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灾害发生时的
外国人支援补助项目

为了支持灾害发生时需要援助的外国居民，支
持外国支援者推广防灾减灾知识，HIA向县内相关
国际交流单位与当地行政部门合作开展的各种项目
提供补贴。自2019年开始以来，HIA共支援了五个
项目，包括防灾训练、灾害时的外国人支援人才培
训、在避难所使用的多语种支援材料的制作等。

⚫ 多可町的防灾训练

由兵库县国际交流协会（HIA）发行的兵库县国际交流信息宣传杂志

HIA
兵库县国际交流协会

近年来，在兵库县居住的外国居
民不断增加。随之灾害发生时在避难
所如何应对外国居民也成为了一大课
题。兵库县内许多市町政府以及市町
国际交流单位为解决这一课题不断努
力，积极推进防灾准备。HIA也参与
其中，为他们提供支持与帮助。

2022年7月3日，兵库县政府和多可町政府在多可町联合举办了支援外
国人的防灾训练。县政府和町政府联合举办这类型的防灾训练为县内首次，
HIA也为这次训练提供了许多支持。来自越南、中国、菲律宾、缅甸和印度
尼西亚的5个国家约30人参加了本次训练。

训练第一部分由多可町政府工作人员做了防灾讲座。第二部分假设灾
害发生，让参加者实际采取避难行动并体验避难所生活。通过这次训练，
我们学到了日常做好防灾准备至关重要。日本人和外国人要相互帮助，才
能度过难关。

通过防灾讲座学习暴雨、台
风和地震知识，查看多可町
的自然灾害风险地图

假设发生最大震度为6强的地震，
参加者进行“强摇晃”训练

参加者学会了
“伏地蹲下，掩
护头部，扶稳抓
牢”的动作。

做好基础防控措施，
进入避难所前，量
体温确认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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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A积极开展 防灾活动 !



伊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的主要工作包括开办日语教室和慈善音乐
会等。该协会与伊丹市政府合作，举办了以防灾为主题的外国人日本人交流
会，共有37人参加。交流会首先由讲师宫崎凉二先生（伊丹生命守护者代
表）介绍了日本灾害发生的原理、灾害发生时如何查找信息以及日常应准备
的防灾物品。之后参加者进行分组讨论加深理解。部分来自中国和越南的参
加者第一次知道地震这个概念，他们学到了灾害发生时应如何做好心理准备
等。

与外国人共同思考防灾的交流会

通过洪水灾害风险地图寻找附近的避难所

练习用多语种一指即通手册告诉避难所工
作人员自己的困扰和诉求

在避难所内张贴灾害
发生时的多语种说明
文以及灾害发生时会
用到的标识，让大家
了解避难所的规则。

外国参加者

采访

您觉得多语种一指即通手册怎么样？
手册上有插图，当我用无法语言准

确交流时，它就可以派上用场。灾害发
生时，看到自己国家语种的信息，我会
觉得比较放心。 我很感激日本人站在外
国人的立场为我们着想。

关于这次防灾训练，您有什么感想？
这次训练让我对地震发生时可能

会出现的情况有了具体的认知。比如
“如果停电了我会很害怕”、“是否能联
系到家人”等。

您有什么想对各位日本朋友说的吗？
在避难所向外国人提问时，希望可

以问一些简单问题。比如“你要上厕所
吗”等能用“是或不是”来回答的问题。
对不擅长日语的外国人来说，自己主动
用日语与人交谈需要勇气。 但是，如
果日本的朋友们能先跟我们搭话的话，
那我们也比较容易说出自己的困扰。

来自越南的
Do Cao Thang
先生

来自缅甸的
Phyo Phyo Myat
小姐

来自越南的
Duong Vu Toan
先生

在登记处填写多语种避难人员登
记卡，然后分组前往避难的地方

多语种一指即通手册

面向用日语沟通困难的人员，旨在实
现避难所运营人员和受灾外国人之间最低
程度的沟通交流。

详情请参见HIA网站。

多语种避难人员登记卡

通过填写有无疾病、饮食限制等需要

特别照顾的事项，告诉避难所运营人员自
己的身体状况以及吃不了的东西，比多语
种一指即通手册更详细。

避难所内各个设施设备的多语种说
明文。避难所运营人员应提前把握
所在地区的外国人的特点，在众多
语种中选择合适的语种。

2.3的详情请参见自治体国际化协会网站

灾害发生时的多语种说明文

灾害发生时能用上的

各种资料

事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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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HIA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等五个单位联合
举办了以埃及为主题的国际协作入门线上活动，共有324人参加。

讲座第一部分与埃及现场连线，介绍了只有在那里生活才能
知道的当地故事，远眺吉萨的三大金字塔。另外我们还获得了特
别许可，介绍了即将向公众开放的大埃及博物馆的秘密。通过直
播的方式将观众引入现场，为他们提供了特别的体验。

讲座第二部分介绍了JICA为该博物馆提供的技术援助项目。
此外，实际参与该项目的几位专家还介绍了埃及的文物保护和修

最大限度地给大家展示大埃及博物馆内的样子 在可以看到金字塔的屋顶进行直播

线上活动
“走吧！去探寻大埃及博物馆的秘密”

通过香港连接兵库、亚洲和其他地区!
7月5日我们举办了以香港发展中的初创企业及环保体

系为主题的网络研讨会。其中一位参加者问道，“企业在
考虑入驻香港时的第一诉求是什么？” 我回答道：“我认
为是不要让企业有排外感”。最近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例
子：在访日回头客的大力支持下，企业充分发挥其优势，
加速其业务发展。

将目光转向东盟，我们又会看到另外的支持者，如原
日本留学生。1954年日本制定了以东南亚为重点地区的公
费外国留学生制度，之后自费留学生也增多。1977年，来
自东盟国家的原日本留学生成立了东盟日本校友理事会
（ASCOJA），我仍清晰地记得， 2018年我参加在柬埔寨举
行的ASCOJA年会时，许多在东盟国家政府、企业担任要职
的原日本留学生鼓励我们说，他们会支持日本公司的发展，
以增强他们的第二故乡——日本的存在感。

香港经济交流事务所以香港为据点，
活动范围囊括整个亚洲。我们将充分发挥
本地日本支持者构建的人际
网络等，致力于经济、旅游
等方面的交流。

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和今年夏季
来实习的三名大学生（中间）

在香港最大级别的活动——香港书展（来场人数
87万人次）上推介日本馆（2022年7月）

香港科学公园聚集了许多高技术初创企业

2022年4月
任职的山谷
公男所长

香港经济交流事务所

海外事务所消息

本期将介绍以埃及为主题的国际协作
入门线上活动、意大利家常菜——凉意面
“Pasta Fredda”以及新上任的国际交流
员高恩星。

草根
国际合作交流
NEWS

复活动以及世界珍贵遗产面临的问题，
包括因政治和宗教理由而遭到破坏的
现实问题等。文化方面的技术支援有
助于推进两国构建友好关系，同时也
让日本有机会接触到外国的重要文物，
对双方而言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来自佛罗伦萨的小川·克劳迪
娅（Claudia Ogawa）与丈夫在山
田町（姬路市东部的田园地区）经
营着一家意大利餐厅，她教我们制
作Pasta Fredda（凉意面）的方法。

凉意面“Pasta Fredda”
美食教程视频公开！

相关采访及美
食教程视频

意大利本土菜谱，大家动手做做看

安宁哈赛哟!
我是2022年4月到兵库县任

职的国际交流员，我叫高恩星。
大三时，我在大阪交换留学了一
年，这是我第二次在关西地区生
活。

作为一名国际交流员，我致
力于向韩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传
递相互间的魅力。此外 每周三我
还会和兵库县的工作人员一起学
习韩语。我喜欢这份工作，因为
我们可以在相互帮助的同时学习
对方的语言。 韩语的语序与日语
相同，学起来很容易，所以如果
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挑战一下哦! 

庆尚南道的夏日美食“豆奶面”

请大家多多关照！

新国际交流员上任

高恩星小姐

小川·克劳迪娅女士

HIA对乌克兰难民的支援

兵库县政府正在
实施“兵库乌克兰支
援项目”，支援从乌
克兰到兵库县避难的
难民。HIA与支援人
员、市町政府和支援
单位等密切协作，发
挥一站式服务作用。

乌克兰难民等

官民协作接收难民，
支援难民生活

兵库县政府 日本政府

市町政府

官民协作平台
兵库乌克兰难民支援网站

为了让兵库县内的乌克
兰难民安心安全地生活，兵
库县政府特别开设了扩大县
政府、市町政府和企业关于
支援难民的日常生活和就职
的网络，构建官民共同协作
的支援体系。 支援网站

支援网站

日语教育
举办面向日语学习支援

者的培训以及线上日语讲座。

兵库乌克兰难民生活补助金等

乌克兰难民咨询窗口

✳兵库县的“乌克兰紧急支援项目”
接收大家的捐款，希望大家伸出援
助之手。

HIA在外国人县民信息中心设置了专门的咨询窗口。

⚫ 向在兵库的乌克兰难民发放生
活补助金

⚫ 安排支援协调员

住房、教育、福祉等

调整支援体系
提供县营住房

制定接收方针制度
难民入境，
雇佣、社会保障等

一站式服务咨询窗
口（连接难民与其
他相关机构）

HIA饮食文
化交流教室
意大利篇

请享用！

HIA(兵库县
国际交流协会)

支援单位等

接收难民、支援生活等

捐款网站

Furusato Choice Rakuten 
Furusato
Nouzei

我来自韩国庆尚南道，庆尚南道的氛围、语调与
关西地区相似。2012年，庆尚南道与兵库县签署了
《友好交流协议》。

这是一道非常适合炎热夏季食用的经典家庭菜。克
劳迪娅说，她想让大家品尝正宗的佛罗伦萨的味道。她
对意大利面的爱超乎寻常。她和她丈夫以及从意大利赶
来的父亲经过多次尝试、不断摸索，用自家种植的大米
研发出了新的意面。这次她从“加古川意大利面”中选
择了一种叫做conchiglie的短面条，其形状类似贝壳。加
古川意大利面是由当地种植的小麦制成的。

您可以在HIA网站上可以观看凉意面“Pasta 
Fredda ”的美食教程视频和克劳迪娅的采访，她在采访
中介绍了意大利的饮食文化以及她来日的契机。大家一
定不要错过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