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5 月 8 日

父母会だより

NO.2

北京日本人学校父母会執行部
新学期开始了，父母会的活动也正式开始了。班级微信群的转移、班级主管人的确定、开
始外卖便当、JSB T 恤和父母会刊物的制作…还有支援者的招募也开始了！本次刊物上向大家
汇报各项活动的情况。如您能找到感兴趣的活动和能参加的活动，我们会很开心。

◎定期大会召开的通知
父母会定期大会以 5 月中旬召开为目标，正在进行准备工作（原计划 4 月内会召开，但有
点延期）。大会上将会实施父母会活动计划及相关事项的报告及决议。
主要决议事项（计划）如下；
1. 2020 年度决算批准及 2021 年度活动计划、预算批准
2. 父母会的日语名称变更以及父母会会则变更（父母会→监护人委员会）
3. 父母会盈余资金用于通学管理系统的再探讨
4. 其他
由于疫情，在学校线下召开大会很困难，因此通过班级聊天发送大会资料和在线决议
书，用书面形式召开定期大会，用电子方法进行决议。完成准备工作后，将会通过班级微信
群通知您。

◎班级主管人确定！
已确定了各个班级的主管人。谢谢大家的报名！
希望各位班级主管人，将来一年的时间里能够做成父母会和各位家长的桥梁角色。
同时，班级主管人主要担任协调和桥梁的工作，因此请各位家长在各项活动中，积极跟
主管人分担与配合工作。
◆2021 年度 班级主管人介绍（敬称省略）◆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小１―１

高木 菜々

小４―１

呉艶艶（山田）

中１

坂本 芳枝

小１―２

額田 香織

小４―２

川手 めぐみ

中２

中川 奈津恵

小２

田中 依子

小５―１

横井 ひとみ

中３

光岡 淳子

小３―１

麻野 香

小５―２

坪井 明子

小３―２

西山 亜希

小６

塚本 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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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活动报告
文化体育委员会
面向 6 月的运动会，正在策划并实施 JSB T 恤的售卖。由于支援者（5 名）的支持，我
们可以大幅度缩短预定时间！
今后也将在 T 恤分拣分发工作（计划 5 月份），长袖运动衫售卖（计划第二学期）等方
面招募支援者，期待大家的报名和合作。
〈最近的活动〉






〈今后的计划〉

T 恤售卖商谈
旧素材 T 恤的库存确认
T 恤售卖通知发送
向供应商订 T 恤
旧素材 T 恤的分拣分发工作
※5 名支援者参加






新素材 T 恤的收货和确认
新素材 T 恤分拣分发工作
收付款工作
不良品对应

＜2021 年度 文化体育委员会委员长

比氣美紀＞

广报委员会
今年也将通过宣传杂志的方式，共享孩子们充满活力的学校生活。我们刚刚发行了《新
学期特别号》！刊登了老师介绍，请一定要和孩子们一起看一下。将在《第一学期号》刊登运
动会等活动的照片。
喜欢拍照和对摄影活动有兴趣的人，一起活动吧？运动会的摄影支援者也即将招募。如
果对自己摄影技术有自信的人，欢迎报名！
〈最近的活动〉
 入学典礼摄影
 和毕业相册委员的联合会议

〈今后的计划〉
 报刊“第一学期号”的制作与编辑
 学校活动照片摄影

 “关于个人信息管理”发布
 报刊“新学期特别号”的制作和编辑
 报刊“新学期特别号”的网站上载
刊登内容：老师和工作人员介绍

（跨班级交流会、运动会、
以及其他各年级活动）

＜2021 年度 广报委员会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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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川典子＞

◎通学安全委员会
在 2020 年强化防疫对策后，通学规则频繁变更。通学安全委员会在现有的通学规则中加
入防疫措施，正在制定新的通学规则。通学规则不仅针对家长，也针对司机和陪同员等各种各
样的人。以前是向所有的人员都发放了同样内容的文件，但是今年想根据每个读者制作更容易
理解的文件，并通过电子方式发送。预定 5 月发布，敬请期待！
〈最近的活动〉
 每个班车的路线和紧急手册的确认
 新年度班车的信息收集





〈今后的计划〉
 “通学规则”的发布
 通安协议会的召开，或会议替代资料

（根据金数据进行的 Web 问卷调查）
班车通学者名单的制作和确认
班车委员⇔通安委员之间的业务一览制作
“通学规则”的修改
通安协议会召开方法的讨论

的发布

关于通学的不明点和咨询，请联系以下的邮箱地址。

✉

通学安全委员会专用邮箱

jsbtsuan@yahoo.co.jp
＜2021 年度 通学安全委员会委员长

見市みちる＞

◎外卖便当开始！
北京日本人学校没有供餐，基本上是自带便当。但是，为了帮助因某些原因无法自带便当
的情况，得到了“好麦道餐厅”的帮助，正在做配送便当的尝试。
在 4 月 16 日的试运行开始，到月末为止的 11 天内，共订 270 份餐食。
炸鸡块便当、炒饭、青花鱼烤肉便当、鲑鱼万岁便当、芦笋牛肉盖饭、紫菜便当、炸鸡块
咖喱等… 每日更换的菜单受到孩子们的好评。
从今年度开始，订单与付款一站式完成，还能订餐后确认订单状态，订餐变得更简单了。
不想做便当的时候，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想尝试用一下等等… 不管什么理由都可以点餐，
欢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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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者活动报告
●便当支援者（简称“弁サポ”
） 活动报告
今年度的外卖便当开始日起，我们从零起点重新构建支援体制。
现在登记支援者人数有 38 名。刚开始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要
处理解决，但大家一起出谋划策，支援活动也步入了轨道。
每天的便当只有一种，活动时间只有 30 分钟，很容易参加。有
活力的打招呼的孩子，低年级的孩子努力传达名字的样子，没有订餐
但是跟朋友一起过来看的孩子等等，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可以窥见可
爱的孩子们的样子。有兴趣的人，请积极参加。
某一天的活动…
○11:57
○12:05
○12:15～12:25
○12:30

便当到达门卫室
准备工作（搬运便当、摆放桌子、确认数量）完成
发放便当
收拾、活动结束

支援者声音…
“虽然是第一次参加，但是因为有工作手册，还有经验者的支持，所以完成任务很轻松”
“孩子们都很可爱，心情也变得暖烘烘的。初中生的哥哥姐姐也向我们打了招呼，我很开
心”

●JSB T 恤分拣支援者 活动报告
4 月 26 日，由 5 名支持者和 2 名委员进行了“旧素材 T 恤”库
存的分拣和分发工作。
○ 标签（班级、个人、订购尺寸记载）裁剪（2 名）＆从仓库取出
库存 T 恤（各颜色各 2 名）
○ 在父母会室里，按尺码排列 T 恤，每人拿一张标签，将订购尺寸
整齐，按班级分类
○ 在职员室前的各个班级的柜子上放上 T 恤，作业完成！！
由于支援者协助，活动结束时间比计划提前了很多。
新素材 T 恤（5 月份），长袖运动衫（第二学期）售卖时，也
是计划招募支援者，欢迎参与！
支援者声音…
“工作流程有事先的说明，所以能够顺利地进行工作”
“活动时间没有预想的那么长，所以能有充裕的时间慢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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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招募支援者！一起来参加吧！
能做的人，在能做的时候，做能做的事。
今年为了能让更多的家长轻松愉快地参加学校活动，根据需要招募单次的支援者。期待
有兴趣、可以做的人参加。（不强制，不参加也没关系）
☆ 各活动的招募详情决定后，会随时通知。
☆ 弁サポ随时募集中！
（如有意向，请向班级主管人、父母会役员、弁サポ报名者询问）

☆学校网站有父母会的专栏。刊载了父母会会则、家长们支持学校活动的内容，欢迎观看。
北京日本人学校

http://jsb.official.jp/

父母会专栏密码
☆如有父母会运营的意见和要求，请向如下邮箱联系。

✉

父母会邮箱

jsbpanda@yahoo.co.jp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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