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ld Collaboration Festival 2016
2016
举办日
举办日期： 2016年10月22日（星期六）、23日（星期日）
举办时间：
举办时间： 22日（星期六） 10:00～18:00
23日（星期日） 10:00～18:00
费

用： 免 费

举办地点
举办地点：
地点：

绿洲21的“银河广场”
世界・
世界・共同合作・
共同合作・庆祝活动实
祝活动实行委
动实行委员
行委员会
（公財）名古屋国际中心（NIC）
（公財）爱知国际交流协会（AIA）
（独）JICA 中部
名古屋国际交流团体协议会（NIA）

交通：
交通：地下铁东山线“荣”站下车后，4号出口步行2分钟即到。

绿洲21的
21的
“银河广场
河广场”
3. 赞助商角落

1. 世界舞台

2. 共同合作广场

4. NGO 展厅

绿洲21的
21的“银河广场
河广场”
1.世界舞台
可以观赏到世界各国的歌
曲，舞蹈等音乐节目！不一起来感受吗？

●22日（星期六）
星期六）
Time

10：00～10：10
10：15～10：35

10：40～11：00

11：05～11：25

11：30～11：50

12：00～12：30

12：50～13：10

13：15～13：35

13：40～14：00

14：05～14：25

14：30～15：30

15：45～16：05
16：10～16：30

开幕致词
名古屋 NPO 中心 Stefani
Stefani Renato 奖实行委
奖实行委员
行委员会
～以市民的力量改变社会

～第十三回 Stefani Renato 奖颁奖仪式～

波利尼西亚舞蹈演出
～塔希提岛的传统舞蹈～
爱知祈祷孩子们幸福与和平的合唱团
爱知祈祷孩子们幸福与和平的合唱团
～根据‘无法起舞的萤火虫’～
认定特定非盈利活动法人
～超越活动身体的海洋～
德川家康与服部半藏忍者对
德川家康与服部半藏忍者对
～舞台表演武术～
Earth Beat Project (世界最好的方案
(世界最好的方案)
世界最好的方案)
～泰科・交流～
Sunnyside 福音团
福音团体
～想传达给世界。unity 与 peace～
PUKIO Latino America
献上安地斯气息～南美直箫、南美排箫、恰朗哥演奏～
在名古屋柬埔寨留学生协会
～柬埔寨的传统舞蹈～
不做点
不做点什么不行!
不行!企划
～在名古屋和鲍比学习非洲～
NPO 法人 全日本导
全日本导引养生功连
生功连盟
～武术太极拳&建生导引养生功～
「Heart for JAPAN」
JAPAN」企划

～扩大总和・扩宽范围～
16：35～17：35

17：40～18：00

公益社团法人名古屋青年会议所
～为了实现世界和平，请从每个人的笑容开始～
Precious Jewel & team KIRAZ
～来自名古屋!!热情的肚皮舞～

●23日（星期日）
星期日）
Time

10：00～10：20

10：25～10：45

10：50～11：20

‘miru’合唱团
miru’合唱团(
合唱团(日本欧亚协会爱知县连合会)
日本欧亚协会爱知县连合会)
为你带来俄罗斯的歌与舞蹈
RAYO AZUL
用音乐联系
宿雾太平洋航空
‘FUN GAME’
独立行政法人国际协
独立行政法人国际协力机构中部国
际协力机构中部国际
力机构中部国际中心(JICA
中心(JICA 中部)
中部)

11：25～11：45

青年海外协力队 X 教师海外研修!
~巴拉圭与日本的特别支援学校让世界露出微笑~

11：50～12：10

12：15～12：35

12：40～13：00

13：05～13：25

13：30～13：50

13：55～14：15

14：20～14：40

14：45～15：05

15：10～15：30

15：35～15：55

16：00～16：20
16：25～16：45

全日本跆拳道联
全日本跆拳道联盟爱知县协会
县协会
韩国武道&世界体育 跆拳道演武
公益财团法人 丰川市国际交流协会 拉丁美洲部会
El Perù y su folclore
Ka Leo O Laka I Iapana ~Ka Pa Hula 'O Ka 'ie 'ie
夏威夷的风~与大自然一起活着，并散发光辉~
公益财团
公益财团法人
财团法人爱
法人爱知县国际交流协
交流协会(AIA)
世界上唯一的花，让专属於我的花盛开吧!
gleetter
Jump!~We Love glee!!~
市民福音音乐小组[
市民福音音乐小组[一声]
一声]
福音音乐!
Yukie indian dance company SAMPATTI
生根在印度文化上的舞蹈
青春女性唱歌班
Music makes Powerul World!
Halau Hula O Alohilani
Let's snjoy Hula 为你带来夏威夷的草裙舞!!
公益财团法人名古屋国际中心(NIC)
公益财团法人名古屋国际中心(NIC)
NIC 孩童首脑会议~送出吧!我们的想法~
刹那忍者队
忍者舞蹈音乐会
樊孟 太极拳·
太极拳·功夫小组

中国传统武术‘太极拳·功夫’
16：50～17：10

17：15～17：35

17：40～18：00
18：00～18：30

２．共同合作广场
共同合作广场
这里有很多致力于国际交流及国际合作
的国际机关、政府机关、自治体、企业
等所举办的小型展示厅。可以了解很多
与外国人有关的信息。

埃及友之会
魅惑的肚皮舞与埃及民族舞蹈
W•D•C(世界
W•D•C(世界•
世界•舞蹈•
舞蹈•俱乐部)
俱乐部)
世界主要的舞蹈
名古屋国际交流团体协议会(NIA)
名古屋国际交流团体协议会(NIA)
Global Connection
大抽选会与终曲

３．赞助商角落
在这里您可以了解有关本次活动
赞助商的各种信息。

４．NGO 展厅
有 60 多个致力于国际交流及国际
合作的 NGO 团体将以对异文化的理
解、多文化共生、教育、孩子、人
权、医疗、环境、和平等为主题，
为大家介绍他们的活动情况。此外，
您还可以在这里购买来自世界各个
国家和地区的小饰品等。

举办接力盖章活
举办接力盖章活动
接力盖章活动！
首先领取一份本次活动的节目单，在“细叶冬青广场”的接力盖章处解答问题，才可以盖上图章。
集到 3 个章后，就可以到绿洲 21 的“银河广场”参加抽奖活动。这可是一个抽取心动奖品的好机会！

大抽奖
大抽奖会！
23 日（星期日）来会场的人都会有抽取豪华奖品的机会！抽选结果将于 18:00～18:30 在绿洲 21 的
舞台发表。奖品包括机票、著名饭店的饮食券和一流宾馆的住宿券等。敬请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