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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時：５月３０日（土）午後１時 30 分～ 

場 所：１F レク室  入場無料 

 

 

 

１９５３年製作 アメリカ映画 

監 督：ウィリアム・ワイラー 

主 演：オードリー・ヘップバーン 

グレゴリー・ペック 

日 時：５月２６日（火） 

午前 10 時 30 分～11 時 30 分 

場 所：２F 大広間 

定 員：２０組（０才～３才児とその親） 

持ち物：汗拭きタオル、飲み物 

＊動きやすい服装で 

来てください 

申 込：５月１５日(金)～ 

窓口まで（電話でも 

受け付けます） 

発行 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５日（第１３７号）   関前コミュニティ協議会 

■ 

■TEL&FAX : 

■開館：午前９時３０分～午後９時３０分（利用は９:１５迄）    ■休館日：木曜日＆年末年始 

■E-mail ：sekima-c@parkcity.ne.jp           ■H P : www1.parkcity.ne.jp/sekima-c/ 

委員長再任のご挨拶 
関前コミュニティ協議会委員長 荻原利夫    

桜の花も散り若葉の映える去る４月 18 日、当コミュニティ協議会の平成 27 年度住民総会を行いまし

た。昨年度は本館、分館を合わせ 49,140 人の方々にご利用を頂き、前年比 101.0%の微増となりまし

た。ほぼ平年並みの数ですが、関前地区の人口は約 8,900 人ほどですから一人当たり 5.5 回ほどのご利

用を頂いたことになります。 

協議会では今年度も各種事業を予定しています。その中には地域他団体との共催も含まれ、一体となっ

て地域の活性化を図ってまいります。また関前を中心とする地域にお住まいの方々がそれぞれの趣味や勉

強会、会合など生涯学習や生活の場として更なるご利用頂ければ幸いと思います。 

コミセンは利用者の方々と共に地域コミュニティを作っていく所です。私も今年度で３期目になります

が「使いやすく愛されるコミセン」という目標を忘れずに運営委員 44 名・協力委員 26 名共々当センタ

ーの運営に努めてまいりますので、皆様のご協力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第９回 子ども劇場 道化師(ピエロ)からのおくりもの 

        出演者：マイムランド 

７月４日（土）午後 2 時３０分～3 時 10 分 

場 所：関前南小／体育館  （開場２時２０分）  

 

コミュニティ わいわい広場 

6 月 17 日（水）午後 3 時～4 時３０分 

           （工作受付：4 時まで） 

   場 所：レク室 大広間 中庭 

   対 象：小学生 

工作と楽しい遊びの広場です。 

 

 

 

            共催：桜堤児童館 

  

スカットボール大会 
６月 １４日（日）午後 1 時 30 分～ 

  場 所：中庭   雨天の場合はレク室 

  定 員：２０名 

  申込み：６月１日（月）～窓口へ(電話可) 

  保険代：５０円（当日徴収） 

皆様のご参加をお待ちしています。 

腰痛予防 

背骨コンディショニング三連続講座 

６月 6 日(土) 20 日(土)  7 月 11 日(土) 

      午前 10 時～11 時 50 分 

場 所：大広間 

対 象：うつ伏せになることが可能な方 

    3 回連続で参加出来る方 

定 員：3０名（関前在住の方優先） 

申込み：5 月２０日(水)～窓口へ（電話可） 

背骨の歪みはあらゆる病気の原因と言われていま

す。腰痛、肩こりなど体の不調を改善したい方              

        自分で体を矯正し維持する 

方法が身に付きます。 

共催：健康づくり支援センター 

 

 

   

音楽とおしゃべりのティータイム 

♪あなたのティーンエイジャーの頃を思い出して♪ 

6 月５日（金）午後 1 時 30 分～3 時 

場 所：ロビー 

バラエティー豊かなテーマについて、 

おしゃべりしながら、テーマにちな 

んだ音楽をかける午後のひととき。 

美味しいお菓子とハーブティーも 

楽しみのひとつです。ふるってご参加ください。 

 

 

工 作：モザイクコースター 

    またはマイエコバック 

遊 び：マジックナイン、カーリング 

    サッカーゲームなど 

 

 

七 夕 づ く り 

７月１日（水）午後２時～4 時 

場 所：ロビー・レク室 

参加された皆さまに 

折り紙と小さな笹を 

おみやげに差し上げます。 

お家で作って飾りましょう。 

            共催：関前福祉の会  

 

 

講習会 浴衣の着付け 
7 月 4 日（土）午前 10 時～12 時 30 分 

 場 所：大広間 

  定 員：15 組（親子または個人） 

 申込み：6 月 15 日（月）～窓口へ(電話可) 

 持ち物：浴衣,半巾帯,タオル 1 枚,紐 3 本 

今年の夏は自分で浴衣を 

着付けてみませんか？ 

幼児から大人まで楽しめるパントマ

イムとマジックの不思議な世界に酔

いしれてみません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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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成２７年度 住民総会開催 

４月１８日（土）午後１時３０分よりレク室にて住民総会が開催されました。当日は天気も良く、

３８名の関前地域住民の皆様が出席され、昨年度の事業報告・会計報告があり、本年度の事業計画・

予算・運営委員・協力員が承認されました。  

 

 

 

 

 

 

 

 

武蔵野東幼稚園の園まつり 

委 員 長  荻原 利夫 堀口 裕恒 塚田 美那子 本岡 和光 香川 史恵
副 委 員 長  藤塚 直樹 木村 延子 坂口 チヱ子 山村 知子 山田 由貴枝
副 委 員 長  中村 扶佐子 永倉 住江 福元 加代子 高橋 岩五郎 穴沢 房子
会 計  高橋 礼子 竹中 美枝 長倉 真美 松谷 圭子 酒井 久代
会 計  多田 芳美 広江 詮 駒崎 繁子 大山 忠男 斗賀 真由美
書 記  新井 行雄 渡邉 元 眞下 靖夫 野崎 義雄 伊藤 時子
書 記  蓬田 眞智子 高田 昭 島田 洋昌 増　 純子 杉山 則子
監 事  望月 恵子 山本 昌彦 大戸 正勝 田中 仲 吉田 美千代
監 事  石井 和雄 奥山 伸子 長尾 裕子 伊藤 義次 加藤 えり子

防 火 責 任  平井 良和 萩原 米子 山田 憲弘 大野 幸雄
顧 問 菅野 由紀子 石田 幸雄 土方 永久 井村 則子
顧 問 菅原 このみ 村田 正一 青木 雅子 山崎 功一

榎本 勝治 秋山 敏子 寺嶋 滋夫
井口 京子 村田　賢一 榎本 末子
中村 明美 森　 幹雄 榎本 京子
井村 智子 吉江 由香 西川 春雄
太田 秀昭 小野 恭子 井口 昭子

役員　・　顧問 運営委員 協力員

月 事　業　名（行事） 内容（実施内容・目的など） 備　　考

4  住民総会  諸事業の報告、計画案ほか  4/18（土）

 わくわくランド  子育てママの肩こり軽減・骨盤体操  5/26（火）

 映画会  関前福祉の会と共催　数回予定

 音楽とおしゃべりのティータイム  ゲストを迎えてのひととき  数回予定

 健康講座  関前福祉の会と共催

 コミュニティわいわい広場  工作と遊び  桜堤児童館と共催 6/17（水）予定

 背骨コンディショニング教室  3連続講座  健康作り支援センター共催 6/6・20、7/11

 講習会  各種講習  数回予定

 関前子ども劇場  マイムランド（パントマイム）  関前南あそべえと共催7/4（土）予定

 七夕づくり  幼児、小学生及び高齢者対象  関前福祉の会と共催

8  花火大会  関八花火大会に出店  他団体と共催

 手打ちうどん作り

 防災訓練  館内における避難訓練

 スポーツ大会  スカットボール

 利用者懇談会  利用者との意見交換の場

 関前ミュージックフェスティバル  コミセン利用グループの音楽の祭典

11  コミセンまつり  コミセン饅頭販売、展示　ほか  11/14（土）・15（日）予定

 大掃除  館内外の清掃  12/10（木）予定

 小さな音楽会  関前福祉の会と共催

 カラオケ

 どんど焼き  地域住民対象  他団体と共催

 ナイトハイク  地域中学生対象  他団体と共催

3  みんなで歌おう会  楽しい歌の数々を歌う

 管外研修  運営委員・協力員を対象

1

5

6

7

9

10

12

◎ コミセン主催教室＝パソコン教室、関前初級英会話教室 

◎ コミセンバックアップ教室＝リズム体操、卓球教室、健康マージャン（分館） 

◎ その他＝健康クラブ、親子ひろば、プレママのひろば・あかちゃんのひろば、不老体操（分館）  

 

 

 

 

 

 

 

 

武蔵野東幼稚園の園まつり 

４月末日現在 



 

 

 

 

 
 

 

 

 

 

 

 

 

 

 

 

 

 

 

 

 

 

 

 

 

 

 

 

 

 

 

 

 

 

 

 

 

 

 

 

 

 

 

 

 

 

 

 

 

 

 

 

 

 

 

 

 

 

 

 

 

 

 

 

 

 

 

 

 

 

 

 

 

 

 

 

 

 

 

 

 

 

 

 

 

 

 

 

 

 

 

 

 

 

 

 

●平成２６年度 決算 
 

関前コミセン 
運営委員・協力員 

募集中 

詳細は、コミセン窓口へ 

TEL 0422-51-0206 

◎スタンプラリーの結果 

 ３月２１日（土）～２８日（土）第４回スタ

ンプラリーが開催されました。 

 期間中は晴天が続き桜も満開となり、コミセ

ン巡りにはとても良い気候でした。当コミセン

にも大勢の方が来館し、昨年より１５０名多い

５５６名の参加がありました。 

 そのうち地域達成者（関前・西久保・八幡町

コミセン）は７２名、全１６コミセン達成者は

８名でした。 

今回は親子連れや子供同志の参加も多く景品

のお菓子を食べたり、サービスのお茶を飲みな

がら館内でくつろいでいただきました。 

 参加された方、色々なコミセンに行って楽し

めたでしょうか。お疲れ様でした。 

●市民の森公園 春の公園祭り 

 主催 もりもり森クラブ 

5 月１７日(日)午前 10 時～12 時 雨天中止 

場所：市民の森公園（ムーバス停「市民の森」） 

◇むさしの関八ばやし 

◇関前南小吹奏楽部の演奏 

◇草笛、オカリーナ演奏 

◇ダンスダンスダンスの演舞 

◇さつま芋苗の植付け体験 

◇花ポットの苗の植込み体験 

◇農産品の販売コーナー（マイバックご持参） 

◇紙飛行機コーナー 

◇草笛教室 

◇メダカの放流体験、笹舟競争 

◇水生生物展示コーナー  

◇ハーブティー・サービス 

◇草花の寄せ植えコーナー（好み鉢ご持参） 

◇風船（ペンシル・バルーン）プレゼント 

 関 前 地 区 ニュ ー ス 
 

●平成２７年度 予算 
 

関前コミセンからのお知らせ 
 

◎ パソコン教室 

夏休み等を除き毎週水曜日午前中に実施して

いるパソコン教室は、今年も、個別指導方式で

開校しています。 

詳細については窓口に問い合わせください。 

住民総会 

■委託金の部 　収　入　額 5,745,000 
　支　出　額 5,736,918 
　精　算　額 8,082 

■補助金の部 　収　入　額 2,519,879 
　支　出　額 2,226,434 
翌年度繰越額 293,445 

＜収入＞
予 算 額
5,912,000 
1,983,000 

293,445 
555 

8,189,000 

＜支出＞
予 算 額

窓口当番手当 5,762,000 
修繕料 150,000 
事業費 707,000 
運営費 400,000 
消耗品費 370,000 
印刷製本費 163,000 
新聞雑誌購読料 88,000 
通信・交通費 107,000 
ｲﾝﾀｰﾈｯﾄ使用料 52,000 
研連負担金 40,000 
備品費 100,000 
予備費 250,000 

合計 8,189,000 

費　　　　目

市
補
助
金
等

費　　　　目
指定管理委託費
市補助金
前年度繰越金

雑収入

合計

指定管理
委託費

 

 

４月の住民総会で、委員長以下の新しい陣容

が承認され、新年度がスタートしました。 

 桜の花もアッという間に散り、いきなり各地

で真夏日となりましたが、今年は気候変動・災

害などの想定外が起こらないよう祈ります。 

 地域の皆様が過ごし易いコミセンとなるよう

新スタッフで努力して行きます。 

 

◎ パソコン教室 

夏休み等を除き毎週水曜日午前中に実施して

いるパソコン教室は、今年も、個別指導方式で

開校しています。 

詳細については窓口に問い合わせくださ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