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信息、征集信息等）
◆ 即学即用日语讲座招生
在兵库县内居住、工作、上学的所有人员均可报名。
我们将使用本协会编制的教材《能做到吗？我做到了！
！生活日语》，学习包括购物、在政
府机关办手续、预防灾害等日常生活中的 10 大场景下的实用日语。本讲座旨在让在日本生活
的外籍县民自立，让您在实际生活中“做得到”的事情越来越多。
【讲座日期】2021 年 8 月 25 日（周三）～9 月 17 日（周五），共 18 次
【讲座时间】09:30～12:00
【讲座地点】兵库县国际交流协会
【报名日期】2021 年 7 月 5 日（周一）～8 月 20 日（周五）
【报名方法】通过以下任一方式，在报名期限内提交报名表。（以报名先后顺序为准）
① 发邮件至“nihongo(at 符号)net.hyogo-ip.or.jp” ※请将(at 符号)换成@
②发传真至“078-230-3280”
③直接到 HIA 提交报名表
报名表自 7 月 5 日起，可在 HIA 网站下载：
http://www.hyogo-ip.or.jp/torikumi/tabunkakyose/yakudatsu/index.html
④点击以下链接，填写报名表进行报名。
https://bit.ly/3ytmr5r
【讲座费用】4000 日元（教材免费）
【咨询处】兵库县国际交流协会
电话： 078-230-3261

多文化共生课
传真：078-230-3280

邮箱： nihongo(at 符号)net.hyogo-ip.or.jp

※请将(at 符号)换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21 年度第 2 期 HIA 国际交流沙龙 “日本与埃及其实很像！？”
【时间】2021 年 8 月 2 日（周一）13:30～15:00
【方式】线上讲座（Zoom）
【讲师】藤原 Gina
【访谈者】松尾瑞穗
【内容】介绍埃及的料理、语言、埃及与日本的共同点等
【名额】50 名（以报名先后顺序为准）
【报名费】免费
【对象】所有人
【主办单位】兵库县国际交流协会

【报名截止日期】7 月 21 日（周三）（需提前报名）
【报名方法】点击以下链接填写报名表进行报名。
https://www.hyogo-ip.or.jp/torikumi/tomonokai/moushikomi0723.html
【咨询处】兵库县国际交流协会
电话： 078-230-3090

交流协力课
传真：078-230-3280

邮箱： hia-ex-co(at 符号)net.hyogo-ip.or.jp

※请将(at 符号)换成@

详情请查看：https://www.hyogo-ip.or.jp/torikumi/tomonokai/event/r3salon_egypt.htm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5 届日语演讲大赛＆第 2 届歌唱大赛
我们将举办日语演讲大赛和歌唱大赛，特此征集参赛选手。
【时间】2021 年 11 月 28 日（周日）
【地点】加东市社国际学习塾 L.O.C 大厅

(加東市やしろ国際学習塾 L.O.C ホール)

【报名费】免费
【对象】居住在加东市或加东市附近的外籍人员
【主办单位】加东市国际交流协会
【报名截止日期】7 月 30 日（周五）
【报名方法】填写报名表后直接提交至本协会或填写必要信息发邮件至本协会
【报名咨询处】（NPO 法人）加东市国际交流协会
电话：0795-42-6633
邮箱：kia(at 符号)katokokusai.org

※请将(at 符号)换成@

详情请查看：http://www.katokokusai.org/index.php?pid=2021060311261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2 届“我的国际交流”展

作品征集

去年举办的“我的国际交流”图片展深受好评。今年我们将在图片展的基础上增加“川柳”，
举办“我的国际交流”展。欢迎您给我们投稿，投稿内容包括您体验过的国际交流的照片、以
国际交流为主题的川柳。期待各位的佳作！
我们将给获奖者颁发相应的奖品（图书卡）。
获奖作品将于 11 月 15 日～30 日在 Egret Himeji 举办的作品展上公开展示。
【报名费】免费
【报名对象】在姬路市居住、工作、上学的所有人员
【主办单位】姬路市文化国际交流财团
【报名截止日期】9 月 25 日（周六）
【报名方法】邮寄或传真或邮件或官网或手机报名

【报名咨询处】（公益财团法人）姬路市文化国际交流财团 “我的国际交流”作品展负责人
邮编：670-0012
地址：姬路市本町 68 番地 290 Egret Himeji(イーグレひめじ) 3 层
电话：079-282-8950
邮箱：info-iec(at 符号)himeji-iec.or.jp

※请将(at 符号)换成@

详情请查看：https://www.himeji-iec.or.jp/671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讨会难民 2021” 线上讲座（Zoom）
全世界有近 8000 万名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
他们为逃离纷争和迫害，不得不背井离乡。
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难民为寻求庇护而来到日本。让我们共同思考，我们能做些什么。
【时间】2021 年 7 月 21 日（周三） 19:00～20:00
【地点】线上讲座（Zoom）
【名额】40 名（需提前报名）
【报名费】免费
【对象】对难民问题感兴趣的人员
【主办单位】
（公益财团法人）亚洲福祉教育财团难民事业本部、
（公益财团法人）神户 YMCA
【报名截止日期】7 月 20 日（周二）17：00 止
【报名方法】点击以下链接填写报名表进行报名。
https://ux.nu/QjPCR
【咨询处】难民事业本部关西支部
电话：078-361-1700
邮箱：kansai(at 符号) rhq.gr.jp

※请将(at 符号)换成@

神户 YMCA 国际奉仕中心
电话：078-241-7204
邮箱：houshi (at 符号) kobeymca.org

※请将(at 符号)换成@

详情请查看：https://www.hyogo-ip.or.jp/hyogo-unaj/oshirase/index.htm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寄宿学校
因新冠疫情而无法升学或就职的各位留学生、工作中途被辞退的各位技能实习生，让我们
再一次学习日语、学习有利于就职的知识。日语学校的留学期间结束或技能实习生期间结束，
持有特定活动签证且想在日本就职的人员，可以免费学习日语、护理及建筑施工的知识。我们
将为无法支付房租或水电煤气费的人员免费提供住房，并支付您去公司实习时的伙食费及生
活费。我们将给予您帮助并支援您就职，敬请放心。
（一般财团法人）日本民间公益活动连携机构（JANPIA）的应对新冠疫情紧急支援补助项目

【时间】2021 年 7 月 5 日（周一）起随时可以参加
【对象】日语 N3（或相当于 N3）水平的人员，不限国籍
【费用】免费
【内容】学习 N3 水平的日语及护理、建筑施工的专门知识（有实践课）
有应试指导及就职支援。
目标：获得护理、建筑施工方面的特定技能签证
【咨询处】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 Oneself（负责人：中野）
电话：078-224-5247
邮箱：info(at 符号)kobeyadokari.com

※请将(at 符号)换成@

※持家人停留签证或持特定技能签证想换工作等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情况，也欢迎
随时咨询。若类似情况较多，我们将积极考虑应对。
详情请查看：https://www.facebook.com/kobe.yadokari/posts/1801367710071288
https://oneself-kobe.or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21 暑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教室
“外国硬币分类”＆“为什么呢！双陆棋”
通过给少见的外国硬币分类，了解世界各国儿童的生活，知道分好类的硬币是如何送达世
界各国儿童手中。在快乐地玩双陆棋的同时，思考“儿童的权利”
。
【时间】2021 年 8 月 7 日（周六） 10:30～12:00
【地点】Coop 神户生活文化中心 4 层
【语种】日语
【名额】15 名（以报名先后顺序为准）
【报名费】免费（需报名）
【对象】小学生
【报名方法】进入兵库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协会官网，
填写活动报名表（申込みフォーム）报名
【主办单位及报名咨询处】兵库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协会
电话：078-435-1605（平日 10:00～16:00）
详情请查看：https://office-bit.com/unicef-hyogo/activity-event.html#event2021080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26 届不一样才精彩儿童作文大赛”
【报名日期】2021 年 7 月 20 日～9 月 30 日（作品须送达我会）
【报名资格】居住在日本的中小学生（不限国籍、语言）

【作文内容】与外国有着渊源的孩子们在自己的伙伴间、学校里、社会上的所感所思。作品须
为个人原创且未曾发表，一人限投一篇，日文、中文、韩文 4000 字以内或欧美等
国文字 2000 字以内。
【报名方法】请写明作品标题、姓名（姓名请填写本名（民族名）
，并在本名上标注读音。如
有俗名，也请一并写明）
、学校名、学年、性别、国籍、与外国的渊源（外国国
名）
、学校所在地、校内负责人，将作品邮寄至报名咨询处。应征作品须为纸质
原件或复印件。
【主办单位】全关西在日外国人教育网络（简称：关西网络）
【报名咨询处】兵库县事务局：兵库县在日外国人教育研究协议会
邮编：657-0051
地址：神户市滩区八幡町 4 丁目 9-22 神户学生青年中心 4 层
电话＆传真：078-861-6888
邮箱：kengaikyo(at 符号) jeans.ocn.ne.jp

※请将(at 符号)换成@

详情请查看：http://kengaikyo.sakura.ne.jp/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