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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在重视自我特性的同时 

 

Communication 

沟通 

用心交流与沟通 

 

Equality 

平等 

追求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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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FC 的目标… 

神户定住外国人支援中心是在 1995 年的阪神·淡路大地震后，为了援助该地区的外国人住民

（移民），在多数志愿者的支持下成立于 1997 年。 

 

现在，有很多的外国人（移民）在日本生活并组建了家庭。 

 

在很多地区，职场，学校里正在实施为日本人和外国人相互尊重和共同生活的活动。然而，还

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外国人住民在过了几代之后，社会上也并不会关注这些外国人住民（移

民）后代。 

 

历史揭示了为了追求对多数人（日本人）的方便和便利性，践踏了多少少数人（外国人）的权

利和利益。因此为了守护外国人住民的作为人的权利以及社会的多样性的话，重视不同背景和

文化，并努力创建一个认可差异和尊重多样性的平等社会是必要的。 

现在，在许多人的协助下，KFC 正在努力消除日本社会的偏见和歧视，努力实现尊重丰富多样

性的共生社会。 

 

1，正在招募支持本中心的会员 

会期：4 月～次年 3 月 

正会员（一次性 12000yen/年） 

赞助团体会员（一次性 10000/年） 

赞助会员（一次性 3000/年） 

赞助学生青年会员（一次性 2000/年） 

 

邮政转账：00990-18945 

银行账号：みなと銀行大橋支店  普通 1692060 

     三菱 UFJ 銀行長田支店 普通 3989561 

特定非営利活動法人 神戸定住外国人支援センター 

 

2，对于募捐有意向的人员请向本部联系，并告知您的姓名、联系方式等，然后请直接转账或

汇款。 

3，我们还寻求捐赠新物品。如果有捐赠的新物品，请首先联系本部。 

4，我们也正在寻找志愿者，关于支持中小学生的学习日语和在老年人设施中交谈和娱乐相关

的志愿者。 

 

 



获得的奖项 

2001 年 荣获「ボランティア・スクエア 2001」国际年奖励奖 

2002 年 荣获神户新闻社会奖 

2006 年 荣获活力大奖 

        荣获神戸ソーシャル・ベンチャーアワード奖 

2008 年 荣获第 1 回 共生・地域文化大奖 

2009 年 荣获神戸キワニス社会公益奖 

2011 年 荣获ひょうごユニバーサル社会づくり奖 

2012 年 荣获第 5 回かめのり奖 

荣获 CB・CSO アワード一等奖 

2014 年 荣获近畿ろうきん NPO アワード一等奖 

2015 年 荣获井植文化奖 

荣获読売新聞福祉文化奖 

荣获国际交流基金地球市民奖 

 

现在为止的活动 

1995 年 阪神・淡路大震灾（1 月 17 日） 

被灾越南人救援联络会开始活动 

兵库县定住外国人生活复兴中心（复兴中心）活动开始（4 月） 

1997 年 KFC 活动开始（被灾越南人联络会和复兴中心合并而成）（2 月 11 日） 

开始多语种生活咨询服务 

开始日语教学的活动 

开始调查・研究定住外国人问题的活动 

开始为少数群体提言，以满足他们的需求的活动 

1999 年 成立「神戸 Hana 会」，开始为在日韩国老年人提供服务 

2001 年 与兵库县等地联合举办研讨会（现为多元文化共存研讨会） 

2002 年 开始支持民族特色小企业创业项目的活动 

2003 年 「神户 Hana 会」与 KFC 合并，成为「KFC Hana 会」 

2004 年 被认定为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8 月） 

2005 年 开设日间服务中心「Hana 会」 

开始支持有外国血统的儿童学习活动 

2009 年 开设多文化儿童共有中心（Moi） 

开设 Hana 上门护理服务营业所（Hana 护理服务） 

开设居宅护理支援营业所（Hana 护理服务） 

2010 年 与神户大学跨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合作（成立长田研究会） 



2011 年 开始支援东日本大震灾灾民 

（主要是移民到兵库县的受灾群众支援和福岛儿童的临时远程疏散项目） 

举办在日外国儿童读书会（与新长田图书馆共同主办） 

开始举办中国残留邦人归国者交流会 

2012 年 开设团体设施 Hana 

2013 年 开设 Haizi（开始支持在神户东的有外国血统的儿童学习活动） 

开设小规模多机能型居宅护理服务 Hana 

开始支援在日越南人高龄者 

2016 年 开始 KFC 大家的厨房（儿童食堂） 

2017 年 开始福祉有偿运输服务 

2018 年 开始支援第三国定住缅甸难民 

2019 年 开始受托运营 FUTABA 国际中心 

 

KFC 的事业内容 

相谈 

我们与律师合作，就教育、福祉和在留资格等关于生活问题提供多语种咨询服务。 

 

支持的语言 

英语・越南语・中文・蒙古语・韩语・乌克兰语等 

 

日语学习支援 

我们提供日语学习场所，帮助您提高日语沟通和自我表达的能力。从业 20 多年的社区日语教

育实践中，为让所有参与者都能过上安心、安全的生活，我们开发了教材并举办面向支持者的

培训课程，为所有参与者提供协作学习，以满足时代的需要。  

 

开设地点 

FUTABA 国际中心 

 

儿童支援 

为跟外国有关系的儿童提供学习和属于他们自己的一块地方，使他们确立自我整体性的项目。 

 

●运营多文化儿童共有中心（Moi） 

学习支援活动・交流会・日语课・就学前儿童课外教室・升学相谈会・其他 

●在日外国人儿童读书会（在小学校园里的读书会） 

●KFC 大家的厨房 



●运营「定住外国人儿童奖学金实行委员会」的事务所 

 

民族文化支援 

●支援中国残留邦人归国者及其家族 

我们正在向中国残留邦人归国者及其家属提供援助。随着老龄化，归国者在生活上面临越来越

多的困难，我们每天都在努力使 KFC 提供的活动成为大家感到安心安全的地方。  

●举办日语教室 

●实施交流会（太极拳，广场舞，秧歌，健康体操等） 

●实施生活相谈项目 

●运营 KFC 武道场 

 

支援第三国定住缅甸难民 

2019 年 3 月移居神户的第九批缅甸难民 5 个家庭，共 22 人。我们正在帮助他们熟悉社区、工

作场所和学校的生活，并安居乐业。 

●地域定住支援（家庭访问，医院同行，生活相谈，提供建议等） 

●举办日语教室，儿童教学教室。 

●收集关于难民接收的信息，向有关机构提出建议等。 

 

FUTABA 国际中心 

为了实现共生社会，神户市于 2019 年 6 月开设了这个不分国籍和年龄，任何市民都可以聚集

的设施。由外围团体（公财）神户国际协力交流中心委托 KFC 管理该设施。不仅为外国居民提

供生活指导和举办日语课程外，该设施还以“与当地社区共同推进的多文化共生基地设施”为基

本理念，让日本人以及其他当地居民参与该设施项目，加深对多元文化的理解。 

●外国人住民 生活指导事业 

●日本人和外国人之间的交流・相互理解事业 

●日语志愿者养成讲座 

●多文化推广队♪育成讲座（在日外国人嘉宾老师） 

●国际理解教育事业（儿童馆派遣事业）等 

 

高龄者支援 

开展提供尊重少数群体文化背景的高龄者护理事业和有归属（情怀）的项目 

 

团体设施 Hana 

小规模多机能型居宅护理 Hana 

我们的目标是建造一个在熟悉的地区，即使有老年痴呆症或语言的障碍和文化的差异等各种



各样的因素，也可以微笑着，舒适地享受生活，并珍惜每个人的过去的、一个有情怀的地方。 

Hana 护理服务 

我们提供的服务使人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无论他们来自哪一个国家。 

＜居宅护理支援事业所的运营＞ 

●时常考虑文化背景的对应服务 

＜访问护理事业所的运营＞ 

雇用多名来自各国的工作人员 

实施为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提供安心的服务 

 

日间服务中心 Hana 会 

我们的目标是提供一个大家都无拘无束的表达自己的日间服务。 

●需要支援 1―需要护理 5 的护理认定者、老年痴呆症使用者也礼貌应对 

●实施扑克，多米诺，花卉扑克牌，拼图，卡拉 OK 等多样性的娱乐活动 

●举行生日派对，赏樱花，夏天的节日，圣诞节，一日游等等各种各样的活动 

 

派遣翻译人员 

是「与神户市合作的共同事业」委托事业 

●关于护理保险相关任何问题都敬请联系 

●派遣费用是免费（一人一年 4 回，一次 1 个小时） 

●越南语，中文，韩语，英语，乌克兰语，蒙古语（2022 年当时） 

 

福祉有薪接送 

●被认定为需要护理・身体障碍者认定的人员 

●去医院，买东西等根据需求对应服务 

 

对相关机构的建议 

我们的目标是实现一个少数群体的人权得到保护的社会。 

●要求有关当局采取措施，确保外国人的人权得到保护。 

●共生社会的政策建议 

●促进与政府机构的合作项目等等。 

 

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外国人（移民）的历史现状，生活实况和文化 

●发行少数群体研究书等 

●举办讨论会・报告会・研修会等 



 

出版物 

1999 年 アメリカにも友だちがいてよかったⅠ 

～KFC 北米 STUDY TOUR 報告 

2000 年 アメリカにも友だちがいてよかったⅡ 

～KFC 北米 NPO 研究報告書 

在日ベトナム人のための日本語教材 

2001 年 在日ブラジル人のための FM 日本語教材 

在日マイノリティスタディーズⅠ 

～日系南米人の子どもの母語教育 

2003 年 スペイン語圏の人のための日本語教材 

在日マイノリティスタディーズⅡ 

～在日外国人の医療事情 

在日コリアン高齢者のためのケアガイドブック 

2002 年度地域国際化を考える研修会報告書 

2004 年 2003 年度地域国際化を考える研修会報告書 

2005 年 在日マイノリティスタディーズⅢ 

    ～在日マイノリティ高齢者の生活権 

2007 年 KFC10 周年誌「風（かぜ）」 

2012 年 生活日本語テキスト「なでしこジャパニーズⅠ」 

2013 年 生活日本語テキスト「なでしこジャパニーズⅡ」 

ベトナム語版母子手帳（神戸市版） 

2014 年 KFC「多文化共生型」高齢者支援事業報告書 

2015 年 子どもが本にふれることの大切さ 

（外国人向け読書推進パンフレット） 

KFC 東日本大震災支援活動報告書 

2017 年 KFC20 周年誌「土（つち）」 

外国人の子ども・青少年エンパワメント事業報告書 

筆運びで学ぶたのしい漢字帳 

 

 

 

 

 

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 



神户定住外国人支援中心（KFC） 

 

KFC 法人本部 

〒653-0038 神户市长田区若松町 4-4-10 アスタクエスタ北棟 502 

Phone.078-612-2402 

Fax.078-612-3052 

E-mail：kfc@social-b.net 

开办时间：平日 9：30～18：00 

 

多文化儿童共育中心（Moi） 

〒653-0038 神户市长田区若松町 4-4-10 アスタクエスタ北棟 501 

 

Hana 护理服务[指定事业者号码 2870601909] 

福祉有薪接送[登陆号码 神兵福第 129 号] 

〒653-0038 神户市长田区若松町 4-4-10 アスタクエスタ北棟 502 

Phone.078-612-2402（访问护理） 

Phone.078-612-2402（居宅护理支援） 

Phone.078-612-2402（福祉有薪接送） 

Fax.078-612-3052 

E-mail：qqeu6ae9k@silk.ocn.ne.jp 

开办时间：平日 8:30～17：30 

 

日间服务中心 Hana 会[指定事业者号码 2870601172] 

〒653-0038 神户市长田区若松町 4-4-10 アスタピア新长田エスタガーデン 2 楼 

Phone/Fax.078-612-2408 

E-mail：bamboo@social-b.net 

开办时间：平日８：30～17：30 

 

团体设施 Hana[指定事业者号码 2870601105] 

小规模多机能型居宅护理 Hana[指定事业者号码 2870601121] 

〒653-0031 神户市长田区西尻町 2-4-28 

Phone.078-798-5475（团体设施） 

Phone.078-798-5474（小规模多机能型居宅护理） 

Fax.078-798-5476 

E-mail：ghhana@ titan.ocn.ne.jp 

mailto:kfc@social-b.net
mailto:bamboo@social-b.net


开办时间：年中无休 

 

FUTABA 国际中心 

FUTABA 学舍（神户市立地域人才支援中心） 

〒653-0042 神户市长田区二叶町 7-1-18  

Phone.078-747-0280 

Fax.078-747-0290 

E-mail：fic@tbz.t-com.ne.jp 

开办时间：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 10：00～20：00 

星期二，星期日，节假日 10：00～17：00 

休息日/星期一・年末年始（12/28～1/5） 

（星期一是节假日的情况下当日开馆，次日休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