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团法人亚洲女性交流与研究论坛 沿革

1989年8月23日
作为北九州市自主策划自主实施的地区创建事业（家乡创造再生事业），“亚洲女性研究与研修系统（暂
称）亚洲女性论坛”从101份方案中脱颖而出

(财团法人) 亚洲女性交流与研究论坛

2012年4月版

称）亚洲女性论坛”从101份方案中脱颖而出。

1990年10月20日
“亚洲女性交流与研究论坛”成立（理事长 高桥久子）

1992年11月24日
作为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UNIFEM）活动的支援组织，我们与国际妇女年联络会、财团法人横滨女性协会一

(财团法人) 亚洲女性交流与研究论坛
Kitakyushu Forum on Asian Women (KFAW)

起，发起成立了“UFIFEM日本国内委员会”，同时加盟成为正式会员。

1993年10月1日
“财团法人亚洲女性交流与研究论坛”作为一个财团法人获得日本劳动省批准正式成立。

1995年7月1日
北九州市立女性中心—“MOVE”开始运营。

动的试点

从北九州放眼观世界
以提高亚洲女性地位、实现共同发展为目标

北九州市 女性中 开始 营。

1995年9月4日～11日
参加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北京）。在非政府组织（NGO）论坛举办学习交流会。

2002年7月
取得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ECOSOC）的NGO协议资格，是九州地区首个拥有该资格的机构。

△联合国总部大楼（纽约）

………………… 活动的试点 …………………

●实现男女共同参与社会方面的探讨与研究

●全球化视点

●市民参与

2002年7月31日
获得国际协力事业团（JICA）授予的国际协力功劳者嘉奖。

2002年8月23日～9月5日
参加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世界首脑会议（约翰内斯堡可持续性发展世界峰会），与各国女性非政府组织一起
举办学习交流会。

……………………………………………………………

●交通指南

离JR西小仓站约15分钟 离JR小仓站约7分钟

2006年4月1日
被认定为北九州市男女共同参画中心“MOVE”的指定管理者。

2009年11月2日
与韩国忠清南道女性政策开发院（CWPDI）签署学术交流协议。

年 月 日

(财团法人) 亚洲女性交流与研究论坛
Kitakyushu Forum on Asian Women (KFAW)

北九州市立
男女共同参画
中心MOVE 3层

离JR西小仓站约15分钟 离JR小仓站约7分钟

离JR小仓站约30分钟

离北九州市役所约10分钟 离JR小仓站约7分钟

Kitakyushu Otemachi Building, 3rd floor, 11‐4 Otemachi,
2010年3月１日
参加第54届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CSW）会议，并在纽约与韩国CWPDI联合举办“日韩女性的激励自主”
研讨会。

2010年6月1日
在韩国忠清南道与韩国CWPDI第三次联合举办以“日韩女性扩大地区参政方案”为主题的研讨会。

定管 施 馆 方 施 行 定管

中心MOVE  3层Kitakyushu Otemachi Building, 3rd floor, 11 4 Otemachi, 
Kokurakita, Kitakyushu City, Fukuoka, 803‐0814 Japan
Tel: +81‐93‐583‐3434   Fax: +81‐93‐583‐5195
Email: info@kfaw.or.jp URL: http://www.kfaw.or.jp

2011年4月1日
被认定为北九州市男女共同参画中心、北九州市立东部勤劳妇人中心、北九州市立西部勤劳妇人中心的指定
管理者。

2011年9月1日
与韩国仁川发展研究院（IDI）签署交流合作协议。

KFAW指定管理设施 ～KFAW以3馆一体方式对设施进行指定管理
* MOVE从1995年开始运营以来，来馆人数突破500万人次！

北九州市立

男女共同参画中心

北九州市立

东部勤劳妇人中心
北九州市立

西部勤劳妇人中心

MOVE Moji Yahata
2012年3月2日
参加第56届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CSW）会议，并在纽约举办以“日本农村妇女的激励自主‐‐在经济全球化
和东日本大地震的影响下”为主题的研讨会。

MOVE oj a ata

〒803‐0814
11‐4 Otemachi, Kokurakita, Kitakyushu
Tel: +81‐93‐583‐3939     Fax: +81‐93‐583‐5107
E‐mail: move@move‐kitakyu.jp

〒805‐0059
2‐6‐6 Ogura, Yahatahigashi, Kitakyushu
Tel: +81‐93‐661‐1122     Fax: +81‐93‐661‐2714
E‐mail: ladies‐y@k‐palace.com

〒800‐0051
6‐8 Shimomaiso, Moji, Kitakyushu
Tel: +81‐93‐371‐4649     Fax: +81‐93‐371‐4268
E‐mail: ladies‐m@k‐palace.com



(财团法人) 亚洲女性交流与研究论坛的事业内容

亚洲妇女会议 为政府官员实施性别主流化政策培训

◇ 2011年度“面对灾害―东日本大地震的反思” 从1992年开始，每年受独立行政法人国际协力机构(JICA)的委托，

KFAW指定管理设施

北九州市立男女共同参画中心・MOVE

MOVE节 咨询项目◇ 年度 面对灾害 东日本大地震的反思
◇ 2010年度“抚育下一代—儿童、父母、社会的形态”

期间 1个月

地点 北九州、广岛、东京

对象 负责性别主流化的

政府官员

从 年开始，每年受独 行政法人国际协力机构( )的委托，

以发展中国家的进修人员为对象，举办研讨会。

为实现男女共同参与
的社会，召开国际专

题研讨会。

MOVE节 咨询项目

为了实现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由市民策划项目、举办研讨
会、开展各种活动等，举办为期约一个月的MOVE节活动。

活动期间，大约有100个市民
团体策划各种活动。

受理与精神、生活方式、侵犯人权、法律等相关电话咨询、或
面对面咨询。

MOVE图书室

■一般咨询

■侵犯性人权的咨询

■帮助妇女就业咨询

促进国际理解项目调查研究活动
选定适合年轻人及男性的题材召开国际研讨会，从国外邀
请专家，通过与市民、团体、市内的学生等进行交流，加深
对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的相互理解。

1.  KFAW研究员与海外的研究者
一同开展调查研究

2 KFAW特邀研究员进行调查研究

▽在印度进行的调查研
究活动小组・讨论

自主开发项目 刊物

收集、提供与男女共同参与社会以及性别问题有关的国
内外书籍资料以及相关团体的信息、资料等。

MOVE图书室收集了性别相关书籍约50,000册、并可出
租DVD以供进修使用♪

◇男女共同参与指南
漫画《真奈美 高 ✤ 岁》

■律师免费进行法律咨询

职业女性实现梦想的・男女共同参与讲座

◇ 2011年度世界报告
《如今的东亚地区青年‐‐以日本动漫文

化为中心》

△世界报告
发言人 FSc作品

2.   KFAW特邀研究员进行调查研究

3. KFAW亚洲研究者合作网络
―以北九州市为中心，
利用性别研究者的
合作网络来举办研讨会。

4.  开发程序
―培养约会及家庭暴力预防教育的促进者以及举办预 每年招募海外通信员，报导以亚洲为中心的

海外通信员

漫画《真奈美、高一✤16岁》 (2011)

◇性别白皮书系列
《流行文化与性别》(2012) 
《KEKKON 结婚―男女那些事》(2010)等

◇信息杂志
《MOVING 》
《 Cutting Edge》

网页上可以浏览。

职业培训讲座
・培养下一代青年骨干的

讲座

・女性企业家支援塾

・现今妈妈的充电讲座等

◇ 2010年度国际交流项目
“美国风 充实高中生活的秘诀”

发言人 FSc作品

邀请海外通信员
与我市高中学生之间

会
防教室。

5.  出版发行研究杂志

发布调研成果信息

◇《亚洲女性研究》 (日语版)
◇《Journal of Asian Women’s Studies》

(英语版，E‐Journal)

国外妇女的状况。

・父子料理教室

・男性生活研讨会

・劳动者的健康计划等

家庭庭主夫（男性的料理教室）

《Gerbera+》 (2012)
MOVE学生项目成员的
活动记录

≪Website ≫

http://www.kitakyu‐move.jp/

《 Cutting Edge 》

与我市高中学生之间
实施交流项目。◇《KFAW调查研究报告书》

海外网络 参加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CSW)纽约会议

ECOSOC具备NGO协议资格的KFAW每年都参加年度例会，努力构建一个长效的合作网络以便与海外的性别相关组织

作为推进男女共同参与的地区基地，在本地密切实施男女共同参与支援项目、帮助就业项目、咨询项目、生殖健康和权

利项目等活动。以获得资质的讲座帮助就业为中心正在积极开展各项活动。

北九州市立勤劳妇人中心（东部、西部）

Y h t M ji

签署学术交流协议的机构（2009年）

韩国忠清南道女性政策开发院（CWPDI）

是由忠清南道政府设立的政策教育智库。自2009年
签署协议以来 我们与该财团合作举办了4次日韩研

≪ KFAW的工作情况≫

CSW54 (2010)
与韩国忠清南道女性政策开发院一同
举办“日韩女性的激励自主”研讨会

并举办研讨会等活动。解决共同的课题，提高女性地位。

每年都举办
汇报会，提供与
市民共享的平台。

Yahata Moji 主要讲座
◇帮助就业・职业培训讲座

-Word・Excel 应用
-再就业准备研讨会等

◇男女共同参与支援讲座
-男性研讨会“料理”
-劳动者的健康计划等签署协议以来，我们与该财团合作举办了4次日韩研

讨会，并联合进行调查研究、相互参加国际会议。

签署交流协议的机构（2011年）

韩国仁川发展研究院（IDI）

由仁川广域市政府设立的智库 2011年9月签署协议

举办“日韩女性的激励自主”研讨会

CSW55 (2011)
关于“日本农村妇女的现状与课题”的报告

CSW56 (2012)  
举办以“日本农村妇女的激励
自主―在经济全球化和东日本
大 震的 响 为 的

发行信息杂志《Asian Breeze》
1年3刊，以日、英双语形式，刊载亚洲地区女性以及KFAW事业内容等相关信息。

在财团的

劳动者的健康计划等

由仁川广域市政府设立的智库。2011年9月签署协议，

今后我们将通过市民交流、相互参加研讨会以及国际
会议、交换信息等活动，构筑交流合作关系。

CSW54 联合研讨会(2010.3.1)

大地震的影响下”为主题的

研讨会。

http://www.kfaw.or.jp 

KFAW Website 

在财团的
网页上

也能浏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