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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调查目的                                                              

对在住外国人关于就业的需求展开调查，作为外国人就业支援政策与具体业务推进的基础资料。 

 

 

２．调查方法                                                              

（1）调查对象 

岐阜县以及周边地区的巴西、中国、菲律宾人（其中包括归化者）  

 

（2）调查方法 语言 

通过以岐阜县为活动中心的巴西・中国・菲律宾人自助团体展开问卷调查。问卷调查票由葡萄牙语、中国

语、英语以及日语中的一种语言实施。  

 

（3）实施期间 

平成 23 年 1 月 17 日～平成 23 年 3 月 18 日 

 

３．调查结果                                                               

【Ｑ１．国籍】 

回收数 325 件中、中国 100 人（其中包括归化者）、巴西 106 人、菲律宾 109 人、日本 4 人、其他 6 人。 

 

【Ｑ２．性别】 

男性约 40％、女性约 60％。 

 



2 

 

【Ｑ３．年龄】 

30 代约占 35%、40代约占 25%、20代约占 20%。 

 

【Ｑ４．在留资格】 

 永住者约 40％、定住者约 35％。两者占全体的 75％。 

 

【Ｑ５．居住地】 

 回答者约 80％为岐阜县居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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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６．职业的有无】 

 回答者中约 75％回答有工作。 

 

 

 

 

 

 

 

 

【Ｑ７．职业种类】 

 制造业与派遣业占全体的 3/4。 

 

【Ｑ８．在母国的职业种类】 

在母国从事「经营」者多为 41 人。 「制造业・建筑业」为 38 人、「事务」「销售」为 30 人。「其他」包括银行职

员・摄影师・按摩师、司机、图书管理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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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９．在母国取得的资格】 

 「学校毕业・学问关联」最多，为 29 人、「工业关联」为 18 人、「电脑关联」为 14 人、「教师」为 13 人。「其他」

为幼儿教师、按摩、市场营销、服装设计等。 

 

 

【Ｑ１０．今后想从事的职业】 

其中「经营」最多，约 58 人、 「不限」为 49 人、「教师・教员」为 28 人。「其他」为社会福利、不动产、美发师、插

花、国家公务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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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１１．今后想取得的资格】 

 日本语能力测验等「日本语」关联的资格为 81 人、「调理关联」为 38 人、「电脑关联」为 3７人、「工业技术」为

35 人。「其他」为农业、财务会计、日本专门资格（幼儿教师、教师、社劳士）等。 

 

 

【Ｑ１２．希望得到的工作信息】 

多数中国籍盼能得到贸易与导游方面（针对中国观光客）等，可将中文运用在工作上的工作信息。巴西籍

希望得到劳动法等关于法律方面的信息。另外希望得到在工作中能够运用的资格培训信息。 

菲律宾籍希望得到被翻译成英语与菲律宾语的信息。 

・经过翻译的工作信息（中国 10－50 代、巴西 10－50 代、菲律宾 20－50 代） 

・关于巴士导游的信息（中国 20 代・30 代・50 代） 

・关于贸易方面的信息（中国 20 代・30 代） 

・劳动法・失业津贴等法律信息（巴西 10－50 代、菲律宾 30 代） 

・希望有ＩＴ行业的信息（中国 20 代・30 代） 

・希望有在工作中能用得上的资格培训班信息。（面向外国人）（巴西 30 代） 

・关于外国人的雇用信息（巴西 30 代・40 代） 

・正确提示工作内容。如工资、待遇等（菲律宾 20 代・30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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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１３．其他（请写下关于工作的意见与问题）】 

・关于外国人的雇用信息太少，不充足。（中国 20 代） 

・派遣合同需要每个月更新。（中国 10 代） 

・时薪太少太少。（巴西 10 代・20 代・30 代） 

・现在还算很安定，希望自己的工作能被认可。（巴西 20 代） 

・能感觉到对外国人的差别。（巴西 20 代） 

・为了能和日本人在一起工作，经常说日语。（巴西 20 代） 

・雇用外国人的市场太小。即使有资格也没有办法和日本人竞争。（巴西 30 代） 

・不懂日语又没有资格就没法就业。（巴西 40 代） 

・学校翻译的工作很安定。但是需要每年更新，并且超过 5年后就无法续签。（巴西 40 代） 

・同样的工作，希望在工资、休假、奖金等方面与日本人有同样的待遇。（菲律宾 20 代） 

・希望能够承认在菲律宾取得的资格。（菲律宾 20 代） 

・希望能够有保护外国人劳动者的法律。（菲律宾 30 代） 

・外国人无论有什么资格，也几乎只能在工厂工作。最大的原因是在语言沟通方面。因此，应该具备学习日

语的环境。同时也要接受其他技术与贸易等方面的培训。（菲律宾 30 代） 

・希望能被现在上班的公司直接雇用。（菲律宾 30 代） 

・由于不能充分理解日语或不能对话，很多外国人不能应聘。所以希望周末开展日语教室。（非常感对外国人

的支持。）（菲律宾 40 代） 

・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希望能够得到就业指南机关的信息。（巴拉圭 30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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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国籍
□ 中国　　　□ 巴西　　　□ 菲律宾　　　□ 日本　　　□ 其他（　　　　　　　　　）

Q2．性别
□ 男性　　　□ 女性

Q3．年龄
□ 16～19岁　　　□ 20～29岁　　　□ 30～39岁　　　□ 40～49岁　　　□ 50～59岁　　　□ 60岁以上

Q4．在留资格
□ 永住者　　　□ 定住者　　　□ 日本人的配偶者等　　　□ 永住者的配偶者等　　　□ 家族滞在
□ 演出　　　 □ 研修　　　□ 特定活动　　　□ 就学　　　□ 留学　　　□ 短期滞在　　　□ 技能
□ 企业内转勤　　　□ 人文知识・国际业务　　　□ 宗教　　　□ 其他（　　　　　　　　　　　　）

Q5．所在地
□ 岐阜县（　　　　　　　　　　）市／町 □ 岐阜县外（　　　　　　　　　　　　　　　　　　）

Q6．职业
□ 有　→　请回答Q７ □ 无　→　请回答Q８

Q7．职业种类　　※不是指在工作单位从事的业务内容
□ 制造业　　　□ 建设业　　　□ 自营业（　　　　　　　　　　）　　□ 服务行业（　　　　　　　　　　　　）
□ 翻译　　　□ 派遣业　　　□教育　　　□ 其他（　　　　　　　　　　　　　　　）

Q8．在母国从事的职业（如有多数职业经验者、请按按从业期间长短填写3个从事的职业）
① [　　　　　　　　　　　　　　　　　　　　　　　　　　　　　　　　　　　　　　　　　]
② [　　　　　　　　　　　　　　　　　　　　　　　　　　　　　　　　　　　　　　　　　]
③ [　　　　　　　　　　　　　　　　　　　　　　　　　　　　　　　　　　　　　　　　　]

Q9．在母国取得的资格（如有多数资格者，请填写其中3个）
① [　　　　　　　　　　　　　　　　　　　　　　　　　　　　　　　　　　　　　　　　　]
② [　　　　　　　　　　　　　　　　　　　　　　　　　　　　　　　　　　　　　　　　　]
③ [　　　　　　　　　　　　　　　　　　　　　　　　　　　　　　　　　　　　　　　　　]

Q10．今后想从事的职业（请填写3个以内）
① [　　　　　　　　　　　　　　　　　　　　　　　　　　　　　　　　　　　　　　　　　]
② [　　　　　　　　　　　　　　　　　　　　　　　　　　　　　　　　　　　　　　　　　]
③ [　　　　　　　　　　　　　　　　　　　　　　　　　　　　　　　　　　　　　　　　　]

Q11．今后想取得的资格（请填写3个以内）
① [　　　　　　　　　　　　　　　　　　　　　　　　　　　　　　　　　　　　　　　　　]
② [　　　　　　　　　　　　　　　　　　　　　　　　　　　　　　　　　　　　　　　　　]
③ [　　　　　　　　　　　　　　　　　　　　　　　　　　　　　　　　　　　　　　　　　]

Q12．希望得到的工作信息

Q13．其他（关于工作方面如果有意见以及问题请写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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