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1 月 29 日
北京日本人学校 监护人委员会（昵称“熊猫会”）执行部
我们继续「在能做的时候，能做的人，做能做的事」

熊猫会报刊

NO.6

(监护人委员会报刊)

新冠疫情的影响依然存在，1 月 19 日开始学校不得不再次实施在线授课。学生们不能来
学校，上下学相关的联络瞬间消失，外卖便当的订购和分发也不再进行，广报组的摄影也没
有了身影…我们再次意识到孩子们能够到校学习是多么重要多么难得的事情，也认识到熊猫
会的活动中与到校学习相关的活动较多。
在我们期待 2 月 21 日学校重新开学的同时，熊猫会也在继续默默地策划活动。在 2021
年度学年所剩无几的日子里，希望各位一如既往给予支持和帮助。

◎彻底做好防疫相关工作！
朝阳区教育局关于入学限制和信息报告的指示随时有可能变动，目前的要点有两点：
① 确保学生及其家人的所有离京回京信息都要事先通过专用表格报告
专用表格“北京市外移动报告表格(R4.1 月~)”请扫描→
当移动日期或移动方式发生变化时，可以多次再次输入。
② 当不知道如何应对时，要随时联系学校
如果对策不彻底，最坏的情况是，学校会被相关部门指责工作，
接受整改，孩子们也有不能到校学习的风险。切勿有“太麻烦了”
“不报告也没关系”，的念头，避免影响孩子们上学，作为监护人要彻底协助做好防疫应
对工作!

◎“熊猫会活动问卷调查”结果
以下为对家长进行问卷调查(10 月下旬)结果的主要内容，请参阅。

●整体活动篇
今年度以「在能做的时候，能做的人，做能做的事」，
「轻松，开心，有效率」以及「容易
明白，简单点」为目标，我们一直致力于信息的发布和共享。虽然对执行部和各组活动的理解
会因各位在校时间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大家都有一定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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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概了解执行部的活动内容
我大概了解通安、广报、文体的活动
是

内容
相对是

相对否

否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具体活动内容，我们在下一届干部选举之前，制作了一份关
于熊猫会活动的介绍。还有在“熊猫会报刊”上尽量介绍各种活动情况给大家。另外，我们认
为支援者活动等也是理解熊猫会活动的好机会。

今年的熊猫会的活动变得更轻松更开心
“能干的人在能干的时候做力所能及的事”
这个想法很好
支援者制度很好
能做的范围内想参加熊猫会的活动
是

相对是

相对否

否

今年的活动结果普遍受到好评，这对现任执行部来说是一种欣慰。我们也很高兴地发现，
许多人都想尽可能地参与进来。执行部将研究如何使更多的人更容易参与，并有机会参加。我
们今年才刚刚开始，所以这仍然是一个试验和摸索，难免产生错误的过程，但基于我们从家长
们得到的支持，我们将继续改进支援者计划。为了维持和继续支援者制度，我们需要 "大家都
申请成为支援者"。请继续尽可能积极地申请成为一名支援者!
来自家长的意见（部分）


本年度的改善让大家更容易参加，变得更轻松的组织了。



因为每年家委会干部都会换，所以不需要像往年那样拘泥于现状，只要在当时的成员力所能及
的范围内进行就可以了。方式也每年都不同,我觉得也很好。



支援者制度是能参与的时候按照自己的时间来安排就可以，所以觉得很好的制度。还可以看到
干部们在进行什么样的活动。



支援者制度是必要的适当的人员分配的作用分担,因此参加过的人有“贡献”的满足感,不能参
加人也因为不是强制的，所以没有一点罪恶感,我觉得是很好的制度。



我想，既然工作的母亲都可以参与。那么如果能有一个让父亲也能参与的活动，大家就会不会
更轻松呢。如果母亲是日本人，大部分的信息似乎都在她那里停止了!
（希望爸爸们也积极的参与起来！
）



感到抱歉，由于各种原因，我今年没能帮助活动。
（没有必要感到歉意。有机会的话就来加入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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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够用吗？是不是人太多了？等等，考虑了之后，结果还是没有应募的情况也有很多。
（人再多也不会觉得麻烦，不要想得太复杂，先去应募吧～）

接下来，关于会费和给支援者的交通费、纪念品。

觉得熊猫会的会费（2021 年 120 元）很贵
如果支援者活动可以报销交通费
或者给个纪念品更好了
是

相对是

相对否

否

会费 2021 年度为 120 元。2020 年度 180 元，2019 年度 300 元，2018 年度 360 元，
逐步降低。虽然要看本年度的结算情况，但是我们认为通过费用削减和个别收款的对应，可以
维持现在的水平。
支持者制度，现在实行“不支付交通费”，与会费的削减和会计业务的减轻有关。因为现在
有一定的应募者，所以继续维持“不支付交通费”。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为了表示对支援者参
加者的感谢，我们准备了“2021 年度支援者参加纪念品”，分发给“本年度参加熊猫会活动的
人”。(除了熊猫会的活动以外…例如参加毕业纪念册、谢师会、兴趣班活动、班级个别活动、
儿童音乐会等。这需要制定一定的标准，请理解)
熊猫会报刊 No.5 支援者纪念品猜谜的答案是…
问题 1：支援者的纪念品到底是什么呢？
⇒答案：熊猫丸马克杯（图片→）
※每年做不同的设计说不定能收藏?!
问题 2：2021 年有多少家长参加过各种支援者活动
和图书支援者活动？
⇒答案：一共 149 人次
※参与多个活动是重复计数
❖ 纪念品的交付预定在 3 月第一周班主任通过长子分发。

●个别活动篇
针对各团队活动，汇总了问卷中收集到的意见。

广报组
广报刊中，约 9 成的意见是“有比较好”。为了能够更好地分担活动和工作，更有效率地
制作宣传杂志，需要下足功夫。
另外，广报刊也从去年开始改用电子版发行。约 9 成的回答是电子版发行就可以。虽然电
子版有很多优点，但也有些人认为“还是有印刷册子比较好，想要”。因此，熊猫会决定将 2021
年度的广报刊印刷版合订本，按实际费用销售(任意购买)。关于购买申请等事宜，2 月 20 日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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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另行通知。作为北京日本人学校的纪念，作为回忆…想要印刷版合订本的人请及时订购。
关于运动会的广报摄影照片数据共享，“希望”和“同意”的意见占多数。今年，摄影高
手的支援者拍摄了很多专业水准的照片。广报刊上还有很多未刊登的照片，如果就这样被束之
高阁未免太可惜了。前几天通过家长班级群聊，就运动会照片数据共享进行了总体确认，截止
日期还没有收到意见，因此我们决定进行照片数据分发！关于数据分发具体事宜，请参阅通知。

应该有广报刊
广报刊用电子版发就可以
（没有必要打印出来）
如果能分享运动会上的照片
给我们看的话，更好
广报组拍摄的照片
可以限定于 JSB 监护人分享
相对否

相对是

是

否

来自家长的意见（部分）








因为疫情，跟不上学校的活动也看不见的情况下,家长角度的照片和信息非常靠谱，成为难得
的存在。每次读的都很开心。我很期待。
因为疫情，能进入学校的机会很少，所以可以一边看广报刊上的照片，一边听孩子讲各种各样
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沟通工具。
我仍然希望有印刷版，因为孩子们有时会在他们喜欢的时候回看过去的印刷版。
给全班同学传一个 USB，只把我孩子的照片储存在家里，条件是不上传到网上（尤其是社交
网站），怎么样？
我认为制作广报刊的活动是最费事的，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减少发行广报刊的次数。我不认为
有人会抱怨我们发行的次数东西不够多。
我想，如果班级代表加入广报编辑支援者，并对每个年级组进行编辑，那么在年底为老师制作
一种记忆相册作为纪念品的附件，就更容易回馈给家长和孩子。

文化体育组
JSB 的 T 恤衫和运动衫很受大家欢迎。今后也会定期销售，不过销售的时期和次数要根据
年度的活动计划和希望购买的数量来决定。

希望有 T 恤和 JSB 卫衣衫的贩卖
希望有 1 年 2 次（春秋）的 JSBT 恤贩卖
是

相对是

相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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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来自家长的意见（部分）







有的话就很好用，JSB T 恤和长袖卫衣。长袖卫衣现在有 3 种颜色太好了。不仅方便，孩子们
穿着的样子也很可爱。
运动会时看到大家都穿着 JSB T 恤，觉得很有整体统一感。
孩子们每天穿的长袖卫衣和 T 恤，作为父母省了很大的事。
T 恤和长袖卫衣的贩卖改成线上系统，这个让家长们剩了很大的事，非常感谢！
长袖卫衣和 T 恤的贩卖在夏天冬天一年进行一次也可以。
不仅是定期的贩卖会，有必要的时候也可以买到的话会更方便。

通学安全组
在问卷调查中，虽然没有关于通学安全组的问题，但是对到目前为止的活动给予了很多肯
定的评价。从 2 月 1 日开始将沿用 2022 年体制。请继续多多关照。
来自家长的意见（部分）





对于每天上下学都没问题这件事，非常感谢。
有了负责公寓班车的委员，工作比以前轻松多了，我很感激。特别是中文方面，心情轻松多了。
进行公寓班车的群制作和无纸化，今年的通安委员的功绩卓著。
我家利用房地产班车，与班车司机的联络是通安委员来负责直接预定或传达联络事项，所以我
很放心，有了很大的帮助。
平时放学时间不同的时候，通过个人通学群提醒，非常感谢。

外卖便当活动
今年，好麦道、学校、还有很多家长的努力的结果，外卖便当的结构走上了轨道。从 2022
年度开始，“外卖便当组”将正式成立。在问卷调查中，几乎所有的家长也都认为“有这样的
便当比较好”，希望今后也能稳定地运营这个便当系统。

很需要外卖便当的制度

是

相对是

相对否

否

来自家长的意见（部分）



我个人来说，
外卖便当系统是最有帮助的。
搬家时做不了便当，那个时候真的是帮了很大的忙。
好麦道的试吃会报告非常好。与我们分享营养和口味反馈，使我们对好麦道便当有了比以前更
积极的想法。

●年度末对应篇
过去，在学年结束时，我们为班级主任准备了一张贺卡和一份礼物，在年终家长会时赠送。
我们再次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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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给班主任制作纪念册
除了班主任以外的老师也想给纪念册
对班主任也还想送给礼物
是

相对是

相对否

否

根据上面的结果，本年度的应对如下。
1) 给班级主任制作纪念册。为了减轻班级主管人的负担，纪念册用册子和包装材料由执
行部统一安排并提供。
2) 是否制作给班级主任以外的其他老师（副班主任/教课老师等）的纪念册，因为意见不
同，请各班商量后决定。制作的话，费用由班里的监护人承担。
3) 给班级主任除了纪念册以外不安排其他的礼物。我们相信，来自孩子和家长的寄语是
对任何老师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在卡片上写满对老师的感谢吧!
4) 有些人建议，是否每个班级都可以准备自己的（自费）礼物？ （1）老师之间和班级
之间很难达到平衡，这可能导致不公平和负担感，（2）商量需不需要购买礼物时，其
实不同意的家长们也不好意思反对，因此决定统一 "不做安排"。
来自家长的意见（部分）


我个人是想在年度末给照顾过我们孩子们的老师们贺卡的，对于纪念品的话，每个人的意见都
不一样，所以没有也没关系。

其次，关于给离任教师和毕业生的纪念品以及参加毕业典礼（以及入学典礼）的家长代表：

针对离任老师想送给纪念品
针对毕业生想送给毕业纪念品
监护人代表应该出席入学典礼、毕业典礼
是

相对是

相对否

否

超过 80%的人认为送毕业纪念品是个好主意，所以我们今年将再次安排記念品。纪念品
是所有人都喜欢的东西…虽然很难，但还是选择在预算内价格不太高，安排不太费事的东西…
但是我会用心准备的。下一期熊猫报刊上报告。
疫情前，学生家长代表作为来宾出席了入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一方面这是为了提高家长组
织也参与和支持其子女的学校生活的意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不是典礼上不可缺少的事。
一部分家长会一想到自己要列席，心情就会很沉重。为此我们的前提是“基本上不参加，但希
望的话可以参加”。由当年度的执行部成员决定即可。此决定和校方也交换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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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家长的意见（部分）


入学典礼、毕业典礼在学校举行的时候，家长委员会的代表也可以参加。但不是强制的，而
是执行部干部里有意愿的人列席就可以吧？

➢ HP 的 “监护人委员会” 专栏现在更容易访问了!
到目前为止，在手机上很难访问学校网站的 "监护人委员会 "专栏（只能从网站地图上看
到），但现在可以容易访问，如下图所示。
监护人委员会专栏部分包含章程和家长支持学校生活的活动。您还会看到往年的重要通知
和熊猫会报刊。它也可以作为过去记录来使用。
北京日本人学校

http://jsb.official.jp/

监护人委员会专栏密码

jsbpanda2021

←①

↑这儿

访问学校 HP
http://jsb.official.jp/
打开左上角的菜单（三个横线）
②→
点击菜单里的
「监护人委员会」
可以访问监护人委员会专栏

这儿！

☆如果对熊猫会运营有建议以及要求等，请通过以下邮箱与我们联系。
✉ 熊猫会邮箱地址
jsbpanda@yahoo.co.jp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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