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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制定多元文化共生推进计划的宗旨 

 

１．制定多元文化共生推进计划的原委 

随着平成 2年(1990年)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以下简称“入管法”)的修改，在包括本市

在内的东海地区及北关东等制造业繁荣的地区，来自以巴西为主的南美国家，并以就业为目的

的来日外国人数量急剧增加。 

之后，由于雷曼冲击导致的就业形势恶化和东日本大地震的影响等原因，有许多人回国，因

此，外国人居民的人数曾一度减少。但是，在少子老龄化和全球化的发展等背景下，2015年之

后再次呈现增长趋势。截至令和 3 年(2021 年)3 月底，四日市居民约每 30 人中就有 1 人是外

国人，从全国的情况来看，我市也是外国人居民居住人数较多的城市。 

随着外国人居民的增加，在日常生活、教育、就业等各个方面都出现了问题，因此就需要将

外国人视为生活者和地区居民，而不是暂时的逗留者。 

基于这种情况，为了明确不论国籍、民族等差异的所有居民共同生活的城市目标和政策方针，

本市于平成 16 年(2004 年)3 月制定了“四日市市国际共生推进计划”，并努力推动开展了居

民层次的活动。 

之后，为了更加有力地推进多元文化共生社会的建设，根据本市的实际情况，于平成 22 年

(2010年)5月修改了“四日市市国际共生推进计划”，制定了新的“四日市市多元文化共生推

进计划”(以下简称“计划”)，并于平成 28 年(2016 年)12 月，根据外国人所处环境的变化，

对计划进行了调整，并采取举措推动了多元文化共生。 

自上次计划调整以来已经经过了五年多时间，除了外国人居民所处环境正在进一步发生变化

之外，由于还需要充实本市有关多元文化共生的工作，因此，我们再次对计划进行了调整。 

【调整要点】 

① 由于外国人居民居住地区的进一步分散化，我们重新审视了“多元文化共生示范地区”

这一想法，将把推进工作的重点放在示范地区的做法变为根据示范地区取得的成果，在全

市范围开展推进多元文化共生的工作。 

 

② 虽然外国人居民的情况和外国人居民所处的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但是还需要继续坚持对

建设多元文化共生的地区社会采取举措这一基本思想。因此，我们继承了现行推进计划的

基本理念和四个基本支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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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多元文化共生推进计划的定位  

“四日市市多元文化共生推进计划”在尊重我市城市建设的基本理念——“市民宪章”和

“城市宣言”的同时，将制定作为上位规划的“综合计划”。通过该计划，我们在展示个别计

划、定位、基本思想等的同时，将居民的意见反映到工作中，与相关机构配合，并系统地开展

工作。 

 

３．多元文化共生推进计划的实施期限 

计划的实施期限定为自令和 4 年度(2022 年度)至令和 8 年度(2026 年度)的 5 年。但是，即

使在实施期限之内，如果与其他计划的统一性、国家动向、社会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将根

据需要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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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本市外国人居民的现状 

１．外国人居民的人数呈持续增长趋势 

截至令和 3 年(2021 年)3 月底，有 10,417 名(65 个国家)外国人居民生活在本市，其中最

多的约 23%为巴西国籍(2,368人)，其次为越南(1,552人)、韩国/朝鲜(1,530人)、中国(1,458

人)、菲律宾(832人)、尼泊尔(756人)。参见[图表 1]。此外，从外国人居民占市内总人口的

比例来看，相对于全国平均的约 2.2%，我市约为 3.4%。 

从迄今为止我市外国人居民人口数量的变化来看， 由于平成 2年(1990年)入管法的修改，

日裔第二、第三代及其家属可以以对就业等没有限制的“定居者”等在留资格身份更容易地

入境日本，其结果便是，平成元年(1989 年)3 月底数量为 2,733 人的我市外国人居民，截至

平成 21年(2009年)3月底达到了 9,777人，而其中以日裔、特别是巴西国籍的外国人居民为

中心急剧增加。之后，由于平成 20年(2008年)9月的雷曼冲击引发的严重就业危机以及平成

23年(2011年)3月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的影响，外国人居民人数开始减少，但是，平成 27年

(2015年)之后再次呈现增长趋势。 

以技能实习生为中心的越南国籍和以留学生为中心的来自尼泊尔的外国人居民明显增加是

近年来的特点。从平成 28 年(2016 年)3 月底到令和 3 年(2021 年)3 月底 ，如果按国籍来看

外国人居民的增加比率，越南约为 3.8倍，尼泊尔约为 2.8倍，呈现出大幅度的增加。 

 

 

 

〔图表 1〕四日市市外国人居民人口数量随时间的变化 <※截至每年 3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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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外国人居民居住地区的分散化 

我市的特点是，超过 15%的外国人居民、约 1,600 人集中居住在四乡地区内的笹川地区※。

从笹川地区的外国人居民人口数量的变化来看，在平成 21年(2009年)3月份达到高峰后开始

下降，虽然平成 25 年(2013 年)以后呈持平或略增，但是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地区整体的人口

有所减少，因此，外国人居民占人口的比例在逐年上升。当然，从我市的外国人居民中居住

在笹川地区的人口比例的变化来看，在平成 20年(2008年)3月份达到高峰的 29.3%后处于下

降趋势，可以看出外国人居民的居住地区出现了分散化。从[图表 2]从令和 3 年(2021 年)外

国人居民占各地区人口的比例中也能看出，与平成 28 年(2016 年)相比，所有地区均出现增

长。[图表 3] 

 

 

 

 

 

 

 

  

※笹川(1 丁目～9 丁目)隶属四乡地区，被称为笹川地区、笹川团地或笹川，在本计划中记述为笹川

地区。 

 

[图表 2]笹川地区日本人及外国人居民人口数量随时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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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多元文化共生的基本观点 

１．什么是多元文化共生 

我市提出了多元文化共生的基本理念，即：充分发挥不同国籍、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特色，

实现人人彼此认同、相互尊重，并作为四日市市民相互支持、共同生活的社会。 

这里所说的文化是较为广义的，是指与人的生活有关的所有内容，是从人的日常生活和与

人的交往中产生的有形、无形的内容，以社会共有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等为代表，包括艺术、

学术乃至生活文化、宗教，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 

通过构建多元文化共生社会，可以实现每个居民都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和能力，并能

够有个性地充满活力地生活。 

  随着少子老龄化的发展，外国人居民正在成为地区社会的重要参与者。外国人居民是与日

本人居民对等的地区社会的成员，而不是仅仅将其视为暂时的逗留者和劳动力。所有的居民

和企业都需要拥有这种意识。 

外国人居民与日本人居民一样，以遵守日本的法律、履行纳税等居民的义务、并在所有生

活环节中可以利用行政服务为基本，为了作为对等的地区社会成员，共同支撑地区社会，需

要我们推进工作，以解决与多元文化共生相关的课题。 
 

２．我市与多元文化共生相关的课题 

(1)多语种支持的充实和强化 

我市的外国人居民在逐年增加，近年来，以技能实习生为中心的越南国籍和以留学生为

中心的来自尼泊尔的外国人居民明显增加。另外，对于在留资格“特定技能 2号”，目前，

国家正在研究修改制度，扩大以往 2个领域的对象行业，由此，预计今后持有“特定技能”

在留资格的外国人居民及其家属将会进一步增加。 

我市向外国人居民提供行政和其他生活上所需服务等的相关信息，为了能让外国人居民

享受适当的服务，正在致力于口译职员的配置、各种通知和手续文件的翻译等多语种支持

的工作，但这些工作几乎都是以来自南美各国的外国人居民为对象，使用葡萄牙语、西班

牙语采取的举措，因此，对于以近年来增长显著的越南为代表的来自亚洲各国的外国人居

民，还需要设法充实和强化应对工作。 

 

(2)针对外国人居民居住地区分散化采取的措施 

近年来，外国人居民的居住地区呈现分散化趋势，不仅是之前曾被定位为多元文化共生

示范地区的笹川地区，在全市范围内外国人居民也正在增加。因此，有必要参考迄今为止

重点开展措施的示范地区的工作，并在其他地区也设法充实和强化多元文化共生的工作。 

另外一个特点是，在笹川地区，以巴西、秘鲁、玻利维亚等的日裔人为中心，出生于南美

的外国人居民占据了不到 90%，在其他地区开展推进多元文化共生的工作时，需要注意外国

人居民的构成与笹川地区有所不同这一点。 

 

  



7 

 

(3)日语学习环境的充实和强化 

2019年 6月，公布并开始实施“关于推进日语教育的法律”，地方公共团体考虑到国家

的政策，决定根据地区情况努力实施促进日语教育所需的措施。  

此外，在 2021 年 3 月实施的有关多元文化共生的居民意识调查(以下简称“居民问卷调

查”)中，在目前没有学习日语的外国人居民中，约 60%回答为“想学习日语”，作为现在

没有学习的理由，许多人回答为“因为忙，没有时间学习日语”。所以，需要通过促进新日

语教室的开设和公司内的日语学习支援工作，设法充实和强化外国人居民的日语学习环境。

[图表 4] 

另外，由于外国人居民的日语学习状况和日语学习需求也各不相同，因此，在开展提供

日语学习环境和进行宣传、启发教育等工作时，需要考虑国籍和在留资格等情况。 

 

 

 

 

 

 

 

 

 

 

 

  

[图表 4]日语的学习状况 

问题 1：你现在在学习日语吗? 问题 2：你想学习日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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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促进对多元文化共生的理解 

在居民问卷调查中，对于“多元文化共生”这个词语和理念，回答为“很了解”或者“知

道一点”的日本人居民所占的比例仅为 30%。[图表 5]  

另外，有关外国人居民与日本人居民的交流，有约 90%的外国人居民回答为“希望增加与

日本人的交往”，而回答为“希望增加与外国人居民的交往”的日本人居民仅为 40%多。

[图表 6] 

为了促进多元文化共生，不仅是外国人居民需要加深对日语、日本的文化和礼仪礼节等

的理解，日本人居民也需要加深对多元文化共生的理解。因此，需要通过各种机会，在就

多元文化共生开展启发教育的同时，促进外国人居民加入自治会和参与地区社会的活动，

提供地区内的日本人居民与外国人居民进行交流的机会并构筑相互“彼此相识的关系”。 

 

 

 

 

 

问题 3：请告诉我你现在没有在学习日语的原因。 

[图表 5]多元文化共生的认知度(针对日本人) 

问题 4：你对“多元文化共生”这个词语和理念有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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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有关外国人居民与日本人居民的交流(针对日本人) 

问题 5：你今后是否希望增加与日本人居民(外国人居民)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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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基本理念和基本支柱 

我市将在以下基本理念的指导下，明确推进多元文化共生方面的 4 个“基本支柱”，以便

今后开展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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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推进多元文化共生 

(1)居民所肩负的职责 

在多元文化共生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居民。居住同一地区中的居民相互交谈、相互理解，

这是实现多元文化共生社会的第一步。 

在地区社会中，需要日本人居民和外国人居民在遵守法律和日常生活中的规则的同时，互

相认同各自的国籍、民族、文化和生活习惯等的不同，并相互尊重。 

 

(2)市所肩负的职责 

根据前一页提出的基本理念和 4 大基本支柱，为了实现多元文化共生社会，我市将从以下

观点出发开展各项工作和支援。 

① 加深居民对相互文化和多元文化共生的理解，促进作为对等的成员共同参与地区社会建

设。 

② 使用简单的日语和其他各种语言向外国人居民提供信息，对日语学习予以支援并促进他

们对日本社会与文化的理解。 

③ 为外国人居民提供顺畅的行政服务。 

④ 推进多元文化共生的体制建设。 等等 

 

(3)与自治会、志愿者、NPO、企业等的合作 

为了促进多元文化共生，在地区社会中最贴近居民的自治会、对日语学习予以支援的志愿

者团体、拥有多元文化共生的经验和知识的 NPO、外国人居民就职的企业等各种实体与行政

和各种相关机构一起积极配合，开展协作和意见交换。 

此外，在之前曾被定位为多元文化共生示范地区的笹川地区，行政、地区社会、志愿者等

各种实体相互配合，致力于多元文化共生的推进。在其他地区推进多元文化共生的工作时，

建立像这样的合作体制也非常重要。 

多样化的主力军人物通过将各自的想法与知识集结到一起，并相互协作，可以加深对多元

文化共生的理解，并有利于各项工作的开展。 

 

５．工作目标 

(1)设定工作目标 

为了推进多元文化共生的工作，作为努力实现的目标，我们给基本支柱Ⅰ～基本支柱Ⅲ设

定了具体的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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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标指标的说明 

基本支柱 具体内容 基准值 目标值 指标说明 

Ⅰ 

建
设
多
元
文
化
共
生
的
地
区
社
会 

在居民问卷调查(针对日本人
居民)中，对于“多元文化共
生”这个词语和理念，回答为
“很了解”或者“知道一
点”的人所占的比例 

28.7% 
(2020年度

居民意识

调查) 

50.0% 
(2025年度

居民意识

调查) 

为了促进多元文化共生，不仅是外国人
居民需要加深对日语、日本的文化和礼
仪礼节等的理解，日本人居民也需要加
深对多元文化共生的理解。因此，在居民
问卷调查中，将对于“多元文化共生”
这个词语的理解程度，即回答为“很了
解”和“知道一点”的人所占的比例作
为了目标。 
为了让一半的居民理解多元文化共生的
理念，将目标值设定为了 50%。 

在居民问卷调查(针对外国人
居民)中，参加传统祭典活动、
清扫活动和防灾训练等地区
社会活动的人(回答为“参
加”或者“偶尔参加”的人)
所占的比例 

50.4% 
(2020年度

居民意识

调查) 

60.0% 
(2025年度

居民意识

调查) 

为了促进多元文化共生，众多的外国人
居民参加地区社会活动，并与日本人居
民进行交流非常重要。因此，在居民问卷
调查中，将回答为“参加”或者“偶尔
参加”地区社会活动的人所占的比例作
为了目标。由于 2020 年的问卷调查结果
为 50.4%，因此，我们将目标值设定为高
于上次结果的 60.0%。 

Ⅱ 

建
立
顺
畅
的
交
流
机
制 

对外籍员工学习日语给予支
援的企业所占的比例 

32.3% 
(2020年度

三重县日

语教育调

查) 

40.0% 
(2025年度

调查<调查

方法未

定>) 

为了促进多元文化共生，外国人居民学
习日语是必不可少的。为了促进公司采
取日语学习举措，我们将对外籍员工的
日语学习给予支援的企业所占的比例作
为了目标。 
在 2020 年度三重县实施的日语教育调
查中，对于“在公司里，你认为日常会话
水平的日语能力不足的人有多少？”这
一提问，有近 40%的公司回答为“很多”
或者“半数左右”。因此，为了让这些公
司对外籍员工实施日语学习支援，将目
标值设定为了 40.0%。 

Ⅲ 

创
造
舒
适
的 

共
同
生
活
环
境 

在居民问卷调查(针对外国人
居民)中，回答为“今后还想
继续居住在四日市市”的人
所占的比例 

76.4% 
(2020年度

居民意识

调查) 

80.0% 
(2025年度

居民意识

调查) 

基本支柱Ⅲ的“创造舒适的共同生活环
境”将今后还想继续居住在四日市市的
外国人居民所占的比例作为了目标。 
由于也有计划将来回国的外国人居民，
所以，将目标值设定为 80.0％，略高于
2020 年度的居民问卷调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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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章 实现多元文化共生方面的工作 

 

基本支柱Ⅰ  建设多元文化共生的地区社会 

加强多元文化共生的意识培养，促进外国人居民与日本人居民共同参与的地区社会建设。 

 

【工作目标】 

具体内容 基准值 目标值 

在居民问卷调查(针对日本人居民)中，对于“多元文

化共生”这个词语和理念，回答为“很了解”或者

“知道一点”的人所占的比例 

28.7% 50.0% 

在居民问卷调查(针对外国人居民) 中，参加传统祭

典活动、清扫活动和防灾训练等地区社会活动的人

(回答为“参加”或者“偶尔参加”的人) 所占的比

例 

50.4% 60.0% 

 

Ⅰ－(1) 多元文化共生的意识培养 

☆努力培养居民尊重人权的意识 

不论国籍和民族是否有所不同，所有居民的人权都应得到尊重，这关系到能否实现和谐

社会。必须消除对外国人居民的歧视和偏见。 
 

☆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促进对共生的理解 

为了促进多元文化共生，需要日本人居民和外国人居民相互理解彼此的不同，并拥有

同为地区社会的一员，需建立对等关系的意识。考虑到多样性并予以应对，才能构建令所

有（具有不同情况和思维方式的）居民都能满意的城市。 
 

☆旨在建立彼此能够见面的居民关系 

为了建设多元文化共生的地区社会，日本人居民和外国人居民作为相同地区的居民，通

过相互问候和参加各种地区社会活动，从平常开始构筑相互“彼此相识的关系”非常重

要。与有各种各样文化背景的外国人居民构筑“彼此相识的关系”有助于地区社会的振

兴。 
 
 

  

基本支柱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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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 

通过举办多元文化共生演讲会等活动，进行有关多元文化共生的启发教育。 

在市内各处开设的日语教室由居民作为志愿者参与运营，这里不仅有外国人居民学习

日语，也成为了日本人居民和外国人居民构筑彼此相识关系的交流场所。 

而且，我们还将提供加深相互交流与和睦关系的机会。例如，举办外语讲座，为日本

人居民提供接触外国文化的机会；举办国际理解讲座、日本文化理解讲座等，促进日本

人居民与外国人居民相互理解彼此的文化。 

此外，我们将在地区内提供日本人居民和外国人居民之间的交流机会，并努力构筑相

互“彼此相识的关系”。例如，促进外国人居民参与地区社会主办的交流活动；与外国

人团体等合作举办有关多元文化共生的活动。 

 

Ⅰ－(2) 共同参与地区社会建设 

☆发掘并培养人才，促进多元文化共生 

在多元文化共生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居民。由于参与日语学习支援和多元文化共生活

动的志愿者也是在促进地区社会共生方面担负着维系外国人居民和日本人居民的重要作

用的支援者，因此，包括有海外居住经验的人员在内，我们将广泛进行居民志愿者的培

养和支援。 

此外，我们将从外国人居民中发掘和培养成为未来地区社会活动的核心的人才。 

 

☆促进创建一个外国人居民也可以自立并作为地区社会的一员积极参加活动的环境 

作为生活在同一地区的居民，希望外国人居民也像日本人居民一样参与各种地区社会

活动，并作为地区社会的核心人物，积极活动。 

自治会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是地区社会建设的核心存在。但是，由于自己的祖国

没有类似的组织等原因，目前，外国人居民中的很多人对自治会感到比较陌生。因此，

我们将就自治会的活动内容和重要性对外国人居民开展启发教育，并努力创建环境，使

地区内的日本人居民和外国人居民都能参与地区社会活动，以使得所有的居民都能充分

发挥自己的能力。 

 

☆建立可以将外国人居民的意见反映到市区行政部门中的机制 

通过举办外国人居民参加的恳谈会，与外国人团体进行意见交换、信息共享等活动，

我们将扩大直接从外国人居民听取意见的机会，并促进创建一个能够将他们的意见反映

到各种举措中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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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 

在促进多元文化共生的人才培养方面，为了促进居民志愿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和信息共

享，我们定期在市内各处举办由志愿者开设的日语教室联合网络会议，努力扩大各教室

之间进行意见交换和信息共享的机会。此外，我们将通过请有海外居住经验的日本人居

民、精通日语和日本社会、文化的外国人居民、以及对多种语言和文化有理解的居民协

助日语学习支援和举办有关多元文化共生的讲座等，致力于新志愿者的发掘并为其提供

可以大显身手的机会。 

为了增加外国人居民参与地区社会活动等的机会，需要有效地传达信息。因此，在市

政府主楼 1 楼开设的面向外国人居民的生活教育指导窗口等地方，我们将提供信息并就

地区社会活动的必要性进一步开展启发教育。 

此外，我们将与自治会等合作，通过上门访问推动外国人居民加入自治会并参与地区

社会活动，同时，要求雇用外国人居民的企业在外籍员工加入自治会和参与地区社会活

动等方面给予协助。 

作为直接听取外国人居民意见的场所，我们将继续举办多元文化共生推进居民恳谈会

等活动，并在外国人居民的参与下，就促进多元文化共生方面的问题和工作交换意见。

此外，我们还将抓住各种机会，积极与外国人团体等进行意见交换和信息共享。 

并且，我们将参考在笹川地区举办的地区社会建设支援者培训课程，在其他地区也努

力从外国人居民中培养出未来地区社会建设的核心人才。 

 

Ⅰ－(3) 发挥多样性，展现地区社会新魅力 

☆将多样性运用到展现地区社会新魅力的活动中 

我们将积极利用外国人居民的国际意识、语言能力、知识和技术，促进地区社会的振

兴、展现地区社会的新魅力。此外，留学生有可能成为建设多元文化共生的地区社会的

关键人物，因此，我们将与大学等合作，为留学生和地区居民提供交流场所。 

 

主要工作 

为了创造外国人居民参与地区社会振兴和展现新魅力的机遇，我们将与大学等合作，

在促进留学生加入自治会和参与地区社会活动的同时，为留学生和地区居民提供交流场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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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支柱Ⅱ   建立顺畅的交流机制 

向外国人居民提供在行政和其他生活上所需服务的信息和生活咨询服务，在促进对日本社会

和文化的理解以及日语学习方面给予援助。 

 

【工作目标】 

具体内容 基准值 目标值 

对外籍员工学习日语给予支援的企业所占的比例 32.3% 40.0% 

※ 根据 2020年度三重县实施的日语教育实态调查的结果设定基准值。 

 

Ⅱ－(1) 可以随时获取信息并轻松咨询 

(使用简单的日语和其他各种语言的信息提供和咨询体制的充实) 

 

☆切实提供在行政和其他生活上所需服务的信息 

为了防止不能充分理解日语的外国人居民因“语言障碍”而被孤立，并可以在地区社会

安心生活，我们将通过简单的日语※和其他各种语言提供生活上所需的信息。 

 

☆在行政窗口和咨询窗口提供口译、翻译服务 

在市政府的窗口，为了做到和日本人居民一样向外国人居民切实地提供行政信息和行政

服务，我们将适当地配置口译和翻译职员以及视频电话口译服务用的终端。 

 

☆为外国人居民提供咨询窗口 

外国人居民在日本生活时会遇到语言、制度、文化的差异等各种各样的障碍。为了让外

国人居民能够安心生活，我们将提供在困难时可以轻松咨询的窗口。 

 

☆灵活运用 ICT和 AI等技术 

通过积极运用多语种翻译应用程序等 ICT和 AI技术，努力创造一个外国人居民可以轻松

获取所需信息的环境。 

 

主要工作 

在使用多语种的信息提供方面，除了在面向外国人居民的生活教育指导窗口主要使用

葡萄牙语提供行政服务信息外，我们还将对市的官方网页进行多语种化，以及运用应用

程序使“广报四日市”支持多语种。 

在行政窗口的口译、翻译服务方面，我们将在市政府主楼配置口译职员和视频电话口

译服务用的终端，并在市政府窗口提供口译和手续文件、通知等的翻译服务。对于口译

基本支柱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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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为了对外国人居民提供适当范围的口译服务，我们将根据我市制定的“口译工作

指南”，定期实施口译职员培训，并努力促进口译人员的职责和责任的培养。 

另一方面，由于居住在我市的外国人居民的语言和国籍多种多样，也会出现无法提供

翻译的情况。因此，为了让工作人员可以不通过翻译，而是使用简单的日语与外国人居

民沟通，我们将对窗口工作人员等实施使用简单日语的培训。此外，为了促进日本人居

民和外国人居民的交流，在地区社会中也将致力于简单的日语普及。 

另外，我们将通过在地区居民中心配置生活咨询员和视频电话口译服务用的平板终端，

接待外国人居民的生活咨询。此外，还将发行也考虑到外国人居民的地区信息小册“市

民中心通信”等。 

关于为外国人居民提供的咨询窗口，在四日市国际交流中心，除职员接待外国人居民

的生活咨询以外，还定期实施行政书士的免费行政咨询，接受有关在留资格的变更和更

新、结婚和离婚、入籍申请等的咨询。并且，对于因配偶等的暴力(DV)等而需要进行紧

急咨询的外国人居民，为了让他们能适当地进行咨询，我们将在生活教育指导窗口、多

元文化共生沙龙和外国人团体等地方，努力宣传男女共同参与中心、儿童咨询所等专门

的咨询窗口。 

在像这样的窗口接待和信息提供方面，除了通过运用 ICT 设备等来提高便利性以外，

我们将通过利用 SNS等，实现信息的及时传递。 

 

 

 

 

Ⅱ－(2) 了解日本，做到能够听说读写日语 

(促进日语学习和对日本社会与文化的理解) 

 

☆培养外国人居民学习日语的意识，为他们提供学习日语的机会 

外国人居民要在日本自立并生活下去，学习和掌握日语是必不可少的。另外，如果外国

人居民学习并掌握了日语，便可以在居住地区内与日本人居民进行交流。为了加深外国人

居民和日本人居民的相互理解，并在地区社会中能够安心生活下去，我们将支援外国人居

民学习日语。 

此外，为了推进以企业内的外籍员工及其家属等为对象的日语学习支援工作，我们将给

予支援，如通过举办面向外国人雇用企业的演讲会进行意识启发以及举办企业内部示范日

语教室等。 

 

☆促进外国人居民对日本社会和文化的理解 

为了让外国人居民作为与日本人居民对等的地区社会成员一起共同生活，除了学习日语

之外，还必须使他们充分了解日本的社会、文化和生活习惯。因此，我们将促进外国人居民

对日本社会的规则和文化的理解。 

※简单的日语是指把一个句子变短，或者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熟悉的表达方式来替代，使谁都

可以容易理解、简单易懂的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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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习日语等，加深日本人居民和外国人居民的相互理解和交流 

对于外国人居民来说，地区社会内开设的日语教室是工作以外接触日本社会的重要方式

之一。为了使日语教室不仅是学习日语的场所，还成为日本人居民和外国人居民建立“彼

此相识的关系”，进行相互理解和交流的场所，我们将进一步开展工作。 

 

主要工作 

在促进外国人居民学习日语方面，除了在多元文化共生沙龙举办多元文化共生教室、

在四日市国际交流中心举办日语学习会以外，我们还将对由居民志愿者开设的日语教室

在教材和活动场所的提供方面给予支援。另外，我们将定期举办日语学习志愿者联合网

络会议和日语志愿者培训等活动，并根据学习者的水平设法提供适当且充实的日语学习

支援。 

在促进外国人居民对日本社会和文化的理解方面，我们将在面向外国人居民的生活教

育指导窗口和多元文化共生沙龙等处，就学习日语的必要性和在日本生活应遵守的规则

等进行进一步的启发教育。此外，还将在四日市国际交流中心等处举办日本文化理解讲

座等活动。 

在通过日语学习促进日本人居民和外国人居民的交流方面，将通过由市内的日语教室

等举办的交流会和联合学习发表会，为日语学习者和志愿者之间提供广泛交流的场所。 

 

基本支柱 ．创造舒适的共同生活环境 

在宣传育儿、教育、劳动、医疗、保健、保险、年金、福祉、居住等制度和提供顺畅的行政

服务的同时，努力提高防灾意识。 

 

【工作目标】 

具体内容 基准值 目标值 

在居民问卷调查(针对外国人居民) 中，回答为

“今后还想继续居住在四日市市”的人所占的比

例 

76.4% 80.0% 

 

Ⅲ－(1) 为了孩子们的未来(育儿、教育) 

☆对婴幼儿期的孩子们提供支援 

对于有外国血统的婴幼儿期的孩子们※1 而言，能够有机会接触日语、日本的文化和习惯

非常重要。我们将努力采取各种举措，使有外国血统的孩子们和家长可以在保育园、幼儿

园、儿童园中学习和了解日语以及日本的生活习惯、教育系统。 

基本支柱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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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学等方面提供支援 

不分国籍，所有的孩子们都需要有一个能够健康成长并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环境。我市保

障外籍儿童※2在市立中小学校接受与日本儿童同等的教育机会。 

我们将努力采取各种举措，以提高外籍儿童和家长的就学意识，加深孩子们和家长对教

育的重要性和日本教育制度的理解。 

另一方面，市内有被认可为各类学校的外国人学校，也有想接受使用母语教育而上学的

孩子，所以，我市正在实施支援，以提高孩子们的教育环境。这些学校也在通过与日本学

校和地区社会的交流，为促进地区社会内的多元文化共生做出贡献。 

 

☆为在学校学习日语和各学科等以及积累职业经历提供支援 

为了让有外国血统的孩子们将来在日本社会中获得稳定的职业，并作为在社会和经济上

自立的居民定居下来，在日本社会中的职业经历积累非常重要。因此，为了能够在义务教

育结束后升学并继续学习，在中小学校开展日语和各学科学习支援工作的同时，为了能够

尽早怀着明确目标度过学校生活，推进与升学和未来职业有关的信息提供工作。 

 

☆对放学后的学习和活动场所提供支援 

放学后，对需要日语指导的孩子在日语学习和养成学习习惯方面提供支援的同时，提供

可以促进对日本社会和文化的理解、日本人孩子和有外国血统的孩子可以相互交流和接触

的多元文化共生的场所。 

 

☆对宗教和文化背景不同的孩子们予以关怀 

我市生活着超过 60个国家的外国人居民，他们的宗教和文化背景多种多样，生活习惯也

各不相同，因此需要对宗教和文化背景不同的孩子们予以关怀。为此，我们将在与家长配

合的同时，通过在保育园供餐时提供清真食品，努力创建宗教和文化背景不同的孩子们能

够安心生活的环境。 

 

 
 

 

主要工作 

对于婴幼儿期的孩子们，通过在有外国血统的孩子较多的保育园配置口译职员，进行

口译和通知文件的翻译等工作，努力实现与孩子和家长之间的顺畅交流，并充实育儿方

面的信息提供。 

关于促进外籍儿童就学的问题，学校教育课和居民课、儿童保健福祉课等负责居民登

记和儿童补助的部门等进行合作，努力掌握未就学儿童等的情况，并促使这些孩子就学。 

在幼儿园、中小学校配置适应指导员，对于需要日语指导的孩子们，在尊重有外国血

统的孩子们的自我同一性、母语和母文化的同时，在学校生活适应、日语学习、教科学

※1 有外国血统的孩子=不论国籍，父母双方或者其中一方是外国人的孩子。 

※2 外籍儿童＝非日本国籍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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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等方面予以支援，同时，针对有外国血统的孩子们和家长举办升学指导和职业设计讲

座，努力充实和强化有关升学和未来职业的信息提供。为了让那些中学毕业后既没有升

学也没有就业的有外国血统的青少年能得到专业的援助，我们将开展工作，根据有关升

学和就业等的个别咨询，与相关机构进行合作。 

另外，针对需要日语指导的孩子们以及家庭内不具备学习环境的孩子们，通过开办儿

童教室等形式予以支援，争取使孩子们提高日语能力和养成学习习惯。 

关怀宗教和文化背景不同的孩子们，通过去除特定食材和使用替代调味料等方法，在

保育园供餐时提供清真食品，同时，提供有关幼儿园和中小学校等的供餐中所使用食材

的信息，并与家长配合，在供餐服务中做到尊重宗教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另外，通过学

习外国的衣食住和生活习惯，体验外国的游戏和舞蹈等，加深孩子们对日本文化和外国

文化差异的理解。 

 

 

Ⅲ－(2) 为了能够安心工作(雇用、劳动) 

☆在外国人居民的就业环境方面提供支援 

外国人居民如果要作为与日本人居民对等的成员参与地区社会活动，就需要有稳定的生

活。为了使外国人居民可以稳定就业，我们与公共职业安定所(Hello Work)等相关机构合

作采取举措的同时，对企业等在外籍员工日语学习支援、促进对日本社会和文化的理解等

方面的工作予以协助和支援。 

此外，我们将努力创造环境，使外国人居民能够作为连接地区和世界的全球化人才积极

发挥作用。 

 

☆促进留学生的区域性就业 

如果留学生掌握了高度的专业知识和日语能力，并对地区社会有了深层理解，便能够在

建设多元文化共生的地区社会中成为关键人物，是宝贵的人才，因此，我们将与公共职业

安定所、企业和大学等合作，促进企业确保外国人才和留学生在地区内的企业就业。 

 

主要工作 

定期与四日市公共职业安定所、四日市劳动基准监督署、三重劳动局等相关机构就外

国人居民的就业状况进行信息共享和意见交换。 

由于学习和掌握日语对外国人居民能够稳定就业而言很重要，因此，我们将开办对就

业有利的日语教室等。此外，我们也将与三重县和邻近的市镇合作，访问外国人居民的

就业单位，在促进外籍员工及其家属学习日语等方面，要求企业等单位给予进一步的理

解和协助。 

另外，我们将通过四日市人权启发企业联络会※等，呼吁企业参加有关多元文化共生的

演讲会等活动，就外国人居民的适当雇用和促进对日本社会的适应等方面进行更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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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发和推动。 

此外，还将与三重县、大学、企业、工商会议所、公共职业安定所等合作，举办接纳

外国人才研讨会和面向留学生的就业咨询会等活动，开展促进外国留学生在地区内就业

的工作。 

 

 

 

 

 
 
 
 
Ⅲ－(3) 为了能够安心生活 

(医疗、保健、保险、年金、福祉、居住等) 
 

☆通过简单的日语和其他各种语言提供与生活相关的各种制度等的信息 

为了让外国人居民能够安心生活，通过简单的日语和其他各种语言开展各种制度的宣传

和信息提供活动。 

 

☆在办理窗口等处，根据咨询内容进行适当的应对和手续办理等。 

为了避免语言、制度和文化等的差异成为提供行政服务的障碍，在市政府各部门的办理

窗口等处，根据咨询内容进行适当的对应和手续办理等。 

☆运用 ICT和 AI等技术(重述) 

通过积极运用多语种翻译应用程序等 ICT 和 AI 技术，努力创造一个外国人居民可以轻

松获取所需信息的环境。 

 

主要工作 

对于医疗、保健、保险、年金、福祉等与生活相关的各种制度，为了让外国人居民也

能够和日本人居民一样，公平地接受行政和其他生活上所需的服务，我们将通过本市发

出的通知和手续资料等的多语种化和在办理窗口根据需要提供翻译帮助等措施，根据咨

询内容进行适当的对应和手续办理等。 

在像这样的通知和窗口接待的多语种化方面，除了通过运用 ICT 设备等来提高便利性

以外，我们将通过利用 SNS等实现信息的及时传递。 

此外，关于居住问题，不仅是外国人居民，为了支援包括残疾人、老年人在内的群体

顺利地入住民间租赁住宅，我们将与三重县、相关 NPO、房地产中介商等一起，通过我市

也参加的三重县居住支援联络会，继续致力于举办民间租赁住宅咨询会等活动。 

 

※四日市人权启发企业联络会 

为了从企业的立场出发，加深对人权问题的正确理解和认识，消除部落歧视、残疾人歧视、外国

人歧视、女性歧视等所有歧视，企业正在相互合作，开展启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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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4) 防患于未然 
(防灾、预防犯罪、生活安全、传染病防范等) 

 

☆针对外国人居民，开展防灾、预防犯罪、生活安全、传染病防范等工作 

如果被预测随时有可能发生的东海地震、东南海和南海地震真的发生，预计将对我市和

邻近地区造成重大破坏。 

由于在外国人居民中，很多人没有经历过大规模地震，为了在发生灾害时能采取妥善行

动，我们将促进对灾害知识的宣传和防灾训练的参与，努力提高外国人居民的防灾意识。 

此外，在发生灾害和传染病等时，为了让外国人居民能够确切地获取必要的信息，我们

将推进建立通过简单的日语和其他各种语言的信息提供机制。 

而且，我们将与地区社会和警察合作，在争取提高外国人居民对犯罪和事故的预防意识，

促进参与预防犯罪活动的同时，还将致力于交通安全的实施以及消费纠纷的解决等、与安

全和安心生活有关问题的宣传和启发工作。 

 

主要工作 

为了让外国人居民学习有关灾害的知识和互助的重要性，除了与外国人团体等进行配

合和协作，举办防灾研讨会等活动之外，由于发生灾害时进行的互助活动需要通过加入

自治会，与地区居民建立起彼此相识的关系，因此，我们还将通过多元文化共生协调员

上门访问，就此开展进一步的启发工作。 

此外，为了防止外国人居民因发生灾害或传染病时无法收集必要的信息等原因而被孤

立，需要进一步开展工作。因此，我们将建立使用多语种的信息支援机制。例如，分发

外语版的防灾笔记和灾害应急手册，以及用简单的日语邮件发送防灾信息等。 

另外，发生灾害时，不仅是语言的问题，对于宗教和文化背景不同的外国人居民还需

要在避难所的饮食和做礼拜等方面给予关怀。因此，在加深居民对宗教和文化背景差异

的理解的同时，将对外国人居民就自己进行必要的储备的重要性进行启发，并努力创建

一个外国人居民能够安心度过避难生活的环境。 

另一方面，在预防犯罪和生活安全等方面，除了地区社会和警察之外，我们还将与外

国人团体等进行合作，举办上门讲座等活动，并致力于预防犯罪意识和交通安全的启发

活动，以及与安全和安心生活有关问题的宣传工作。 

 

基本支柱Ⅳ  构建推进共生的体制 

为了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在完善本市的体制，推进综合性措施的同时，与“外国人集住都市

会议”等相关机构合作，推动国家和有关部门对全国性制度进行改进和完善。 

 

基本支柱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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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1) 构建推进多元文化共生的体制 

☆完善本市体制并推进综合性措施 

为了推进多元文化共生，我们在建立本市的体制、推进横跨部门的政策实施、听取居民

的意见的同时，与相关机构进行合作开展综合性的工作。 

 

☆推动国家和有关部门实现制度的改进与完善 

对于需要全国性的制度改进和法律修改的情况，仅靠地方自治体的努力是有限的。因此，

我们将与其他自治体联合起来对国家、县及经济界等积极开展推动工作。 

 

主要工作 

为了推进我市的多元文化共生，我们将开展横跨部门的活动、听取居民意见、与相关

机进行的意见交换和信息共享，为此，我们将建立以四日市市多元文化共生推进本部为

中心的体制，开展综合性的工作。 

另一方面，在全国范围确立日语教育计划，自治体、NPO、地区社会居民、企业等联合

起来构建制度，以提供相辅相成的日语学习支援。并为确保外国人居民的稳定就业和职

业资格的取得而强化支援。对于在留资格和入籍申请手续等仅靠我市的努力无法充分应

对的全国性制度改进问题，通过由包括我市在内的全国外国人居民居住人数多的自治体

组成的外国人集住都市会议(2001年设立)，就与外国人居民相关的政策和活动状况进行

信息和意见交换的同时，对国家、县及经济界积极提出意见与建议
※。 

另外，通过全国市长会等提出要求，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推动国家进行制度改进和推

进措施。 

 

 

 

 

 

 

 

 

 

 

 

 

 

 

 

※外国人集住都市会议上的主要建议 

【地区社会中日语教育的现状和对策】 

・完善具体的制度和法律，以提高学习日语的动机。 

・培养能切实能够指导和提高日语能力的人才，通过建立日语教师相关资格的机制和报酬补

助等改善待遇。 

・努力促使企业认识到对外国人才进行日语教育的重要性。 

・建立翻译雇用专用补助金制度等，充实学前设施的外籍儿童接收体制。等等 

 

【为了实现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共生社会 ～从充实日语教育体制开始~】 

・为实现与外国人共生的社会，构建作为政策和举措依据的法律制度。 

・确保地方自治体为实现共生社会而采取措施时所需的灵活性高、持续且充分的财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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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2) 多元文化共生的基地建设 

☆开展多元文化共生沙龙活动 

作为靠近居民的多元文化共生推进的基地设施，在外国人居民集中居住的笹川地区开

办的“四日市市多元文化共生沙龙”(以下简称“沙龙”)开展了各种工作。例如，居住在

笹川地区的日本人居民和外国人居民之间进行交流，促进外国人居民对日本社会和文化

的理解，支援在地区社会中交流所需的日语学习。除此以外，还通过对外国人居民的上门

访问 ，掌握外国人居民的需求、生活状况和地区社会问题，推动参加地区社会活动。 

 

☆完善多元文化交流基地设施 

由于沙龙一直以来存在空间不足的问题，因此，我们将建立新的设施，作为日本人居民

和外国人居民之间相互交流和多元文化共生城市建设的基地，还将为日本人居民和外国

人居民构筑相互“彼此相识的关系”提供创造机遇的场所。 

 

主要工作 

沙龙致力于居住在笹川地区的日本人居民和外国人居民的交流，促进外国人居民对日

本社会和文化的理解，支援在地区社会中交流所需的日语学习。 

此外，为了在更贴近地区社会的地方迅速掌握现状和问题，我们将在沙龙配置多元文

化共生协调员，以便可以灵活处理和开展活动，通过上门访问，在掌握外国人居民的需

求、生活状况和地区社会问题的同时，推动外国人居民参加自治会和地区社会活动。 

另外，为了进一步充实日本人居民与外国居民的相互交流和地区社会建设的场所，我

们将致力于为多元文化共生建设新的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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