大雨，於是運動會終止了，大家都覺得很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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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三日星期五，運動會繼續舉行，小三的個人徑賽開始了序幕，不知不覺

馬上就要輪到我們小六上戰場了。我非常緊張，當站在起跑點上時，只聽到「砰」，

我奮力地向前奔跑著，就在跑第二圈時，我不小心摔跤了，老師把我扶到保健室，

處理了傷口，我慢慢地走回自己的座位上，繼續觀看接下來的比賽。雖然我摔倒了，

但還是參加了團體競賽薪火相傳，很有意思，大家搶著吃餅乾，還得到家長們熱烈

的歡呼聲。再來是全校教師的拉大球比賽，全校同學站起來為老師們吶喊加油！最

後一個項目是最精采的小一到中三的大隊接力，紅白二組實力相當，爭鋒相對，太

刺激了！

�����大會圓滿成功，全體運動員在這次運動會上發揮了勝不驕、敗不餒的運動精神！

������������������������������������中一����余星

�����六月七日早上起來，天氣陰陰的，好像快要下雨了。九點，大阪中華學校的運

動會開始了，我是樂隊中負責打小鼓的，所以換上樂隊制服，之後就開始演奏運動

員入場的音樂。音樂一響，�大家抬頭挺胸的向前邁進。經過的長官、來賓們的致詞後，

結束了進場和退場，節目就此展開序幕。

�����第一個開場節目是小四到小六的大會操表演，大家都精神抖擻並全力以赴的在

做體操，接下來是舞蹈班的同學精彩的演出，那栩栩如生，立體與美結合的表演，

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回味無窮。各項表演節目結束以後，個人徑賽的預賽開始了。

但天公不做美，到了小二跑完以後，就開始下起大雨，所以運動會中途停止，延到

下週的星期五。

�����六月十三日星期五又開始了繼續完成第一次運動會未進行的部分。節目是從小

三的個人徑賽開始，小三跑完了以後，小四、小五、小六跟著進行，就這樣到了中

學部徑賽了，心裡撲通撲通跳得很快，我趕忙去集合。我是第一組，所以本來就很

緊張的心情更加緊張了，緊張的心快要跳出來了，但跑完了以後，我的心就安靜下

來了。

�����接下來各項團體遊戲，陸陸續續進行著，在加油與歡呼聲中，進入了尾聲……。

�����運動會結束前，有一個很大的節目，就是大隊接力。這是中華學校的傳統，從

幼班到中三，大家屏氣凝神的為自己的組別聲嘶力竭地喊著，最後比賽的結果是紅

組勝利。但我是白組，……真可惜 !

�����這一次的運動會是我上了中學部的第一次運動會。但是我很開心，因為能為學

弟妹們服務，協助各項活動的進行，第一次感受到成長的喜悅，也覺得自己是一個

對學校有用的人。

�����另外，祈求老天爺，希望下一次運動會是個風和日麗的好日子，讓運動會能順

利進行。

�������������������������������������中二����廖于淇

������6 月 7 日星期六，�今日的天氣一點兒都不風和日麗，�天空上有著一層又一層的烏

雲。在這樣的天氣裡，我們的運動會還是照常舉行了，不過如果不下雨的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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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是人走出來的������中二����李榮治

�����在大千世界之中，你置身於荒郊野地時。在這世界中心，有著一個名為「成功」

的地方，堆滿了各種一輩子用也用不完的奇珍異寶。可是要到達此地實不易，沿途

生長著刺人的荊棘，隨時都可能有毒蛇在你稍不留神實竄出來，用毒液置人於死地。

但你卻要把持理念鋌而走險，滿懷信心義無反顧地朝向「成功」前進。

������一路上，不管前面是否萬丈深淵，遍地荊棘，懸崖峭壁，你都小心翼翼地繞開

它們，篳路藍縷，開山闢林，打造出自己的路。即使遇見各種毒蛇猛獸也得運用智謀，

巧妙的避開他們，繼續朝向目標前行。

������然而，路途之中有一些令人感到愉悅的事，比如看到一朵富有生命力的，不知

其名的小花在你腳旁努力地生長著，一片奇形怪狀的雲朵在空中輕輕地飄浮著。

������經過一路的坎坷波折，終於到達了「成功」。猛然回首望去，眼前包含著一路酸

甜苦辣的大道收進眼底，再轉身看來，成功的美便展現在你面前。

������在這個小故事裡，通往成功的大道便是人生，其中的艱險即是人生中不斷磨練

你的挫折。從古至今，人們事業成功的經驗和教訓眾多，呈現出種種情形不一的場面，

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毅力。

����人生的歷程，逆境大體佔了十分之六、七，順境也佔了十分之三、四。而在順逆

之中不停的相互交替，如沒有毅力，你很快就會被被兩境交替所產生的力量擊倒，

因而喪失前進的信心和勇氣。若不是意志極其堅強的人是無法順利地走到終點。

������反之，當有人擁有這般耐力時：「小逆之後，必有小順」；大逆大順。「風雨之後，

必見彩虹。」經過盤根錯節的複雜狀況之後，方能有迎刃而解的一天，最終走上朝往

成功的道路。

������回想自己，還要有一大段旅程在前方等著我去踩、去踏，更有一堆數也數不盡

的困難等著我去挑戰、去克服。有一句名言說得好：經一番挫折，長一番見識。我

也要愈挫愈勇的以大無畏的精神，以期許在不久的將來走出屬於自己成功的路。

的天氣頗涼快的，舉行運動會應該也是不錯的。

������一早到了學校，已經有很多同學來到學校開始準備了，於是我馬上穿好體育服，

下去操場幫忙。到了九點，一年一度的運動會開鑼了。進場的時候，一直行進，所

以腳酸壞了。之後是小學部的大會操，再來是舞獅，舞獅完後就是我們的舞蹈表演，

表演的時候，我一直在發抖，不過還好，表演順利，圓滿完成。

������所有的表演節目結束後，也就開始我們的個人徑賽；我的工作是幫忙排名次的，

因此一直待在操場上服務。幼班、小一、小二的個人徑賽結束，正要輪到小三出場時，

突然霹靂響起，下起傾盆豪雨，讓我們都成了操場上的落湯雞，運動會也因為這場

滂沱大雨而中止了。

������到了星期天，說也奇怪，天氣就像沒下過雨似的，晴空萬里一整天都是大好天

氣，你說這是不是一個愚弄人的運動會？不過，�這個另類運動會讓我印象深刻，難

以忘懷。反正，世事多是人算不如天算，一切平安就好。但願，今年的第二次運動會，

天公能作美，讓我們盡興的完成比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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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注音符號寫作（自我介紹）

季興宇國場晶斗

森本祥恩鳴海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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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井野花香藤川蘭紗

李福昭張宰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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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にっき　                    小一　藤川　蘭紗
　わたしは、としょしつへいきました。おひるやすみにいきました。
　一人でいきました。わたしは、ボノロンと、たいせつなこと、りんごの木とい
うほんをかりました。

　　　              にっき　                   小一　河東　佳学
　ぼくは、おとうさんと、おとうととさんにんで、ほたるをみにいきました。さわっ
て、にがしました。ピカピカして、きれいでした。

　　　               にっき　                  小一　季　興宇
　きのうはいえであたまをぶつけました。

　　　              にっき　                   小一　鈴木　豪
　きょうは、りくかいさんにふしぎなてがみをもらいました。

　　　              にっき　                    小一　陸　佳怡
　きょうはじゅぎょうおわったあとにさめごをしました。えみちゃんをたっちし
ました。たのしかったです。

　　　              にっき                    　小一　酒井　百合子
　きょうずこうをやりました。ずこうでうんどうかいのことをかきました。いろ
いろなふくをきた人をかきました。

　　　              にっき　                    小一　小西　智信
　きょう、あたらしいともだちとあそびました。たのしかったです。

　家　の　こ　と　　　　　　　小五　　木下　たけの　　　　　　
５月３１日土曜日、今日、私とお母さんと十歳年上の二番目のお姉ちゃんと、
家の掃除をしました。
　まず、私は自分の部屋の掃除をしました。物の整理をし、服をきれいにたたみ
直したり、要る物と要らない物を分別したりしていると、机の引き出しの奧に、
見覚えのある柄の箱があります。「何の箱だろう？」と思い、取り出すと、箱の中
には三つのアルバムと、とても小さな赤ちゃん服が入っていました。
　お母さんに、「これ、何だっけ？」と聞くと、お母さんが「あなたが、赤ちゃん
から幼稚園までのアルバムと、小さな時着ていた服だよ。」と言われました。
　それぞれ、ある程度の掃除が出来たところで、お昼ご飯にしました。
　お昼ご飯を食べていると、お姉ちゃんが、私と同じで、アルバムや小さい頃よ
く遊んでいた人形や、その他、いろいろ見つかったと言うので、掃除が終わって
一段落したら、見ようと言って、それぞれの掃除をし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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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は、部屋に戻り、掃除をしていると、また、いろいろなものが引き出しの奧
から出てきました。その後、身の回りの掃除をしてから、引き出しの奧から出て
きた物を箱に詰め、リビングに置き、家の屋上にある小さな部屋があり、クリス
マスツリーやひな人形などがおいてある小さな部屋で、お母さんが掃除をしてい
たのを手伝った後、リビングに行くと、お姉ちゃんも（掃除が）終わっていました。
　一段落ついたので、リビングで、アルバムや小さな時に着ていた服を見て、お
母さんとお姉ちゃんが微笑みながら、こう言いました。「成長したね。」
　私も、「そうだな」と思いました。

            “被爆語り部に「死に損ない」”
　　　   “被爆者への暴言　検証が必要” の２つの新聞記事の学習をして
　　　　　　　　　　　　　　　　　　　小六　娄　睿
＜感　想＞
　私は、前の学校にいたとき、６年生が広島へ３日くらい、修学旅行に行きました。
　その前に「つる」を折って、願いを書く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もしました。
　私は、「この世に戦争が起こらず、永遠に平和にくらせるように。」
　というような内容を書きました。
　６年生が帰ってきて数日後、その新聞（修学旅行の新聞）がありました。通り
すがった時にたまたま写真をのぞきました。その写真には、マネキンで作られた
ものですが、実際に被爆し、ひふがたれている様子を表したものがありました。
　私は、それが怖くて、それ以来、あの写真を見ないで通り過ぎるようになって
いました。でも、後悔しました。なぜ、あの時きちんとこの目で見なかったのか。
なぜ、もっと詳しくその新聞を見なかったのか。本当に、後悔でいっぱいです。
　もし、今度の修学旅行の時に、このことと関係するものがあれば、この目に焼
き付けておきたいです。
                               運動会　　　　       中一　余　星
運動会の日、一番印象に残っているのは楽隊です。なぜなら私は楽隊のメンバー
だからです。
私は朝早く学校に着くと、最初に楽隊用の衣装に着替えました。私以外の楽隊
メンバーも黙々と衣装を着替えて、ネクタイなどを必死でつけていました。楽隊
の楽器はトランペットや小太鼓、ベルリラなどの色々なものがあります。同じク
ラスで楽隊メンバーなのは私と吉田さんと劉さんと陳さんです。
九時に運動会が始まり、いよいよ楽隊行進曲を奏でる時、ものすごく緊張して、
足がガチガチになっていたと私は記憶しています。けれども私は自分のできるだ
けの力をふりしぼり、行進曲を奏でました。
私は小太鼓担当で、小太鼓は休む暇が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なので、ものすごく
腕が痛くなりました。
運動会が終わりました。翌日腕が筋肉痛になってつらかった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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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人と話すには　　　    中二　廖　于淇
　最近、日本に来る外国人が増えてきました。もしその外国人が話しかけてきた
らどうすればよいでしょうか。
　いちばん普通に会話しやすいのはやっぱり英語でしょう。でも、私みたいに日
本語しかしゃべれない人は、外国人でもわかりやすい日本語を使ってしゃべれば
よいと思います。例えば、「ここに消火器があります。」は「ここに火を消せる物が
あります。」の方が外国人にとってわかりやすいでしょう。
　以前、私が百円均一のお店に行ったとき、外国人に話しかけられたことがあり
ました。でも、その外国人は英語で話しかけてきたので、私は相手が何を言って
いるのか全然わかりませんでした。結局、その外国人は別の人にききました。そ
のときたいへん恥ずかしかったです。だから英語はしっかり学んでおかなければ
ならないと思いました。
　この事から、やっぱり私たちはやさしい日本語ばかり頼ったらいけないと思い
ました。そして英語をしっかり学んで外国人の言っ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程度にし
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夏休みの計画　　　       中三　河合　華
「私はこの夏休みハワイに行って、それから台湾の故宮博物院で展示品をおもいっ
きり見て、そのあと、修学旅行でおかわりがゆるされなかった小籠包を腹いっぱ
いに食べて、それから中国に行って本場の中華料理を食べて、四川省のパンダ保
護区に行って、可愛いパンダちゃんを沢山見てから、北京に行って北京ダックを
食べる」。
　しかし、現実は、なんと、9.3 万円もする塾の夏期講習に申し込んだのだ。親
からのプレッシャーは大きく、友達の親に 9.3 万は高すぎないか？と聞いたとこ
ろ、
「あら、うちは毎月よ～」と言っていた。その子の親は、「うちの子は医者か、歯
医者になってくれなきゃ困る。元がとれないから。」とも言っていた。
　私は今まで塾に行ったことがなくて、今回初めて夏期講習（五教科）を受ける。
だから、私に夏休みなんかないと思うし、毎日塾通いだろう。最近私は塾に行き
始めて、もう夏休み前から毎日くたくたで、毎日７時に塾に行って、10時くらい
に帰ってくるので結構大変だ。
　昨日も私は面白い漫才のテレビ番組を見てしまった。勉強しようと思ったら、
隣に面白い本があって、夢中で読み切ってしまった。こんなふうに誘惑が多くて、
夏休みはちゃんと勉強を続けられるか不安だけど、今年は中学最後の夏で「こぴっ
と」頑張って、偏差値１０は上げたいと思う。医者になりたいとは思わないが、
元はとりたいと思う。

  ＊こぴっと…「しっかり」を意味する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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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櫻花盛開的早春，到綠意盎

然的盛夏，第一學期這四個月的日

子一晃眼就快到了尾聲。當初，跟

著小一新生們，一同進入大阪中華

學校，在新的環境裡學習、成長，

原本陌生的一切，隨著學校的各項

學習及活動，在各位老師的教導下，

漸漸的熟悉，更加地了解學校的行

事及規定。

������這段時間裡，看著小一同學專

注地從「ㄅㄆㄇㄈ」開始學起，到

了現在已經開始學習書寫漢字；陪

著他們從排隊開始，練習各種運動會的項目活動；跟著他們從「あいう
えお」讀起，到現在作業已經可以是日記一篇，然後再和他們一起迎接

生平第一次期末考試，檢視這學期所學到的內容。點滴回憶裡，還有著

在若草山草原上的歡笑，也有教學觀摩時，同學們專心一志、努力學習

的臉孔，以及運動大會上，盡力揮灑汗水以力求表現的身影。

������除了在小一班級見習外，跟著中一同學一起認識賣油翁及所傳達之

宗旨，也曾在午休時分，看著各年級的同學徜徉在書海裡，又或者是在

運動會前夕，與小二同學一起為運動會各種項目做最後的練習和課程上

的學習，以及在安親班時間，不論是陪著同學遊戲還是解釋課業，大阪

中華學校的同學都帶給我很珍貴的回憶。

������在大阪中華學校的見習，為我的經歷留下了特殊的歷程，從各位老

師身上學到的經驗，也從與同學們相處時，體悟到自己還不足的地方，

所謂的「做中學，學中做」，讓我有所成長。任何事情沒有去做之前，是

不會知道自己會得到什麼，很慶幸當初自己把握住這麼好的機會。天下

無不散之宴席，在畫下句點，開始新的段落以前，十分珍惜為數不多的

相處時光，在大阪中華學校的一切和每個同學的笑顏，將會是我所想念

的美好往昔。

大阪中華學校見習感想
李家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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