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下一代培养 

伊藤忠商事开展旨在支援下一代青少年健康培养的活动，为实现精神充实且富有活力的社会做出贡献。

2. 环境保护 

伊藤忠商事积极地开展环境保护活动，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3. 地区贡献 

伊藤忠商事作为良好的企业市民，努力构建与地区社会的良好关系，实现与地区社会的共生。

社会贡献活动

伊藤忠立足于全球的视野，自觉承担作为“良好企业市民”的责任，为实现地区社会、国际社会的协调发展，为实现可持续的社会做

出贡献。为了与地区社会和国际社会携手实现可持续社会，制定由3个重点领域组成的“社会贡献活动基本方针”而开展活动。

社会贡献活动的基本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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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了与地区社会及国际社会一起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而制定的“社会贡献活动基本方针”中规定的3个特别重要领域方面，基于

PDCA循环不断推进着社会贡献活动。 

这些活动也为达成201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SDGs（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了贡献。

关于SDGs详情请参见P11～12。

课题
2016年度 
行动计划

实 
施 
状 
况 
※

2016年度的实绩
2017年度 
行动计划

SDGs 
(可持
续发
展目
标)

推进以下一代
培养为目的的
国内外社会贡
献事业 
【基本方针1
下一代培养】

1. 
4. 
10. 
13. 
15.

实施并跟进以
环境保护为目
的的社会贡献
事业 
【基本方针2
环境保护】

开始援助亚马逊的生态系统保
护工程“Field Museum构
想”的海牛回归大自然的事
业。

13. 
15.

以地区贡献为
目标的设施运
营和启蒙活动 
【基本方针3
地区贡献】

3. 
4. 
10. 
11.

社会贡献活动的行动计划

运营KidZania东京的环保作
坊环境体验馆。

1.

继续在印度推进移动图书馆
事业。

2.

700名儿童参加了移动
图书馆的活动。
200名儿童进入正规学
校就学。

我的筷子、回收利用肥皂、POC荷包
袋等，定期改变环保商品，年度体验
人数比去年有所增加。此外，自开业
以来有15万人次的儿童积极参加，
向肯尼亚捐赠了相当于约15万棵苗
木的费用。由此为约66公顷热带森
林的恢复做出贡献。

1.

按照既定目标有700名儿童参加了移
动图书馆的活动，获得了读写的机
会。此外，其中约210人进入了正规
的学校就学。

2.

运营KidZania东京的环保作坊环
境体验馆。

1.

在国内外发掘和推进以下一代培
养为目的的新项目。

2.

开始在马纳卡普鲁设置用于
海牛半野化放归的湖泊。
对栖息在半野生湖的对13头
海牛实施健康诊断。
将6头海牛放流至半野生湖。
将3头海牛放流至亚马逊河。

开始就设置马纳卡普鲁湖问题进行会
谈。
对12头海牛实施健康诊断。
将9头海牛放流至半野生湖。
再次捕获1头放归亚马逊河的海牛，经
体检确认，身长、体重均有所增加，
放归河流后十分顺利地适应了的自然
环境。
将5头海牛放流至亚马逊河。
放归海牛时，邀请了当地200多名居
民参加，通过保护海牛，宣传了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让当地渔民认识到了保护海牛的重要
性。让2名渔民参与了本事业。

继续支援亚马逊的生态系统保护
项目“Field Museum构想”的海
牛野化放归事业。

1.

对17头海牛实施健康诊断。
将8头海牛放流至半野生湖。
将5头海牛放流至亚马逊河。
向当地100名居民提供学习机
会。
让当地渔民认识到保护海牛
的重要性，让2名渔民参加本
事业。

计划于2017年度开始在Field
Station设施内动工建设食堂和展
厅等来访者集会设施（Visitor
Center）。

2.

伊藤忠医疗广场的支援。1.
策划、运营伊藤忠青山艺术
广场的。

2.

通过伊藤忠儿童梦想基金，
对灾区进行有效的支援。支
援“高田之梦”的生产和销
售，为当地的农业发展做出
贡献，通过主业向灾区提供
支援。目标收获量为260t。

3.

在资金和信息方面的援助。1.

以医疗经营讲座为题，面向地区
医疗工作人员举办了3场有助于
医院经营方面的讲座，累计有
182人参加了讲座。
举办了2次医工合作人才培养课
程，有124人次参加。
国际医疗交流事业方面，与海外
的大学和医疗设施等共11所机
构进行了交流。

助力解决各种社会性课题，以“通过
艺术开展贡献社会活动”为主题，和
参展者共同策划、实施了16场展览
会，参观人数超过了去年，自开业以
来，参观人数已超过17万人。

2.

共实施了7次通过“伊藤忠儿童梦想
基金”向受灾地区的孩子们提供支持
的活动。作为对受灾地区岩手县陆前
高田市品牌大米“高田之梦”的销售
进行支援的项目，于3月11日在伊藤
忠东京总部旁边举办了陆前高田市物
产展。生产农户：47家，收获量：
200吨，为灾区的农业发展做出了贡
献。

3.

将继续在资金和信息方面进行支
援。 

1.

召开6次医疗经营讲座，200
人参加。
国际医疗交流事业方面，与
海外10所大学/医疗设施开展
交流。
举办2次医工合作人才培养课
程，100人参加。

策划、运营伊藤忠青山艺术广
场。

2.

通过伊藤忠儿童梦想基金，有效
支援受灾地区。通过主业支
援“高田之梦”，为当地的农业
发展做出贡献。

3.

：实施※

：部分实施※

：未实施※

社会贡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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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贡献的主要活动：下一代培养

伊藤忠商事自1974年成立公益财团法人伊藤忠纪念财团（2012年成为公益财团法人）以来，继续推进旨在培养健康青少年的社会贡
献活动。目前以“儿童文库助成事业”、“电子图书普及事业”等为主，开展着对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进行捐助的活动。

向伊藤忠纪念财团提供支援

接受资助的瑞士祖格日语学校

伊藤忠纪念财团召开了一年一度的儿童文库助
成事业捐赠仪式

支援有关儿童读书宣传的草根活动，自1975年起开始资助开展当地儿童读书宣传活
动的民间团体及个人。紧跟时代变化，扩充事业内容，增加了成套图书捐赠和针对
住院儿童等的读书支援活动，迄今为止针对共计2,179件次（包括海外）的儿童文
库等，进行了约10.6亿日元的资助。

2016年度实施的资助如下表所示。2017年3月，举办了“2016年度儿童文库助成
事业捐赠仪式”，以购买费用补助的发放对象、文库功勋奖获得者为代表，共有约
140名儿童读书相关人士和扶助财团人士参加。

2016年度捐助数量

捐助儿童图书购买费 43例（其中海外1例）

医院设施儿童读书支援 捐助购买费 3例

捐赠儿童图书100册 26例（其中海外8例）

向海外日本人学校/补习班捐赠图书 海外5例

儿童文库功勋奖 3例

合计 80例（其中海外14例）

儿童文库助成事业

在对东日本大地震灾区开展的支援中，通过与各位股东共同实施的“捐赠儿童图

书100册”进行了10例捐赠，详情请参阅P89。

※

具有朗读功能、可在床上阅读的电子书

多媒体DAISY图书是电子书的国际规格之一，是针对存在阅读困难的残障人士等设
计的书籍，可以使用电脑或者平板终端进行播放。伊藤忠纪念财团将绘本和儿童书
制作成多媒体DAISY图书，并捐赠给日本全国的特别支援学校和公共图书馆。迄今
为止共完成了309件作品的电子化，累计发送给了5,448处机构。

电子图书普及事业

编辑和发放多媒体DAISY图书

社会贡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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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陛下曾视察过的“图书的力量展” 
（多媒体DAISY图书展示 2014年）

全盲的中学生凭借盲文为我们朗读了百人一首

2016年度 累计

制作作品数 66件作品 309件作品

发送地点 1,121处 5,448处

2016年应残障中小学生的需要，完成了电子版的小仓百人一首。由就读于都立特别
支援学校的高中生朗读，由10所都立高中美术部的学生将诗歌的情景绘制成插图。
而且任天堂株式会社无偿制作并提供了图书的电子数据等，是在多方面的协助之下
完成的。

举办读书无障碍研究会，培养能够让残障儿童享受读书乐趣的人才。主要面向教职员工、图书馆员工、医疗工作者等，就造成读书障
碍的各类原因，以及消除这些原因的有效媒体和支援方法等提供学习机会。

2016年度，在埼玉、岐阜、秋田等召开了8次会议，412人参加了会议。

※

自2011年度以来的累计※

举办读书无障碍研究会

在孟买市M-East区，以流浪儿童或从事童工、以及失学的儿童等为对象，展开了移
动式图书馆事业。在2013年11月至2017年3月的时间内，共投入2千5百万日元为
公益社团法人Save the Children Japan和Save the Children India提供支援，将作
为移动式图书馆运营的巴士进行装饰，设置椅子、黑板及书架，并配备了教育引导
师—※和咨询师，按照与学校相似的学习环境进行了装修。通过利用音频和视频等
教材，为孩子们提供可以快乐地参加学习的机会，搭建让孩子们到学校读书的桥
梁，通过该移动式图书馆，有2,695名的儿童得到了学习的机会，其中592名儿童返
回了正规的学校读书。

※  教育引导师是指在移动式图书馆起到教员作用的职员。打造不同年龄、不同背景
的儿童可以自主学习、参加的学习环境。

在印度与SAVE�THE�CHILDREN共同开展移动式图书馆事业

伊藤忠商事于2012年4月起，在面向孩子们的职业体验乐园“KidZania东京”里开设了环境体验馆“环保作坊”。 
运用伊藤忠策划的以全球性的环保活动“MOTTAINAI运动”的环境教育诀窍，为使孩子们可以体验环保活动，可以自己动手制造使
用环保素材的“我的包袱皮”、“环保袋”、“我的筷子”等自制产品。 
2016年8月，作为可以实际体验商社的工作的特别项目，在东京总部历时两天举办了“Out of KidZania”。“Out of KidZania”以
公开招募的形式选出30名小学生，从儿童独有的视角出发提出各类课题的解决方法，从而培养儿童解决问题的能力。活动已经连续举
办了3年，此次与（株）Euglena联合举办，主题是“凭借新技术创造商机的职业体验”。以小组为单位思考“使用解决人类问题的裸
藻的新商品策划和促销方案”，在洽谈室向老员工进行演示说明，所有小组都提出了让成年人自愧不如的富有个性的精彩策划，作为
儿童商社人在两天的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长进步。今后，仍将在孩子们人气高涨的设施“KidZania东京”里，通过提供以全球的视
角来快乐学习环境保护的场所，致力于培养将承担可持续社会的青少年。

在“KidZania东京”开设“环保体验馆”

社会贡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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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制作再生皂的情形 参加Out of KidZania的孩子们 认真交流想法的情
景

通过旨在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流浪儿童和大规模灾害中的受灾儿童的认定NPO法人儿童无国境（KnK），自2009年12月起，继续支援
位于菲律宾马尼拉郊外的青少年自立支援设施“少年之家”。

2012年，支援旨在帮助儿童未来实现自立的职业培训设施进行改建。2013年，通过对该设施的地下及屋顶进行改装，使得以学会实
践性技术为目标的职业训练课程可望扩充。2015年，开始为运营提供资金支持（150万日元×3年），所捐善款用于教育、膳食、心理
安抚、职业训练等活动，以使“少年之家”的孩子们重拾尊严、成长为能够奉献社会的人。另外，本公司的支援也帮助KnK菲律宾的
活动趋于稳定，被评价为是活动得以持续开展的强有力后盾。

此外，伊藤忠商事马尼拉支店员工还通过志愿者活动等形式，定期对该设施进行走访。 
2016年5月，举行了KnK菲律宾活动15周年纪念仪式，马尼拉支店的6名员工带着深受孩子们喜爱的快餐食品参加了庆祝活动。另
外，10月至11月期间，总公司的年轻员工在该设施及贫民窟地区巴雅塔斯进行了志愿者体验，12月在少年之家举办圣诞派对时，当地
11名员工带去了快餐食品、冰激凌和圣诞礼物，通过游戏和短剧表演等与孩子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认定NPO法人儿童无国境（KnK）菲律宾青少年支援设施“少年之家”支援活
动

在Knk菲律宾15周年纪念仪式上获赠感
谢状

圣诞派对 与伊藤忠商事马尼拉支店的志愿者们

中国大学生（右2）和寄宿家庭

针对旨在让中国大学生更好地了解日本而举办的“走近日企、感受日本”项目（中
国日本商会主办），伊藤忠商事从第1届活动开始便提供协助。 
这是以日中友好为目的，每年两次邀请中国的大学生访问日本，促进民间交流的项
目，2016年度5月举办了第18届，12月举办了第19届，伊藤忠集团有3名员工作为
东道主接待了中国大学生，与家人一起和来访者进行了民间层面其乐融融的交流。

中国大学生走访日本活动的家庭寄宿接待

社会贡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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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KidZania收获满满的巴西中小学生

日本的在日巴西人学校的孩子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孩子们的日语能力不足，设施简
陋、教材不足以及失学儿童多等，虽然在日本生活，但与日本的文化、语言接触的
机会很少，这就是目前的现状。

2015年10月14日为了纪念日本和巴西建交120周年，在伊藤忠商事担任官方赞助商
的KidZania东京举办了以巴西为主题的包场活动“ITOCHU Festa do Brasil（伊藤
忠巴西节）”。活动邀请了群马县、茨城县、埼玉县的6所学校约240名在日巴西中
小学生。借此机会，为了通过在KidZania的体验对孩子们进行职业教育，2016年4
月，邀请了茨城、东京、神奈川、千叶、埼玉的在日巴西中小学生约45人前往
KidZania东京体验。并且于2017年6月，赞助了KidZania的门票，向日伯经济文化
协会的活动提供了支持。

对在日巴西中小学生的支援

近距离观察海龟

“自然灾害教室”现场

要建设更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需要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注重环保。从这一角度
出发，作为提高环境问题关注度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自1992年起，每年夏天伊藤
忠商事都会面向当地儿童和照片家庭举办“暑假环境教室”。迄今为止，累计约向
1,200多名代表着下一代的小学生提供了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学习场所。 
2016年度，7月28日举办的活动由【生物多样性】海龟教室、【防灾】自然灾害教
室两部分构成，有76名小学生参加。前半场通过近距离观察来自小笠原群岛的绿海
龟，学习了生态及濒危物种的相关知识。后半场通过雪崩和地震的模拟体验，学习
了自然灾害的形成机制、灾害应对方法等相关知识。

暑假环境教室的开办

社会贡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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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忠商事为了与文部科学省的指导要领中所涉及的企业访问的内容相呼应，作为企业，对“让学生理解社会分工与职业生活，促进
其作为社会人的自立”提供支持，接待了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来企业访问。 
2016年度，在东京总部接待了附近地区的青山小学、青山中学，还有作为第二代伊藤忠兵卫母校的滋贺县立八幡商业高中等共计8所
学校的访问。另外，连续3年接待了来自小林会长担任家乡大使的福井县若狭町的三方中学进行企业访问，小林会长亲自为家乡中学
生做了演讲。

接待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来企业访问

港区立青山小学校外课程“俯瞰地区” 滋贺县立八幡商业高中的学生们展示并
介绍自己购买的日本各地的土特产

小林会长为福井县若狭町立三方中学三
年级学生做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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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贡献的主要活动：环境保护

伊藤忠商事为了保护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从2016年度开始对京都大学野生动物研究中心和巴西的国立亚马逊研究所联合开展的亚
马逊热带森林生态系统保护项目“Field Museum构想”及研究设施“Field Station”的建设进行支援。这些项目同时也是日本的国
立研究开发法人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和独立行政法人国际协力机构（JICA）共同实施，日本和发展中国家研究人员共同研究，
旨在解决地球规模课题和未来付诸社会实施的“SATREPS项目”之一。 
亚马逊地区的热带雨林面积占全球热带雨林的一半以上，甚至被称为“生态系统的宝库”。但是，由于经济迅速发展及当地居民缺少
环保教育导致森林遭到砍伐等，近年来该地区珍贵的生态系统正在不断消失。京都大学野生动物研究中心与巴西国立亚马逊研究所联
合开展研究及普及活动，以保护亚马逊珍贵的生态系统，双方运用日本擅长的尖端技术，合作开展与保护相关的研究并修建了设施，
以往研究难度较大的亚马逊水生生物（淡水豚及海牛）以及热带雨林上层部分的研究等与多样化生物及生态系统相关的保护研究有望
取得飞跃性的进展。救助濒危物种亚马逊海牛活动也是其中的一项活动，伊藤忠商事对亚马逊海牛野化放归项目给予了支援。因偷捕
而受伤、被保护起来的海牛数量不断增加，而另一方面，待其具备自理能力后放归大自然较为困难，因此，确立海牛的野化放归项目
成为当务之急。通过伊藤忠商事的支援，力争在3年后使野化放归的海牛数量达到10头以上，半野化放归的海牛数量达到20头以上。 
在研究设施“Field Station”的援建中，我们捐赠资金用以建设、完善设施内的食堂和展示会场等访客集会设施（Visitor Center）。
由此让人们有机会接触栖息在亚马逊热带雨林的多样化动植物和丰富多彩的自然，为针对当地居民和游客开展环保教育做出贡献。另
外，该项目是JICA产学官联合保护亚马逊生态系统的首个案例。

支援亚马逊生态系统保护项目

亚马逊的热带雨林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
雨林据称地球上三分之一的氧气都产自

这里

濒危物种亚马逊海牛 Field Museum内的Visitor Center（完
成效果图）

苗木的种植

作为2008年纪念创业150周年的社会贡献活动，伊藤忠商事决定以员工问卷调查中
很多人要求的“保护森林”这一结果作为主题，实施本工程。2009年度起，伊藤忠
商事与公益财团法人世界自然保护基金日本（WWF）合作，在婆罗洲岛东北部的马
来西亚沙巴州北乌尔瑟伽玛，开展森林再生及生态系统保护活动。按照一定间距种
植婆罗洲岛原生植物物种苗木，继续进行苗木周边的除草等维护管理作业，从而努
力实现森林的再生。上述作业按照沙巴州政府森林局和WWF马来西亚一致同意的方
法进行，种植的树种多种多样，包括当地原生龙脑香科树种等在内，多达约60种，
并且结合环境进行种植，作业十分细致。种植时，注重提高森林再生的效果并改善
婆罗洲猩猩栖息地的环境，结合当地的情况种植了生长迅速的树种（先锋树种）和
生长缓慢的树种（以龙脑香科植物为中心），以及为婆罗洲猩猩提供食用果实的树
种等。 
关于历经7年的植树和维护作业，WWF和沙巴州政府森林局对每项作业均进行了实地检验，确认作业是否按标准实施，对不符合标准
的地方进行修正。2016年1月14日，实施再生支援的967公顷的植树造林及维护管理作业全面完成。这是普通企业支援的植树造林活
动中面积和规模最大的活动。

婆罗洲岛的热带森林再生及生态系统保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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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伊藤忠商事通过NPO法人Everlasting Nature（ELNA）支援被环境省红皮书（Red Data Book）指定为濒危
物种的绿海龟的保护活动。ELNA成立于1999年，以保护亚洲地区海洋生物及其所处的海洋环境为宗旨，是神奈川县认定的NPO法
人。 
在日本，绿海龟在小笠原群岛的沙滩上产卵。随着海岸的开发沙滩面积缩小，绿海龟的产卵场所减少，并且发生了绿海龟误食海岸垃
圾等情况，人类活动对自然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人类的生活与绿海龟息息相关。作为绿海龟保护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2016年7
月，我们面向港区青山附近的小学生和员工家庭开设了“环境教室”，通过绿海龟学习生物和环境的重要性。要建设更具可持续性的
社会，需要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注重环保。从这一角度出发，作为提高环保关注度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1992年开始，每年夏天
我们都面向当地儿童开设环境教室，迄今为止累计共向约1,200多名肩负着下一代的小学生提供了学习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平台。

支援濒危物种绿海龟的保护活动

积极参加环境教室的孩子们 环境教室的授课情形

为纪念1912年开设的马尼拉支店100周年店庆，6月，就支援位于菲律宾中部的索
尔索贡州农村地区的马尼拉麻种植园复壮工程，与菲律宾纤维产业开发局以及当地
的农业协会St. Ann's Family Service Cooperative签订了相关协定。根据协定，伊
藤忠商事捐赠了种植、栽培90公顷（约14.4万株）马尼拉麻所需的全部资金200万
日元，至2015年6月为止，已经完成全部种植任务。另外，通过本项目，预计每年
可吸收18吨的二氧化碳。

支援马尼拉麻农园复壮工程

2012年4月，伊藤忠商事在儿童职业体验乐园“趣志家（KidZania）东京”馆内，开设了可以让孩子们体验环保活动的环境体验
馆“环保作坊”。在该体验馆内，每当有一名儿童参加活动，便会向肯尼亚的造林活动“绿化带运动”捐赠一棵造林用树苗的费用。
截至2017年3月，已经有大约15万名儿童参加了活动，约有相当于15万棵树苗的费用被捐赠到了肯尼亚。这些费用除了用于在肯尼亚
开展造林活动以外，还被用于持续森林再生活动时的雨水存积、以及以灵活运用生态健康型森林资源为目的的当地居民工作室的实施
活动等方面。自2017年起，为了推进“亚马逊海牛野化放归事业”（海牛回家项目），体验馆以“亚马逊生态系统保护”为主题进行
了翻新，计划将体验馆来访人数×10日元的金额捐赠给巴西，用作亚马逊海牛的牛奶费用。

通过参展趣志家（KidZania）东京“环保作坊”而开展肯尼亚的植树造林支援

每当有一名儿童参加活动，便会向“绿化带运
动”捐赠一棵造林用树苗的费用

肯尼亚的植树造林活动（图片由每日新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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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贡献的主要活动：地区贡献

伊藤忠医疗广场外观

2014年10月，以国际医疗交流为目的，在国内最大的医疗产业集群神户医疗产业都
市设立的设施“伊藤忠医疗广场”开业。伊藤忠商事向公益财团法人神户国际医疗
交流财团捐赠了5亿日元的建设资金。以东南亚为中心面向各国医生、医疗相关从
业人员实施的教育、技术培训等的人才培养事业、海外培训生的接收事业、与大学
等合作的医疗器械开发事业、面向地区医疗相关人员的研讨会等各类研究事业等，
在日本国内外有望取得进一步发展。2016年度，在国际医疗交流事业方面，与11所
海外的大学和医疗设施进行了交流。此外，以医疗经营讲座为主题，面向地区医疗
从业人员举办了3场有助于医院经营方面的讲座，共计182人次参加了讲座。并且举
办了2场医工联合人才培养课程，共计124人次参加。

设立“伊藤忠医疗广场”，对神户医疗产业都市的发展做贡献

伊藤忠青山艺术广场外观

2012年10月，作为社会企业责任（CSR）的据点在东京总公司相邻的CI广场开设
了“伊藤忠青山艺术广场”。通过艺术，以“培养下一代”、“地区贡献”、“国
内外的艺术及文化振兴”等为目的，新鲜的感性洋溢的优秀作品展以及作为国际交
流的桥梁的各种活动，这条街道充满着的各种文化气息，从东京的青山传播开来。
2016年度共计举办了如下所示的14场展览会，截至2017年3月末，开幕以来的参观
人数已经达到了约17万人。 
今后，伊藤忠将通过艺术致力于各种社会性课题，以定期举办展览会的方式，争取
对地区的创造生活文化做出贡献。

会期 展览会 课题 概要

2016年3月21日～ 
4月18日

Get in touch 
“Warm Blue 
MAZEKOZE Art Ⅱ”

支援残疾人自立

继去年之后，4月2日，（一般社团法人）Get in
touch（法人代表：东千鹤）再次举办了以“世界自闭
症日”的代表色“蓝色”为主题的艺术展。从 “世界唐
氏综合症日”开始。

2016年4月23日～ 
4月30日

东京手工展 国际交流
举办了东京都及东京都中小企业振兴公社共同推进的首
届“东京手工项目”展。首次公开展示了东京的传统工
艺品和匠人与设计师联合开发的新商品。

2016年5月3日～ 
5月31日

自行车博览会2016 Moulton
展 
～小轮车的精彩世界～

地区贡献
连续举办4年的“自行车博览会”推动了20世纪后半叶
自行车的发展，展示了珍贵的荣获大英帝国勋章的Alex
Moulton小轮车。

2016年6月6日～ 
6月25日

LOVE THE MATERIAL in
AOYAMA

培养下一代
举办日本新生代艺术家创立的当代工艺展，展出了100
多件用金属、陶艺、玻璃等多种多样的素材倾心制作的
当代工艺作品。

2016年7月7日～ 
7月24日

Murai Sachi照片展Fantasea 环境保护
精选水下摄影师Murai Sachi拍摄的如梦似幻的水下世界
照片，并进行了展示。通过表现大海的神秘力量和美，
宣传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做出贡献。

2016年7月27日～ 
8月27日

HAPPY BIRTHDAY EARTH
展览会 
～用孩子们的画为地球换上
新装～

培养下一代
（特别非营利活动法人）儿童地球基金举办展览会，展
示因战争和灾害而蒙受心理创伤的孩子们的绘画作品。
利用暑假举办面向儿童的艺术工坊。

当地的CSR活动基地“伊藤忠青山艺术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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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期 展览会 课题 概要

2016年9月7日～ 
9月19日

田附胜·石川龙一摄影展 
“东北·冲绳”

培养下一代
由照片评论家清水穣策展的首届以培养下一代为目的的
摄影展。展示了“摄影界的芥川奖”木村伊兵卫摄影奖
获得者田附、石川以“东北”“冲绳”为主题的照片。

2016年9月22日～ 
10月2日

中岛大辅摄影展 
“印象的感触”taken with
iPhone

培养下一代

照片评论家清水穣策展了第二届以培养下一代为宗旨的
摄影展。用100台iphone和iPad展示了摄影师中岛大辅
用iPhone拍摄的照片。用最为大众的媒体演绎现代艺
术。

2016年10月5日～ 
11月6日

江户玻璃雕花年轻工匠10人
展 
～玻璃和玻璃雕花～

国际交流
举办第四届江户玻璃雕花年轻作家展览会。本届的主题
是“玻璃与玻璃雕花”。起用建筑师道田淳担任展览总
监，使用镜子展示江户玻璃雕花的多面性魅力。

2016年11月11日～ 
2017年12月20日

金泽翔子书法展 
-祈祷和平-

支援残疾人自立

举办第三届金泽翔子书法展。2016年，美国的奥巴马总
统访问了核弹爆炸地广岛，里约热内卢举办了和平盛
典，人们的“和平”意识进一步增强。结合这一背景，
金泽翔子展出了表现自己所感、所想的作品。

2016年12月23日～ 
2017年1月15日

- 用艺术欢庆2017- 
“酉年鸡展”

培养下一代
今年是第三届以干支为主题的新春企划。展出了总计
120名35岁以下新锐艺术家以“酉”为主题的作品。

2017年1月17日～ 
1月25日

书之未来展 培养下一代
是继承了已故书法家井上有一书法技艺的山本尚志等8名
新锐书法艺术家的群体展。向国内外艺术界宣传书法世
界。

2017年1月28日～ 
2月14日

须藤和之 新锐日本画家展 
-穿越季节的风-

培养下一代
是被2017年伊藤忠商事绘画日历所采用的年轻日本画家
须藤和之的展览会。展出了大量以身边小生物为中心，
以季节和风为主题的日本画大作。

2017年2月20日～ 
3月6日

第2届东京都立特别支援学校
艺术项目展 
～我的色彩、我的形状、我
的光芒～

支援残疾人自立
由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和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院联合举
办。展出了 从44所都立特别支援学校的830件学生应征
作品中选出的50件作品。

“Murai Sachi摄影展Fantasea” “HAPPY BIRTHDAY EARTH 展览会～用孩子们
的画为地球换上新装～” 

工坊“大家一起在白布上作画！！”

“江户玻璃雕花年轻工匠10人展～玻璃和玻璃雕花～” “金泽翔子书法展 -祈祷和平-”现场挥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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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1年起，伊藤忠商事东京总公司共举办了23届大厅音乐会。自2015年起，将举办场地转移到了三得利大厅，并于2016年7月20
日举办了第二届“伊藤忠夏季音乐会”。参加听众超过去年，大约超过了1,900人。后半场，共计98名都立三田高中的乐队和合唱团
成员加入了由高原守先生指挥的纽约交响乐团，组成一支浩大的队伍，献上了气势磅礴的演奏。为了达到教育下一代的目的，从2015
年就开始与当地高中生进行合演，学生们与高原先生进行了两次排练之后又进行了高强度的训练，他们将训练成果发挥地淋漓尽致，
在紧张的气氛中展示了精彩的演奏，会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和喝彩声。

第二届伊藤忠夏季音乐会在三得利大厅举办

竹下景子女士、高原指挥（右）和小林会长的简短
谈话

在三得利大厅举行的首次演奏

伊藤忠商事在全球62个国家拥有103个海外店（截至2017年4月1日），在通过各种事业活动为当地作出贡献的同时，作为地区社会的
一员，思考当地的课题是什么，如何才能做出具有伊藤忠特色的贡献，在各地积极开展地区贡献活动。 
下面是在2016年度实施的活动集粹。

志愿者让布朗克斯公立小学旧貌换新颜 
ITOCHU International Inc.公司员工全年都在积极参加贡献地区的各种志愿者活动。2016年10月22
日，包括吉田CEO在内的30名员工，参加了NY Cares主办的志愿者活动，粉刷了布朗克斯公立小学
校舍的墙壁，还创作了壁画和覆膜徽章、海报等，以提高孩子们学习和运动积极性。

支援移动医院项目 
在危地马拉从事咖啡集货、精选和出口业务的集团成员公司UNEX公司，向咖啡出口工会的移动医院
项目提供了支援。将用于咖啡出口的集装箱改造成移动卡车，巡访了国内咖啡产地等6县9地，为咖啡
生产者实施了牙科诊疗和普通诊疗。在当地，很多人因为担心治疗费高昂而不去医院看病或者不去看
牙医，这次活动共诊治了1,068名牙科患者、2,561名普通患者。

向日英音乐学会捐赠 促进日欧文化理解 
伊藤忠欧洲公司从1991年成立之初就对日英音乐协会进行支援，以达到通过日英两国的音乐进行文化
交流的目的。2016年，为了庆祝该协会成立25周年，在国内6地举办了赴日音乐会。

海外店的地区贡献活动

美国

危地马拉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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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SOS儿童村”火灾后的设施修复 
保护儿童人权的国际NGO“SOS儿童村”的设施发生了火灾，参与阿塞拜疆原油开发生产项目的
ITOCHU Oil Exploration Azerbaijan（CIECO AZER）在火灾发生后立即决定进行支援，使SOS方面
的修复作业得以迅速开展。修复后，公司收到了感谢信和孩子们亲手制作的礼物，将其陈列在事务所
中。

参加海滩清扫活动“海龟大作战” 
科威特事务所每年均参加科威特环境保护协会和日本大使馆主办的海滩清扫活动“海龟大作战”。
2016年度该活动于11月12日举办，员工及其家属参加活动清扫了施维克海滩，为保护海洋环境做出
了努力。

通过西部温暖计划支援欠发达地区 
中国地区的各个网点结合本地区的需求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社会贡献活动。伊藤忠（中国）集团有限公
司（北京），以“MOTTAINAI”为口号，参加了北京公益服务发展促进会和北京蓝蝶公益基金的西
部温暖计划，员工连续5年向中国国内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捐赠了约470件闲置冬衣与50多册图书和文
具等。

望远汉江公园清扫活动 
韩国伊藤忠公司每年均举办两次志愿者活动。2017年3月，组织清扫了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望远汉江
公园。汉江是一条重要的河流，也是自来水的水源地。公司策划了清扫河岸和人行道的活动，既可保
护环境，又可以让员工家属和孩子们一同参加，当天捡拾的垃圾量多达约40袋。

通过向CPAS捐款，帮助脑性小儿麻痹患者 
新加坡公司向开展脑性小儿麻痹患者生活、就业支援、教育支持等活动的Cerebral Palsy Alliance
Singapore(CPAS)捐款10,000新加坡元，并收到了脑性小儿麻痹患者创作的绘画作为谢礼。公司将其
摆放在新办公室的各个会议室，努力向员工进行宣传教育。

参加Clean Up Australia活动 
每年3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是全澳洲举国上下清扫公园和海滨的Clean Up Australia Day。伊藤忠澳洲
公司的员工志愿者每年都会参加悉尼日本人会举办的活动。2017年的活动于3月5日举办，志愿者们
对位于悉尼北部的Lane Cove国家公园进行了清扫，为保护澳大利亚自然景观丰富的的环境做出了贡
献。

向阿斯塔纳世博会日本馆提供赞助 
2016年6月10日至9月10日，以未来能源为主题的“2017年阿斯塔纳世博会”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
市举办，拉木图事务所向日本馆提供了赞助。通过支援产官学民联合介绍日本在能源方面的经验与挑
战的日本馆，为哈萨克斯坦的世博会增填了色彩。

阿塞拜疆

科威特

中国

韩国

新加坡

澳大利亚

哈萨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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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们在东京总公司周边实施了地区清扫活动。作为地区社会
的一员，在地方自治会及附近学校、其他企业的合作之下，进
行清扫和发放启发宣传品。

2016年度迎来第8个年头的和歌山县伊都郡葛城町“天野之里营造会”的合作活动是企业与农村地区
的人们在利用县内的地方资源的同时，推进安全、放心地大米生产、地产地销以及保护地方景观的合
作项目。作为对纺织公司年轻员工进行教育的一环，参加每年春天的插秧和秋天的稻谷收割活动。公
司员工及其家属共计139人参加了2016年5月30日的插秧活动和10月2日的割稻活动，年轻员工还协
助整修设施，搬运重物、清挖侧沟淤泥等，加深了与“天野之里营造会”成员之间的交流。

2016年11月15日，中部分公司按往年惯例，在名古屋伊藤忠大楼附近开展了清扫活动。当天，风和
日丽，以川嶌社长为代表的25名员工和伊藤忠集团成员公司的5人共计30人参加了此项活动，分工回
收了大楼周围方圆200m范围内的垃圾。

九州分公司自2011年起开始参加邮购公司FELISSIMO策划的“快乐玩具项目(玩偶捐赠活动)”。迄今
为止，以用旧衣服等手工制作的玩偶为“笑容亲善大使”，通过该项目共向国内外57个国家和地区的
孩子们捐赠了51,000多个玩偶，让笑容之花处处绽放。

中四国分公司积极参加了广岛车站接力清扫志愿者活动、无垃圾清洁行走活动、鲜花节清扫志愿者活
动、洁净太田川、马自达体育场周边清扫志愿者活动等为地区做贡献的活动，同时，员工们还为文化
活动与音乐会等提供了支援，并主动购买了当地生产的商品等。

在北陆分店，由来自伊藤忠集团的18名员工和家属等作为志愿者，对2016年10月30日举办的残障人
士运动会“第25届微笑节金泽”进行了赛事设置、运营统括等的帮助，加深了与各位参加人员的交
流。约300名参加者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国内分公司与分店的地区贡献活动

东京总部

大阪总部

中部分公司

九州分公司

中四国分公司

北陆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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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贡献的主要活动：灾区支援

2011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公司从长远角度出发，对灾后重建开展支援活动。

详情请阅览P86。

东日本大地震灾后重建支援

2016年4月，以熊本县为中心的九州地区发生了地震，对于此次地震灾害，伊藤忠商事向国际人道支援组织“JAPAN
PLATFORM”捐赠了1,000万日元的救济款。为了在发生自然灾害时能够更加高效、迅速地进行紧急援助，此款项将被分发给加盟
NGO以开展活动，直接用于现场支援。 
另外，在4月18日～27日期间，为支援熊本地震受灾地区，举办了员工紧急募捐活动，将募集到的2,565,754日元和公司同等额度的配
捐金额共计5,131,508日元，捐赠给了社会福利法人中央共同募金会。根据受灾状况，熊本县共同募金会以及大分县共同募金会按比
例进行分配后进行汇款，通过受灾地区的地方政府直接分配给各个受灾人员。 
此外，应熊本市的请求，将受灾地区需要的支援物资——1,200个简易卫生间、1,700件贴身衣物和内衣、1,000个枕头（使用美国陆
军、海军寒冷地区专用防寒服所采用的Primaloft纤维）等，在5月上旬前送到了安置点各位受灾人员的手中。 
此外，在灾害发生约3个月后的7月，九州分公司的员工参加了灾害志愿者活动，帮助熊本市东区的灾民清理个人住宅，搬运废弃住宅
财物、处理废弃物，对住宅周围进行了清扫。

对熊本地震受灾地区的支援

从人道的观点出发，在大规模灾害发生时捐赠救济款、提供物资等活动。与当地的分公司、事务所保持联络实施了以下支援。

灾害支援捐助金

厄瓜多尔地震2016年4月 2万美元（约213万日元）

熊本地震2016年4月 ¥10,000,000

台风18号等导致的大雨灾害2015年9月 ¥5,000,000

尼泊尔地震 2015年4月 ¥2,000,000

广岛集中暴雨 2014年8月 ¥5,000,000

中国 云南省地震 2014年8月 30万人民元（約513万日元）

最近的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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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2011年3月的东日本大地震，给东日本全境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伊藤忠商事从长远角度出发开展了灾后重建支援工作。

社会贡献的主要活动：东日本大地震灾后重建支援

“伊藤忠儿童梦想基金”是伊藤忠商事自2013年3月起开展的旨在援助东日本大地震灾区儿童的灾后重建支援活动。2016年度实施了
以下支援。今后将继续在各个领域支持孩子们的梦想。

伊藤忠儿童梦想基金

在地震中，陆前高田市受灾情况十分严重。为了向孩子们提供支援，2016年，公司
继续举办了春季和秋季两届“伊藤忠儿童梦想杯”少年棒球大赛，陆前高田市体育
少年团5支球队全部参加了比赛。 
春季大赛于2016年6月11日、12日举办，秋季大赛于10月1日、2日举办，地点均
在陆前高田市立小友小学运动场。伊藤忠集团公司员工也作为志愿者参加了大会。
在秋季大会上，以伊藤忠集团公司棒球部现役选手为主要成员的球队参加了友谊
赛，加深了与孩子们之间的交流。

举办“伊藤忠儿童梦想杯”，支持少年棒球队

岩手县釜石市是著名的“橄榄球之城”、2019年橄榄球世界杯举办城市之一。为了
帮助想要成为橄榄球选手而努力奋斗的孩子们实现梦想，2016年11月19日、20
日，公司邀请了当地球队“釜石Seawaves Jr.”的16名小学生来到东京。

第一天，孩子们担任了在秩父宮橄榄球场举办的官方比赛的球童。第二天，在新日
铁釜石橄榄球部日本选手权V7主力泉秀仁和有橄榄球经验的10名伊藤忠员工志愿者
的指导下，与练马橄榄球学校举行了交流赛，通过橄榄球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

举办“伊藤忠儿童梦想橄榄球争球（Scrum）”

社会贡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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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岛的孩子们户外活动受到限制，也不能进行充分的体育练习，公司结合当地NGO
提出的上述需求，于2017年3月5日，邀请福岛的孩子们前来神宫球场，与东京的少
年棒球队进行了交流赛。在神宫外苑和东京养乐多燕子队（Tokyo Yakult
Swallows）的全面协助下，孩子们使用职业棒球选手实际使用的更衣室和练习场，
快乐地体验了职业棒球选手的一天。 
小名滨少年棒球教室体育少年团与Redsuns（文京区）的软式棒球比赛，投手战以
0-0打平，福岛少年棒球队和小平少年棒球队硬式棒球对战的比分为4-5，小平少年
棒球队反败为胜。随后，孩子们与伊藤忠集团棒球部成员等员工志愿者们愉快地享
用了全家（FamilyMart）提供的午餐。

2017年2月4日，公司在福岛县里磐梯滑雪场开办了面向居住在岩手、福岛、宫城、
茨城，梦想成为单板滑雪选手的孩子们的“伊藤忠儿童梦想滑板滑雪教室”。该活
动获得了日本滑雪联盟的支持，由在奥运会滑雪比赛中活跃的押田奈津子（温哥华
冬奥会选手）、桥本通（盐湖城冬奥会选手）、今井勇人、安立风太、铃木海斗、
桥本飞雅等担任讲师。上午是锻炼综合滑行能力课程，下午举行了计时赛，展示了
上午的学习成果。通过职业选手的培训，孩子们向着单板滑雪的梦想又走近了一大
步，宝贵的体验让他们激动不已。获奖者获得了伊藤忠商事代理的AIRWALK品牌生
产的日本单板滑雪代表队队服等奖品。

2016年7月30日、31日两天，举办了“伊藤忠儿童梦想夏令营in陆前高田”。公开
招募选出的居住在陆前高田市的26名小学4年级至中学1年级学生，美国的大学生，
以及和陆前高田市签署了地区建设等合作协议的立教大学和岩手大学的留学生、归
国子女等20名学生，与伊藤忠商事的10名志愿者一起度过了愉快的英语夏令营。夏
令营为两日一晚，用英语交流。通过萤火晚会等美国夏令营经常开展的活动和体育
运动等，让孩子们获得了接触异国文化的机会。

在明治神宫棒球场举办福岛少年棒球强队交流赛

开办“伊藤忠儿童梦想单板滑雪教室”

举办第三届“伊藤忠儿童梦想夏令营in�陆前高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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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起，公司与公益财团法人东京都交响乐团（Tokyo Metropolitan
Symphony Orchestra）携手通过音乐支援灾后重建。

2017年1月16日、17日，公司赞助东京都交响乐团举办了“TMSO×ITOCHU Class
Concert”，通过音乐鼓励在地震中严重受灾的福岛县儿童。今年是第三次举办音
乐会，在利用工厂旧址、荒废的学校充当临时校舍，部分学生不得不从各地长途跋
涉上学的葛尾小学、富冈第一和第二小学、浪江中学，虽然在原来的学校复课，但
人数仅剩下原在校人数的1/3的川内小学举行了弦乐四重奏的巡回演奏会。 
音乐会采用了授课的形式。首先是乐器体验环节，演奏者教授了孩子们小提琴的演
奏方法，随后一边以猜谜的形式进行穿插解说，一边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组曲《胡
桃夹子》等名曲，最后是歌曲合唱《Believe》，在浪江中学合演了由学生自己作词
并合唱的歌曲《走向未来之光》。

2016年度，除了Class Concert之外，还赞助了东京都交响乐团2月22日举办的活
动，活动上Iwaki市内约3,600名中小学生参加了交响乐公演“男孩和女孩和我们的
交响乐~让我们共同加入音乐的世界吧♪~”。通过大合唱与交响乐合演，传达了伙
伴之间心与心相连的美妙。此外，还将在Class Concert活动中走访的葛尾小学的9
名儿童全部邀请到公演现场，公演结束后，与指挥家进行了交流，并且开展了猜
谜、音乐厅参观、重逢乐团成员的惊喜演奏等活动，度过了十分愉快的时光。

与东京都交响乐团携手通过音乐支援灾后重建

伊藤忠商事通过食品原料销售公司伊藤忠食粮株式会社，为销售岩手县陆前高田市
的品牌大米“高田之梦”提供了支援。

“高田之梦”，是在海啸中严重受灾的陆前高田市确保地区竞争力、恢复农业的象
征，是以打造当地品牌大米为目的，于2013年秋季推出的大米。在本项目中，伊藤
忠集团的员工志愿者参与生产过程，与当地农户进行交流，2016年度也和往年一
样，从5月份的插秧到10月份的收割进行了全面支援。此外，为了提高“高田之
梦”的知名度，还向东京总部周边的餐饮店等进行了宣传，进行了多样化的宣传。
2017年3月11日，在伊藤忠青山艺术广场举办了“陆前高田市物产展”，伊藤忠商
事的员工志愿者与高田市职员共同进行了“高田之梦”宣传。

伊藤忠集团利用自己的平台和经验知识，从生产到销售，对“高田之梦”进行了全
面的支援，通过主业支持灾区。

伊藤忠高田之梦项目

通过伊藤忠纪念财团支援灾区的活动

大船渡高中的学生在粘贴翻译贴纸

伊藤忠从开展“在日语绘本上贴上翻译成当地语言的贴纸赠送给东南亚儿童活
动”的公益财团法人Shanti国际志愿者会购买了成套工具，与伊藤忠纪念财团携手
合作，每周由员工志愿者将翻译成当地语言的贴纸贴在绘本上，自2014年起，将该
活动的范围扩大到灾区儿童。2016年度，在福岛、岩手、宫城3县的家庭文库、图
书馆、中小学和高中等16地开展了活动，在当地开展儿童读书活动的7家团体的协
助下，参加活动的人数达到了462人次。

与伊藤忠纪念财团共同举办“向东南亚捐赠绘本in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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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捐赠的女川小学的孩子们

活动自2012年起开展，通过将发送给股东们的信息电子化，把节约下来的纸张和邮
递费用等用于支持伊藤忠纪念财团开展的文库捐赠。2016年度，获得了4,958名股
东的支持，伊藤忠商事也拿出了同等金额的资金，由伊藤忠纪念财团通过当地书
店，将新发行的套装图书捐赠给在东日本大地震中严重受灾的下列10所学校。

【2016年度捐赠对象】

岩手县 唐丹小学（釜石市）、城北小学（盛冈市）、船越小学（山田町）

宫城县 女川小学（女川町）、閖上小学（名取市）、坂元小学（山元町）、荒浜小学（亘理町）

福岛县 相马市立饭丰小学（相马市）、⼩野町立饭丰小学（小野町）、汤本第三小学（Iwaki市）

与各位股东共同实施“儿童图书百册捐赠”

其他灾后重建支援活动

3月11日（星期六），邀请陆前高田市政府的职员前来担任销售员，举办了陆前高
田市物产展。伊藤忠商事、从事食品原料销售的伊藤忠食粮的员工作为志愿者，与
市政府的年轻职员们一起，帮助销售海带、苹果、西红柿等陆前高田市的著名特产
和伊藤忠集团支持的品牌大米“高田之梦”等陆前高田市的各类食材。商户们现场
制作的“高田之梦”爆米花和附近饭店制作的“高田之梦”饭团便当等受到好评，
而且有很多人关切地询问高田市的近况等，通过食材进行了多方面的交流。

此外，当天，由女演员东Chizuru担任代表、面向处境困难的少数群体开展宣传教
育活动的一般社团法人Get in touch举办了艺术展，呼吁人们“要在日常生活中理
解他们，防止事件发生，要建立关注少数群体的社会”。艺术展特别展出了居住在
陆前高田市的残障人士艺术家田崎飞鸟的作品“希望独松”，在灾害发生的时间点
举行了默哀，随后举办了支援灾区的电影《瓦砾与收音机》的上映会，来访者们度
过了心系灾区的一天。

在伊藤忠青山艺术广场举办“岩手县陆前高田市物产

展”等，开展东日本大地震灾后重建支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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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忠商事构建了每年最长可取得5天的志愿者休假制度，举办在节日和午休时间能参加的项目，努力提高员工的意识。

社会贡献的主要活动：员工志愿者支援

从地震后立即启动的灾后重建支援志愿者活动在2016年度继续开展，作为伊藤忠集团，共计有48名员工参加。活动内容包括通过伊藤
忠儿童梦想基金策划的活动等，从侧面向灾区居民的重建工作提供支援。具体来说，开展了插秧、割稻、支援活动举办、儿童英语集
训、少年棒球运动会的运营等活动。 
受灾地区灾后的真正重建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今后将根据受灾地区的情况，继续开展志愿者活动。

东日本大地震灾后重建支援�员工志愿者活动

为了尽可能减少世界的饥饿、贫困问题，加入了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官方援助窗口的联合国WFP协会，担任了评议员，参加了各
种各样的活动。 
2017年5月，伊藤忠商事及伊藤忠集团成员公司的601名员工及家属和189名员工，分别参加了在横滨和大阪举办的杜绝孩子饥饿的宣
传运动“Walk the World“。此外，东京总部在12月份还开展了募捐活动，并利用展板介绍WFP活动等，以此支援WFP的活动。

参加杜绝儿童饥饿的宣传运动“Walk the World”（左图为横滨的活动情形，右图为大阪的活动情形）

支援WFP联合国粮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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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两人的餐桌”（TABLE FOR TWO），是为了同时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饥饿与发达国家面临的肥胖等生活习惯病，跨越时间
和空间分享饭食的概念的社会贡献项目。 
该项目于2007年10月在日本创设，伊藤忠商事领先于其他公司，从次年4月起，正式引入东京、大阪、名古屋的员工食堂。员工们每
购买一份关注健康的“两人的餐桌”对象菜单，便会有20日元被用于捐赠。按照匹配赠法方式公司也等额地配套捐出20日元。这样，
每餐就能通过“两人的餐桌”项目捐赠40日元，用于补贴发展中国家的孩子们的学校膳食。 
现在，东京总公司每天都提供TFT套餐。

消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粮食不平衡的“两人的餐桌”（TABLE�FOR
TWO）(TFT)

2016年7月，以“TFT THANK YOU月”为题策划了在炎炎夏日向TFT菜式购买者免费赠送1杯水果醋
饮品的活动，旨在向选择TFT菜式的员工们表示感谢，并进一步增加购买人数。2016年10月，结合
10月16日世界粮食日开展了“品尝并传递‘高田之梦’！TFT世界粮食日活动”，开发的期间限定菜
单使用了伊藤忠集团支援的陆前高田市品牌大米“高田之梦”的新米，不仅可以支援东日本大地震复
兴，还可以促进国际合作，此外还利用视频开展TFT宣传活动等，开展了独具特色的活动。此外，在
2016年度，共卖出了27,318份，加上伊藤忠商事的等额捐赠，共捐出了1,092,720日元（相当于
54,636份供餐）。该活动获得了高度评价，于2017年5月获得了“白金赞助商”表彰。

“品尝并传递‘高田之梦’！TFT世界粮食日活动”限期菜品与食堂内占满整面宣传栏的支援对象照片

2016年度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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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可以参加的其它志愿者项目

为援助日本首创的小儿癌症专门治疗设施“儿童化疗之家”的运营，在东京、大阪总公司设置了化疗
之家定制的自动饮料销售机，把两座大楼内设置的所有的饮料自动销售机的6-10%的销售额用于捐
赠。2016年度共售出420,277瓶饮料，进行了总计2,521,662日元的捐赠。

通过饮料自动销售机对“儿童化疗之家”的援助

每年在东京总部举办两次由日本红十字会开展的献血活动。宝贵的献血除了用于手术之外，目前还被广泛应用于白血病等的治疗，献
血的重要性日益提高。由于当天的身体情况、海外滞留时间以及地区的规定，也有不能献血的情况，但是，包括集团成员公司在内，
每次都有很多的员工来到献血活动现场。 
2016年度是在2016年7月22日和2017年1月27日举行的，分别得到了97名（申请人数106名）和91名（申请人数123名）员工的配
合。

通过日本红十字会开展举办献血活动（东京总部）：1月、7月

作为培养青少年的一环，向有残疾的孩子提供挑战各种项目的机会，伸出援手为其发现自身的潜能创
造机会。出于这样的考虑，2007年起开办了棒球教室。2016年度于2017年3月6日（星期日）举办了
第10期棒球教室，会场则设置在在总公司附近的神宫球场。当天，患有各种身体残障的50名小朋友们
和伊藤忠互助会棒球部及集团公司的员工志愿者约80名人员参加了活动，由退役选手和东京养乐多球
队职员山部先生、河端龙先生担任教练，在他们的指导下，志愿者为每个孩子提供了全程辅助，一起
度过了充满欢笑的美好时光。孩子们的家长感叹“看到了在家里和学校见不到的生动活泼的形象”，
给予极大的好评，从而员工志愿者也在逐年增加。

在神宫球场举办伊藤忠棒球教室

在日语的图画书贴上当地语言的字条后，赠送给东南亚的孩子们的活动。在东京总公司，每周四午休
时，借用5楼的社友室开展活动。

赠送图画书运动（东京、大阪两总公司、中部分公司、九州分公司、东北分公司、北陆支

店）

天鹅面包房是以促进用合理的酬金雇佣残疾人士为目的，由YAMATO财团设立的一家面包房店。
2008年5月起，每周三在东京总公司的员工食堂售卖“天鹅面包房”的面包。很多员工都积极前来购
买，得到了天鹅面包房职工的好评：“每次大家都来买好多面包，非常感谢。”

“天鹅面包房”的面包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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