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动信息、征集信息等> 

◆2020 年度兵库 EU讲座 欧洲之心“捷克” 

【时间】2021 年 2月 3日（周三）15：00～16：30 （14：50开场） 

【会场】线上讲座（使用视频会议软件 Zoom） 

【内容】为纪念 2020 年日本与捷克交流 100 周年，我们邀请在日本生活有 15 年的捷克驻堺

名誉领事馆职员 Suzanka Hanibalova为我们介绍该国的历史、文化等魅力，同时讲

述该国的现状及与日本的关联。 

【语种】日语 

【讲座名额】80 名（以报名先后顺序为准） 

【报名费】免费 

【主办单位】兵库县国际交流协会、兵库 EU协会、神户大学大学院国际文化学研究科 

【后援单位】捷克驻堺名誉领事馆 

【报名方法】填写以下必要信息，发送邮件至报名咨询处 

            1.邮件标题“2月 3 日 EU讲座报名”   2.姓名（请标注平假名读音） 

            3.联系方式（电话号码、邮箱地址） 4.所属单位（工作单位、学校等） 

【报名咨询处】兵库县国际交流协会  交流协力课 

              电话： 078-230-3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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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yogo-ip.or.jp/interest/kouryuukyouryoku/czech.htm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21 年度民间国际交流事业补助制度 项目征集通知 

为培养、鼓励县民的国际交流协作及多文化共生等活动，兵库县国际交流协会对具有 

领先性、先导性的国际交流项目进行补助。特此征集 2021年度补助项目。 

【申请对象】兵库县内持续致力于推进国际交流及多文化共生活动的民间非营利团体或组织 

【补助金额】项目征集简章规定的补助项目对象经费总额的 1/2以内，补助上限为 10万日元 

【申请期限】2021 年 1月 29日（周五）材料必须送达我课 

【咨询处】兵库县国际交流协会  交流协力课 

          电话： 078-230-3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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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yogo-ip.or.jp/torikumi/kokusaikoryu/subsidy01.htm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20 年度第 2次国际协作入门讲座 中美洲 5国独立 200周年 

“加勒比咖啡馆 ～在咖啡中感受中美洲的魅力～” 

【时间】2021 年 2月 20 日（周六）13：00～15：10  

【讲座方式】线上讲座（使用视频会议软件 Zoom） 

           ※参加讲座需具备能上网的环境和器材 



【内容】・热身活动  “先试着泡杯咖啡！” 

       ・第 1 部 “中美洲的深刻佳话 中美洲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嘉  宾：中原笃史 （洪都拉斯国立弗朗西斯科·莫拉桑教育大学 客座教授） 

       ・第 2 部 “对咖啡的追求” （由 3位原中美洲协力队员进行讨论） 

         嘉  宾：今井英里 （Catracha 咖啡煎焙所店长） 

                 门川雄辅 （COYOTE总经理、绿咖啡豆买手） 

         大岛爱 （NatuRica合同会社代表） 

【讲座名额】90 名（以报名先后顺序为准，需提前报名） 

【报名费】免费 

【提前报名福利】我们将给 1月 31日前报名的人员邮送 1包滴滤咖啡 

【报名截止日期】2月 17 日（周三） 

【联合主办单位】国际协力机构关西中心（JICA关西）、兵库县国际交流协会、 

JICA海外志愿者兵库支援团 

【报名方法】通过报名表报名 https://bit.ly/2WjFpu5 

【报名咨询处】JICA关西 市民参加协力课 

              电话：078-261-0384（平日 10：00～17：30） 

              邮箱：jicaksic-renkei(at符号)jica.go.jp ※请将(at符号)换成@ 

详情请查看：https://bit.ly/38HjiV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姬路市文化国际交流财团 简易日语讲座 招生中 【新】 

             ※3次讲座均须参加 

【时间】1. 2021 年 3月 13 日（周六）13:00～15:00 

          2. 2021年 3 月 14日（周日）10:00～12:00 

          3. 2021年 3 月 14日（周日）13:00～15:15 

【地点】姬路市市民会馆 3 层 中厅（第 2会议室） 

【内容】1.简易日语 基础篇 （讲师： 福井武司） 

2.简易日语 应用篇 （讲师： 水野 mari 子） 

3.简易日语 实践篇 （讲师： 水野 mari 子） 

【招生名额】50 名（以报名先后顺序为准） 

【报名费】免费 

【报名方法】于 2021年 3月 10日（周三）前从本财团官网报名或填写报名表邮寄、发邮件、

传真至本财团或直接来馆报名 

【主办单位】公益财团法人姬路市文化国际交流财团  

【报名咨询处】公益财团法人姬路市文化国际交流财团 国际交流负责人 

              电话：079-282-8950 传真：079-282-8955 

              邮箱：info-iec(at 符号)himeji-iec.or.jp ※请将(at符号)换成@ 

https://bit.ly/2WjFpu5
mailto:jicaksic-renkei@jica.go.jp
mailto:info-iec@himeji-iec.or.jp


详情请查看：https://www.himeji-iec.or.jp/5482 

（本项目的内容 1.和 2.为兵库国际交流团体连络协议会的人才培养项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丰冈市国际交流协会  丰冈蒙古沙龙 【新】 

若您今年想挑战新事物，何不学一学蒙古的语言和文化？ 

【时间】2021 年 1月 9日（周六）起，隔周一次，共 8次 

       （持续招生，直至满额，欢迎咨询） 

【地点】丰冈健康福祉中心 3层 

【内容】1.蒙古语 A （通过传统文字来学习） 

2.小专栏（蒙古的热门话题） 

3. 蒙古语 B （通过俄文来学习）  

特别专题（用蒙古产的材料来体验文化） 

【对象】中学生～成年人（小学生需由家长陪同） 

【报名费】8次共 4000 日元（特别专题需要材料费） 

          非会员需另交 1000日元年费 

【报名咨询处】丰冈市国际交流协会 电话: 0796-24-5931 

详情请查看：丰冈市国际交流协会 Toyooka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 Facebook 

       http://tia-online.net/publics/index/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2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讲座“从小学开始掌握智能手机、网络的基本！？”【新】 

【时间】2021 年 2月 20 日（周六） 10:00～12:00 

【地点】Coop 神户生活文化中心 2层大厅 

【讲师】竹内 和雄：兵库县立大学副教授。文科省学校网上巡查调查研究协力者、总务省青

少年网络 WG成员、总务省（近畿综合通信局）“关于智能手机时代青少

年的网络使用连络会”议长 

【内容】国际化社会通过网络便可轻而易举地与世界相连，与此同时儿童卷入事件的风险也不

断变大。为了让孩子们增强自主判断能力，让我们共同思考如何正确与网络相处。 

【语种】日语 

【讲座名额】60 人（以报名先后顺序为准） 

【报名费】免费（需报名） 

【报名资格、报名对象】所有人 

【主办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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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20210220 

※根据新冠疫情的情况，或不得以出现变更，敬请谅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www.himeji-iec.or.jp/5482
http://tia-online.net/publics/index/1/


◆2021 年度定居外国儿童奖学金（支付制高中升学奖学金）申请通知【新】 

【目的】给居住在兵库县内的有外国血缘的、定居于日本的、经济上有困难的儿童支付奖学金

等，以支援其高中升学。 

【申请名额】3 人左右 

【申请时间】2021 年 3月 1 日（周一）～3月 30日（周二）材料必须送达我会 

【申请方法】申请方法、申请资格、申请材料等，请查看官网。 

 http://www.social-b.net/kfc/scholarship/syogakukin/syogakukin_j.html 

      ◇(英文)   https://goo.gl/gWBz94 

      ◇(中文)  https://goo.gl/zuv3Gn 

      ◇(韩文)   https://goo.gl/zDzcr2 

      ◇(越南文) https://goo.gl/sqfbjK 

      ◇(西班牙文)  https://goo.gl/Qo04RF 

      ◇(葡萄牙文)  https://goo.gl/TJ8DK4 

【报名咨询处】定居外国儿童奖学金实行委员会 

              电话: 078-612-2402 

            邮箱: kfc(at符号)social-b.net ※请将(at符号)换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外国人学习日语的讲座  周六讲座 “日语的结构及助词”【新】 

【时间】2021 年 2月 20 日（周六）14:00～16:00 

【地点】THANK's 日语广场（THANK's 事务所） 

※根据新冠疫情的情况，或变更为线上讲座  

【内容】助词是日语句子构成的重要部分，其种类也多种多样。日语句子的结构、助词的种类、

「は」与「が」的区别等，我们将从更广阔的视角来学习助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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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单位】NPO 法人实用日本语教育推进协会（THANK's） 

【报名截止日期】2021 年 2 月 19 日（周五） 

【报名方法】邮件或传真或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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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情请查看：http://www.npo-thanks.jp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goo.gl/TJ8DK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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