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奥林巴斯的

企业市民活动



　　奥林巴斯于 1919年开始批量生产显微镜，

以通过传染病防治知识来维护广大国民健康为

自身使命，自创业以来始终坚持为社会提供有益

的产品和服务。例如，有助于癌症等疾病早期发

现和治疗的医疗用内窥镜、有助于生命科学最尖

端研究的显微镜、用于飞机发动机检查等方面以

有助于确保安全的无损检测机器、提供拍照的乐

趣从而有助于丰富精神生活的照相机。我认为这

些都是“通过事业活动为社会做贡献”。

　　另一方面，我们充分发挥在企业经营活动中

所获得技术和知识的优势，在世界各地开展了

“企业市民活动”。例如宣传医疗和健康重要性的

启蒙活动和充分利用显微镜和照相机开展的下

一代人才培育活动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具有奥林

巴斯特色的企业市民活动。

　　像这样有助于实现人们健康和幸福生活的

活动，不仅在企业工作中，而且能够在企业市民

活动中得到实践，我为此而感到自豪。奥林巴斯

今后将继续通过全球规模的企业活动，在更高层

次上满足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期待，同时我们还将

作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市民采取行动，朝着社会与

奥林巴斯共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努力。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笹 宏行

在世界各地

开展具有奥林巴斯特色的企业市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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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巴斯的企业市民活动

履行全球化企业的责

任，致力于解决国际

社会课题的贡献活动

通过事业领域解决社

会性课题的贡献活动

通过本公司的技术及

Know-How，致力于
对未来人才育成及启

蒙的贡献活动

重点活动

重点领域

　　奥林巴斯通过充分发挥在“医疗”、“科学”及“映像”事业中所获得技术和知识优势的企业市民活

动来为社会做贡献。

　　奥林巴斯的企业市民活动按照《企业市民活动方针》组织实施。在方针中规定要开展４个“重点领

域”和３项“重点活动”以及人道主义慈善活动和大规模灾害发生时紧急支援活动。

　　奥林巴斯在世界各地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开展着这些具有奥林巴斯特色的企业市民活动。

减少贫困和饥饿等人道主义的慈善活动

大规模灾害发生时的紧急支援活动

医疗、健康 文化、艺术

地球环境科学、技术

企业市民活动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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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公司大厅举办的文化贡献活动

肠胃相关的健康促进活动

地震灾区重建和下一代青年人才培养的支援

有关详细内容，请参阅  P 11

向史密森国立自然史

博物馆提供显微镜

有关详细内容，请参阅  P 13

有关详细内容，请参阅  P 17

员工不需要的物品

用作捐赠的

“Stuff-a-Truck”
有关详细内容，

请参阅  P14

为无医疗保险人群提供医疗的行动计划

有关详细内容，请参阅  P 7

有关详细内容，请参阅  P 7

在冲绳海域的珊瑚种植

科学、技术重点领域在世界各地广泛开展的奥林巴斯企业市民活动 医疗、健康 文化、艺术 地球环境

From Japan

From Americas

From Europe

From Asia/Oceania

世界自然遗产

“白神山地”的

植树活动

有关详细内容，

请参阅  P17

有关详细内容，请参阅  P 10

提倡鼓励

环境友好型的

自行车上下班

有关详细内容，

请参阅  P 14

4 5奥林巴斯的企业市民活动 奥林巴斯的企业市民活动



“医疗、健康”领域的活动

　　Olympus Corporation of the Americas 

（美国的集团下属公司）把每年的３月作为“大

肠癌防治科普宣传月”，开展各种各样的科普

活动。从 2015年开始，连续两年赞助从事推

广大肠癌检查科普活动的非营利团体“Colon 

Cancer Coalition”主办的自行车比赛。在作为

主要赞助方开展募捐的同时，还有大约 200名

员工作为志愿者参加活动，积极地宣传了大肠

癌检查的重要性。

以癌症防治科普为主题的自行车比赛

From Ameri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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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林巴斯集团的欧洲各

公司，赞助名为“Migrants 

M e d i c i n e”的计划，该计

划由德国的团体接受国际

NGO“世界医生组织※”的支

援来组织实施，旨在为无医疗

保险人群提供医疗。我们组织实施了捐赠，以便

让社会弱势人群和居住在移民较多地区的妇女

和儿童能够接受治疗。另外，

我们还向以移民为诊疗对象

的诊疗所提供了奥林巴斯生

产的显微镜，为更多的人能够

接受医疗诊断出一份力。

※  世界医生组织：1980年在巴黎创办的从事人道主义医疗支援
的国际NGO

　　Olympus（China） Co., Ltd.（中国的集

团下属公司）在中国各地开展了各种肠胃方面的

健康促进活动。2015年，在肠胃癌症发病率较

高的 12个城市实施问卷调查和报告，还实施了

可知道肠胃年龄的智能手机用游戏开发、

在上海和广州等６个大城市的演讲会主

办、在胃部形状路线上的马拉松比赛等。这

些活动在中国获得了诸如由中国网络媒体

“人民网”颁发的“2015年度企业社会责任

大奖”等多个奖项。

　　2008年以来，奥林巴斯一直在中国开展针对公众的肠胃健康启蒙活

动。宣传“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三早”理念，消除公众对内镜检查

的恐惧，切实为社会和公众做出了一个医疗企业应有的贡献。未来，针对公

众的肠胃健康启蒙还将继续，奥林巴斯将基于深厚的医疗事业底蕴，持续

回报社会。

Olympus (China)  
Co., Ltd.
品牌战略本部　副总监

 

让医疗的力量惠及到更多的人

From Europe

以独特的视角，让肠胃健康意识更加普及

From Asia/Oce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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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sia/Oceania

　　奥林巴斯认为：新兴国家的医疗事业发展可

以增加就业，带动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

因此我们为新兴国家的医师培养活动提供支援。

2015年，在独立行

政法人国际合作机构

（J ICA）的委托事业

“发展中国家社会和

经济开发的民间技术

普及促进事业”中，我

们为泰国的消化道外

科医生和印度尼西亚

的泌尿科医生提供了

内窥镜外科手术的进

修机会。另外，在国

立研究开发法人国立

国际医疗研究中心的

委托事业“医疗技术

等国际展开推进事业”中，我们为越南的消化道

外科医生提供了胃内窥镜外科手术的进修机会。

各项进修活动都是在日本以及各国医学学会和

　　奥林巴斯从 2004年 2月起就在“内镜诊察

　健康协作站点‘肠胃健康网’”上，对外公布有

关肠胃疾病以及癌症检查和内窥镜检查和治疗的

相关信息。在医生的监制下，面向普通读者，通俗

易懂地介绍有关胃和大肠等的作用和代表性的疾

病、内窥镜的作用和检查方法。

　　此外，我们每年还实施“对于内窥镜检查意

识的问卷调查”，努力促进人们对内窥镜以及内

窥镜检查的理解。在 2016年的问卷调查中，我

们得到了日本全国共 25177人的答复，并于７

月14日“内窥镜日”当天发表了调查结果。

●  内镜诊察　健康协作站点 
‘肠胃健康网’

http://www.cwjk.com.cn/index.aspx

 肠胃健康 搜索

向新兴国家提供最新医疗技术

所见，所知。 肠胃疾病和内窥镜

From Japan

“医疗、健康”领域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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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全球契约　董事会成员

一般社团法人全球契约日本网络 
代表理事

有马 利男先生

医疗机关的合作之下，由技术熟练的日本讲师指

导并介绍了最新的外科手术方式和日本独自的

技术认定医师制度等。奥林巴斯希望通过这些活

动，可以让减轻患者负担的“低侵袭性治疗”在新

兴国家也能得到普及，促进医疗水平的提高。

　　奥林巴斯自 2004年起就参加了联合国

全球契约 UNGC，并在其经营理念中，提出

了“Social IN”的概念。另外，我们在世界各

地开展企业市民活动的基础之上，公司主要事

业领域中的CSR活动在社长及经营高层强有

力的领导之下，由全体员工体来参与策划。这

是联合国全球契约的 SDGs指导手册《SDG 

Compass》所提出“Outside-In”的活动方

式，也是全球契约所期待的企业活动。我希望

在“Social IN”的理念之下，贵公司在SDGs

上所做的先进性工作能

取得优异的成果。

■  40岁以上接受过内窥镜检查人员的比例 
（以食道、胃、十二指肠为对象接受的检查）

“2016年 关于内窥镜检查的意识调查问卷”的结果（一部分）

接受过检查

9498人

没有接受过检查

5990人

61.3%

38.7%

在越南的进修

在印度尼西亚的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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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领域的活动

　　东日本大地震受灾的市街，面貌每天都在变化，令人

目不暇接。即使这样，也不能忘记教训，怀着这种想法，跟

高中生们一起按下了快门。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照片，他们

才能把在这个地方学到的东西带回各自的故乡。肩负着未

来的高中生们去到那些值得纪念的地方时，对使用的人和

拍摄的人来说便捷的奥林巴斯照相机是不可或缺的。

©Rie Nagata

　　奥林巴斯每年都举办一次“与摄影记者安田

菜津纪同行之东北学习旅行”，支援东日本大地

震灾区的重建和下一代青年人才的培养。在学习

旅行中，由全国选出来的十几名高中生和安田菜

津纪一起，到地震灾区参访，在跟居民的交流中，

了解受灾情况，学习重建工作等。同时，使用奥林

巴斯的数码相机拍摄照片，并在摄影展和Web

网站上公开发布照片，宣传重建工作的现状和防

灾工作的重要性。2016年是第３次举办该活动，

参加旅行的高中生们在来参观摄影展的 130名

观众面前，讲述了他们访问灾区的印象和通过照

片要表达的想法。

摄影记者

安田 菜津纪
1987年生于神奈川县。上
智大学教育学系在校期间，

就作为摄影记者开展活动。

因“与HIV一同诞生―乌干
达的爱滋孤儿们”作品获得

第８届名取洋之助摄影奖。

寄思绪于照片中，东北的“现在”和“将来”。

From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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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ympus Korea Co., Ltd.（韩国的集团

下属公司）在各种各样的领域开展文化贡献活

动。在支援年轻艺术家活动的同时，还开设了面

向贫困人群在该公司大厅艺术鉴赏的机会，另外

还持续面向青少年提供通过照相机的教育机会。

这些活动有助于韩国社会的安定和精神丰富，因

而企业得到了好评，在由韩国Mecenat协会和

报社主办的“第十六届Mecenat大奖”上获得了

“创意奖”。

　　奥林巴斯支援日本写真艺术专门学校的教

学课程“实地摄影讲座”，该课程旨在培养下一代

活跃在世界舞台的摄影家。我们提供制作网络日

志用的照相机，网络日志实时地传送学生们在半

年的国外摄影培训中实际体验授课的情况，同时

我们还提供奥林巴斯展览厅（东京）作为毕业作

品展的会场。

●实地摄影讲座

http://www.npi.ac.jp/pfw/index.html

用半年时间环游亚洲后回国的学生们

2016年度参加者的作品

向世界展翅翱翔，下一代的摄影家们

From Japan

把艺术所拥有的力量，带给人，带给社会。

From Asia/Oceania

11奥林巴斯的企业市民活动



　　理科和数学教育可以提升“对未知事物的感性”，对培

养具有“热爱科学的心”的孩子们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热爱科学的心”就是不依靠教科书，靠自己在反复试验过

程中深入思考而做出判断的能力。我们希望中小学生通过

参加传统的“自然科学观察竞赛”，尽情地做自己喜欢做的

事情，体验到经过努力而梦想得以实现或者意想不到的发

现和发明。

　　以奥林巴斯研究人员为主的志愿者小组

“WAKUWAKU计划”,胸怀“让孩子们了解科学

的乐趣”的愿望，自2003年起，每年大约举办４

次“WAKUWAKU科学教室”。研究开发的基地

在东京都八王子市，主要以八王子市周边的中小

学校为对象，实施各种各样试验和制作的课程。

研究人员和孩子们直接接触，在这个教与学的宝

贵机会中，研究人员和孩子们都生气勃勃地享受

着科学的乐趣。

“科学、技术”领域的活动

　　奥林巴斯为了培养肩负着未来的孩子们的

“热爱科学的心”，自1960年以来，历经50年一

直在赞助“自然科学观察竞赛※”，该竞赛征集并

表彰中小学生理科的自由研究。在以往的获奖者

和参加者中，也有人因参加这一竞赛而成为了研

究人员。2016年为第57届，有来自全国794所

中小学的12514件作品投稿参加。
※  “自然科学观察竞赛”。通称“SHIZEKON”。主办单位：每日
新闻社自然科学观察研究会；后援：文部科学省

奥林巴斯的研究人员和孩子们通过科学进行交流。

From Japan

为未来的科学家们加油助威。

From Japan

东京理科大学

数理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理学博士

秋山  仁

协助拍照：多摩市立多摩第一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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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奥林巴斯技术历史馆“瑞古

洞”里，展示有从创业时期到现在

奥林巴斯推出的产品，在追溯技术

变迁和发展的同时，还介绍这些产

品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的故事。

此外，我们还接待小学生至大学生

范围的参观学习，在暑假期间还举

办面向孩子的利用显微镜的观察教

室。2016年，我们接待了来自全国

大学、专门学校、高中及周边地区

中小学等共29所学校555名学生的参观学习。

科学技术的历史脚步，就在这里

From Japan

协助拍照：

福冈县立鞍手高等学校

八王子市立馆小中学校

府中市立府中第二中学校

　　Olympus Corporation of the Americas

（美国的集团下属公司）为位于史密森国立自然

史博物馆内的体验学习设施“Q?rius”，提供了

50多台奥林巴斯显微镜以及广范围的培训和支

援。来参观的人可以体验性地学习到科学和自己

的相互关系以及当一个科学家所需要的技能和

学习方法。此外，还可以听史密森博物馆的科学

家和教育志愿者讲解机器的使用方法，接受他们

的建言。

史密森 × 奥林巴斯，梦想的合作

From Americas

©Brittany M.Hance, Smithson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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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林巴斯集团的欧洲各公司

鼓励骑自行车或徒步、拼车利用等

关爱环境型“环保上下班”。此外，

还实施自行车的免费检修会和电

动自行车试骑会等活动，并且还想

一些办法让员工们能够轻松参加

这些活动。

　　Olympus Corporation of the Americas

（美国的集团下属公司）实施了“Stuff-a-Truck”

活动，收集员工自己的闲置物品做捐赠。旧衣服、

体育用品、家具等闲置物品回收了４辆卡车。

“地球环境”领域的活动

　　欧洲的地区统括公司Olympus Europa SE & Co. KG积极

参与环境保护活动。基于环境保护的观念，提倡鼓励员工骑自行车上

下班，并提供自行车的免费安全检查和免费存车处。在“奥林巴斯环

境月”中，通过介绍电动自行车，促使更多的员工骑自行车上下班。

我公司今后将继续做好这项工作。

Olympus Europa SE &
Co. KG
Environmental Affairs

Dr. Andreas Berg

４辆卡车的生态保护

From Americas

上下班时带着环保意识。

From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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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奥林巴斯环境月”期间，还举办了以员

工为对象的全球环境摄影大赛。以环境科普为目

的，征募照片，由专业摄影师进行审查。2016年

以“想要留给未来的自然恩惠”为主题，在美洲、

欧洲、亚洲、大洋洲、日本举办，从1154件征集

作品中选出了４件优秀奖。获奖作品在各个事业

场以图版形式展出，为员工提供一个遐想美丽自

然的机会。

　　奥林巴斯规定每年的６月为“奥林巴斯环境

月”。2016年以“全体参加”为关键词，实施了名

为“书刊捐赠”的活动。收集国内各据点和家庭闲

置的书籍等换成现金，捐赠给独立行政法人环境

再生保全机构的地球环境基金。收集到的捐赠款

用于对环境NGO及NPO开展的环境保护运动

的支持。

＜亚洲＞

■ 2016年的获奖作品

＜欧洲＞

＜日本＞

＜美洲＞

书刊编织出的保护地球故事

From Japan

照片所拍出来的，是对美丽自然的遐想。

From Global

社长也参加了“书刊捐赠”活动 2016年的“奥林巴斯环境月”推进成员

15奥林巴斯的企业市民活动



From Global

　　在奥林巴斯国内和国外各据点，为了对环境

和地域做贡献，开展清扫活动。从上班工作前少

数人参加，到假日带着家人参加兼锻炼身体，各

地方以适合地域的形式实施清扫活动。大家穿着

一身奥林巴斯蓝，也提高了员工们的团体意识。

奥林巴斯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为目的，

以“森林、河川、大海”中的水循环为

主题，开展环保活动。

白河奥林巴斯

奥林巴斯医疗科学销售　宇都宫营业所

奥林巴斯医疗科学销售　埼玉支店

奥林巴斯东京事业场 笹冢

会津奥林巴斯

奥林巴斯医疗科学销售 京都营业所

Olympus (Shenzhen) Industrial Ltd.（中国）

奥林巴斯蓝色清扫小队

“地球环境”领域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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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林巴斯长野事业场作为长野县所推广的“森林养父母促

进事业”的一环，每年组织两次近邻地区的森林完善活动。在

2016年秋天的活动中，有员工及其家属等大约 200名参加。

他们除了裁剪妨碍树木生长的小

枝条和整修步行路以外，还在大自

然中举办了面向儿童的摄影教室。

　　青森奥林巴斯为了保护栖息于世界自然遗产“白神山地”

的珍贵动植物和生态环境，从 2003年起，在其近邻地区开展

种植山毛榉的植树活动。2016年

大约有 50人参加，实现了累计植

树1000棵。

　　奥林巴斯为了对保护地球环境做贡献，在以日本屈指可

数美丽海域而闻名的冲绳庆良间诸岛开展了珊瑚的种植活动。

2016年有普通人士和员工志愿潜

水员参加，大约种植了 100棵珊瑚

苗。在这项活动中，奥林巴斯的水中

照相机也发挥了其作用。

森林也需要“养父母”来抚养。

From Japan

保护“白神山地”的 1000 棵树伙伴们

From Japan

为冲绳的大海送上礼物：珊瑚

From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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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Olympus Corporation of the Americas

（美国的集团下属公司），开展了“Olympus 

Days of Caring”员工志愿者日的活动，鼓励员

工在上班时间内参加以地域社区为对象的志愿

者活动。2016年有几百名员工参加了志愿者活

动，内容包括面向贫困人群的食物提供、设备的

清扫和维修、给孩子们读画册等。

　　奥林巴斯赞助“TABLE FOR TWO”活动，

该活动通过每购买１件对象商品即会捐赠相当非

洲儿童一顿饭伙食费的 10 ~ 20日元进行捐赠。

在各事业场的公司食堂和自动销售机上销售对象

商品，员工们的购买金额达到每年捐赠100万日

元以上（供餐5万份左右）。2016年在大约10万

人参加的国际合作活动“全球节 JAPAN※”上设

展柜台，对“TABLE FOR TWO”还做了介绍。
※ “全球节 JAPAN”主办单位：外务省和独立行政法人国际合作
机构（JICA）等

　　奥林巴斯在大规模灾害发生时的紧急支援

活动方面，除了救灾捐款以外，还开展由做志愿

者员工参加的支援重建活动等。在“2016年熊

本地震”的时候，除了捐款以外，还对员工的志愿

者活动予以了支持。

员工志愿者日 From Americas

赋予勇于战胜灾害的人们以力量 From Global

日本到非洲的“食物”传递。 From Japan

照片提供：TABLE FOR TWO International

人道主义的慈善活动／
灾害发生时的紧急支援活动

　　我们认为：员工的志愿者活动能产生巨大的效果，不仅

可以加强员工与公司的纽带，还能够提高员工的地域社会意

识，加强跨部门的团队合作。

Olympus Corporation of 
the Americas 
Executive Direct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Lauren Goff

在奥林巴斯公

司内部销售的

“TABLE FOR 
TWO”原创设
计的矿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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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到非洲的“食物”传递。 From Japan

2017年版奥林巴斯WWF日历

奥林巴斯的企业市民活动的特点是持久坚持。

比如说，旨在培养孩子们“热爱科学的心”的“自然科学观察竞赛”开始于1960年。

迄今已过50年，我们一直以赞助的形式对该活动进行支持。此外，我们在“医疗、健康”、“文化、艺术”、

“地球环境”各个领域都长期地为社会做出着贡献。

过去，现在，未来都如此。始终如一，持久坚持。

奥林巴斯的企业市民活动不会改变，还将持续下去。

过去如此，今后还将如此
奥林巴斯的企业市民活动

 文化、艺术
实地摄影讲座 参阅 P11

2006年

 科学、技术
WAKUWAKU科学教室 参阅 P12

2003年

2009年

 医疗、健康
BRAVE CIRCLE
消灭大肠癌科普宣传活动

带着尽可能多减少一个大肠癌死亡者这样的

愿望，我们对NPO法人BRAVE CIRCLE
运营委员会提供支持，该NPO法人与地方
自治体合作，开展大肠癌检查科普宣传活动。

 文化、艺术
亲子日

以一年一次“全家一起拍照吧！”为概念，对“亲子日”普及推进委员会赞助。

1992年

 地球环境
奥林巴斯WWF日历的制作
在WWF（公益财团法人日本世界自然保护基金）
的合作之下制作日历，表现大自然之精彩，诉求保

护自然保护的重要性。

1986年

 医疗、健康
对内窥镜医学研究振兴财团的支援 
对公益财团法人内窥镜医学研究振兴财团提供支援，该财团

从事于对有关内窥镜医学研究的奖励和扶助。

1982年

 科学、技术
赞助自然科学观察竞赛（SHIZEKON） 参阅 P12

1960年

BRAVE CIRCLE组织的大肠癌检查科普宣传活动
“东京健康步行”，员工志愿者也参加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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