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 11月17日（星期天） 

          10:00 ～16:30 
                 广岛国际会议场、和平纪念公园、和平大路绿色地带 
 

主 办： (公财)广岛和平文化中心，广岛国际会议场，独立行政法人国际协力机构(JICA)中国国际中心 

    (公财）广岛国际中心，广岛市 

主 管：2013年度「国际交流・协力日」执行委员会 

协 力：广岛信用金库，生协广岛 

后 援：广岛县，广岛县教育委员会，广岛市教育委员会，广岛县PTA联合会，広島市PTA协议会，广岛县高等学 
       校PTA联合会，广岛县私立中学高等学校教育后援会，中国报社，中国广播电视台（RCC），广岛电视台， 

        广岛HOME电视台，电视台新广岛，广岛FM广播电台 

「国际交流·协力日」是在广岛市内坚持国际交流·协力活动的市民团体及企业等成为中心， 
 从平成12年度开始举办的活动。今年将举办第14次的活动。 
 举办「学习」为基准的，与国际交流·协力有关的各种活动。来场的各位可以在快乐当中接触 
 外国文化的，从小孩儿到大人，谁都乐于参加的各种活动，等待着大家！ 

日 期 

会 场 

中国語 



❦ 日本文化

国際交流茶道(ＳＡＤＯＵ)

【时间】10:30～16:00
【会场】茶室（国际会议场3楼）
【内容】可以体验日本的传统文化茶道。

・一杯沫茶 100日元（带有日本点心）

试穿和服的体验日
不妨您也来试一试穿和服

【会场】研修室（国际会议场3楼）
【内容】
外国人女性 借用・试穿和服（免费）

自由时间60分
时间 ①10:00～12:00 ②13:00～15:00

选择上述的其中一个时间段
①、②两个时间的总定员为40名（要预约）

日本女性 体验学穿和服（免费） 试穿后自由
※ 请带来和服、腰带、内衣及携带用品、草履
时间 10:00～12:00（要预约）

谁都能描绘・型友禅的体验日
日本的传统工艺“友禅染色”。第一次做也不难，很有意思。

【会场】大丽花②侧
（国际会议场负2楼）

【对象】 任何人都可以参加
（不问男女和年龄）

有趣的插花体验

【时间】10:30～15:00
【会场】大丽花 ②侧（国际会议场负2楼）
【内容】通过不论流派的插花作品展和免费的

需预约

需预约

自由参加

自由参加

 

❦ 其他

（不问男女和年龄）

【所要時間】 亲手描绘友禅 约60分
型友禅 约30分
当天选择其中一项活动

【时间】 ①10:00～11:30
②13:00～15:00
※ 时间内可随时报名参加（无需预约）

当天请带来素色手帕，另在会场也准备了各种图案的
体验用手帕（500日元），环保包（600日元）（各
种材料的实际费用）。

【内容】通过不论流派的插花作品展和免费的
插花体验介绍日本文化。

◇ 免费的插花体验（对象：外国人）
※ 定員：①、②、③时间总共30名（只限于预约者）
①１０：３０～ ②１２：００～ ③１３：３０～

泰国式・菜果雕刻的介绍和体验

【对象】会用餐刀的人（当天报名、先到者优先）

【定員】①、②、③ 各１０名 ①10:30 ～11:30  ②12:30～13:30 ③14:30～15:30

【材料费】100～200日元（材料未定）

※ 作品可以带回家。
【时间】10:00～16:00

【会场】大丽花②侧（国际会议场负2楼）
【内容】介绍以花鸟为主题，用专用的刀雕刻蔬菜和水果等的泰国传统工艺文化「菜果雕刻」。

在体验角还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制作苹果的蜡烛座。欢迎您来试一试！！

当天受理



 
品尝世界各国的料理! 

  
老挝  熬乌冬(面条类）、甜品 

韩国                            辣炒粘糕、韩国煎饼、煎小豆粘饼  

尼泊尔                            尼泊尔式油炸饺子、南亚西亚式天麸罗 

印度尼西亚  印尼拉面、油炸香蕉 

菲律宾  菲律宾春卷、汤 

泰国  泰国烤鸡 

孟加拉国           孟加拉油炸小吃  

日本  加年糕片的小豆粥 

中国  水饺、乌龙茶、茶蛋、肉包子等 

印度  印度茶、奶油馕 

俄罗斯  黑面包、俄罗斯甜菜汤 

越南  越南粉、油炸春卷 

巴西· 秘鲁                                 油炸饺子等 

非洲  非洲菜肴 
 

还有其他世界各国的多种饮食摊车！ 

 

１４的国际交流・协力团体也将摆摊，并特意准备了老挝，印度，尼泊尔，中国， 

秘鲁，缅甸，欧亚各国，印度尼西亚，非洲各国，菲律宾，巴勒斯坦，南美各 

国等世界各国的民间工艺品及特产。欢迎您来参加！ 
 



室外舞台（每团体30分钟左右） 
 
1  韩国民族音乐 

   【时间】   11:30 ～  samurunori     

    【协力团体】   民团21计划                    

                   协力团体  大韩民国驻广岛总领事馆 

                      大韩民国民团驻日本广岛县地区总部 
                      朝鲜通信使缘地联络协议会 
 
      
 
 
 
 

2  中国民族舞蹈 
   【时间】   13:00 ～ 秧歌舞   

    【协力团体】   同心会 

 
 

3  留学生的舞蹈和日本的舞蹈 
   【时间】   14:00 ～     

    【协力团体】   KODONA HIROBA 
                  （把「儿童」和「成人」两个单词加在一起作出来的单词。以超越时   

                      代，自由对话，互相理解为目的的团体） 

 
                ① 哈萨克斯坦留学生的舞蹈   山阳女学院广岛塞米巴拉金斯克项目的留学生 
                ② 中小学生日本式大鼓演奏   大鼓儿童小株广岛 
 
※  雨天中止活动 

共同了解大自然活动  ～与自然沟通～ 
 
 
【时间】10:00～15:30 

【报名】大丽花前厅（国际会议场负2楼） 
【会场】和平纪念公园 

【内容】您愿意通过在和平纪念公园内的一些现地体验活动， 
              用非语言的方式即五感去感觉大自然，重新认识 
              大自然吗？谁都可以参加。 
   ※在当日的10:00～15:00之内，大丽花前厅的展览处 
        登记后，随时参加现地体验活动。 
 

当天受理 

朝鲜通信使讨论会 
【时间】13:00～16:00 

【会场】波斯菊 ①（国际会议场负2楼） 

【内容】通过朝鲜通信使的讨论会，更加了解朝鲜通信使，并加深对朝鲜 

              通信使申请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上的理解。 

              欢迎您来参加。  
 

※ 朝鲜通信使讨论会的有关活动  
        12:30 ～13:30   参拜朝鲜通信使原爆纪念碑 

 自由参加 



❦  外国人免费咨询   
外国人的签证等免费咨询会 

【时间】10:30～16:00 

【会场】国际交流厅（国际会议场1楼） 

【内容】广岛ＮＰＯ法人签证支援中心对于居日 

        外国人的签证或生活，育儿等方面的免 

        费咨询会（严守秘密）。不论外国人还 

        是日本人，都可以前来咨询。 

 
 
 

当天受理 

世界的年轻人广场 in 广岛 
 
【时间】13:00～16:00 
【会场】大丽花➁侧（国际会议场负2楼） 
【内容】是广岛地区各大学的活动小组聚集而成的。 
        广岛与世界的年轻人，通过自我介绍，轻 
        松愉快的 智力竞赛等活动，提高对异文 
        化的理解。 
 
 

接世界的圆圈！ 
 

【时间】10:00～12:30 

【会场】大丽花 ②侧（国际会议场负2楼） 

【内容】通过各国语的纸牌游戏，以及用外文书写 

        自己的名字等方式亲近异文化。还有亚洲 

        及欧美等地的「衣食住」或ＩＣＬ活动的 

        介绍展。 

        非常欢迎父母亲和孩子一同参加。 

用英语介绍广岛 
【时间】10:00～12:00 

【会场】波斯菊 ①（国际会议场负2楼） 

【内容】用英语介绍和平纪念公园等、广岛观光景 

        点的入门讲座。有分小组的练习，还有母 

        语为英语的英语老师指导的会话演习等活 

        动。初学者学起来也很有意思。  
 
 

什么叫英语讨论？ 
 

【时间】13:00～15:30 

【会场】大丽花②侧（国际会议场负2楼） 
【内容】究竟是什麽叫英语讨论？不妨让我们一起 
        体验一次。可以掌握一些在国际社会上怎 
        样主张自己意见的窍门。并准备了一些初 
        学者也可以尝试的讨论游戏。请随便参加。 

入场自由  需预约 

入场自由 
入场自由 

❦ 其他 

清扫和平纪念公园 
 

 协力团体：广岛县华侨华人总会，广岛菲律宾协会 

大韩民国 驻广岛总领事馆角 
 

【时间】10:00～16:00 

【会场】会议管理办公室（国际会议场负1楼） 
【内容】以展示等方式来介绍韩国的传统·文      
        化·饮食习惯及观光名所等。 
        还有韩国传统服装的体验角。 

外国人的法律纠纷咨询会 
 

【时间】10:30～16:00 

【会场】国际交流厅（国际会议场1楼） 

【内容】对居日外国人的法律纠纷给予免费咨询。 

        现在若您有何困难，不知去哪里咨询， 

        而又希望预先防止发生法律纠纷的话， 

        请来此处咨询。（绝对严守秘密） 
 

当天受理 

入场自由 



 
 

「从体育开始扩展的国际协力」座谈会  ！！ 

 

【时间】15：00 ～ 16：00 

【会场】向日葵（国际会议场负2楼） 

【实施团体】ＪＩＣＡ中国国 际中心 
 
  
 

地球广场 
 

【时间】10:30～16:00 

【会场】大丽花 ①侧 (国际会议场负2楼) 
【内容】能够愉快的体验异文化的服务角。4个展区 
        里准备了各种智力竞赛题以及工作室，游 
        戏等活动。 

 
 
 
地球舞台 

【时间】13:00～15:00 

【会场】向日葵（国际会议场负2楼） 
 

「地球舞台」的向导桑山先生用 「大屏幕美丽的 

映像」和「弹唱音乐」的现场音乐会方式，传授 

他在坚持对世界各地的贫困・纠纷・灾害地区进 

行医疗支援，给予心理援助的 过程中所感受到 

的当地民众的光辉与灿烂。 

JICA国际志愿活动体验发表会 

 

【时间】15:00～16:00 

【会场】兰花 ①（国际会议场负2楼） 

察看世界的环境而思考环境的会 

 

【时间】10：00～12：00 

【会场】波斯菊 ② (国际会议场负2楼) 

通过防灾游戏「十字路口」思考多文化的共生 
                                                            

【时间】13:00～15:30 

【会场】波斯菊 ②（国际会议场负2楼） 
 

青少年的国际交流活动发表会 

 

【时间】10:00～12:00 

【会场】兰花 ①（国际会议场负2楼） 
 

广岛经济大学兴动馆国外系3计划活动报告会 
 

【时间】13:00～15:00 

【会场】兰花 ①（国际会议场负2楼） 
 

您也可以当成外国人的寄宿家庭 
 

【时间】10:00～12:00 

【会场】兰花➁（国际会议场负2楼） 

企业・团体的「国际交流・协力活动」介绍角 

 

【时间】10:30～16:00 

【会场】大丽花前厅（国际会议场负2楼） 
 

 

市民团体等活动介绍角 

【时间】10:30～16:00 

【会场】会议管理办公室（国际会议场负1楼） 

您知道 中国归国者 吗？・・・ 

 

【时间】10:00～16:00 

【会场】会议管理办公室（国际会议场负1楼） 

【内容】通过图示板或照片展览，简明易懂地介绍有关 

        中国归国者的现状。还有亲手系「中国结」的 

        体验角。欢迎随意 参加。 

 

◇系「中国结」体验角 

（免费、随时报名） １０：３０～１５：３０ 

（系「中国结」的体验将材料用完立即结束。） 
 

 

入场自由 

入场自由 

入场自由 入场自由 

入场自由 
入场自由 

入场自由 

入场自由 

入场自由 入场自由 

入场自由 

入场自由 

座谈会参加人（预定） 

北泽 豪先生 



捐款 ・ 捐献等 

（让我们一起了解・体验世界上的各个国家！） 

世界探险竞赛 
参加智力竞赛，争取获得最佳奖品！ 

转全会场的得分式竞赛 

“以早日实现「核武器禁止条约」为目标的市民签名活动”角 
 
 

【时间】10:30～16:00 

【会场】向日葵前厅（国际会议场负2楼） 

【内容】此为广岛市长时任会长的「和平市长会议」事务局所举办的请求交涉「核武器禁止条约」的开始 

                  等的市民签名活动角。希望来场的各位给予大力支持，促使尽快早日实现「核武器禁止条约」 

                  的目标。请务必前来参加。※大家的签名将由和平市长会议团体转交给联合国。 
 

 自由参加 

世界的硬币计划 
 
【时间】10:00～16:30 
【会场】会议管理办公室 及 向日葵前厅 
              （国际会议场负1楼・负2楼） 
【内容】您愿意将您去国外旅行等之后一直留 
        在家里的不用的外国硬币献出来，协 
        助于支援世界孩子们的志愿者活动吗？ 
        日币也可以。  

 
 
 

 

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孩子们健康成长，硬币将通过UNICEF，用于 

在营养、保健、水和卫生、教育、保护・紧急支援等领域的当地支 

援活动。 

把键盘口风琴捐献给亚洲的孩子们！ 
 

【时间】10:00～16：00 

【会场】会议管理办公室 

        （国际会议场负1楼） 

【内容】您愿意提供您家里或者学校里不用的键盘 

        口风琴（＋运费200日元），做国际协力活 

        动吗？这些将通过支援团体送往柬埔寨、 

        老挝等国家，支援当地的音乐教育活动。 
 

 自由参加 

 自由参加 

 自由参加 

柬埔寨的旅行  PART-11 
 

【时间】13:00～14:30 

【会场】兰花②侧（国际会议场负2楼） 
【内容】上映记录片「柬埔寨·学习旅行」。 
        不看柬埔寨就谈不上和平。 

「对明天的希望」 

上映「Parttime Kings」 
 

【时间】14:30～16:00 

【会场】兰花②侧（国际会议场负2楼） 
【内容】通过世界和平的重要性及 
        孩子们的梦想和想法，面 
        向和平。 
        一起听学生们的讲话吧。 

❦  上 映 会 

入场自由 

入场自由 

【时间】10:00～16:30 
    ※交换赠品时间为 13:00 ～16:30 
     交换完赠品就立即结束。 
 
【内容】边回答问题边转会场的得分式竞赛 
 
【POINT会场】全活动会场（共 10个 POINT） 



<交通指南>  从JR广岛站（南口）乘车（约20分钟） 
   
●公共汽车：乘坐开往吉岛方面的公共汽车，在「和平纪念公园」站下车   

●市内电车：乘坐经由纸屋町开往广岛港（宇品）方面的电车，在「中国电力前」站下车，或乘坐 
            开往广电西广岛（己斐）・江波・宮島口方面的电车，在「原子弹爆炸遗址前」下车。
※ 会场没有停车场，请利用公共交通工具。 

广岛站 

广岛县政府 

广岛市政府 

中国电力前站 广岛国际会议场 

广岛城 

和平纪念公园 

和平大路 

国道2号 

N 

原子弹爆炸遗址 

原子弹爆炸遗址前 

 

咨询处・预约处（受理开始日：2013年10月15日（星期二）） 
  
 2013年度「国际交流・协力日」执行委员会事务局  
 公益财团法人  广岛和平文化中心国际部  国际交流・协力课 
 〒730-0811 广岛市中区中岛町１－５（广岛国际会议场内）    ＴＥＬ ０８２－２４２－８８７９  
 ＦＡＸ ０８２－２４２－７４５２ 
 电子邮箱： internat@pcf.city.hiroshima.jp   

 主页： http://www.pcf.city.hiroshima.jp/ircd/ 
 当天信息： ◆执行委员会事务局：国际会议场负1楼   会议管理办公室 
           ◆国际交流厅：国际会议场1楼 

国际交流厅周边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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