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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园  信  息 ☆  

※我校 11 月全校早会于网上举行 

11月 2日，我校举行了本学期的第一次全校早会，为了防控疫情，

早会以在线的方式举行。早上第二

节课后，全体学生都穿着整齐的校

服，端坐在教室里等待着早会的开

始。 

早会上，张岩松校长发表了语重心长的讲话。首先，张校长强调

了遵守校规的重要性。从 11 月份开

始，全校学生都要穿校服外套登校，

校长从这一事例讲起并引申出在集体

生活中，个人的行为对集体生活能否

顺利进行的影响，教育大家要遵守校规，热爱集体，为他人着想。 

其次，校长谈到了注意预防流感和加强防控疫情的重要性，并向

大家讲解了如何进行预防和防控的具体做法。希望大家做好预防和保

护措施，保持身体健康。 

最后，校长谈到了 11 月的实践重点是“学中文，勤阅读”，希望

大家能做到多说多练中文，博览群书勤阅读。由于疫情原因，今年的

中文演讲大会改为中文百词竞赛，校长希望大家认真准备和参加比赛，

也能够利用课余时间多多阅读，不断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 



 2 

我校每月的例行早会本是在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举行，由于疫情

和学校休校等原因，早会一直未能如期举行。从本月开始，将恢复每

月一次的全校早会。 

※我校 2020 学年度中文百词竞赛活动顺利举行 

11 月 2 日至 11 月 7 日是我校的学中文重点周，为了提高学生学

习中文的兴趣与积极性，同时也

为了让学生们能够学习并记忆一

些课外的常用中文词语，以形成

全校学生学中文、说中文的良好

氛围，我校中文教研组特举行了

中文百词竞赛活动。全校从小一到中三的学生都参加了该活动，活动

以班级为单位分别举行。 

活动过程中，学生们积极准备，热情参与，在班级内掀起了一个

个比着记中文词语、抢着背中文词语的中

文学习小高潮。有的学生在下课后仍要利

用老师电脑里的 PPT 进行练习，每次的一

点进步，每次的成功挑战，都会令他们的脸

上露出无比自豪的表情。活动结束后，很多

学生都还意犹未尽，且学生们普遍反映百

词竞赛活动非常刺激、好玩，同时也能更

快、更好地让大家学习和记住这些中文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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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这些特点也令百词活动深受学生喜爱。 

此次的百词竞赛原计划于 2019

学年度第三学期举行，由于受到新

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活动推迟到现

在才得以举行。本次百词活动可以

说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这与中文组

老师们的精心策划和准备有着密

切的关系。活动前期，中文组的老师们在 2019 学年度学生组织会中

文组同学们所挑选词语的基础之上，经过多次开会对竞赛词语进行精

心筛选和反复增删修改，最终确定了 150 个词语。一方面要保证这些

词语是学生们生活中会遇到或用到的，同时也要保证词语和当下的时

事和情况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即要做到既要经典，又要鲜活，词语选

择上就可以说颇费心思。 

为了让学生们能更直观、准确地理解词语和更有效地进行记忆，

老师们事先对所有的词语都进行了注音及并做成了中日文双语词汇

对照表，并配以合适的图片做成 PPT 来帮学生对词语进行识记和练

习。在活动形式上，老师们也在不断进行创新，此次竞赛形式的一大

特点是一改以往使用词卡竞赛的传统而改用 PPT 来进行比赛，大大提

高了比赛的效率和效果，多种新颖的比赛形式也让学生们在紧张刺激

中体会到学习的乐趣。 

※东京学艺大学师生与我校进行在线交流 

11 月 4 日，东京学艺大学教育

学部教育支援系多文化共生专业

的 40 多名学生在范文玲老师的组

织下与我校教师进行了网上交流，

目的是了解在日本的外国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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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及其学习情况。这是东京学艺大学第四次与我校进行交流，令

人遗憾的是，由于今年的疫情原因，他们不能亲自前来学校参访，交

流只能以在线的方式举行。 

此次的交流活动由我校教务部长罗

顺英老师负责在网上接待，为了配合对方

学校的上课时间，罗老师利用了下午近两

个小时的时间向学艺大学的师生们介绍了

我校的办学情况和办学特色，并耐心解答

了师生们的各种疑惑和问题，同时希望学艺大学师生与我校继续保持

友好交流的关系，并欢迎他们以后有机会能亲自来我校进行参访。 

    交流活动结束后，罗老师收到了学艺大学学生寄来的反馈报告，

大家对我校的特殊办学情况都非常感兴趣，虽然对不能亲自来我校进

行访问交流感到十分遗憾，但通过交流，也让他们第一次了解到了中

华学校的外国人学生的学习情况，感触颇深，收获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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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学年度新任教师公开授课研究 

11 月至 19 日，我校针对 2020 学年度的新任教师进行了公开授

课研究。其中，有中文组田倩倩老师、数学组的高航老师和押勇树老

师等 9 位新任老师参与了此次的授课研究活动。 

    在授课研究期间，新任老师会先在指定的时间内进行公开授课，

由学校安排听课小组的老师进行听课并进行评价记录。公开授课完成

后将在当天由各教研组长组织授课教师和参观教师开授课研究总结

会，交流听课意见并做记录存档。 

    公开授课研究是我校历年来针对新任教师进行培养与指导的重

要手段，一方面可以加强指导新任教师的授课情况，不断改善，提高

新任教师的授课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公开授课，也可以使新任教师

和参观授课的教师共同提高，以促进我校教学的多样化发展。 

※第十届数学计算竞赛活动顺利举行 

为了提高学生的数学计算速度和能力，增强学生们学习数学的兴

趣和积极性，我校数学教研组于 11 月 13 日举行了第十届数学计算

竞赛。我校从小一到中三的全体学生都参加了此次竞赛。 

竞赛利用早读的时间进行，在经过一番紧张激烈的角逐之后，各

班成绩纷纷出炉。最后，各班分别评选出了班级前五名的获奖学生（同

一名次多人为并列）。具体获奖学生名单如下： 

 

 
2020学年第十届数学计算竞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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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一年级： 

一年级数学计算竞赛成绩班级前五名 

名次     姓名 1班 2班 3 班 

班级第 1名 萩原和真 岳龙和 岩田浩文 

班级第 2名 董弘毅 樋田怜璃 结城玲奈 

班级第 3名 黄皆喜 赵星宇 沃晋维 

班级第 4名 上宫慧人 阮昊昕 市原海音、段皓翔 

班级第 5名 黄 英仁 张馨然  

小学二年级： 

二年级数学计算竞赛成绩班级前五名 

名次     姓名 1班 2班 

班级第 1名 市原海翔 高振轩 

班级第 2名 川永弘阳、孙望宇 雷佳熹 

班级第 3名  熊鸿睿 

班级第 4名 孙韶良 邵国威 

班级第 5名 刘泰哲 申浩佳 

小学三年级： 

三年级数学计算竞赛成绩班级前五名 

名次     姓名 1班 2班 

班级第 1名 原田苍辅 徐子骞 

班级第 2名 铃木 瑚珀 木村佑希 

班级第 3名 王雨彤 番大辉、蒋雨宸 

班级第 4名 陈远航  

班级第 5名 陈然 安藤旬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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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四年级： 

四年级数学计算竞赛成绩班级前五名 

名次     姓名 1班 2班 

班级第 1名 甄慕国 杨宇博 

班级第 2名 冯海音 茅原翼 

班级第 3名 郑皓允 卢裕俊 

班级第 4名 林美波 孙友希 

班级第 5名 幸爱美 赵昊宇 

小学五年级： 

五年级数学计算竞赛成绩班级前五名 

名次     姓名 1班 2班 

班级第 1名 张咲名 申浩成 

班级第 2名 姜韵学 高根泽 友香 

班级第 3名 田口杏华 杨皓康 

班级第 4名 冈田知惠 李凛可、陈佳慧 

班级第 5名 荒井心美   

小学六年级： 

六年级数学计算竞赛成绩班级前五名 

名次     姓名 1班 2班 

班级第 1名 巫秉宸 张嘉琪、古屋仁徕 

班级第 2名 木村良  

班级第 3名 
钱子彦、徐新依、 

赤野义峰、杨苍望 
金城贤宇 

班级第 4名  小林泉里 

班级第 5名  下村奥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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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一年级： 

中一数学计算竞赛成绩班级前五名 

名次     姓名 1班 2班 

班级第 1名 陈瑛华 锦织花菜 

班级第 2名 西冈沙织 舟山采慧 

班级第 3名 
町田彩姬、何美奈、

林紫恩 
施静婷 

班级第 4名  奈良桂汰 

班级第 5名  马淑华 

中学二年级： 

中二数学计算竞赛成绩班级前五名 

名次     姓名 1班 2班 

班级第 1名 石井采花 夏悠斗 

班级第 2名 薛欢芯 范文隽、高山华 

班级第 3名 高森美月  

班级第 4名 刘如杏 河野夏实、徐凯奕 

班级第 5名 小原隆太  

中学三年级： 

中三数学计算竞赛成绩班级前五名 

名次     姓名 1班 2班 

班级第 1名 乙部宪太朗 柳田华、张哲源 

班级第 2名 赵堂政  

班级第 3名 松久保弥亚 杨佳嫒 

班级第 4名 高桥明里 菊池凯 

班级第 5名 林香织 高原杏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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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 教育研究专栏系列报道(一) 

2010 年校舍搬迁以后，学校一直在推进 ICT 教育（ICT 教育指在

教育现场运用电子通讯技术教学）。至 2020 学年为止，学校连续九年

派全体教师轮流到校外参加日本最大规模的 IT 教育展览（教育 IT ソ

リューション EXPO）。目前，已实现了校舍内 Wi-fi 全覆盖、每个教

室安装了投影仪、配置了 80 台学生用的平板电脑（供一个年级使用）、

教师每人配置一台笔记本电脑、导入了校务支援系统（desknetsNEO、

Te-Comp@ss），从而实现 “易学易懂的一节课”和“电子化和效率化

的校务办公”。在今年疫情期间，全校开展了网络教学并取得了明显

的效果。 

因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日本文部科学省在 2019 年提出的

“GIGA 学校构想”计划将大幅提前，我们学校也以此构想为基础，研

究并进一步推进适合本校的 ICT 教育。 

第二学期，学校专门请来 MetaMoji 和すららネット两所公司为

老师们举行了研究会，并实际操作了教学软件和电子教材。老师们边

学习边体验，收获满满！ 

为了让家长们能更好地了解学校 ICT 教育的一些动态，今后将定

期通过这个专栏向家长及华侨社会介绍。 

日文版： 

2010 年新校舎移転後、本校では ICT 教育（従来のアナログ形式で行ってい

た教育にデジタルや IT テクノロジーを導入することにより、互いの利点を合

わせてより良い教育を行う教育方法）を行うための環境整備を行っておりま

す。2020 年度までに校内 Wi-Fi 化、各教室固定プロジェクター、生徒用タブ

レット 80 台（一学年分）、教職員一人一台 PC、グループウェア、校務支援ソ

フトの導入・設置等を行い、ICT 教育の目的にある「わかりやすい授業」「校

務の効率化」を行い、休校期間中はオンラインで授業を行う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この度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拡大により、2019 年に文部科学省が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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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た「GIGA スクール構想」が大きく取り上げられ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本校

においても、本校の教育活動に相応しい ICT 教育の研究を進めてまいります。 

このコーナーでは、本校の ICT 教育について皆様に情報を発信していきた

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11 月 2 日 Metamoji 研究会 11 月 18 日 すらら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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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  谢 

长期以来，广大华侨华人和日本友人热心关注学校和幼稚园的 

发展，并为我学园的教育事业慷慨解囊，踊跃捐款捐物。在此特将芳 

名刊出，谨致诚挚谢意！ 

10 月 29 日，收到(株)信彦佳景代表取缔役何旭峰先生义捐面罩

800 枚。特此致谢! 

10 月 30 日，收到第 41 届毕业生夏建言先生义捐 50，000 日元。

特此致谢! 

11 月 2 日，收到㈱ビューティーエンジェル义捐酒精消毒液

1,440 瓶。特此致谢！ 

11 月 4 日，收到横滨梅樱ﾗｲｵﾝｽﾞｸﾗﾌﾞ纪念创建 50 周年义捐教育

补助金 300,000 日元。特此致谢！ 

11 月 4 日，收到㈱ｱﾝ･ｴﾝﾀｰﾌﾟﾗｲｽﾞ义捐教育补助金 300,000 日元

(学校 20 万、幼稚园 10 万)。特此致谢！ 

11 月 10 日，收到㈱ビューティーエンジェル为幼稚园义捐酒精

消毒液 48 瓶。特此致谢！ 

11 月 20 日，收到㈱IT FORCE 代表取缔役大永昊直先生义捐自

动测温消毒机两台。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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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 稚 园 信 息 
 

 
*挖红薯活动 

秋高气爽的丰收时节，熊

猫幼稚园大班、中班、小班的

小朋友, 分别于10月26日、11

月5日、6日迎着朝阳在老师们

的带领下，乘园车前往仓本农

场挖红薯。对于在都市里长大

的孩子们来说, 触摸土壤接触

农作物是难得的体验。来到农

田,孩子们就按奈不住心中的好奇， 

个个鼓足干劲跃跃欲试。看着自己 

亲手从黝黑的泥土里挖出的红薯， 

孩子们兴奋不已，向老师和同伴 

高声炫耀着:“我挖到红薯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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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的半日活动中，孩子们体验了挖红薯－品尝烤红薯－竹林探

险，不仅感受到劳作的辛苦，而且还在大自然体验中丰富了感性。 

 

 

 
*公开观摩—韵律舞蹈教室 

韵律舞蹈是一项聚集了运动、乐

感、协调性、音乐表现等要素的活动。

为了促进家长们对韵律舞蹈的了解，我

园于11月12日为各位家长举行了韵律舞

蹈的公开观摩。按照彩虹、星星、太阳

的班级顺序分别开展了各种活动，各年

龄段的音乐活动循序渐进、充满乐趣！不仅让孩子们置身于快乐的

音乐海洋之中，也让前来观看的92名家长们大饱眼福。近藤老师的

韵律舞蹈，注重通过游戏来体验、感知音乐，并用身体动作来进行

艺术表现，而不是一味的音乐训练，深受孩子们的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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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育派对 
总结去年的经验，我园的家长会理事们在11月13日为幼稚园孩子

们再次策划并主办了三明治食育派对。 

活动当天，全体幼儿聚集在一楼游戏室，观赏妈妈们的表演。

今年12位的家长理事们给孩子们带来了很多环节的表演： 

 

1.玩具进行曲 

家长理事会特意为这次的食育派对购

买了各种动物的玩偶，伴着欢快的音乐，

理事们用手套着玩偶出场，排列的队形花

样多，移动迅速，孩子们看得目不转睛，

欢笑声不断。 

2.手指游戏 

其中有六位家长理事到台前带领孩子

们做手指游戏，他们把日语【装便当】的

手指游戏改

编成【装三明治】。孩子们都非常开

心得跟着妈妈们做手指游戏。 

表演结束后，家长理事们把订购好

的三明治分发到各班上，看到孩子们津

津有味地品尝着三明治，妈妈们的

脸上露出美美的笑容。最后，非常

感谢12位的家长理事们，谢谢你们

特意抽出宝贵的时间，跟孩子们分

享了快乐的时刻。 

 



 

广告尺寸 每月价格 广告尺寸 每月价格 

一页(B5大小) 40,000日元起 四分之一页 10,000日元起 

四分之三页 30,000日元起 八分之一页 5,000日元起 

二分之一页 20,000日元起   

 

           欢 迎 刊 登 广 告

我校《学园通讯》创刊已近47年,目前每月发行1,100多本,
几乎覆盖日本全国侨会侨团及中国主要涉侨部门。
2008年5月9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阁下亲临我校,
更加提高了我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通过《学园通讯》
了解我校的人士与日俱增。我们衷心希望各位热心华文
教育事业的有识之士能继续赐予我校大力支持和积极协助,
敬请在《学园通讯》上刊登广告。
谨致由衷谢忱。垂询方式见封面,具体价格如下:













中国食品・中華材料・中華銘酒・中国名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