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10 月 29 日

再次感谢您的阅读!

熊猫会报刊

NO.4

(监护人委员会报刊)
北京日本人学校 监护人委员会（昵称“熊猫会”）执行部
现在今年度已经过去了一半。北京即将进入寒冷的季节，让我们都来关心我们的健康，
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
今年我们尝试了新的举措，如支援者制度并对现有的活动进行了一些改进。在今年剩下的
时间里，在参照家长们的意见的同时我们将考虑要做什么。我们对熊猫会活动进行了问卷调
查，以帮助参考我们接下来的活动。我们收到了 101 个家庭的答复，占总数的三分之二。非
常感谢大家的合作。调查的结果将在适当的时候公布。

◎熊猫会活动问卷调查的结果 - 熊猫刊物版
「熊猫会活动问卷调查结果」，这期介绍关于熊猫会刊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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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パンダ会だより」は毎回読んでいる
每次阅读熊猫会刊物
「パンダ会だより」はわかりやすいと思う
熊猫会刊物很好阅读
おたよりやお知らせに
很在乎刊物里有没有错字漏字
誤字脱字などのミスがあったら気になる
是
はい

不得不说，是
どちらかと言えば、はい

不得不说，否
どちらかと言えば、いいえ

否
いいえ

作为一个发行者我很高兴了解到很多人在阅读《熊猫会刊物》。 我们将继续使内容信息简单
易懂。
我们努力确保不犯任何错误......但我们不是专业人士，我们必然会犯一些错误。 令人欣慰的
是大约 80%的家长们 "不为错误所困扰"......了解到大家一般都很宽容，感觉轻松多了。
（会长感想）其实役员里比较多的意见是很在乎错误。有可能 JSB 是对自己严格要求，而对
他人友善的监护人多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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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部活动报告
关于每个组的活动报告已经在以前的刊物中提过了......但是突然想到了 "关于执行委员会的
活动内容刊物里没有提过！"。 因此，这期跟大家关于执行部最近和未来的活动内容简单地报
告。在代表委员会上关于之前手写的《健康观察报告》形式转移到电脑输入的 Forms 形式的
事情初步交换了意见。
执行委员会的活动基本上是作为监护人组织管理必要的规章制度、大会、会费、记录等，并
与学校、每个活动组和家长们沟通。有个这个基础上不断地反问 “我们为了孩子、学校和监
护人们能做些什么贡献？” “怎么样才能变得更容易、更有意思？”
“我们如何才能让熊猫活
动内容变得更让人明白、更让人觉得想参加”，这些。我们继续不断地改善完善组织活动。
〈近期活动内容〉

〈今后活动内容〉



代表委员会举行（10/18）



临时大会举行的准备



中期审计（10/19）



关于下期役员选举的检讨以及选举



关于通学安全委员会的学则以及监护人委员会



检讨学习用品信息的提供

规则改定方案创建（理事会已批准）



检讨年度末给班主任的感谢词卡等



监护人问卷调查规划以及实施



「熊猫会刊物」发行（继续）



关于下期役员选举的检讨



外卖便当相关事情（继续）



学习用品信息问卷调查（面对班级家长代表）



「熊猫会刊物」发行



外卖便当相关事情

◎会计进行了中期审计
10 月 19 日进行了中期结算审计。执行部会计总结了 "中期结算报告书"，该报告已由两名
审计员进行了审计，并顺利得到了 "认为适当 "的审计意见。
更多详情可在学校网站 "2021 年度监护人委员会 中期结算报告书 "里能找到。
http://jsb.official.jp/archives/6522

◎计划临时大会的举行
11 月将举行临时大会。主要议程项目如下：
〇监护人委员会的规则以及运营规定的改定（主要与组织调整及役员人数有关）：
根据学校运营理事会的学则改定，将通学安全委员会的定位会变更。在选举下一期役员选举
之前，将做出一项关于组织和役员的决议。
〇批准监护人委员会结转金的学校捐款使用用途：
由于在年初的监护人委员会定期大会上被决议的事项就是 "使用监护人委员会结转的 1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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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利用在通学管理系统上的方案完全撤诉 "后，关于新的用途与学校讨论了。现在有两个新的
方案（1）ICT 相关的设施建设等，（2）为了改善图书馆的试图"。
☆一旦准备就绪，我们将通过监护人班级群以及北京日本人学校网站的熊猫会专区板块通知
大家临时大会举行的信息。

◎外卖便当
在大家的理解和协作、便当支援者、还有好麦道负责人的支持下，外卖便当变得更熟悉且更
容易利用了。好麦道负责人每天很负责地对待每一笔订单，跟我们对接做得很细。为了日本人
学校的孩子们不断地开发以及提新菜单的方案。自从 10 月以后，已经推出了三个新菜单（天
丼、赤饭天妇罗便当、青花鱼&炸鸡幕内便当）！
9 月底，我们收到了北京当地法人北京好麦道的母公司富礼纳思公司的一封令人鼓舞的信。
以下是部分摘抄。
我们富礼纳思（北京好麦道母公司）公司希望在“食”方面全面地支持日本人学校的学
生们。他们是日本的未来。 我们希望继续设计并提供有营养均衡的便当。
作为一家日本企业，在“食”方面支持生活在国外的日本人是理所当然的。
（省略）作为
日本人、日本企业，支持将承担我们国家未来的孩子们也是我们的使命。
便当联络群里现在已经有 119 人！回头客也众多！偶尔利用也没关系，为了以防万一，平时
试一次对孩子来说也很放心。
订购时，请先参照“熊猫会外卖便当特别刊 - 外卖便当试吃报告”(10 月 14 日发行)“以及
“便当日历”(每月月末发行)!
☆ 第一次点便当的时候请扫描下面的两个二维码，谢谢！
外卖便当的订购

便当联络群
（有效期为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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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组的活动报告
文化体育组
从去年开始的运动衫贩卖，今年度展开了一共三种颜色，灰色再加上深蓝色、黑色。有了超
过 120 个订单。多亏了大家的帮助，收款工作才得以迅速完成。非常感谢。
同样感谢得到了大家的协助顺利完成了关于第二次 T 恤贩卖的购买要求的问卷调查。问卷
调查的结果是只贩卖库存。详细内容将在准备好后通知大家。
〈近期活动内容〉

〈今后活动内容〉

 运动衫贩卖相关的工作

 第二次 T 恤贩卖相关的工作

 关于第二次 T 恤贩卖的问卷调查实施

 毕业纪念品相关的工作
＜2021 年度 文化体育组 组长

比气美纪＞

广报组
“第 2 学期刊”制作时，从各学年级招募了支援者。也感谢应募到了编辑支援者!
虽然因为防疫的关系，是否能举办活动、是否能拍摄等不确定因素有很多，但是在尽可能的
范围内制作发行。敬请期待下一期的广报刊!
〈近期活动内容〉

〈今后活动内容〉

 活动的拍摄

 「第 2 学期刊」发行・刊登到 HP

 「第 2 学期刊」制作编辑工作

 学习发表会的海报公告

 广报支援者招募(拍摄、编辑)
 检讨关于广报刊与其他学校交流
＜2021 年度 广报组 组长

田川典子＞

◎通学安全委员会活动报告
从 9 月开始，我们新设了通安和公寓负责人可以直接交换信息的群平台，改善使联络交流更
加顺畅。希望能减轻班车委员们的负担。
另外，从第一学期开始的在个人上学群里发的“非常规性放学时间的提醒”也颇受好评。
自己上学且并没有参加个人上学群的人，请与通安联系。
〈近期活动内容〉

〈今后活动内容〉

 通学规则的部分改定（HP 已更新）

 把握及整理公寓班车委员制作的

※把个人上学部分的显示卡的标记删掉

资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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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设公寓负责人群（群员：公寓负责人・通安・

 为了下一期准备交接资料

学校事务员）
 制作针对公寓负责人的金数据格式
 向补习班提出建议强化利用者的移动安全对
策
关于通学不清楚或者咨询的话，请联系下述邮件地址。

✉

通学安全组专用邮箱地址
jsbtsuan@yahoo.co.jp
＜2021 年度 通学安全委员长

見市 michiru＞

◎支援者报告（简略「支报」）！
●「JSB 运动衫分配支援者」
对三种颜色合计超过 120 件的商品进行分类，由 10 名支援者和 2 名组员进行。
这次的支援者里有迁入不久的、第一次参加的、第二次参加的等等…如此种种。在大家的协
助下，大大缩短了预定的工作时间，而且也没有错误，自始至终都很和谐。非常感谢。
工作的流程
○事前准备工作（由文体组）
1．确认进货商品的数量。
2．将运动衫按颜色、尺寸排列，分别放置购买者名单。
3．准备好购买者标签。
(记载长子班・姓名・购物商品・金额)
○分类工作(与支援者)
1. 1 人拿 1 张标签，整理各颜色的订购尺寸，按班分类
(7 人)
→每种颜色配置检查员(3 名)
在熊猫会室里按班分类好，交给班主任。
工作完成! !
支援者的感想
“因为事先说明了工作流程，所以操作起来很顺利”
※有人建议说:“如果从事前准备工作开始就有支援者的参与，会不会更能减轻文体组员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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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呢?”这个题目值得下次检讨。
从结果上看，因为是短时间的工作所以能够从容地完成。

●“外卖便当运营改善支援者”日常运营&试吃会
“外卖便当运营改善支援者”现在有 7 人。
进行着便当菜单的研究、便当支援者排班的管
理、与好麦道负责人的联络等运营支援工作。
从第二学期起我们也开始制作便当日历。
9 月底，由外卖便当运营改善支援者+执行
部役员 10 位有志之士，首次尝试了“试吃会”。
试吃了主要的菜单和新菜单，把大家的真实感
想总结成“试吃报告”。
致力于建立更顺利、更充实的组织。

●「
“便支”
（便当支援者）
」外卖便当的分发
每天有 1 ～ 2 名便当支援者轮流排班负责在学校分发便当。现在支援
者登记有 43 人!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在学校的样子。
“便当支援者随时招募!”
(请向班级代表或附近的熊猫会役员、便支登记者
询问。)
大约 30 分钟的简单工作!第一次来的人可以和有
经验的人配对，请放心。
加入便支群是这里→
(有效期 11 月 5 日)

●支援者随时招募！
「大家也试试看吧！」
能干的人在能干的时候做力所能及的事
本年度为了能让更多的家长们轻松的参加，根据需要单招支援者。欢迎有兴趣或者觉得可以
尝试的人的加入！执行部今后也会研究各种各样的支援活动。
支援者参加不是强制的，不参加也没关系。话虽如此…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活动、时间和方式
都合适的活动，能来参加一次的话我们也会很开心。
☆各活动的招募详情决定后，会及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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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人委员会室(“熊猫会室”)的门牌更新!
长期以来成为父母会活动据点的父母会室……随着名称变更为“监护人委员会”，爱称决定为
“熊猫会”，门牌也更换了!新的门牌是为了让孩子们和监护人也能亲近，想要营造出容易进入
的氛围而制作的。
“熊猫会室”在进了正门口的左侧。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防疫对策的影响，家长们进入学校
的机会变少了，如果有入校的机会的话请一定要看看哦!

Before

After

做了两种新的门牌。
可能会时常交换…

☆学校 HP 内有监护人委员会的栏目。栏目里有公告会规、由监护人来支援的学校活动。请
一定要看看。
☆针对熊猫会运营的意见以及要求等，请联络以下地址。
以上

✉

熊猫会邮箱地址

jsbpanda@yahoo.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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