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宿区多文化交流实态调査”概要版 

～听取了外国人和日本人的意见～ 

前言  

截至 2015 年 12 月 1 日,新宿区生活着约 38,000 人的外国居民,占全部区民的约 11%。今后,

随着 2020年东京奥运会及残奥会的举办,新宿区的主会场——新国立竞技场将会有更多的外国人

到访。 

    新宿区致力于加强城市建设,让居住的外国人和到访新宿的外国人生活得放心、舒适。新宿

区汇集了众多国籍和文化的人士居住或到访,政府将发挥这一优势,加深对相互文化差异的理解,

相互合作,实现新宿的城市发展。 

    本调査针对在区内生活的日本人和外国人,对 2007年度实施上一次调查之后的数年间的变化

进行了整理,挖掘地区的新课题和需求,并分析这些调査结果,为今后推进多文化交流的城市建设

提供帮助。  

本文介绍主要调査结果的节选内容。 

调査概要  

■ 邮寄方式的问卷调査 

外国人区民调査 根据外国人登记原件,在区内居住的不低于 20岁的男女人数为 5,000人 

日本人区民调査 根据住民基本台帐,在区内居住的不低于 20岁的男女人数为 2,000人 

 

◆ 问卷调査的回收结果 

  样本数（人） 有效回收数（人） 有效回收率（％） 

外国人区民调査 5,000 1,275 25.5 

日本人区民调査 2,000  949 47.5 

 

■ 通过访谈方式听取调査 

  外国人区民调査 在区内居住的外国人 40人 

日本人区民调査 在区内居住的日本人 40人 

团体调査    进行多文化交流相关活动的团体和机构 20团体 



新宿区的概况  

 新宿区的人口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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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各年为截止1月1日的数据

 不同国籍的外国居民人口（截至 2015 年 1 月 1 日） 

顺序 国名 外国居民人口 

1 中国 13,536 

2 韩国或朝鲜 10,203 

3 越南 3,076 

4 尼泊尔 2,766 

5 缅甸 1,541 

6 美国 866 

7 法国 705 

8 泰国 700 

9 菲律宾 689 

10 英国 343 

11 印度 247 

12 加拿大 190 

13 印度尼西亚 162 

14 孟加拉国 157 

15 澳大利亚 152 

16 俄罗斯 147 

17 德国 140 

18 巴西 129 

19 马来西亚 123 

20 蒙古 116 

： ： ： 

合计 113 国(无国籍除外) 37,269 人 



前次调査时(2008年)不同在留资格外国人口的比较 

 2008年(根据外国人登记) 2015 年(根据住民基本台帐) 

投资・经营 543  935  

技术 809  980 

人文知识・国际业务 2,305  3,134 

企业内调动 646  421  

演艺 246  17  

技能 906  1,215  

短期停留 1,542  ―  

留学 5,132  留学(※) 

12,458 就学 3,849  

家人停留 3,851  3,979  

永住者 3,719  6,260  

特别永住者 1,543  1,488  

日本人的配偶者等 2,263  1,387  

定居者 1,344  1,580  

其他在留资格 2,213  2,162  

无在留资格 945  ―  

合计 31,856  36,016  

（注）各年为截止 1月 1日的数据 

 

※上次调査时至 2015年 1月 1日因法律修订造成在留资格发生变化的项目如下 

・“留学”、“就学”统一为“留学” 

・“短期停留”、“无在留资格”不属于住民基本台帐法的对象 



问卷调査结果的概要 

Ⅰ 外国居民调査 

1 在日本的生活 

（1）定居意向（问9） 

◇“有定居意向”接近70% 

（2）日本生活中感到困扰或不满的事情（问10） 

◇“语言”为25%左右，“无特别事项”超过25% 

（3）与日本人的交往（问11） 

◇“有交往”接近45%，“无交往”为55%左右 

◇ 交往程度方面，“问候程度”接近45% 

◇ 无交往的理由方面，“没有谈话的契机” 最高，超过50% 

（4）日常生活中感到困扰时的商量者（问12） 

◇“熟人・朋友（同国人）”最高，超过65%。“家人・亲戚”接近45% 

（5）可以交流信息的朋友或团体（问13） 

◇“有”为35%左右，“无”约为60% 

2 日常生活中的纠纷问题 

（1）与日本人发生纠纷的经验（问14） 

◇“因房间声音、物品声音”超过10%，“无特别问题”约为70% 

（2）日本人对外国人的偏见和差别（问15） 

◇“有时”感到偏见与差别的为35%左右，“不太有”超过30% 

◇感到偏见与差别的项目中，“找房子时”最高，超过50% 

◇消除偏见和差别所需的是，“了解相互的文化”接近55% 

3 语言（日语学习） 

（1）关于日语感到困扰的事情（问16） 

◇关于日语感到困扰的方面，“有”接近60% 

◇困扰的内容方面，“阅读日语报纸和通知”最高，接近50%。“理解政府和医院的说明”超过45% 

（2）日语的学习意向（问17） 

◇“现在在学”日语的超过45%，“想学”的接近35% 

◇ 学习（想学）的方法方面，“日语学校”最高，接近35% 

4 灾害时・紧急时的应对 

（1）灾害时的准备（问18） 

◇“从自家和工作单位确认避难场所”最高，接近40%。“准备了食物和饮水”超过35% 

◇“未特别准备”的理由方面，“不知道准备什么好”最高，约50% 

（2）防灾训练的参加情况（问19） 

◇“不知道，没参加过”超过55% 

（3）希望新宿区采取的灾害对策（问20） 

◇“以多种语言刊登避难场所等”最高，接近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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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必要的信息、服务 

（1）在新宿区以多种语言提供的面向外国人的信息中所了解的内容（问21） 

◇“新宿生活指南”超过20%，“不特别了解”约50% 

（2）在新宿区生活希望了解的信息（问22） 

◇“庆典・体育等活动”最高，超过35%。“医疗和健康保险”与“防灾及地震”为35%左右 

（3）为了获得所需的信息希望新宿区采取什么措施（问23） 

◇“增加新宿区的外语信息”最高，约30% 

6 多文化交流的城市建设 

（1）关于新宿多文化交流广场（问24） 

◇“第一次听说”接近75% 

（2）为了推进多文化交流的城市建设希望自己尝试什么活动（问25） 

◇“与当地的日本人对话交流”和“可自由对话”较高，接近35% 

（3）为了推进多文化交流的城市建设希望区政府开展什么措施（问26） 

◇“与日本人举行交流会或活动”最高，超过40%。“努力消除对外国人的偏见、差别”超过35% 

（4）对新宿区的期望（问27） 

◇“日本人和外国人相互认同、合作，建设宜居的城市”最高，接近80% 



Ⅱ 日本人住民调査 

1 生活的感受 

（1）定居意向（问7） 

◇“有定居意向”超过75% 

（2）外国人增加的感受（问8） 

◇身边的外国人“感觉多”超过60% 

◇感觉外国人多时，“经常在道路上看见外国人”最高，超过85% 

（3）对于外国人居住在周围的想法（问9） 

◇“喜欢”略高出“不喜欢” 

（4）对于外国人居住在周围的意见（问10） 

◇“因为生活习惯存在差异，担心垃圾的丢弃等变得糟糕”最高，超过45% 

（5）外国人在生活中感到困扰或不满的事情是什么（问11） 

◇“不会日语”最高，为40%。“灾害时・紧急时的应对”超过30% 

2 日常生活 

（1）与周围外国人的交往程度（问12） 

◇目前“完全没有交往”接近45% 

◇今后“问候程度的交往”超过25% 
（2）与外国人生活的重要事项（问13） 

◇“生活习惯的相互理解”最高，接近55% 

（3）与外国人产生纠纷的经历（问14） 

◇“无特别问题”最高，约60%。“因垃圾的丢弃规则等事情”的纠纷接近20%，“房间声响、物品

声音”的纠纷接近15% 
3 偏见・差别 

（1）日本人对外国人的偏见和差别（问15） 

◇日本人对外国人的偏见和差别中，“有”超过50%，“无”超过30% 

◇有偏见和差别时，表现在“寻找住处时”最高，超过40% 

◇消除偏见和差别所需的是，“认可相互的生活习惯差异”最高，约50% 

4 灾害时・紧急时的合作 

（1）希望新宿区采取的灾害对策（问16） 

◇“在刊登避难场所等时同时书写外语”最高，超过60% 
5 多文化交流的城市建设 

（1）多文化交流社会这一词汇的认知度（问17） 

◇“知道”约20%，“听过”约40% 

（2）关于新宿多文化交流广场（问18） 

◇“第一次听说”新宿多文化交流广场的接近80% 

（3）为了推进多文化交流的城市建设，自己能够做什么事情（问19） 

◇“打招呼问候”最高，接近60% 

（4）为了推进多文化交流的城市建设，新宿区应重点采取什么措施（问20） 



◇ “举办日本人和外国人的交流会或活动”最高，约40%。“以外语介绍日本的文化和生活信息”

超过35% 

（5）对新宿区的期望（问21） 

◇“日本人和外国人相互认同、合作，建设宜居的城市”最高，超过60% 

 

 

回答者的属性(外国居民) 

国籍 
“中国”最高，超过 35%。其次为“韩国・朝鲜”的 25% 

 

 

 

在日本的停留期间 
“不低于 5年～不满 10年”接近 20%，“不低于 1年～不满 3年”和“不低于 10 年～不满 20年”超过 15% 

 

 



来日目的 
“学习”最高，接近50% 

 

   ※1 为今回调査新增的项目。 

※2 “观光旅游”本次省略 

※3 “亲人关系”本次省略 



外国居民采访内容（节选） 

○多数人认为，新宿除外国人多之外，还是可体验不同国家文化和美食的“国际化都市”。 

○多数外国人有过努力适应日本生活规则的经验。特别是有不少人的祖国没有垃圾分类规定，来到日本

的当初下了很大功夫来理解垃圾的分类丢弃规则。 

○租房子时常因为“外国人”的身份遭到拒绝或是入住时的保证限制条款严格。此外，还存在合同仅为

日语，无法理解内容的情况。 

○许多人希望与学校或地区的日本人进行交往，但因日语不好，对积极交流感到不安。 

○经历过东日本大地震的人和参加过防灾训练的人“储存食品防备灾害”的倾向较高。而在日本停留时

间短的人或是祖国没有地震的人未采取灾害对策。 

○留学生多数希望在日本就职或在祖母从事与日本有关的职业。在日本长大，祖籍在国外的青年对于未

来的期望倾向于在祖国和日本之间往来，从事全球化的国际工作。 

 

日本居民采访内容（节选） 

○虽然多数意见认为外国人需要仔细理解日本的生活规则，但区内居住的外国人流动性高，难以宣传贯

彻执行。 

○为了消除因文化、习惯差异带来的偏见和差别，日本人和外国人应展开交流，保持对话。 

○灾害时不分日本人、外国人，所有居民都应保持共同目标，做好准备。 

○在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儿童一起育儿或接受教育的环境中，应培养儿童的国际视野，提高对语言的兴趣。 

 

团体采访内容（节选） 

○在育儿方法和与邻居交往等理解日本文化的方面存在难题。 

○新的法律制度和外国人可获得的行政服务等信息希望以外国人能够理解的形式提供。 

○希望将教育、育儿、福利等各个领域联系起来，在上学时间以外提供支援。 



来自新宿区多文化交流城市建设会议的意见 

新宿区多文化交流城市建设会议 

 

新宿区多文化交流城市建设会议是为综合有效地推进新宿区多文化交流的城市建设而设立的区

长附属机构。在 2012 年 9 月至 2014 年 8月的第一期会议中，审议了“提高祖籍在国外的儿童教育环

境”、“建立灾害时的外国人支援体制”2个议题，并向区长进行了汇报。 

2014年 9月，接受区长委派的 31名第二期会议的现任委员在共计 8次的会议上对本调査的相关

调査项目进行了讨论，并对调査结果进行了分析等。调査结果中出现了“对新宿区的多文化交流城市

建设抱有期待”、“感受到地区交流的必要性”以及“存在偏见和差别意识”、“在地区内没有交流机会”、

“对区政府的行政服务认知度低”等多数居民存在的问题。为了解决本次调査结果出现的各项问题，

需要区政府采取措施，同时也需要在当地生活，从事多文化交流的各位当事人——“地区居民”采取

措施。在法律制度建设等方面，还需要国家和东京都采取多项措施。 

在此基础上，为了让不同国籍、民族的人相互认可文化差异，增进理解，作为地区社会的一员，

努力实现共同生存的“多文化交流城市”，特提出以下建议。 

 

1 对于新宿区的要求 

 (1) 对“语言”问題的支援 

① 加强日语学习的支援事业 

积极宣传新宿区日语教室和新宿日语网等现有的日语学习支援事业，增加学习人数。 并

将考虑对儿童、就业人员等根据学习者的情况建立支援体制（内容、场所、时间），尽可能增

加对应的范围。另外，与地区开展活动的 NPO 团体和市民团体开展合作，提供更有效果的支援。 

② 医疗和灾害时的语言支援 

完善在医疗和灾害等生命攸关的重要时刻提供语言支援的体制。除配备口译人员、“多语

言会话表”等工具外，还提供多种语言的介绍以及使用容易理解的日语。 

 

(2) 为了有效地提供信息 

① 通过社交网站(推特、脸书)发布信息 

许多外国人通过社交网站（SNS）获得信息。利用 SNS的网络特性，与宣传刊物、网站等

结合起来，实现有效的信息提供。 

② 掌握外国人的信息需求 

调查结果中对“医疗”、“防灾”、“税金”等信息的要求较多，说明人们对这些制度未充分

理解。在个人编号制度等新制度开始实施的背景下，需要持续不断地掌握外国人的信息需求，

提供容易理解的信息，便于外国人充分了解相关制度的内容。 

 ③ 对应语言的增加 

除日语、英语、中文、韩语外，还应考虑不同国籍人口的动态和信息内容，根据情况增加

对应语言。在提供日语信息时，尽量使用简洁易懂的表达方式，便于不太懂日语的人理解。 

 

(3) 新宿多文化交流广场运营方法的调整 

① 与各类主体合作运营设施 



便于各类人士以广场为网点开展主体活动，与地区居民、NPO 团体、外国人交流团体、市

民团体、大学等研究机构、留学生等开展合作，完善设施运营体制。 

② 活用学生实习 

新宿区拥有众多教育机构，与教育机构合作建立学生实习的接收体制，在广场开展的各类

事业中活用学生的能力。 

③ 通过活动等提高认知度 

采取措施提高广场的认知度，让人们无论对多文化交流和国际交流是否关注都可参加活动。

特别是面向对广场认知度较低的外国人士，制作对应语言的宣传单和手册等，以日语学校为中

心，在这些国家的外国居民聚集的场所等发放。 

④ 关于设施的设置场所 

现在的设置场所(歌舞伎町 2-44-1 HYGEIA 11 楼)在环境上对于使用者不方便。除了在大

厦的 11 楼这一缺点外，租赁的物业在设施的使用上也存在各种限制。希望搬迁至外国居民较

多的地区或设立新的网点，考虑使用者的便捷性重新设置场所。 

 

(4) 努力消除偏见和差别 

① 与房地产企业、房东合作 

“找房子(住处)时”多数外国人感到偏见和差别的经历表现是，因为外国人的身份理由而被

拒绝入住。房地产行业虽然已经采取了面向外国人出租房屋的相关措施，但还需要区政府与房

地产企业、房东合作，创造一个让外国人便于租到房子的环境。 

② 多文化交流意识的普及推广 

多文化交流的意识和偏见·差别意识存在很大关联。通过学校和地区的活动等，面向各个

阶层的人士普及推广多文化交流意识，有利于消除偏见和差别。 

 

(5) 避免产生纠纷 

① 关于垃圾的丢弃方法，制作详细的传单、宣传册 

不同国家的垃圾分类方法存在差异，日本国内不同的自治体和地区也存在差异。现在新宿

区制作了多语言的垃圾丢弃方法等相关传单、宣传册，考虑到新宿区居住着众多国家的人士这

一特性，应制作“为何这样分类”的理由说明传单、宣传册，在住民登记的窗口发放，便于外

国人士在开始新宿区的生活时即了解。 

② 建立与居住相关的体制，防止因人声、物品声等产生纠纷 

由于住宅密集或建筑物的结构等原因，日本人之间也会因人声、物品声等产生相关的纠纷。

但日本人与外国人之间由于沟通交流的问题和偏见等原因，可能导致纠纷激化。新宿区与房地

产企业和房东合作，建立防患于未然的体制，避免产生此类居住纠纷。 

 

(6) 对町会・自治会等的支援 

①提供町会・自治会等的相关信息 

统一制作多语言的传单、宣传册，介绍町会・自治会等当地社区的职责、意义，让广大外

国人了解。 

② 促进外国人参加地区活动 

对町会・自治会等开展地区活动的传单提供多语言化及口译人员等支援，创建外国人便于



参加地区活动的环境。 

 

2 我们作为“地区居民”能做的事情 

(1) 作为地区社会的一员 

我们应当具备共识：不论“日本人”还是“外国人”，生活在同一地区的每个人都是构成地

区社会的一员。例如，在灾害时日本人和外国人都是受灾者，不论国籍如何都需要互相帮助。建

立起平时共同出力，共同想办法，紧急时刻互相帮助的关系。 

 

(2) 认可相互的差异 

日本人与外国人之间存在生活习惯和文化等“差异”，事实上由此会产生各种纠纷。应当了

解其“差异”，从认可相互的差异做起，创建可解决问题的地区社会。 

 

3 对于国家和东京都的要求 

随着高端人才的引进以及 2020年东京奥运会·残奥会的举办，中长期来看外国人将会増加。

国家和东京都应如何考虑未来的发展形势？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许多人无法充分获得支援，处于

弱势立场，应尽早完善法律制度，设置专门机构。此外，对于儿童教育环境的完善等课题也存在较

多诉求。 

在新宿区等外国人集中居住的地区，应根据各自的情况制定独自的多文化交流政策措施。并以

这些实践措施为参考，避免外国人和日本人出现两极对立，站在同为地区社会一员的视点来考虑问

题。 

 

4 结语 

本意见提及了新宿区对于已经开展的日语学习支援、信息发布、广场运营等事业应如何更加有

效地完善，并希望国家和东京都设置与多文化交流相关的专门机构，完善法律。新宿区多文化交流

城市建设会议的每位委员从身为地区社会一员的角度，表明了决心，阐述了“我们作为‘地区居民’

能做的事情”。 

除了本次调査对象中未涉及的就业、贫困、难民人士等相关课题外，还存在未能获得回答的众

多课题。对于第一期会议审议的“提高祖籍在国外的儿童教育环境”、“建立灾害时的外国人支援体

制”2项课题，希望新宿区继续采取措施，具体落实意见内容，通过一步一个脚印对这些课题采取

措施，才能不断接近我们所希望的“多文化交流城市”目标。 

下次调査中，希望新宿区能够更加尊重居民的多样性，以多样化为动力，推进“多文化交流的

城市”不断向前发展。  



 

 

 新宿区今后将致力于建设更多的交流场所，以多种语言提供信息，加深对相互文化和习 

惯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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