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信息、征集信息等）
◆

2021 年度第 1 期国际协作入门讲座
“海豚与南部岛屿 想对他人谈起的岛屿故事”
我们将通过 JICA 海外协力队员的经验谈和帕劳线上观光，
介绍大洋洲岛屿的文化与魅力。
第一部分由 JICA 海外协力队员介绍瓦努阿图·马绍尔群岛，第二部分由帕劳非营利企业

Dolphins Pacific 在帕劳国际珊瑚礁中心（帕劳水族馆）进行直播。让我们一起欣赏帕劳的
自然美景，让思绪在大洋洲的岛屿上驰骋。此后，让我们共同思考，因环境问题及气候变化等
导致岛屿面临的课题以及解决这些课题的方法。
【讲座日期】2021 年 9 月 18 日（周六）13:00～15:00
【讲座地点】线上讲座（ZOOM）
※参加讲座需具备能上网的环境和器材
【讲座名额】100 名（按报名先后顺序，参加费免费）
【主办单位】兵库县国际交流协会、JICA 关西、JICA 海外志愿者兵库应援团
【后援单位】关西 SDGs 平台
【报名方法】通过兵库县国际交流协会官网表格（ https://bit.ly/3yjq4ex ）进行报名
【报名截止日期】2021 年 9 月 14 日 （周二） ※名额报满即止
【咨询处】兵库县国际交流协会
电话： 078-230-3090

交流协力课
（平日 9：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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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ly/3xqUEB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田市国际交流协会“外国人就职支援讲座 预热企划活动（面向经营者）”
～与外国员工交流的技巧～
※该讲座为拟于 12 月举办的“外国人就业支援讲座（面向外国人及经营者）
”的预热活动。
【时间】2021 年 9 月 16 日（周四）14:00～16:00
【地点】三田市 Machizukuri 协动中心 多目的大厅（三田站前 Kippy Mall 6 层）
【对象】对雇佣外国人感兴趣的经营者
【内容】第 1 部分 以职场案例为基础，介绍与外国人有效交流的方法
第 2 部分 外国员工的经验谈
【报名费】免费
【名额】10 名经营者
【主办单位】三田市国际交流协会（三田市外包项目）
【协办单位】职场日本语项目

【后援单位】三田市商工会
【报名截止日期】8 月 31 日（周二）
【报名方法】请通过电话或传真或邮件进行报名。
电话： 079-559-5164

传真：079-559-5173

邮箱： office(at 符号)sia-japan.org

※请将(at 符号)换成@

详情请查看：http://sia-japan.org/bosyu-syuroushien2021p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21 年关西世界老将运动会 语言志愿者招募
【时间】2022 年 5 月 13 日（周五）～5 月 29 日（周日）
【地点】兵库县（神户市、尼崎市、姬路市、三木市、加西市、宍粟市、养父市、神河町、
香美町、南淡路市）及冈山市
【内容】人员接待、会场指引、典礼辅助等的翻译
【语种】英语、汉语
【招募人数】约 1200 人
【报名费】免费。分发午餐券（约 500 日元）及志愿者三件套（Polo 衫等）
【招募对象】2003 年 4 月 1 日前出生的人员
【报名资格】①上述语种水平为日常会话水平以上
②能用日语进行交流（日常会话水平）
【报名截止日期】2021 年 11 月 30 日（周二）
【主办单位】公益财团法人 2021 年关西世界老将运动会组织委员会
2021 年关西世界老将运动会兵库县·神户市执行委员会
【报名方法】通过邮件等向下方的 WMG2021 关西兵库县·神户市执行委员会志愿者中心咨询。
届时将给您发报名表。
【其他】一般志愿者也在招募中。请通过以下链接报名。
报名链接：https://wmg2021.hyogo.jp/volunteer
【报名咨询处】 2021 年关西世界老将运动会
兵库县·神户市执行委员会
电话：078-361-8246

志愿者中心

传真：078-361-8247

邮箱：info(at 符号) wmg2021hyogo-kobe-vol.com

※请将(at 符号)换成@

【大会官网】大会组织委员会官网：https://wmg2021.jp/
兵库县执行委员会官网：https://wmg2021.hyogo.jp/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21 国际理解讲座 2（HIA 民间国际交流活动资助项目）
“改变世界”这份工作——现场学习教育支援的可能性
以“让最好的教育传遍世界各个角落”为使命，由延冈由规先生讲述，如何灵活运用视频
教育减小教育差距。
【时间】2021 年 8 月 29 日（周日） 13:30～15:00
【地点】Coop 神户生活文化中心 4 层
【讲师】延冈由规（Nobuoka Yuki）
【语种】日语
【名额】会场 30 名（以报名先后顺序为准）、ZOOM 100 名
※根据实际情况，或只线上(ZOOM)举办
【报名费】免费（需报名）
【对象】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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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2021082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习地区多样性的历史，加深理解”讲座（HIA 民间国际交流活动资助项目）
第 2 讲 “越南人与长田的历史与现在”
历史上，长田是许多有着外国血缘的人们居住的充满多样性的地区。
学习在该地区生活的人们来日本的过程及在日本的生活、生活现状及所处环境，思考构建
保障权利、尊重多样性、努力靠近对方等的“多文化共生”社会需要哪些视角。
第 2 讲关于长田和越南人，以经验为基础，学习他们的来日过程和现状。
【时间】2021 年 9 月 20 日（周一、假日）14:00～16:00
（讲座 14:00～15:50，答疑 15:50～16:00）
【地点】线上（Zoom）线下（会场：FUTABA 国际中心）相结合
【讲师】Ha Thi Thanh Nga（神户定居外国人支援中心）
“印支难民与长田～以自身经验为基础～”
林贵哉（越南梦 KOBE）
“越南人与长田的现在～以参与的活动为基础～”
【名额】50 名（会场 30 名）
【对象】居住在该地区的人员、参与外国人支援及交流活动的人员、今后想参与其中的人员等
【报名费】500 日元（支付方法等详情请参见下方的网址）

【报名方法】在谷歌报名表上填写您的名字、所属单位、联系方式及参加方式（线上或线下）
报名。谷歌报名表网址：https://forms.gle/JAWVcmX89PQPrLJk7
亦可通过电话或邮件报名。
【主办单位及咨询处】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 神户定居外国人支援中心（KFC）负责人：大石
电话：078-612-2402
邮箱：oishi(at 符号)social-b.net

※请将(at 符号)换成@

【报名截止日期】2021 年 9 月 13 日（周一）
详情请查看：https://www.social-b.net/kfc/whatsnew/seminar2.pd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外国人学习日语

THANK's 学习讲座“中级会话”

初级会话与中级会话有何不同、应该注意什么呢？本讲座将通过使用 THANK's 的《看图说
话 中级会话教材》
，教您如何把握教材学习进度及各种场景、状况下如何教授词汇及表达方式。
【时间】2021 年 9 月 18 日（周六）14:00～16:00
【地点】THANK's 日语广场（THANK's 事务所）可线上参加
※根据新冠疫情的情况，或停课。
【语种】日语
【讲座名额】8 名（4 名以下不开讲）
【报名费】1200 日元
【讲座对象】所有想教外国人日语的人
【报名截止日期】2021 年 9 月 17 日（周五）
【报名方法】邮件或传真或电话
【主办单位及报名咨询处】NPO 法人实用日本语教育推进协会（THANK's）
电话：078-891-3030

传真：078-891-3031

邮箱：mail(at 符号)npo-thanks.jp ※请将(at 符号)换成@
※根据新冠疫情的情况，协会事务所或关门，报名或咨询时请邮件联系。
详情请查看：http://www.npo-thanks.jp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