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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さな音楽会 

木管五重奏 libertetto
リ ベ ル テ ッ ト

 

日 時：１２月１２日（土）14:00～ 

会 場：１階レク室 

曲 目：ハイドン ディヴェルティメント 

山の音楽家 じゅんばん協奏曲 

クリスマスメドレー等 

 

クラシックからポピュラー 

まで幅広く演奏していただ 

く予定です。 

大勢の方のお越しをお待ち 

しています。    関前福祉の会共催 

 

講習会 絵手紙で年賀状を‼ 
初心者対象の講習会です 

日  時：12月 2日（水）10:00～12:00 

会  場：２階会議室                                 

材 料 費：３００円(当日徴収)                  

定  員：１６名 定員になり次第締切             

申し込み：１１月１７日(火)～ 

窓口まで  

(電話でも受け付けます) 

恒例 関前コミセンまつり 

１１月１４日(土)          １１月１５日(日) 
 

１３：００～１６：００           １０：００～１６：００ 

 

 

 

 

 

地元野菜販売・各外部団体紹介コーナー（両日） 

※作品出展・福祉の会バザー品の受付は１１月７日（土）～１１日（水）です。 

 

詳細は 

２・３面です 

年末年始の休館のお知らせ 

１２月２９日（火）～１月５日（火） 

 

コミセン饅頭販売 

作品展示 

関前福祉の会バザー 

縁日(たい焼き・焼き鳥) 

 

作品展示 

縁日 囲碁大会 

背骨コンディショニング 

子ども広場 

だんだん体操 

みんなで歌おう 

 



13:00～14:00 14:00～15:00 15:00～16:00 10:00～11:00 11:00～12:00 12:00～13:00 13:00～14:00 14:00～15:00 15:00～16:00

手芸・写真・絵画・書道など 手芸・写真・絵画・書道など

防災用品展示　　　生け花 防災用品展示　　　生け花
シルバー人材センター展示 シルバー人材センター展示
青少協行事写真展示　武蔵野館展示 青少協行事写真展示　武蔵野館展示

囲碁大会

団らん室・休憩室（13:00～16:00） 背骨コンディショニング       　　　　団らん室・休憩室
デモンストレーション（10:00～11:30） 　（11:30～15:00）

飲物コーナー 飲物コーナー
　（麦茶・コーヒー・焼き菓子・ビール） 　（麦茶・コーヒー・焼き菓子・ビール） 14:00～14:45
コミセン饅頭販売（13:00～売り切れ終了） みんなで歌おうコーナー

（協力：ギロック・フレンズ・東京）

　　　 子ども広場（10:30～12:00)

         だんだん体操(11:30～12:00)

        福祉の会バザー（13:30～16:00） 縁日　（焼きそば、カレー、だんご、たい焼き、綿菓子、焼き鳥
        地元野菜販売（13:30～売切れ終了） 　　　　　ポップコーン、チャンスボックスほか）
        ※エコバッグをお持ちください 地元野菜販売（11:00～売切れ終了）
        縁日（たい焼き、焼き鳥） ※エコバッグをお持ちください

みなさまからの出品・参加　募集中です
申込期間：１１月７日（土）～１１月１１日（水）
内容によって受付場所が異なります

レク室

前庭

1階

会議室
（作品展示）

学習室
（展示）

音楽室

大広間

ロビー

１１月１４日（土）
 13:00 ～ 16:00

１１月１５日（日）
 10:00 ～ 16:00

2階

■寿の間（10時～16時）にて受付
・福祉の会バザー用品

※バザー用品の品物を募集しています

受付できない品物もあります！

コミセンまつりに伴う
窓口業務中止のご案内

11月13日（金）～16日（月）の４
日間はコミセンまつりの準備・
開催・後片付けのため本館・分
館とも、部屋の利用はできませ
ん。
またこの４日間は窓口業務を行
いません。
12月12日（土）～16日（水）使
用分の予約は１１月１7日（火）
から受け付けます。

関前コミュニティセンター

■コミセン窓口にて受付
・展示作品

書道・写真・手芸・絵画・生け花 ほか

・囲碁大会 先着２０名

古着・人形・使用

済み食器・運搬の

大変な大型品は受

付できません

２階廊下にて

関前南小と五中の

生徒作品の展示も

あ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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関前地区ニュース イベント報告 
 

 

９月２６日（土） 参加者３２名 

 老若男女、子供も含め全員で、こねて延ばして

うどん切りを体験、かえしから作ったおつゆで美

味しくいただきました。 

 

９月２６日（土） 参加者３６名 

 今回は男性の方が大勢観に来られ、昭和３０年

の警察官の心暖まる映画に感動されていました。 

 

１０月３日（土） 参加者１５０名 

今回初めての企画で、当コミセンの音楽室・和

室等を利用し活動している方々に発表会のお願い

をして、ロビーにて、14:00～16:00、開催の運

びとなりました。 

9組・４３名の方が出演され、ロビーの観客席も

満席となり、たくさんのジャンルの音楽を楽しむ

ことが出来ました。 

出演者の皆様、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１０月７日（水） 参加者１８名 

エコクラフトが始めての人たちも、講師の懇切

な指導によりすてきなバスケットが出来、皆さん

それを腕にかけてうれしそうに帰りました。 

 

 
１０月１７日（土） 参加者３６名 

各グループからの自己紹介と、コミセンに対す

るご意見やご要望をいただきました。 

 

毎年お手伝いを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

す。今年も１２月１０日(木)午前１０時から２時

間を予定しておりますので宜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団体利用者の皆さまには、文書でご連絡しますので、ご協力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年末は１２月１６日(水)まで、新年は１月１３日(水)から。 

 

コミセンからのお知らせ 

 

 

東京都吹奏楽コンクール（9月１２日府中の森 

芸術劇場）では金賞を受賞しました。それにより

１０月１１日に札幌コンサートホールkiraraにて

開催された東日本学校吹 

奏楽大会に東京都代表と 

して出場し、銀賞を受賞 

しました。 

３年連続の出場です。 

 

 

おかげさまで武蔵野東学園 武蔵野東幼稚園は創

立51周年を迎えました。これもひとえに地域の皆

様のお支えによるものと深く感謝を申し上げます。 

今年も創立を記念して行っている園まつりの時

期となりました。園児の造形作品の展示をぜひご覧

ください。皆様のお越し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場  所 ： 武蔵野東第二幼稚園 

作品展示 ： 11月1３日（金）～1６日（月） 

※1５日（日）は、バザー、 

模擬店を10：00～ 

14：00に行います。 

※お越しの際には、 

受付にお声かけ下さい。 

 

 

 コミセンには用途に応じて利用できる５つの

部屋があります。先日は音楽室等を利用してい

る方々にミュージックフェスティバル参加・発

表をお願いし、コミセンのロビーにてアットホ

ームな音楽会を開くことが出来ました。 

大広間は、色々なジャンルの体操・演劇・か

るた会・忘年会・新年会・総会・この時期には

ハロウィンパーティー等で利用されています。 

利用の形態はさまざまですが、各部屋で勉強

会や趣味作品作り等充実した楽しい時間を過ご

されていることと自負していま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