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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 所谓多元文化共生指的是“拥有不同国籍或民族等的人们，相互认同彼此

的文化差异，在构筑平等关系的同时，作为地区社会的成员共同生活”。 

（《有关推进多元文化共生研究会报告书》 （平成 18（2006）年 总务省） 

 ※ 在本方针中，除了引用调查名或典籍资料中记载的用语之外，不使用“外国

人”这一词，并做出如下定义。 

◇“区民”

 丰岛区内居住的人、在区内工作或者学习的人 

◇“日籍区民” 

 国籍是日本的区民 

◇“外籍区民” 

 国籍是非日本的区民 

◇“在国外具有亲缘关系的日籍区民”

  ①已申请取得日本国籍的区民 

  ②父母双方或者其中一方是来自国外，但拥有日本国籍的区民 

◇“外籍居民”

“外籍区民”中在丰岛区进行了居民登记的人 

◇“外籍等区民”

“外籍区民”及“国外有亲缘关系的日籍区民” 

本方针中使用的词语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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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基本方针的制定 

１ 制定背景 

关于多元文化共生，在总务省《有关推进多元文化共生研究会报告书》（平成

18（2006）年）一文中，将其定义为“拥有不同国籍等的人们，在相互认同、构筑

平等关系的同时，作为地区社会的成员共同生活。” 

 丰岛区不仅有很多海外游客来访，外籍居民也在不断增加。距今为止，本区 

在接纳着形形色色的人们的同时，作为繁华都市发展至今已有一段历史。近年来，

包括越南、尼泊尔、缅甸等国家在内，来自亚洲各国的区民在急速增长。 

为此，原有的通过英语·中文·韩文(韩国·朝鲜语)提供信息的方式或支援日

语学习等，需要再次针对其内容或方法的调整进行讨论，并且这种需求迫在眉睫。 

另外，除了一直以来以“支援”为中心来对待外籍等区民的方式之外，从共生 

的观点出发，站在接纳方的本区居民的视角来看，“理解”“交流”“宽容”等要

素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推进多元文化共生时，需要诸项政策来帮助不同文化从相互识别到相互理解

之间建立联结。预想这些政策，通过相互联合，与多元文化共生相关的环境建设需

求将逐渐高涨。 

其中，外籍等区民在学习日语，加深对日本文化理解的同时，也期待日籍区民

能够宽容地接受外籍等区民所固有的生活文化等，这种不断启发双方意识，加深对

共生的理解将成为一个课题。 

为此，我们决定在本区制定《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基本方针》，其内容包括外籍

等区民的对应以及不同文化交流的应有方式。 

另外，本区的《自治推进相关基本条例（平成 18（2006）年条例 1 号）》中， 

提出了将“尊重多样性”作为基本原则。 

其中，根据国家多元文化共生的定义，以及本区的外籍居民超过了全体居民一

成的这一现状，我们聚焦外籍区民和在国外拥有亲缘关系的日籍区民人士，进行了

多元文化共生的相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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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基本方针的定位 

此基本方针是根据优先计划《丰岛区基本计划 2016-2025》，重新审视丰岛区

的多元文化共生政策，为进一步推进这项工作而制定。 

基本方针的定位 

相关计划的时间表等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H28 H29 H30 H31

基本计划（前期） 基本计划（后期）

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基本方针

反馈

地区保健福利计划

儿童方案
（一体化）儿童计划

儿童・青年计划

（前期）教育愿景2020 （后期）教育愿景2020
（后期）教育愿景

2015

基本计划

地区保健福利计划

儿童计划

地区保健

福利计划

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基本

方针

合作

丰岛区基本计划

2016-2025

 丰岛区推进多元文化 

共生基本方針 

【国家】

推进多元文化共生方案

【东京都】

东京都推进多元文化

共生方针

丰岛区推进未来战略方案

・儿童方案

・地区保健福利计划

・教育愿景

其他

丰岛区推进自治基本条例 尊重多样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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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现状及课题 

１ 外籍居民的状况 

在丰岛区，来自亚洲各国的、20 几岁、留学生、单身家庭的外籍居民很多。

这几年，每年以超过 2,000 人的数量在增长。同时，外籍居民呈多国籍化(100 个

国家以上)的现象日趋明显。 

○外籍居民数：30,384 人，总人口的 10.5%（截至 2018.11.1） 

○不同国籍的外籍居民人数（人） 

·中国(14,323)、越南(3,631)、尼泊尔(3,463)、韩国及朝鲜(2,654)、 

缅甸(2,269)、菲律宾（515）、美国（439）、泰国及法国（285）、孟加拉国 

（273）由多到少的顺序排列 

·在最近的 6 年中，越南国籍的居民数以大约 13 倍，尼泊尔国籍的居民数以大

约 5倍，缅甸国籍的居民数以大约 2倍的速度在增长 

·外籍居民居住地区以池袋最多，其次是东池袋、北大塚 

·按年龄构成划分的居民数和比例：以 20～29 岁最多，约占居民数的一半 

·在留资格：“留学”人数最多，占外籍居民的将近一半 

·在留期间：“1年以上不满 2年”最多，其次是“3年以上 5年以下” 

·按家庭人数区分的外籍居民家庭：单身家庭占 8成以上 

２ 主要课题 

〇外籍等区民（尤其是使用英语、汉语、韩语（韩国、朝鲜语）以外语言的居民）

或刚来日本不久的外籍等区民，没有接收到必要的生活信息。 

〇刚来日本不久的外籍等区民，对日常生活相关的规范和制度（垃圾分类、税金、

国民健康保险等）的理解及办理各种手续非常困难，成为了同当地居民发生纠

纷和摩擦的原因。 

〇不少人只在同国籍等居民组成的社区中活动，生活和工作就可以完成，还没有

意识到与当地居民进行交流的必要性，可见部分现状是还没有产生与日本人共

同生活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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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多元文化共生的基本理念 

Ⅳ 多元文化共生的基本对策 

（１）语言、规范等学习的支援 

在日语课堂中学习日语，对于外籍等区民来说，作为步入日本社会的第一步

是非常重要的。

在日语学习的同时，也期待能学习和理解在日本生活所必须的日本制度和规

范等。 

这也是对外籍等区民认知作为区民的责任和权利的公民权教育。 

为了推进这一目标，结合外籍等区民的工作和学习等生活节奏，增加日语学

习的机会。 

另外，也将支持区民参加为此所设的志愿者等活动。 

（２）信息提供机制的构建 

关于区内提供的信息，我们正在讨论应对近年来东亚以外的亚洲其他国家来

日者增加这一趋势的多语种的信息发布。 

与此同时，我们将结合利用包括 SNS 等多种工具进行信息发布的手段进行探

讨。 

为了更加详细地传递信息，我们将与作为关键人物的区民及相关团体进行协

作。 

尤其是要探讨人材的培养，在受灾时向外籍等区民传达信息支援和向区里传

达受灾者需求的人材。 

１ 对外籍等区民生活的支援

多元文化共生的区域社会的实现 

·不论国籍还是种族，区民具有着多样化价值观。包括外国人在内的各种各样

的区民，推进“相互尊重、安心生活”的多元文化共生，创建丰富的社区。 

·越过国籍和种族的鸿沟，作为区域社会的成员的一员，为推进实现区域社会

共同体而工作。 

（引自《丰岛区基本计划 2016-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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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与支援团队等之间的合作 

为了加强对外籍等区民的支援，支持本区内的日语教室和支援团体等之间构

建网络合作关系。 

此外，为了让所有外籍等区民能容易获得信息，将加强社区服务、日语教室、

支援团体等相关信息的发布。

（１）启发意识 

从小就在多元文化共生的环境下教育，培养具有丰富的国际化意识人才。 

加深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促进外籍区民和日籍区民共存意识的培养。 

（２）促进交流 

通过文化交流事业（音乐、绘画、舞蹈、饮食文化等），为外籍等区民提供

积极参与区内和社区活动的机会。

此外，把现有的社区活动中心(区民广场)和文化中心(图书馆和区域文化创

建馆) 活用起来，作为外籍等区民和日本社会的交流场所，并同时促进交流型的

语言学习。 

设立交流和信息交换的场所，以促进不同国籍等居民相互理解为目的，增加

双方的风俗习惯介绍和文化交流机会等，支援区域性活动。 

同时，与外籍区民的社团进行联合，一视同仁，共同促进参与区域性课题的

活动。 

２ 酿造共生意识与促进交流

３ 外籍等区民参与活动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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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 丰岛区政策管理部 

   企画课推进多元文化共生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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