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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是我国传统的中秋佳节。这时是一年秋季的中期，所以被称为中秋。这也是我国仅

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 中秋节的由来 在中国的农历里，一年分为四季，每季又分为孟、仲、季三个

部分，因而中秋也称仲秋。八月十五的月亮比其它几个月的满月更圆，更明亮，所以又叫做月夕、秋节、仲

秋节、八月节、八月会、追月节、玩月节、拜月节、女儿节或团圆节，是流行于全国众多民族中的传统文化

节日。此夜，人们仰望天空如玉如盘的朗朗明月，自然会期盼家人团聚。远在他乡的游子，也借此寄托自己

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所以，中秋又称“团圆节”。 据说此夜月球距地球最近，月亮最大最亮，所以

从古至今都有饮宴赏月的习俗；回娘家的媳妇是日必返夫家，以寓圆满、吉庆之意。

中秋节的来历和习俗

大阪中秋明月节的回顾:

  中秋明月节的中秋，是毎年阴历的８月15日欣赏明月的中秋节。中国和日本有着同样的习俗。

遥望明月、思念故乡。和家人一起欣赏名月这也是中日两国文化的共同之点。

  大阪中秋明月节活动始于2009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为契机，在日华侨华人为表达对祖国，对

亲人的眷恋之情，也为增进华侨华人之间,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而搭建的平台。在中

日两国各界以及在日华人华侨的共同努力下，已成功地举办了3年。成为了日本关西地区的规模最大,备受关

注的展示关西华侨华人风采、弘扬中国文化、中日相互交流的盛会，作为中日文化、经济、民间往来的交流

平台，也为日本民众带来了更多体验中国文化活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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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明月节的中秋，是毎年阴历的８月15日欣赏明月的中秋节。中国和日本有着同样的习俗。遥望明月、

思念故乡。和家人一起欣赏名月这也是中日两国文化的共同之点。

  大阪中秋明月节活动始于2009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为契机，在日华侨华人为表达对祖国，对

亲人的眷恋之情，也为增进华侨华人之间,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而搭建的平台。在中

日两国各界以及在日华人华侨的共同努力下，已成功地举办了3年。成为了日本关西地区的规模最大,备受关

注的展示关西华侨华人风采、弘扬中国文化、中日相互交流的盛会，作为中日文化、经济、民间往来的交流

平台，也为日本民众带来了更多体验中国文化活动的机会。

大阪中秋明月节的回顾:

2009年中秋明月节開幕式

中秋明月祭　大阪2012実行委員会



　　　　

　　　　

　　　　

2011年中秋明月节开幕式

2010年中秋明月节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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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明月节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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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明月节 大阪 中秋明月节 大阪 中秋明月节 大阪 中秋明月节 大阪 2012201220122012

《策 划 概 要》

名名名名　　　　　　　　称称称称：：：：中秋明月节 大阪 2012

举办目的举办目的举办目的举办目的：：：：以「友好的未来」为主旨。搭建关西地区中国人与日本人相互交流的平台，通过中日民间经济、

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友好交流，促进中日两国间的相互理解与共同发展。同时也为日本东北大地震后的复兴做

出贡献。

举办日时举办日时举办日时举办日时：：：：2012年9月15日（周六）　10:00～20:00

                   16日（周日）　10:00～18:00

举办场所举办场所举办场所举办场所：：：：难波宫公园（大阪市中央区法円坂1丁目）

入 场 料入 场 料入 场 料入 场 料：：：：免费免费免费免费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中秋明月节 大阪 2012 执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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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团体构成团体构成团体构成团体：：：：大阪华侨总会、神戸华侨总会、京都华侨总会、西日本新华侨华人联合会、大阪府日中友

           好协会，日中经济贸易中心，大阪中华北帮公所，西日本中国企业联合会、西日本中国

           留学人员友好联谊会

共办单位共办单位共办单位共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阪总领事馆、大阪市

后援团体后援团体后援团体后援团体：：：：大阪府、京都府、兵库县、奈良县、大阪商工会议所、京都商工会议所、神戸商工会议所

           社团法人关西经济联合会、日中经济协会关西本部、社团法人关西经济同友会、日本贸

           易振兴机构大阪本部等。

赞助单位赞助单位赞助单位赞助单位：：：：中国国家观光局大阪驻在事务所，大金工业株式会社、京瓷株式会社、日本电产株式会社

           ROMU株式会社、欧姆龙株式会社、松下电器株式会社等。

予定内容予定内容予定内容予定内容：：：：中日民族音乐・舞蹈、中国国内艺术团公演、饮食文化专区、商品销售专区、企业宣传专

           区、旅游观光宣传专区、商贸洽谈专区、中日民间文化交流专区、纪念日中国交正常化40

           周年专区。

来场人数来场人数来场人数来场人数：：：：预计2天来场50,000人

【【【【事务局事务局事务局事务局】】】】中秋明月节 大阪 中秋明月节 大阪 中秋明月节 大阪 中秋明月节 大阪 2012201220122012执行委员会 运营事务局执行委员会 运营事务局执行委员会 运营事务局执行委员会 运营事务局

〒〒〒〒550550550550----0004000400040004　　　　大阪市西区靭本町大阪市西区靭本町大阪市西区靭本町大阪市西区靭本町3333----9999----18181818（（（（大阪华侨总会内大阪华侨总会内大阪华侨总会内大阪华侨总会内））））

TELTELTELTEL：：：：06060606----6448644864486448----0541054105410541　　　　　　　　FAXFAXFAXFAX：：：：06060606----6448644864486448----0545054505450545

公式网页公式网页公式网页公式网页：：：：httphttphttphttp://://://://wwwwwwwwwwww....moonmoonmoonmoon----osakaosakaosakaosaka....orgorgorgorg

活动指南活动指南活动指南活动指南HPHPHPHP：：：：httphttphttphttp://://://://meigetsusaimeigetsusaimeigetsusaimeigetsusai----guideguideguideguide....comcomcomcom////

咨询电子信箱咨询电子信箱咨询电子信箱咨询电子信箱：：：：infoinfoinfoinfo2011201120112011@@@@moonmoonmoonmoon----osakaosakaosakaosaka....orgorgor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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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明月节 大阪 2012策划内容】

会场内基本分为5大专区，预定有150店铺出展。

・「文化交流」

・「经济交流」

・「观光指南」

・「饮食文化」

・「纪念日中国交正常化40周年」

  通过以上5大专区的运营，加强中日民间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友好交流，促进中日两国民间

的相互理解。为中日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关系进一步地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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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交流中日文化交流中日文化交流中日文化交流

【中日民族音乐中日民族音乐中日民族音乐中日民族音乐、、、、民族舞蹈民族舞蹈民族舞蹈民族舞蹈、、、、中国艺术团公演以及日中文化交流等中国艺术团公演以及日中文化交流等中国艺术团公演以及日中文化交流等中国艺术团公演以及日中文化交流等。。。。】

① 在中央大舞台毎天10:00--19:00  预定进行13场演出

② 在中日文化交流专区举办书法、美术、语言、太极拳、中医中药学、茶道、音乐教室等。

③ 中日写真展

④ 在日本的生活、留学、就职等的法律咨询、指导服务（入国管理局）

⑤ 在中国的生活、留学、就职等的法律咨询、指导服务（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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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经济贸易交流中日经济贸易交流中日经济贸易交流中日经济贸易交流：：：：

【通过贸易流通等商业手段通过贸易流通等商业手段通过贸易流通等商业手段通过贸易流通等商业手段，，，，保持中日贸易平等互利关系保持中日贸易平等互利关系保持中日贸易平等互利关系保持中日贸易平等互利关系，，，，加深中日两国间贸易关系的加深中日两国间贸易关系的加深中日两国间贸易关系的加深中日两国间贸易关系的

相互信赖相互信赖相互信赖相互信赖,,,,不断扩大各个领域方面的贸易往来不断扩大各个领域方面的贸易往来不断扩大各个领域方面的贸易往来不断扩大各个领域方面的贸易往来。。。。】

① 邀请中国各地的企业等来日进行贸易商谈和投资,产品销售、企业形象宣传等。

② 日本企业对中国的贸易商谈等。

③ 中国各地土特产商品的销售

④ 中国企业对日本的贸易商谈等。

中日观光交流中日观光交流中日观光交流中日观光交流：：：：

【通过旅游观光情报的交流通过旅游观光情报的交流通过旅游观光情报的交流通过旅游观光情报的交流、、、、宣传等促进两国间的友好往来与交流宣传等促进两国间的友好往来与交流宣传等促进两国间的友好往来与交流宣传等促进两国间的友好往来与交流。。。。】

① 通过中国国家观光局、中国各地政府・观光局、日本各地驻大阪事务所等宣传所在地

的观光特色等。

② 宣传中日各航空公司、休闲设施、娱乐场所等。

③ 销售各观光旅行企划商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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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饮食文化交流中日饮食文化交流中日饮食文化交流中日饮食文化交流：：：：

【来场者可以充分体现到具有两国特色的饮食文化来场者可以充分体现到具有两国特色的饮食文化来场者可以充分体现到具有两国特色的饮食文化来场者可以充分体现到具有两国特色的饮食文化，，，，通过这各具传统特色民间饮食文通过这各具传统特色民间饮食文通过这各具传统特色民间饮食文通过这各具传统特色民间饮食文

化的渲染化的渲染化的渲染化的渲染，，，，促进两国民间饮食文化交流的更好发展促进两国民间饮食文化交流的更好发展促进两国民间饮食文化交流的更好发展促进两国民间饮食文化交流的更好发展。。。。】

① 具有中国地方特色的餐饮以及日本关西地区的各有名中华料理店的各种小吃

   明点等的销售。

② 具有大阪以及关西特色的「铁板烧、章鱼烧、烤串、炒面等」等的出店亮相。

纪念中日国交正常化纪念中日国交正常化纪念中日国交正常化纪念中日国交正常化40404040周年周年周年周年：：：：

【通过两国间的友好往来与交流的图片展通过两国间的友好往来与交流的图片展通过两国间的友好往来与交流的图片展通过两国间的友好往来与交流的图片展、、、、回顾和宣传中日两国友好的重要意义回顾和宣传中日两国友好的重要意义回顾和宣传中日两国友好的重要意义回顾和宣传中日两国友好的重要意义。。。。】

  中国的省市县镇等与日本的各道都府县以及港澳台等结为友好城市的有330个以上，

为此我们诚挚邀请了中日友好城市双方的参展，通过图片、影象、画册等各种宣传手

段，展示中日两国各友好城市的友好发展过程、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等等……。进一步

促进中日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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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场所举办场所举办场所举办场所】】】】难波宫公园难波宫公园难波宫公园难波宫公园（（（（大阪市中央区法円坂大阪市中央区法円坂大阪市中央区法円坂大阪市中央区法円坂1111丁目丁目丁目丁目））））

【【【【规模规模规模规模】】】】面积面积面积面积7777....4 4 4 4 hahahaha

【会场平面构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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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单位招募进行中协办单位招募进行中协办单位招募进行中协办单位招募进行中

具体合作事宜请咨询具体合作事宜请咨询具体合作事宜请咨询具体合作事宜请咨询：：：：

中秋明月祭 大阪中秋明月祭 大阪中秋明月祭 大阪中秋明月祭 大阪2012201220122012实行委员会运营事务局实行委员会运营事务局实行委员会运营事务局实行委员会运营事务局

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联系地址联系地址联系地址联系地址：：：：大阪市西区靱本町大阪市西区靱本町大阪市西区靱本町大阪市西区靱本町3333----9999----19191919((((大阪华侨总会内大阪华侨总会内大阪华侨总会内大阪华侨总会内））））

联系方式联系方式联系方式联系方式：：：：TELTELTELTEL：：：：06060606----6448644864486448----0541     0541     0541     0541     FAXFAXFAXFAX：：：：06060606----6448644864486448----0545054505450545

电子邮箱电子邮箱电子邮箱电子邮箱：：：：infoinfoinfoinfo2012201220122012@@@@moonmoonmoonmoon----osakaosakaosakaosaka....orgorgor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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