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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れからのイベント案内（1１月・１２月） 

小さな音楽会 
クリスマスガラコンサート 

日 時：１２月２２日（土）14:00～ 

会 場：１Ｆ レク室 

出 演：白瀬美枝子、小林まゆみ 他６名     

     ピアノ伴奏 木並和彦 
 

コミセンではおなじみのクリスマスにぴっ

たりの歌い手たちが一堂に集まり、ピアノ伴

奏で素敵な歌を披露します。 

懐かしの映画会 (関前福祉の会共催) 

『波の塔』 

日 時：１１月２４日（土）1３:３0～ 
会 場：１Ｆ レク室  
 

二枚目役から個性的な役まで優れた演技で

貴重な存在だった俳優、津川雅彦を偲んで、

若き日の傑作を上映します。 

恒例 関前コミセンまつり  

１１月１０日(土)             １１月１１日(日) 

１３：００～１６：００               １０：００～１５：３０ 

 

 

 

地元野菜販売・各外部団体紹介コーナー（両日） 

※作品出展・囲碁大会・関前福祉の会バザー品の受付は１１月３日（土）～７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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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囲碁大会 

おちゃわん交換会、おもちゃの交換会 

子ども広場、だんだん体操 

縁日(カレー・だんご・焼きそば他) 

詳細 
は 
２面 
３面 
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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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日（水）10:00～12:00 

会  場：２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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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日(金)～（電話でも可） 

関前子どもひろば 
～ふわもこ毛糸でツリーを作ろう！～ 

日 時：１２月５日（水）1４:３0 

会 場：２Ｆ 大広間   ～1６:３0                                               

対 象：小学生 (入場は１６時まで) 



  

10：00～15：30 13：00～16：00 

13：00～14：00 

団らん室・休憩室 

14：00～15：00 

団らん室・休憩室（～15：30 まで） 

15：00～16：00 10：00～11：00 11：00～12：00 

みなさまからの出品・参加 

募集中です！ 

申込み期間：１１月３日（土）～１１月７日（水） 

囲碁大会 

12：00～13：00 

・展示作品（書道・写真・絵画・生け花 ほか） 

・囲碁大会（先着２０名） 

13：00～14：00 

飲物コーナー 

14：00～15：00 

・関前福祉の会バザー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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のでご注意ください 

15：00～15：30 

手芸・写真・絵画・書道など 

１１月１０日（土） 

生け花・防災用品展示・シルバー人材センター・青少協行事写真 

武蔵野館/桜堤ケアハウス/とらいふ武蔵野/光風荘/日赤奉仕団 

２階 

■寿の間（１０時～１６時）にて受付 

飲物コーナー １階 

（麦茶・コーヒー・紅茶・焼き菓子・ビール） 

１１月１１日（日） 

会議室 

（作品展示） 

コミセン饅頭販売（13：00～売り切れ終了） 

学習室 

（展示） 

 

コミセンまつりに伴う 
窓口業務休止のご案内 

 
11月９日（金）は午前中まで窓口

業務（部屋の予約受付のみ）を行

います。９日午後～1１日（日）は通

常窓口業務は行いません。 

また、この期間中はコミセンまつり

の準備・開催のため本館・分館と

も、部屋の利用はできません。 
12月 10日（月）～11日（火）使

用分の予約は１１月１2日（月）か

ら受け付けます。 
 

音楽室 

大広間 

ロビー 

みんなで歌おうコーナー 

（13：15～14：00） 
 

協力：ギロック・フレンズ in東京 

手芸・写真・絵画・書道など 

（麦茶・コーヒー・紅茶・焼き菓子・ビール） 

■コミセン窓口にて受付 

レク室 

子ども広場（10:30～12:00） 

前庭 

だんだん体操（11:30～12:00） 

 

２階廊下にて 

関前南小と五中の 

生徒作品の展示（予定） 

 

幼稚園児の可愛い 

作品も玄関にて展示 

おもちゃの交換会「かえっこ」 （10:30～12：00） 

   関前コミュニティセンター 

縁日（たい焼き、焼き鳥） 

地元野菜販売（売り切れ終了） 

生け花・防災用品展示・シルバー人材センター・青少協行事写真 

武蔵野館/桜堤ケアハウス/とらいふ武蔵野/光風荘/日赤奉仕団 

縁日（たい焼き、焼き鳥、焼きそば、カレー、だんご、ポップコーン、チャンスボックスほか） 

関前福祉の会バザー クリーンむさしの 「おちゃわん交換会」 （11:00～14:00） 

地元野菜販売（売り切れ終了） 

関前コミセン 2018 

関前南小吹奏楽有志演奏（14:00～予定） 

関前福祉の会「チャリティパン販売」 （売り切れ終了） 

今年度からの変更点！ 

９日（金）午前中、12日（月） 

の窓口業務は行っております。 

https://4.bp.blogspot.com/-2dIFvBcmKP8/VJ6XIWqvN_I/AAAAAAAAqF0/k8luQhiBeMo/s800/pop_chumoku.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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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関前地区防災訓練」のお知らせ 

１０月１３日（土）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出演：１４組８２名 参加人数：２００名弱 

 今年で４回目となるフェスティバル。今年は、

会場をロビーから広いレク室に移しました。演奏

はピアノ・ギター・管弦楽器・マンドリン・合唱   

        などさまざま。 

         大勢の方から来年も楽しみ

にしていますとの声をいただ

きました。 

１０月５日（金）１３：３０〜１５：００  

参加人数：４４名 

『心地よい眠りをあなたへ』のテーマに合わ

せ、各国の子守唄を中心に聴きました。 

ハーブティーと手作りのお菓子で午後のひと

ときをのんびり過ごしました。 

 

 

10月２０日（土）１４：００〜 

今年も当コミセンを利用される方から、貴重なご

意見をいただき、これからの運営に役立てていきた

いと思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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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日（木）午前１０時から２時間程

を予定していますので宜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平成３０年は１２月１９日（水）まで、 

平成３１年は１月９日（水）から開講します。 

 

 

 １２月２９日（土）～１月５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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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パソコン教室からのお知らせ 

今年も創立を記念して「園まつり」が行われ 

園児達の造形作品が展示されます。 

場  所：武蔵野東第二幼稚園 

作品展示：11 月９日（金）～1２日（月） 

※1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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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楽とおしゃべりのティータイム 

わくわくランド 

講習会 『ゆっくりピラティス＆ストレッチ』 

創立５４周年武蔵野東幼稚園 「園まつり」 

『パパとママと一緒にリトミック』 

 

年末年始の休館のお知らせ 

年末の大掃除ご協力のお願い 

 

関前 

手打ちうどん作り 
１２月２日（日）１１：００～１３：３０  

場 所：２Ｆ 大広間 

定 員：２０名 

材料費：300円（当日徴収） 

持ち物：エプロン、三角巾、マスク 

申込み：１１月１６日（金）～電話可 

皆さんでうどんを作り、出来たてを 

一緒に食べましょう‼ 

 

関前ミュージックフェスティバル 

９月２９日（土）１０：３０～１１：３０ 

 参加人数：２１名  

 パパ・ママと一緒に、体操やリズム遊び、パネ

ルシアターを親子でゆったりと楽しみました。 

 

９月２５日（火）１０：００～１１：３０ 

 参加人数：７名 

 幅広い年齢の方に参加いただき、 

レッスン後はみなさんスッキリ 

としたお顔をされていました。 

募集 

１１月１７日（土）１４：００～１５：３０ 

場所：第五中学校 

内容：防災倉庫、備蓄倉庫、災害時特設公衆電

話等設備の展示やＡＥＤ訓練、起震車等 

地域の方々の防災意識や 

避難所についての理解を 

高めていただくことを目的と 

しています。 

 

http://4.bp.blogspot.com/-uYDnIFh0rRQ/ViipYYRjZ3I/AAAAAAAAz3E/pRmLi_NOD7A/s800/karaoke_young.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