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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川市居住外国人意向调差问题表 
 

＊ 请使用另附的回答用纸回答问题，选择式的请填写符合的号码。 

  填入式的问题请尽量使用日语、英语、中文、韩文中的一个语言进行作答。 
 
 
[Ⅰ] 关于您本人 
 

  １．请填写您的国籍以及母语。 
 

 ２．请告知您的性别。 (1)男 (2)女 
 

 ３．请告知您的年龄。   

(1)19岁以下 (2)20～29岁 (3)30～39岁 (4)40～49岁 (5)50～59岁  

      (6)60～69岁 (7)70岁以上 
 

 ４．您来日本有多久了？ 

   (1)不到 3 个月 (2)3 个月以上不到 1年 (3) 1年以上不到 3年 

(4) 3年以上不到 5年 (5) 5年以上不到 10年 (6)10年以上 

 

 ５．您的在留资格是什么？ （选择１个符合的选项） 

 (1)教授  (2)艺术  (3)宗教  (4)报道  (5)投资･经营  (6)法律･会计业务 

(7)医疗  (8)研究  (9)教育  (10)技术  (11)人文知识･国际业务 (12)企业内转勤  

(13)兴业  (14)技能  (15)技能实习  (16)文化活动  (17)留学  (18)研修 

(19)家族滞在  (20)特定活动  (21)永住者  (22)日本人的配偶者等 

(23)永住者的配偶者等  (24)定住者  (25)特別永住者  (26)其他 
 

 ６．您是否结婚？ (1) 未婚 (2)已婚  (3)离婚・死別 
 

７．您和谁一起生活？（请选择所有符合的选项） 

   (1)配偶 (2)父母 (3)孩子 (4)兄弟姐妹 (5)朋友 (6)其他  (7)一个人生活 
 

 [Ⅱ] 关于立川市的生活 

  ※以下问题中提及的“地域”是指自家附近以及自治会区等居住地的附近。 
 

 １．您在立川市生活了多久了？ 

   (1)不到 3 个月 (2) 3 个月以上不到 1年 (3) 1年以上不到 3年  

(4) 3年以上不到 5年 (5) 5年以上不到 10年 (6) 10年以上 

 

  ２．住在立川市您感觉哪些方面比较好？ 

（请选择３个符合的选项） 

    (1) 环境好 (2) 交通方便 (3) 买东西方便 (4) 房租便宜 (5) 学习机会多 (6) 治

安好 (7) 获取信息方便 (8) 物价便宜 (9) 好找工作 (10) 保育服务完善好带孩子 

(11) 孩子的教育环境好 

 (12) 文化娱乐活动机会多 (13) 生病时比较放心 (14) 身边有可以咨询商量的人  

(15) 可以进行交流的机会多 (16) 周围的人比较亲切  (17)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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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住在立川市您感觉有哪些不好或者不方便的事情？ 

（请选择 3个符合的选项选项） 

(1) 环境不好    (2) 交通不方便    (3) 买东西不方便  (4) 房租贵 

(5) 学习的机会少 (6) 治安不好 (7) 获取信息不方便  (8) 物价高   (9) 不好找

工作  (10) 保育服务少，不好带孩子 

(11) 孩子的教育环境不好  (12) 文化娱乐活动的机会少 

(13) 生病的时候不放心  (14) 身边没有可以咨询商量的地方 

(15) 交流的机会少  (16) 周围的人比较冷淡  (17) 其他 
 

 ４．您从哪里获取日常生活的信息？ 

（请选择所有符合的选项） 

(1) 市报“广报 Tachikawa” (2) 市役所窗口 (3) 市役所等发放的宣传册类 

(4) 立川市网站  (5) 自治会的回览板、揭示板   (6) 报纸、杂志 

(7) 电视、广播节目 (8)日语网站  (9) 日语以外的网站 (10) SNS 

(11) 家族成员 (12) 日本人朋友 (13) 日本人以外的朋友  

(14) 日语教室或其他志愿者团体  (15) 华人商店   

(16) 教堂等宗教设施  (17) 其他 
 

  ５．取得信息较常用的机器是什么？ 

（请选择所有符合的选项）  

(1) 电脑 (2)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3) 手机 

(4) 电视 （5）广播 (6) 不使用信息设备 
 

６．需要获取什么样的信息？（请选择５个以下符合的选项） 

(1) 关于立川市的信息   (2) 关于生活规则的信息  (3) 行政服务信息 

(4) 咨询窗口的信息  (5) 地域交流活动的信息  (6) 日语学习的信息  

(7) 日语以外的学习信息  (8) 工作的信息  (9) 住宅的信息 

 (10) 在留资格相关的信息  (11) 医疗、医院的信息  (12) 带孩子、教育的信息 

(13) 志愿者活动的信息  (14) 文化娱乐活动的信息  (15) 其他    
 

  ７．您是否和地域的日本人有来往？（请选择所有符合的选项） 

(1) 有相互打招呼的人       (2) 有可以遇见说几句话的人 

(3) 有互相串门的人   (4) 有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咨询商量的人 

(5) 不和日本人来往      (6) 其他 
 

  ８．您是否参加地域的活动？（请选择所有符合的选项） 

(1) 自治会、孩子会的活动       (2) PTA等与学校有关的活动 

(3) 兴趣爱好体育活动          (4) 推广母国文化的活动   

(5) 志愿者义工活动          (6) 其他  

(7) 不参加地域的活动              (8) 不了解地域的活动 
 

９．您想参加什么样的地域活动？（请选择所有符合的选项） 

(1) 自治会、孩子会的活动       (2) PTA等与学校有关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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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兴趣爱好体育活动          (4) 推广母国文化的活动   

(5) 志愿者义工活动          (6) 其他  

(7) 不想参加地域的活动              (8) 不了解地域的活动 
 

１０．您想进行什么样的地域交流?（请选择所有符合的选项） 

(1) 想和地域的居民建立良好的关系      (2) 想介绍自己本国的文化 

(3) 想学习日本的习惯                 (4) 想参加志愿者活动 

(5) 想参加地域的活动                 (6) 想参加兴趣爱好俱乐部 

(7) 其他                (8) 不想交流 
 

[Ⅲ] 关于立川市的行政 
 

  １．您了解以下的行政服务或制度吗？（请选择所有符合的选项） 

(1) 健康保险    (2) 年金    (3) 介护保险  (4) 生活保护 

(5) 婴幼儿医疗费负担的轻减     (6) 儿童手当（津贴）･儿童抚养手当（津贴） 

(7) 母子健康手册的交付  (8) 预防疫苗  (9) 婴幼儿健康诊断    (10) 癌症检查 

(11) 其他健康诊断   (12) 市营住宅的入住          (13) 市民咨询窗口 

(14) 面向外国人的咨询窗口   (15) 外国人学校就学儿童辅助 

(16) 入学公立学校   (17) 派遣翻译到公立学校  (18) 保育园的入园   

(19) 学童保育所的入所  (20) 日语教室    (21) 都不知道 
 

２．在以下行政服务中，有哪些是您希望立川市提供的？ 

（请选择 5个以下符合的选项） 

(1) 使用多种语言综合提供制度以及服务等信息 

(2) 申请、申报文件以及通知文件的多种语言化       (3) 市报的多种语言化 

(4) 在申请、申报以及通知文件上加注假名  

(5) 市发放的宣传册以及资料的多种语言化      (6) 充实外语咨询窗口 

(7) 增加可对应外语的工作人员       (8) 充实日语学校 

(9) 在街道向导标识增加图形文字或标记多种语言 

(10) 普通生活信息的多种语言化     (11) 充实图书馆的外语书籍 

    (12) 在必要的时候（医疗机关或公共机关等）派遣翻译 

(13) 在市立中小学校导入多文化共生教育 

(14) 启发对日本人居民的多文化共生意识   

(15) 提供外国人居民与日本人居民可交流和相互理解的机会  (16) 其他  
 

  3．您是如何取得立川市提供的行政服务信息的？ 

（请选择所有符合的选项） 

(1) 市报“广报 Tachikawa”   (2) 市役所窗口   (3) 从市役所等地拿到的宣传资料类 (4) 

立川市网站  (5) 立川市 Twitter    (6) 自治会的回览板、揭示板 

(7) 日语教室以及其他自愿者团体   (8) 其他 
 



 4 

  ４．您希望立川市如何提供行政服务信息？ 

                        （请选择所有符合的选项） 

(1) 市报“广报 Tachikawa”   (2) 市役所窗口   (3) 从市役所等地拿到的宣传资料类 (4) 

立川市网站  (5) 立川市 Twitter    (6) 自治会的回览板、揭示板 

(7) 日语教室以及其他自愿者团体   (8) 其他 

５．您觉得外国人是否需要参加市政？ 

    (1)  需要→请回答 6  (2) 不需要 →跳至Ⅳ 
 

  ６．为了外国人参加市政，您觉得需要完善哪些制度？ 

（请选择 3个以下符合的选项） 

    (1) 以居住一定期间以上为前提，承认外国人居民的地方选举的选举权 

    (2) 在咨询机关积极录用外国人委员  (3) 积极聘用外国人居民为公务员  (4) 设立外

国人议会  (5) 其他 
 

[Ⅳ] 关于防灾 
 

１．对于灾害等紧急情况是否会感到不安？ 

    (1) 是 →请回答 2.  (2) 否 →跳至 3. 
 

  ２．为了缓解这些不安，您觉得需要哪些服务？ 

（请选择 3个以下符合的选项） 

    (1) 避难场所以及避难途径的向导标识需要更加通俗易懂 

    (2) 发放多种语言的关于对应紧急情况的宣传资料 

    (3) 发生紧急情况时使用多种语言提供信息或使用多种语言提供咨询服务 

    (4) 平时就使用多种语言进行有关灾害的信息提供或咨询 

    (5) 进行相关防灾的讲座或体验活动 

    (6) 外国人居民积极参加防灾训练 

    (7) 外国人增加与地域居民的交流 
 

  ３．您知道地域避难场所在哪里吗？ 

(1) 知道  (2) 不知道 （登在立川市的网站上，敬请查阅。） 
 

  ４．您做了哪些灾害对策？（请选择所有符合的选项） 

 (1) 储备食物和饮用水   (2) 了解好避难场所    

(3) 与家族成员定好紧急情况时的联系方式 

(4) 确认由市等发布的防灾信息  (5) 做好防止家具颠倒的措施   

(6) 参加防灾训练  (7) 持有关于防灾的宣传资料   

（8) 建立可与地域居民合作的关系   

(9) 参加关于防灾的讲座、体验活动  (10) 没有做任何对策 

 

  ５．您觉得发生灾害时能够有效获取灾害信息的途径是什么？ 

（请选择 3个以下符合的选项） 

(1) 电脑  (2)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手机  (3) 市内揭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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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广播 (5) 电视  (6) 车站或大楼的荧幕揭示板  

(7) 巡逻警车的扩音器 

[Ⅴ] 关于日语 
 

  １．您是否有语言上的障碍？（请选择所有符合的选项） 

    (1) 不会说日语 (2) 看不懂日文 (3) 不会写日文 

    (4) 看不懂向导板或揭示板  (5) 没有机会学日语 
     

[Ⅵ] 关于工作 
 

１．现在您在工作吗？ 

    (1) 工作 →请回答 2.  (2) 没工作 →跳至 3.     (3) 以前工作过，现在没有 

→跳至 3. 
  

２．请选择 1个您在目前工作单位的职位？ 

    (1) 经营、管理人员 (2) 长期雇佣的普通公司职员 (3) 兼职/打工 

(4) 个体经营或个体经营家族雇佣 (5) 其他  
 

３．在工作方面有哪些困难？（请选择所有符合的选项） 

    (1) 不好找工作 (2) 不能成为正式员 (3) 工资低 

 (4) 工作时间长  (5) 与日本人待遇不一样 (6) 不遵守法律（不给超时间工作的额外工

资、没有带薪假日、没有加入社会保险等）   

(7) 没有可以咨询商量的地方  (8) 其他  (9) 没什么困难 
 

[Ⅶ] 关于带孩子和教育 

  １．您有同居的孩子吗？ 

    (1) 有 →请回答 2.  (2) 没有  →跳至Ⅷ 
 

２．在日本带孩子，您觉得需要哪些信息？ 

（请选择 3个以下符合的选项） 

    (1) 可以咨询或商量关于带孩子中的不安的地方  (2) 带孩子家长之间的交流机会 

(3) 工作时间可以照看孩子的地方     (4) 保育所的入所手续 

(5) 能讲母语的小儿科医院          (6) 预防疫苗以及健康检查的信息 

(7) 附近卖婴幼儿童用品的地方  (8) 其他  (9) 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 
 

３．您的学龄（中小学生年龄）孩子在什么样的学校上学（包括曾经或打算）？  （请选择所

有符合的选项） 

(1) 日本的国公立学校  (2) 日本的私立学校   (3) 外国人学校  (4) 函授培训   

(5) 在家学习（不上学） (6) 其他 (7) 学龄期没在日本 
 

  ４．在日本带孩子有什么或曾经有什么担心的事项？ 

（请选择 3个以下符合的选项） 

(1) 日语不够好 (2) 不了解日本的生活习惯 (3) 受欺负 

(4) 交不到朋友       (5) 不理解学校的讲课内容 (6) 学费贵 

(7) 担心升学时会有不利  (8) 不了解学校的活动或学校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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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  (10)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５．您希望日本的中小学提供哪些服务？ 

（请选择 3个以下符合的选项）      

        (1) 母语以及母国文化的学习  (2) 充实学习日语的机会 

(3) 充实会母语的辅助教职人员     (4) 学习不同国家以及地域的文化 

(5) 充实升学就业指导   (6) 启发教职人员的多文化共生意识 

(7) 启发家长的多文化共生意识  (8) 与地域外国人居民的交流 

(9) 学校提供多种饮食文化的校餐  (10) 其他    (11) 没有什么特别希望的 
 

[Ⅷ] 关于医疗、医院 

 

  １．有没有遇到什么不快的经历？    (1) 有  (2) 没有 
 

２．关于医院、医疗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请选择 3个以下符合的选项） 

 (1) 不知道医院在哪儿  (2) 不知道语言能通的医院在哪儿 

    (3) 关于加入公共医疗保险的信息少 

    (4) 没有或不能加入健康保险   

(5) 在医院、药店等医疗机关语言交流不通畅 

(6) 不了解日本的医疗制度 

    (7) 看不懂市场上销售的药剂标识  (8) 在医院被拒绝诊治 

 (9) 医疗费贵  (10) 其他  (11) 没有什么困难 
 

 [Ⅸ] 关于住宅 
 

  １．有没有遇到什么不快的经历？    (1) 有  (2) 没有 
 

２．关于住宅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请选择 3个以下符合的选项） 

 (1) 房租贵       (2) 押金、礼金的习惯        (3) 找不到保证人 

(4) 因为是外国人受到不合理的礼遇 (5) 狭小，设施不好 

(6) 离工作单位或学校远   (7) 居住在地域的人不亲切    (8) 其他   

(9) 没有什么困难 

 

[Ⅹ] 关于遇到麻烦时的咨询 
 

  １．有没有遇到过不快的经历？    (1) 有  (2) 没有 
 

２．需要咨询的时候，有哪些困难？ 

（请选择 3个以下符合的选项） 

(1) 不知道找谁或去哪儿咨询  (2) 不知道哪里有专门咨询的地方  

(3) 想咨询但语言不通  (4) 想咨询但费用过高   

(5) 担心个人隐私能不能被保护  (6) 其他  (7) 没有什么困难的 
 

[XⅠ] 如有其他意见，请写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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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如有意见，请写下。 

 

完成所有问卷，感谢您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