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动信息、征集信息等> 

 

◆2021 年度兵库 EU 讲座 “罗马尼亚～点缀在斯拉夫文化圈中的拉丁花束” 

【时间】2021 年 12月 4 日（周六）17：00～18：30  

【地点】线上讲座（使用视频会议软件 Zoom） 

【讲师】角悠介（巴比什-波雅依大学日本文化中心所长、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客座研究员） 

【内容】纪念与东欧的罗马尼亚建交 100 周年，由讲师介绍该国魅力。 

【语种】日语 

【讲座名额】150名（以报名先后顺序为准，需提前报名） 

【报名费】免费 

【主办单位】兵库县国际交流协会、兵库 EU协会、神户大学大学院国际文化学研究科、 

神户大学大学教育推进机构 

【报名方法】点击以下链接，填写报名表报名 

            https://www.hyogo-ip.or.jp/hyogoeu/event/moushikomi1204.html 

【报名咨询处】兵库县国际交流协会  交流协力课 

              电话： 078-230-3090  传真：078-230-3280  

              邮箱： hia-ex-co(at符号)net.hyogo-ip.or.jp ※请将(at 符号)换成@ 

详情请查看：http://www.hyogo-ip.or.jp/interest/kouryuukyouryoku/romania.html 

◆“各国大使的日本视角 2021”图片展 

今年的主题是“Let’s Reconnect（再相连）”。随着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我们

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大幅变化。来自 39 个国家的 64 位外交官将日本的风景及生活场景等记录

在照片中，期待“人与人”再次紧密相连。12月 8日（周三）14：00～15：30，我们将邀请展

览策划人安倍先生开展讲座。 

【时间】2021 年 12月 8 日（周三）～2022年 1月 7日（周五）10：30～17：00 

        （周末、节假日及年末年初闭馆） ※12月 8日当天 13：00开始入场 

【地点】兵库国际广场交流画廊 

       ※讲座地点为国际健康开发中心 3楼 （我们将另行详细通知报名者） 

【入场费、讲座报名费】免费 

【主办单位】“各国大使的日本视角”图片展执行委员会 

【协办单位】兵库县国际交流协会 

【后援单位】外务省、参加国大使馆、关西领事团、公益社团法人日本图片协会 

【咨询处】兵库县国际交流协会  企划广报课 

          电话：078-230-3267（受理时间：平日 9：00～17：00）    

详情请查看：http://www.hyogo-

ip.or.jp/shisetsuannai/plaza/gallary/documents/nippontaishi20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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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文化共生演讲会～以建设人人安心生活的社会为目标～ 

【时间】2021 年 11月 21 日（周日）13：30～16：00  

【地点】pop-up 大厅（ポップアップホール）（丹波市冰上町本乡 300） 

【内容】1）开场  13：30～13：40 

           越南民族舞蹈（由来自越南的女性们身着“奥黛”，介绍越南的民族舞蹈） 

        2）演讲会 13：45～15：15 

讲    师：星野 Lune先生 

            演讲题目：非洲少年在日本长大的结果 

         ※ 讲师简介：1984年生于中非的喀麦隆共和国。4岁时来到日本，在姬路市长 

大后，怀着成为节目作家的理想前往东京。 

3）日语演讲大赛  15：20～16：00 

【报名费】免费 

【托儿服务】（免费、1岁以上）有托儿服务，无需报名 

【主办单位及咨询处】丹波市国际交流协会 

              电话：0795-72-5880（10：00～17：30 周末及节假日闭馆） 

详情请查看：http://tamba-ia.org/02_event.html 

◆简易日语讲座（会话篇） 

【时间】2021 年 11月 28 日（周日）10:00～12:00 

【地点】加古川市青少年女性中心 

【内容】学习外国人听得懂的简易日语 

【语种】日语 

【讲座名额】50 名（以报名先后顺序为准） 

【报名费】免费 

【报名对象】18 岁以上人员 

【主办单位】加古川市国际交流协会  

【报名截止日期】11月 19 日（材料需到达我会） 

【报名方法】写明以下内容，通过明信片或传真或邮件报名（需提前报名） 

1.姓名（请标注假名）  2.年龄  3.电话号码  4.有无日语教学经验 

【报名咨询处】加古川市国际交流协会 

              电话：079-425-1166 传真：079-425-0200 

              邮箱：info(at 符号)kakogawa-kia.or.jp ※请将(at符号)换成@ 

详情请查看：https://bit.ly/31iX9eP 

（本项目为兵库国际交流团体连络协议会的人才培养项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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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届“我的国际交流”展 

今年 7 月至 9 月，我们向姬路市市民征集了以“我的国际交流”为主题的图片和川柳作

品。本次作品展将展示通过评审精选而出的作品。受新冠疫情影响，当前我们无法自由地前往

国外。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欢迎您细细观赏每一个作品，希望您能从中感受到国际交流的乐趣

及重要性。 

【时间】2021 年 11月 16 日（周二）～11月 30日（周二） 8:30～21:00 

【地点】Egret Himeji 1 楼 活动空间 

【入场费】免费 

【对象】所有人（无需报名） 

【主办单位及咨询处】姬路市文化国际交流财团  国际交流负责人 

                    电话: 079-282-8950  传真：079-282-8955 

详情请查看：https://www.himeji-iec.or.jp/780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ood Drive（食品募捐活动） 

将“还能吃的食品”、“多余的食品”等送给需要的人。 

【时间】2021 年 12月 10 日（周五）、11日（周六）10:00～16:00 

【地点】Egret Himeji(イーグレひめじ) 4楼 第 1会议室 

【内容】我们接收食品和日常用品。食品包括大米、罐头及调味料等未开封、能常温保存且保

质期在 1 个月以上的食品。日常用品包括纸尿布、卫生巾及消毒液等。此外，12 月

11 日（周六）13:00～16:00，我们将举办面向外国居民的免费咨询会，支持语言包

括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日语。其他语种我们将借助翻译机进行翻译。

我们会严守秘密。 

【主办单位及咨询处】姬路市文化国际交流财团 国际交流负责人 

                    电话：079-282-8950  传真：079-282-8955 

                    邮箱：info-iec（at符号）himeji-iec.or.jp※请将(at 符号)换成@ 

详情请查看：https://www.himeji-iec.or.jp/775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面向外国居民的就职支援讲座” 

【时间】2021 年 12月 4 日（周六） 10:30～13:00 

【地点】三田市 Machizukuri协动中心 多目的大厅（三田站前 Kippy Mall 6楼） 

【对象】想就职的外国人、对雇佣外国人感兴趣的经营者 

【内容】有助于就职及雇佣的讲座。还将进行外籍求职人员和经营者的模拟面试 

【报名费】免费 

【讲座名额】外国人 30人、经营者 10人（以报名先后顺序为准） 

【主办单位】三田市国际交流协会（三田市外包项目） 

【协办单位】多文化地区研究、职场日本语项目 

https://www.himeji-iec.or.jp/7803
https://www.himeji-iec.or.jp/7754


【后援单位】三田市商工会、三田青年会议所（JC） 

【报名截止日期】11月 20 日（周六） 

【报名方法】请通过电话或传真或邮件或报名表报名。 

            电话：079-559-5164  传真：079-559-5173  

            邮箱：office(at 符号)sia-japan.org   ※请将(at符号)换成@ 

详情请查看：http://sia-japan.org/bosyu-20211204syuroushie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图片展“灾害列岛——日本” 

在东日本大地震中遭受地震、海啸、核辐射污染的侵袭后，又相继发生大型台风、大暴

雨、蔓延世界的新冠疫情……49 位代表日本的摄影师用照片记录了亦可称为“地球异变”的

灾害的真实模样。同时我们还将介绍联合国儿童基金协会在紧急情况时的支援活动——“儿

童友好空间”。 

【时间】11月 22日（周一）13：00～12 月 7日（周二）15：00 

【地点】Coop 神户生活文化中心 1楼 展览室、大厅 

【对象】所有人 

【报名方法】无需报名 

【主办单位及报名咨询处】兵库县联合国儿童基金协会 

                        电话: 078-435-1605（平日 10:00～16:00） 

详情请查看：  

https://office-bit.com/unicef-hyogo/activity-event.html#event2021112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面向外国人的和服派对（2021 年 11 月～12 月） 

【日期】2021 年 11月 14 日、28 日、12 月 12日（均为周日） 

【时间】13:00～17:00（派对一天举行两次）  

【对象】外国居民、日本华人华侨 

【报名费】1.学生 800日元 2.成人 1000 日元 3.儿童 500日元 

【派对名额】2～4名×2 次（女生组、家人、情侣） 

【地点】大日神社内 深江会馆 3 楼 

【报名咨询处】多文化和服穿着志愿者 日式变装衣柜（和だんすごっこ） 

              电话：090-6554-8796   

              邮箱：wadancewadance(at 符号) gmail.com   ※请将(at符号)换成@ 

详情请查看：官网：http://wadancenote.blog82.fc2.com/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wadancegokko/ 

补充：11 月 23日（周二、假日）将举办“和服跳蚤市场、市集”，欢迎您查看以下链接：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AjXsHgXFjsK_1BENWVKBJFbLF_wOBTd/view?usp=shari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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