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発行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日（第１４６号） 関前コミュニティ協議会 
  

 ■〒180-0014 武蔵野市関前 2-26-10  （ムーバス三鷹駅北西循環 ⑧ 関前コミセ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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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は、１１月１２日(土)・１３日(日) です 

毎年恒例の「コミセンまんじゅう」の販売から始まり、イベント・作品展示 

・音楽会・バザー・屋台などいろいろな企画を準備しています  

＊＊＊＊＊ 詳細は本号の見開きを見てください ＊＊＊＊＊ 

  

来年 3 月 1 日からは通常通りの利用・予約になります  

（ただし、1 階の一部施設が利用できないことがありますのでご了承ください） 

３月分の部屋の予約は、１１月９日（水）まで受け付けています 

「コミセンだより」の平成２９年１月１５日号は、休刊となります 

エレベーターは４人乗り（車椅子１台と付添１人）の設備を予定しています 

 「コミセンだより」の配布 

運営委員・協力員のボランティアで手

分けして配布しています。 

配布する人の諸事情により、多少の時

差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がご了承ください。 

運営委員・協力員の募集 

コミセンのイベントのお手伝い一つだ

けでも参加可能です。 

地域の仲間を増やしましょう！！！ 

連絡をお待ちして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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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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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団らん室・休憩室（10: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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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型 地域有志の踊り（13:00～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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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おもちゃ販売ほ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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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エコバッグをお持ちください
        縁日（たい焼き、焼き鳥、おもちゃ販売） クリーンむさしの「おちゃわんリサイクル」（11:00～16:00）

今年は「おもちゃ販売」と「おちゃわんリサイクル」も前庭で行われます！

みなさまからの出品・参加　募集中です
申込期間：１１月５日（土）～１１月９日（水） 内容によって受付場所が異なります

１１月１２日（土）
 13:00 ～ 16:00

１１月１３日（日）
 10:00 ～ 16:00

2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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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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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金）から13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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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期間は窓口業務も行いま
せんのでご注意ください。
また、コミセンまつり終了後の
11月14日（月）から2月28日
（火）までは、エレベータ設置工
事のため休館とな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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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稚園児の可愛い

作品も玄関にて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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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5日（土）１４：００〜 

今年も当コミセンを利用される方に多勢お集ま

りいただきました。貴重なご意見の数々はこれか

らの運営に役立て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コミセンが休館の間、パソコン教室もお休みに

なります。平成２８年は１１月９日（水）まで、平

成２９年は３月１日（水）からの再開となります。 

 

 

 障害者福祉課（みどりの子ども館改修工事の為）

の依頼により、11 月〜12 月にかけて 2 週間ほど

分館の利用がありますので、ご了承ください。 

 

 

関前地区ニュース イベント報告 

コミセンからのお知らせ 

利用者懇談会 

休館に伴うパソコン教室からのお知らせ 

今年も武蔵野東幼稚園の 

「園まつり」がコミセン祭 

りと同じ時期に開催されま 

す。会場の第二幼稚園は、 

関前コミセンのすぐ近くで 

すので、足を延ばしていただいて、園児達の造形作

品の展示を是非ご覧ください。 

場  所：武蔵野東第二幼稚園 

作品展示：11 月 11 日（金）～14 日（月） 

※13 日（日）は、バザー、模擬店を 10：00～14：00 に行います。 

【お問合せ先】武蔵野東第二幼稚園 (53-4367) 

 

 

9月 16日（金）１３：３０〜１５：００  

参加人数：２９名 

懐かしい曲の合間に、参加者にリフレッシュの方

法を伺ったりしながら、楽しいひと時を過ごしま

した。ハーブティーとお菓子も好評でした。 

 

 

 

9月 28日（水）１０：００〜１１：３０ 

参加人数：１０名 

いろんな年代の方と一緒 

に自分の調子を見ながら、 

ゆっくり体を動かしました。 

 

 

 

10月 1日（土）１３：３０〜 参加人数：３０名 

 元祖三人娘による競演作品。歌あり踊りあり恋あ

りの楽しい映画に、男性の方もたくさん観に来てい

ただきました。 

 

 

 

10月 1日（土）１０：００〜 

参加人数：２６名（スタッフ含む） 

今回もとてもおいしく出 

来上がりました。 

 

 

 

10月 8日（土）１４：００〜 

参加人数：１０６名 

昨年から始まった関前ミュージックフェスティ

バル。２回目となる

今回は、8グループ

の参加者による楽

器演奏・合唱・カラ

オケとなり、大勢の

方に楽しんでいた

だきました。 

 

 

 

音楽とおしゃべりのティータイム 

コミセンだよりはコミセンの運

営委員・協力員が手分けをしてボラ

ンティアで地域の皆様のお宅にポ 

スティングしております。１４６号の編集会議

の折にこのポスティングが話題になりました。

郵便受けはそのお宅の顔。主の個性が現れてい

て、実に色んなポストがあるのですね。 

 

関前ミュージックフェスティバル 

関前名物手打ちうどん 

なつかしの映画会 

講習会 「ゆっくりピラティス＆ストレッチ」 

創立５２周年武蔵野東幼稚園 「園まつり」 

「ひばり、チエミ、いづみ 三人よれば」 

 

休館中の分館利用のお知ら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