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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行政法人日本學生支援機構（JASSO）是文部科學省管轄下之團體。

獨立行政法人日本學生支援機構（JASSO）作為引導學生支援的核心機關，綜合開展獎學金借貸事業、留學生

援助事業、學生生活援助事業等服務，在培養肩負下一代社會、具有創造性與充滿人性的人才的同時，也力求

促進國際間的理解及交流。

我們日本學生支援機構由衷期盼每一位留學生均能擁有受益

良多的在日留學生活。

2017年6月發行　非賣品　禁止任意轉載

對因經濟原因求學困難的優秀的

日本學生等，實施獎學金貸款。

同時，改善了應對學生多種需求

的獎學金制度以及申請程序，充

分提供有關獎學金的資訊，並合

理開展獎學金回收工作。

向留學生等支付獎學金、實施各

種留學生交流計劃、通過日本

留學試驗（EJU）等改善入學程

序、推動收集和提供有關留學的

資訊等。

為了有助於各大學等實施的各種

學生生活援助活動，收集和分析

有關學生生活援助的有益活動事

例等，並提供相關資訊。同時，

透過各種研修事業等，支援各項

針對大學等學生的服務。

獎學金借貸事業 留學生援助事業 學生生活援助事業

海外事務所  （JASSO日本國際教育交流資訊中心）

印度尼西亞 韓國

泰國 馬來西亞

越南

獨立行政法人

日本學生支援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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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質、充滿魅力的課程計畫
日本學者近年屢屢獲得諾貝爾獎，範圍囊括物理學獎、化學獎、生醫獎，

也代表在日本可以學到最新的科學知識。

在日本可以學習各類領域的知識，除了法律、經濟、工學、自然科學等領

域，還有環境、資訊科技、災害防治、觀光等現代知識，漫畫、動畫、遊

戲等大眾文化，以及流行時尚、甜點製作等等。

最近採用英語授課並可取得學位的學校學科也增加了。 

CONTENTS到日本留學的魅力

在國際化環境中學習
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留學生正在日本的大學或日本語

學校學習。

最近，留學生與日本學生一同生活的國際學生宿舍也

逐漸增設。

除了日本之外，留學生們還可以接觸世界各國的多元

文化，進一步擴大視野。

可在日本就業的機會
近年來，在日本就業的學生增加，日本的企業也積極聘用

留學生。

向留學生提供充實的支援
日本的大學學費並不算高，而且還設有針對留學生的獎學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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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Japan 
　　http://web-japan.org/

● DISCOVER the SPIRIT of JAPAN
　　http://www.visitjapan.jp/zh_Hant/

●日本政府觀光局（JNTO）
　　http://www.welcome2japan.hk/

日本的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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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積：377,971km2

截至2015年10月1日。資料來源：「2015年全國都、道、府、縣、
市、區、町、村的面積調查」（日本國土地理院）

● 人 口：126,985,000人
截至2016年6月1日。資料來源：《人口推測》（總務省統計局）

● GDP：世界第３位
2015年
資料來源：內閣府

●榮獲諾貝爾獎的日本科學家： 24人
世界第７位（亞洲第 1位）
資料來源：「文部科學統計要覽（2016年版）」

日本是個怎樣的國家？ 去日本留學需要準備什麼？

＜一般的流程：從所在國前往日本＞

1 留學計畫與資料收集
＜ 12個月以前＞ 參考本指南∼頁

□ 收集資料、確認自己的語言能力 p4-19
□ 確認留學所需的費用 p28-34

2 選擇學校
＜ 12個月∼ 6個月以前＞ 參考本指南∼頁

□ 閱讀學校簡介、招生簡介，確認申請資格 p7（JASSO網站）
□ 比較各校，鎖定想申請的學校

3 接受統一測驗
＜ 9個月前＞ 參考本指南∼頁

□ 參加申請校採計成績的測驗
（例）・日本留學試驗（EJU）
　　・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
　　・TOEFL®、IELTS、TOEIC®

p20-22

4 申請
＜ 9∼ 6個月前＞ 參考本指南∼頁

□ 準備申請資料 p4-18
□ 繳交入學考試費

5 參加申請校的入學考試
＜ 5∼ 2個月前＞ 參考本指南∼頁

（例）　□ 面試
　　　□ 學力測驗

6 入學手續
＜ 3∼ 2個月前左右＞ 參考本指南∼頁

□ 取得「入學許可書」
□ 繳交註冊費

7 出國準備
＜ 2∼ 1個月前＞ 參考本指南∼頁

□ 申辦簽證 p24-27
□ 尋找住處 p35
□ 訂機票、買保險 p36

8 入學 參考本指南∼頁

□ 前往日本
□ 繳交入學所需文件

在選擇學校時，必須盡可能收集最

新、最正確的資料，請務必透過本指

南、JASSO網站、各大學的學校簡介
網羅所有留學需要的資料。

申請入學到入學手續的程序，依各學

校而異，請仔細確認各校的招生辦法，

注意在辦理各流程手續時不要有所延

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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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資格
為了進入日本的大學（院系）、短期大學、專門學校學習，原則上必須修完正規學校教育 12年的課程。

如果插班就讀高等專門學校，則必須修完11年，如果進入研究所（碩士課程）則必須修完16年學校教育的課
程。

在印度、尼泊爾、孟加拉、馬來西亞、蒙古等國完成10年或11年初、中等教育的學生，若想申請日本的大
學，必須滿足以下任一條件。若對入學資格有任何疑問，可以直接洽詢欲申請的學校。

① 在所在國就讀大學入學的準備教育課程或在大學（院系）等的高等教育機構1年至2年，修完正規學校教
育第12年的課程。

② 修畢日本文部科學大臣認定的「準備教育課程」（此項僅適用於取得日本高中同等學力者）
修畢的初、中等教育課程未滿12年，但在所在國修畢了文部科學大臣所認定的11年以上課程者，即便未修
過準備教育課程，一樣具有入學資格。

文部科學大臣指定的「準備教育課程」
 http://www.jasso.go.jp/en/study_ j/search/nihongokyouiku.html

可以取得的學位、稱號及畢業年限

課程 取得學位・稱號 標準畢業年限

研究所

（大學院）

博士課程 博士 5年
碩士（修士）課程 碩士（修士） 2年

專門職學位課程

碩士（修士）（專職） 2年
法務博士（專職） 3年
教職碩士（專職） 2年

大學（院系）

一般的院系、4年制的藥學系
學士

4年
醫學、齒科學、獸醫學的課

程、6年制藥學部
6年

短期大學 － 短期大學士 2∼3年
高等專門學校 － 準學士 3年（商船為3年6個月）

專修學校 專門課程（專門學校）
專門士 2年以上
高度專門士 4年以上

＊ 研究所博士課程有時分為前期課程（2年）和後期課程（3年）。對於學士課程的結業年限為6年的醫學、齒科學、6年制的藥學部、獸醫
學，博士課程的結業年限為4年。

＊ 短期大學畢業後，可以入學專攻科（1∼2年）以取得「學士」的學位。
＊ 通常，高等專門學校的修完年限為5年，但留學生主要都是插班就讀第3學年。畢業後，可以入學專攻科（2年）以取得「學士」學位。
＊ 高等專門學校的「準學士」、專門學校的「專門士」及「高度專門士」是稱號。

大學改革支援‧學位授予機構（NIAD-QE）認定的短期大學、高等專門學校結業，並通過NIAD-QE的審查合
格，即可取得「學士」學位。詳細資訊請向欲報考之學校確認。

獨立行政法人大學改革支援・學位授予機構
 http://www.niad.ac.jp/english/

Q  在日本取得的學位，在其他國家也會被承認嗎？
A  一般情況下，在日本取得的學位，與在其他國家取得的學位具有同等的價值。但有的國家，可能會由教
育部或認證評價機構（非營利團體、民間企業等）評價在外國獲得的學位。最好預先向所在國的相關機構

進行確認。

日本的高等教育是從完成初等教育（國小6年）及中等教育（國中3年、高中3年）的12年教育
後才開始的。留學生可以報讀的高等教育機構可分為：①高等專門學校、②專門學校（專修學

校專門課程）、③短期大學、④大學、⑤研究所（大學院）5種。其中根據設置者的不同，又分
為國立、公立和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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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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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可報讀的高等教育機構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

＊印表示專攻科。

＊

＊

＊

高等專修學校
（專修學校高等課程）

高中

國中

國小

校
學
種
各 校

學
修
專

・

程
課
般
一

校
學
門
專
等
高

大學
（院系）

研究所
（大學院）

專門學校
（專修學校專門課程） 短期大學

大學
（院系）

研究所
（大學院）

專門學校
（專修學校專門課程） 短期大學

（※也有國中高中一貫校。）

高等專修學校
（專修學校高等課程）

高中

國中

國小

校
學
種
各 校

學
修
專

・

程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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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校
學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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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院系）

研究所
（大學院）

專門學校
（專修學校專門課程） 短期大學

插班就讀是特例。

大學
（院系）

研究所
（大學院）

專門學校
（專修學校專門課程） 短期大學

（※也有國中高中一貫校。）

日本的教育制度

學校行事與學期制
日本學校的 1學年通常是 4月開始、隔年 3月結束，大多數的大學是 2學期制，4∼ 9月為上學期、10∼ 3月
為下學期，但也有的大學是採用 3學期或 4學期制。

Q  聽說日本一般在 4月份入學，有採用 9月或 10月入學的制度的大學嗎？
A  有。尤其是研究所，很多學校採用 9月或 10月入學的制度。

Q  什麼時候有長假？
A  通常為一年3次，分別在夏季（7月下旬∼9月上旬）、冬季（12月下旬∼1月上旬）、春季（2∼3月）。

日
本
的
教
育
制
度

日
本
的
教
育
制
度



6 7

Q 申請欲報考之學校或研究所（大學院）從什麼

時候開始？

A 申請時間因學校而異。請查閱學校的招生簡章

獲得正確的資訊。另外，也可以在JASSO及
JAPAN STUDY SUPPORT網站查閱報考時間。

Q 如何查閱報考手續？

A 許多學校將招生簡章及申請資料刊登在網

站上。請輸入「外国人留学生募集要項
(Application Guidebook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入学案内 (School Admission Guide)」或「受験案
内 (Entrance Examination Guide)」等語詞查閱。需
要向沒有在學校網站上登載招生簡章的學校提出要

求，請學校郵寄報考資料。

Q 所有大學的申請資料的格式是否相同？

A 格式因學校而異，請索取欲報考之學校的招生

簡章。

Q ①在小學、國中、高中的期間，有幾年是在

日本的學校就讀的

②從日本的高中畢業

③具有包括日本國籍和其他國籍的兩個國籍

對於上述情況，能否報考外國人入學考試？

A 學校將審查有無申請資格。請在申請前聯絡有

關大學並向有關大學確認有無報考資格。有的

學校可能會規定需與日本人學生相同的入學考試制

度。

Q 身體有殘疾。參加入學考試時以及入學後能

得到學校的特別照顧嗎？

A 身體有殘疾的留學生也可以得到學校的照顧在

日本學習。根據疾病、身體的殘疾狀況等，如

果希望在考試及入學後得到某些照顧，請在申請前

與學校洽詢。

Q 為了參加入學考試，必須要去日本嗎？

A 日本有許多學校只會在日本舉辦入學測驗，但

是也有些學校只進行書面審查、進行線上面試

或者在申請者所在的國家舉辦測驗。

Q 為了理解大學及專門學校的授課，需要什麼

程度的日語能力？

A 為了跟上學校的課程進度，EJU的日文科目須
達200分以上，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則須

有N1或N2的程度。如果無法達到上述標準，建議
可先在自己的國家學日文，或者在日本的語言教育

機構進修。

Q 有以英語授課、取得學位的課程嗎？

A 有。這種課程正在逐年增加。但是，高等專門

學校、短期大學、專門學校沒有只用英語授課

的課程。

Q 請問日本的大學有排名嗎？

A 日本沒有官方的大學排名，請自行參加日本留

學展、瀏覽 JASSO或學校網站收集資訊，找
出自己有興趣的學校。

JASSO的網站刊登了以下資訊！
 

● 有無外國人的入學考試
● 能否在網上申請
● 有無赴日前的入學許可制度
● 申請報考期間
● 有無以英語授課、取得學位的課程

● 報考時要求的日語能力或英語能力
● 報考時要求的 EJU分數
● 可插班就讀的課程
● 短期留學課程

http://www.jasso.go.jp/en/study_ j/index.html

日本留學 Q&A

日
本
留
學 

Q
&
A

日
本
留
學 

Q
&
A

Q 報考時需要指定「身份保證人」，為什麼？

A「身份保證人」是為了確保留學生「學費等經

濟方面無虞」或「使入學後的居留手續沒有問

題」等。此外，可能會要求學生留下母國家人的聯

絡方式，若學生在留學期間生病或受傷等時，可由

日方進行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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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教育機構的種類
如果以進入大學等學習為目的學習日語，可選擇在日語教育機關、或者私立大學及短期大學的留學生別科學習。

1 日語教育機構
設　置　者：學校法人（專修學校、各種學校）、公益財團法人、株式會社、任意團體、個人等
目　　的：(1)以升學為目的的日語學習 (2)大學等的入學準備教育 (3)以升學以外為目的的日語學習
在留資格：留學

能取得「留學」的在留資格的日語教育機構，僅限日本法務大臣公告規定的日語教育機構。

日本法務大臣公告規定的日語教育機構（法務省）
 http://www.moj.go.jp/nyuukokukanri/kouhou/nyukan_nyukanho_ho28-2.html

日語教育機構檢索（日本語教育振興協會）
 http://www.nisshinkyo.org/search/index_c2.html

2 私立大學・短期大學留學生別科
設　置　者：私立大學・短期大學
目　　的：以升學為目的的日語學習
在留資格：留學

留學生別科“Ryugakusei Bekka”，又稱日語別科“Nihongo Bekka”，設立於私立大學・短期大學內。可
修讀日語、日本文化・日本國情及大學升學所需的基礎科目等。如果希望進入大學學習，可利用設有推薦
入學制度的大學別科，或之後也可報考其他大學。此外，還有可利用大學的設施及服務等優點。

私立大學．短期大學留學生別科一覽表（JASSO）
 http://www.jasso.go.jp/en/study_ j/search/nihongokyouiku.html

入學資格
對於以進入大學學習為目的的課程，要求必須修完正式學校教育（小學、中學、高中）12年的課程。
根據所在國的教育制度，如果正式學校教育（小學、中學、高中）未滿12年、雖然最終學歷為高中畢業但沒
有修完指定的課程，則不符合進入日本的大學等的入學資格。對此，修完文部科學大臣指定的準備教育課
程”“Junbi Kyouiku Katei”、且年滿18歲者方可獲得入學資格。
作為該準備教育課程，除了日語之外，還需要學習進入大學所必要的英語、數學、社會、理科等基礎科目。

文部科學大臣指定「準備教育課程」（JASSO）
 http://www.jasso.go.jp/en/study_ j/search/nihongokyouiku.html

申請、入學、課程期間
從入學時間的大約6個月前至4個月前開始招生，在4
月、10月開始課程的學校較多。課程期間通常為1∼2
年。

報考資料
□ 入學申請表格
□ 履歷表
□ 高中或大學的成績證明書
□ 高中或大學的畢業（預定）證明書
□ 證明繳費支付能力的文件
□ 其他

要求的申請資料因學校而異。詳情請直接向欲報考之學校洽詢。

入學考試
以資料審查為主，但有時也對考生本人或監護人進行面試、或者進行筆試。

日語教育機構 選擇要點！

①是不是日本法務大臣公告規定的日語教育機構？

②學習的目的是什麼？ 日常會話？進入大學學習？商用日語？

③班級構成 是否按照學生的日語能力分班？ 1個班級的人數是多少？
④學生人數、教師人數 學校的規模如何？學生數與教師數的比例為何？

⑤學生的國籍比例 來自漢字圈的學生多嗎？是否對非漢字圈的學生有關照措施呢？

⑥授課時間數 總授課時間和各科目的授課時間是多少？

⑦考試對策
是否實施日本留學試驗（EJU）或者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對策課程？是否講授
基礎科目（英語、數學、理科、世界史、地理等）？

⑧是否會給予出路、升學指導或提供生活方面的諮詢？

⑨畢業生的升學去向如何？

⑩學費 收費標準是否與授課時數、教師人數、設備等相稱呢？

⑪入學考試
只限資料審查嗎？
是否要與保證人或在日聯絡人面試 ?是否在日本以外的國家進行甄選？

⑫學校的所在地 是在大城市還是中小城市？是否能適應當地的氣候？

⑬居住 學校有宿舍嗎？是否會幫助介紹公寓？

Q  不打算進入大學等學習。能不能在日語教育機構僅學習商用日語？
A  日本語教育機構會開設各種語言學習的課程，除了升學相關課程外，也有生活日語、商用日語等課程，
詳細內容可洽詢各學校。

Q  可否從入學的日語教育機構轉到另一所日語教育機構？
A  原則上，日語教育機構之間的轉校要求是不被接受的。閱讀學校的網站或學校指南‧學校要覽、向在校
生或畢業生聽取意見，儘量收集有關資訊，謹慎選擇學校。

一般社團法人全國日本語學校聯合會（JaLSA）  http://www.jalsa.jp/

以外國人為對象進行日語教學的機構。

也有許多學校會幫助以進入高等教育機構學習為目的的學

生，實施參加日本留學試驗及日本語能力試驗，以及準備

日本留學試驗的基礎學力科目（數學、理科、綜合科目）和

大學入學考試的教學。

日語教育機構

什麼是日語教育機構？

日
語
教
育
機
構

日
語
教
育
機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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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高等教育的核心教育機構，大學的畢業年限原則上為4
年，短期大學原則上為2年。有些學校還有非正式生的旁
聽生、科目等選修生制度。除以取得學位的長期留學外，

還有不以此為目的的短期留學制度。

查詢網站

大學・短期大學資訊（JASSO）
 http://www.jasso.go.jp/en/study_ j/search/daigakukensaku.html

Japa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earch（JASSO）
 https://www.g-studyinjapan.jasso.go.jp/univ_search/

大學・短期大學檢索（JAPAN STUDY SUPPORT）
 http://www.jpss.jp/zh-tw/

●自費外國人留學生專用大學入學指南

收集了各大學入學考試的內容、留學生考試合格者人數等寶貴資訊。

編輯、發行：公益財團法人亞細亞學生文化協會

　　　　　　（在日本國內販售）

入學資格
必須具備以下其中一項條件。

① 在日本以外的國家修完學校教育12年課程者
② 在日本以外的國家，通過相當於修完12年課程水準的學力認定考試，且年滿18歲者
③ 在日本修完所指定的相當於外國高中的外國人學校，且年滿18歲者
④ 在日本以外的國家修完11年以上由文部科學大臣指定的課程者
⑤ 持有國際Baccalaureate、Abitur、法國的Baccalaureate資格，GCEA普通教育高級程度資格則須達到由個
別學校規定的成績、且年滿18歲者

⑥ 修完國際評價團體＜WASC、CIS、ACSI＞所認定的教育機構開辦的12年課程，且年滿18歲者
⑦ 通過高中畢業程度的認定考試，且年滿18歲者
⑧ 具備學校教育法規定的上述以外入學資格中的任何一項條件者
⑨ 經學校的各別入學資格審查，被認定具有相當於高中畢業者同等或以上學力，且年滿18歲者
※ 針對①至③，若其課程不滿12年、同時於外國沒有修完指定的課程，將會發生必須修完另外指定的準備教育
課程或研修機構所規定的研修課程的狀況。

申請資料
□ 入學申請表格（大學所規定的表格）
□ 高中畢業（預定）證明書
□ 高中成績證明書
□ 出身的高中校長或教師的推薦信
□ 日語能力或英語能力證明書
□ 其他
各學校要求的申請資料均不同，詳情請直接向欲報考之

學校洽詢。

入學考試
許多學校除了以日本人考生為對象的入學考試外，還有針對外國人（留學生）為對

象的入學考試。在下列項目中選擇數項組合進行審查。考試方法因學校而異，請

按照學校的入學考試指南等查閱。

○ 資料審查
○ 學力檢查
○ 面試
○ 小論文・作文
○ 其他有關能力・適性等檢查
○ 日本留學試驗（EJU）
○ 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
○ 大學入試中心試驗（大学入試センター試験）

1 大學（院系）
符合以下條件的大學畢業生，將可取得

「學士」學位。

標準畢業年限 取得學分數

一般院系
4年制的藥學系 4年 124學分以上

醫學、齒科學、
獸醫學的課程
6年制藥學部

6年
醫學・齒科學　188學分以上
獸醫學　　　　182學分以上
藥學　　　　　186學分以上

2 短期大學
符合以下條件的短期大學畢業生，將可取得 
「短期大學士」的學位。

取得學分數

2年課程 62學分以上

3年課程 93學分以上

什麼是大學・短期大學？

大學（院系）、短期大學

畢業・結業的必要條件

大
學
︵
院
系
︶、
短
期
大
學

大
學
︵
院
系
︶、
短
期
大
學

大學（院系）・短期大學 選擇要點！

①授課・研究的內容 真有你想學習的課程嗎？能夠開展你想進行的研究嗎？

②課程
是與日本人相同的學位課程嗎？有以英語授課、取得學位的課程嗎？
有長期課程嗎？有短期課程嗎？

③研究設施 研究的設施完善嗎？

④入學考試 有赴日前入學許可制度嗎？有針對留學生的特別審查嗎？

⑤留學生支援體制
有日語的補習課程嗎？有支援留學生的工作人員、幫助學習和生活的輔導員
嗎？對就業提供支援嗎？

⑥畢業生的去向 升學進入研究所（大學院）？就業的公司如何？

⑦學費及其他所需費用 第一學年多少？第2年以後多少？到畢業為止的總額多少？

⑧獎學金的受獎
有校內獎學金制度或學費免除、減免制度嗎？受獎率為多少？
在赴日前通知是否受獎嗎？

⑨居住 學校有宿舍嗎？會幫助介紹公寓嗎？

⑩學校的所在地
學校是否有適合讀書和生活的環境？ 位於大城市還是中小城市？
是否能適應當地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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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職

短大
大學

碩士
升學至研究所
（大學院）

插班就讀

博士

※留學生主要都是插班就讀高專3年級。

插班就讀・轉校
設有插班就讀・轉校制度的大學很多，但其實施的狀況不盡相同。
列其狀況如下：

◉ 不一定每年都有實施。
◉ 不是毎個院系都有實施。
◉ 已經完成的年數及取得的學分未必能夠直接獲得承認。

如果插班就讀・轉校進入大學（院系），通常必須具備以下其中的一項條件。
・短期大學畢業生・高等專門學校畢業生・專門士（專門學校結業生）・高中專攻科結業生
・大學（院系）正式課程（1年次以上）結業，且取得所規定的學分者・4年制大學結業生

插班就讀・轉校入學制度的資訊會比一般的入學考試缺乏。關於詳細資訊，請儘早向欲報考之學校詢問。

設有插班制度的大學檢索（JASSO）
 http://www.jasso.go.jp/en/study_ j/search/index.html

短期留學
「短期留學」指不以獲得學位為目的，大致為數週至1學年期間的留學。授課分為用日語、用英語以及日語及英
語混用的方式進行。課程有各種形式，包括為短期留學生專門設立的特殊班級，以及參加一般的院系、學科內
的授課學習等。如果已經大學畢業，可作為「研究生」在研究所（大學院）進行6個月或1年的專門研究。

・ 「交換留學」是赴已簽訂學生交流協定的大學留學的制度。請與在籍學校洽詢是否與日本的大學有交流協定。
學分：關於在留學的學校獲取的學分，在交流協定的範圍內，通常可被承認為在籍學校的學分。
學費：通常向就讀學校支付，免除留學大學的學費。
洽詢：所在國的就讀學校

・ 「交換留學」以外的課程
在學生交流協定的大學以外的留學生也可參加的課程，可在JASSO網站檢索。
學分：有的課程無法獲取學分。
學費：通常向留學的學校支付。
洽詢：有意留學的日本的大學

開設短期課程的大學檢索（JASSO）
 http://www.jasso.go.jp/en/study_ j/search/daigakukensaku.html

旁聽生與科目等履修生
兩者都不是以獲取學位為目的的「非正規生」。其區別是旁聽生所修得的學分不受承認，而科目等履修生所修得
的學分可獲承認。為了取得「留學」的居留資格，法令規定旁聽生與科目等履修生都必須「每星期出席聽講至
少10小時以上」。

Q   有沒有向短期留學提供的獎學金？
A  設有以下獎學金。

・海外留學支援制度（協定接收）獎學金
日本學生支援機構（JASSO）向根據大學之間的交流協定等留學的學生提供獎學金。
月額：80,000日圓
洽詢：所在國的就讀學校

・日本政府（文部科學省）獎學金    日語・日本文化研修留學生
以就讀於大學的院系、學習日語、日本文化的學生為對象的獎學金。
月額：117,000日圓
洽詢：就近的日本駐外使館或所在國的就讀學校

除了上述之外，還有學校以及各種團體特別提供的獎學金，請與欲報考之學校洽詢。

高等專門學校簡稱「高專（KOSEN）」，是日本的高等教育
機構，中學畢業後可就讀的 5年制學校（商船相關科系為
5年半）。外國留學生通常會插班就讀 3年級課程，除了國
立高專，也有公立與私立的。

關於高等專門學校

插班就讀、短期留學 高等專門學校

查詢網站

國立高等專門學校機構　國際交流中心
 http://ciex.kosen-k.go.jp/menuIndex.

jsp?id=32333&menuid=7703&funcid=28

教育的特徴
‧以高度的理論為基礎，重視實驗、實習、實技，

掌握世界通用的技術，以應對最新的科學技術、

實踐技術人員的培育。

‧ 大部份學科以工業領域為主，其他也有以培養船
員為目的的商船學科等。

‧ 完成5年課程者，可取得「準學士」的稱號。
‧ 5年教育課程之上，另設有2年制專攻科。
‧ 修完專攻科者並經大學改革支援‧學位授予機構
（NIAD-QE）的審查合格，可獲得「學士」學位。

插班就讀資格
必須具備以下其中一項條件。

（如果要報考國立高專）

① 在日本以外的國家修完學校教育11年課程者
② 在日本以外的國家，相當於修完11年課程水平的
學力認定考試合格者

③ 在日本修完所指定的相當於外國高中的外國人學
校者

④ 持有國際 Bacca laurea te、Ab i tu r、法國的
Baccalaureate資格者

⑤ 修完國際評價團體＜WASC、CIS、ACSI＞所認
定的、設置於日本的外國人學校的11年課程者

⑥ 高中畢業程度的認定考試合格者
⑦ 具備學校教育法規定的上述以外入學資格中的任
何一項條件者

申請資料
全國國立高專會舉辦聯合招生考試，因此國立高專

的申請文件都是一樣的，詳細資訊可以參考高等專

門學校的官網介紹。

入學考試
高專機構會以以下各項之綜合表現評斷考生合格與

否。

① 申請表格
② 日本留學試驗（EJU）的成績
③ TOEFL®、IELTS、TOEIC® 其中之一的成績
④ 面試評價
面試必須要到日本應考。

畢業後的出路
高專畢業後，可以選擇就業或升學。很多留學生選擇

插班就讀國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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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料
□ 入學申請表格（學校所規定的表格）
□ 高中畢業證明書
□ 最終學校的成績證明書
□ 日語教育機構出席率・成績證明書（日本國內居住者）
□ 日語能力證明書（日本國外居住者）
□ 其他
各學校要求的申請資料均不同，詳情請直接向欲報考之學校洽詢。

入學考試
在資料審查、學力檢查、面試、作文、適性檢查、實技考試、日語科目考試等中選擇數項組合進行。

不論是哪一領域，入學考試都著重於對，①目標意識，②入學後上課需用的日語及學力是否足夠應付，③是否

有學習的熱忱等的審查。

畢業・結業的必要條件
專門士 高度專門士

修業年限 2年以上 4年以上
授課時間 1,700小時以上 3,400小時以上
結業審定 以考試等成績作評價及修完課程為審定

課程編成 教育課程的編成須有體系

符合以上的條件，修完文部科學大臣所承認的學科，將可取得「專門士」或「高度專門士」的稱號。也有大學

承認「專門士」具有插班就讀大學、「高度專門士」具有進入研究所（大學院）的入學資格。請向欲報考之學校

進行確認。

專門學校中開設的日文科，一般會歸類在語言學習的日本語教育機構體系。如果想知道該科系能不能獲得「專

門士」資格，請洽詢各學校。

專門學校 選擇要點！

① 正式被認可的學校
是否為已獲得所轄的都道府縣知事許可的學校？

未被許可的學校，不能取得「專門士」的稱號。

② 教學內容、教師人數 有課程計劃嗎？學生人數與教師人數的比例是多少？

③ 設施、設備 可取得技術等的設施或設備是否完善？請由照片或資料進行確認。

④ 就業指導體制、畢業生的出路 就業的指導方針為何？畢業生的就業去向？

⑤ 學費 第一學年多少？ 到畢業為止的總額多少？什麼時候支付？
⑥ 周圍的評價 請經由畢業生或留學生的人脈網絡等確認。

專門學校

專修學校之中，設有專門課程的學校，屬於高等教育機構

之一，稱為「專門學校」。是以傳授職業教育和學習實際生

活所需的知識、技術、學習技能和提高學養為目的的教育

機構。

什麼是專門學校

查詢網站
專門學校檢索

（全國專修學校各種學校總聯合會）  http://www.zensenkaku.gr.jp/association/index.html
（東京都專修學校各種學校協會）  http://www.tsk.or.jp

接收留學生的專門學校一覽表（Association for Technical and Career Education）
 http://www.sgec.or.jp/ryuugakuguide/en/index.html

教育的特點
專門學校的人才輩出，培育出許多日本的社會棟樑，一般也認為專門學校的畢業人才具備職場所需的專業技
能，而且很多是未來國際市場相當看好的產業，從名揚國際的軟實力，如漫畫、動畫、遊戲、流行時尚等大眾
文化，到環保、能源、IT、醫療、社會福利等。此外，儘管景氣波動不定，專門學校的就業率表現依然相當亮
眼也是其特徵。

要求的日語能力
專門學校用日語授課，要求具有日語能力。
必須具備以下條件之一。
① 在經日本法務大臣公告規定的日語教育機關修完6個月以上日語教育者
② 考取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及國際交流基金所合辦的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N1或N2成績者
③ 接受過日本的國小、國中或高中1年以上的教育者
④ 取得「日本留學試驗（EJU）」〔日本語科目（讀解及聽解・聽讀解的總分）〕200分以上者
⑤ 取得日本漢字能力檢定協會實施的BJT商務日語能力考試400分以上者

入學資格
必須具備以下其中一項條件。
① 在日本以外的國家修完學校教育12年課程者
② 在日本以外的國家，通過相當於修完12年課程水準的學力認定考試，且年滿18歲者
③ 在日本修完所指定的相當於外國高中的外國人學校，且年滿18歲者
④ 在日本國外修畢文部科學大臣所認定的11年以上課程
⑤ 持有國際Baccalaureate、Abitur、法國的Baccalaureate資格，且年滿18歲者
⑥ 修完國際評價團體＜WASC、CIS、ACSI＞所認定的、設置於日本的外國人學校的12年課程，且年滿18歲
者

⑦ 通過高中畢業程度的認定考試，且年滿18歲者
⑧ 經學校的各別入學資格審查，被認定具有相當於高中畢業者同等或以上學力，且年滿18歲者
⑨ 具備學校教育法規定的上述以外入學資格中的任何一項條件者
※ 關於①∼③，在未修完12年課程的情況下，需要完成指定的準備教育課程或研習機構所規定的課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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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時間
從夏季開始至10∼11月招生的學校較多，但也有在1∼3月招生的學校。上述兩種情況均在4月入學的學校較
多，但也有9月或10月入學的學校。

入學考試
在下列項目中選擇數項組合進行審查。考試方法因學校而異，請通過學校的網站等查閱。

・資料審查
・學力檢查
・面試
・小論文、作文
・口試有關專攻科目

指導教授
所謂指導教授，是指導學生作履修計劃、研究的導師，基本上必須靠自己尋找。有部份學校在申請入學之前需

要事先找好指導教授，並取得非正式入學許可。

＜尋找指導教授之方法＞

・請出身的大學的教師為你介紹。
・從學會雜誌、留日學長們或本國的研究者等得到所需資訊。
・網站等。

研究者檢索
・ researchmap  http://researchmap.jp/search/?lang=english
・ J-GLOBAL  http://jglobal.jst.go.jp/en/

＜與教授取得聯絡時＞

將你至今所做的研究成果或日後的研究計劃，以及選擇該教授之理由等，具體地標示出來。最好還能附上你出

身大學的指導教授等之推薦信。由於對方只能從書面資料來判斷你的情況，所以必須不斷地嘗試，並傳達你的

熱忱。

研究計劃書
研究計劃書是指定主題，並針對該主題將研究內容歸納整理的文件。幾乎所有的研究所（大學院）都要求提交研

究計劃書。內容包括研究的目的、背景、意義、方法、參考文獻等。格式及字數因學校各異，但一般多為2,000
字左右。製作研究計劃書時，最重要的是尋找自己想要研究的領域的論文，調查有關研究的進展情況、還有哪

些尚未解決的問題等。

論文檢索
・ CiNii Articles  http://ci.nii.ac.jp/en
・ Article Search Qross  https://qross.atlas.jp/top

研究所（大學院）

查詢網站
日本的研究所（大學院）檢索（JASSO）

 http://www.jasso.go.jp/en/study_ j/search/daigakukensaku.html

日本的研究所檢索（JAPAN STUDY SUPPORT）
 http://www.jpss.jp/zh-tw/

入學資格
必須具備以下的任何一項條件。

1 碩士（修士）課程・博士課程（前期）
① 日本的大學的畢業生。
② 由大學改革支援・學位授與機構（NIAD-QE）授與學士學位者。
③ 在日本國外接受過16年學校教育課程的結業者。
④ 結業於外國的大學、或設置在外國同等於大學的學校的修業年限3年以上的課程、已被授予同等於學士學位
者

⑤ 在日本接受過指定教育機構之16年的外國大學課程的畢業者。
⑥修完指定的專門學校的專門課程者。
⑦ 經過研究所（大學院）的個別入學資格審查結果，被認定具有大學畢業同等或以上學力，且滿22歲者。

2 博士課程（後期）
① 擁有日本的碩士學位或專職學位者。
② 在日本國外已被授與同等於碩士學位或專職學位者。
③ 在日本修完外國大學的研究所的指定課程，並授與同等於碩士學位或專職學位者。
④ 畢業於大學，並在大學或研究所（包括外國的大學・研究所）等從事2年以上研究工作者，在研究所具有碩士
學位或同等學力者。

⑤ 經過研究所（大學院）的個別入學資格審查結果，被認定具有碩士學位或專職學位同等或以上學力，且滿24
歲者。

3 博士課程（醫學、齒科學、部份藥學課程、獸醫學）
在向醫學、齒科學、部份藥學課程、獸醫學課程提出申請之前，請向各大學詢問。

報考資料
□ 入學申請表格（研究所所規定的表格）
□ 大學院系畢業（預定）證明書
□ 碩士學位（預定）證明書
 （限於博士課程）
□ 最終學校的成績證明書

□ 推薦信
□ 畢業院校的研究（畢業）論文及其提綱
□ 研究（希望）計劃書
□ 其他

各學校要求的申請資料均不同，詳情請直接向欲報考學校洽詢。

●實踐、研究計畫作成法

掌握研究計畫的撰寫方法以及口試的準備。

編著：JASSO
發行：株式會社凡人社

　　　 （在日本國內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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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Research student）
「研究生」是給予如以下狀況的非正規學生之身份。

① 不以取得學位為目的，以短期研究活動為主的在籍者。
② 大學間交流協定等下在籍的短期留學生。
③ 作為升學研究所（大學院）正式課程的預備期而就讀者。

多數都只需資料審查就可取得入學許可證。

專靠聽講，以研究生的身份，要取得「留學」的居留資格則必須每週至少聽課10小時以上。
進入研究所（大學院）學習正規課程時，有的研究所可以直接報考正規課程，有的研究所會要求通過「研究生」

階段後才能報考進入研究所的正規課程。

專職研究所
以培養具備高水平的專業能力、可作為領導者活躍於社會和經濟的各個領域的專業人材為目的的教育課程。具

有代表性的有培養法律相關專業人材的法科研究所、培養教師的教職研究所及其他商務、MOT領域、會計領
域、公共政策領域等的專職研究所。另外，還設有以英語授課的MBA課程計畫。

結業的必要條件

課程 取得學位 標準畢業
年限 取得學分 其他

博士課程 博士 ５年 30學分以上（碩士課程所
取得學分包括在內）

博士論文審查及考試及格

修士課程 碩士 ２年 30學分以上 碩士論文審查及考試及格

專門職學位課程

碩士（專職） ２年
30學分以上（法科研究所
和教職研究所的取得學分
數有所不同）

法務博士（專職） ３年

教職碩士（專職） ２年

＊研究所博士課程，有時分為前期課程（2年）和後期課程（3年）。
＊對於學士課程的結業年限為6年的醫學、齒科學、6年制的藥學部、獸醫學，博士課程的結業年限為4年。

用英語獲取學位的課程

查詢網站

僅用英語授課可獲取學位的課程

入學時不要求日語能力的課程（JASSO）
 http://www.jasso.go.jp/en/study_ j/search/daigakukensaku.html

大學・短期大學檢索（JAPAN STUDY SUPPORT）
 http://www.jpss.jp/zh-tw/

入學時不要求日語能力的課程有以下的兩種方式。

● 可以用英語授課、取得學位的課程

● 入學考試時不要求日語能力，在用英語授課的同時，隨著年級的升高，也要參與需用日語聽
課的課程

雖然在大學（院系）及研究所（大學院）有僅用英語聽課可取得學位的課程，但是在高等專門學校及專門學校卻

沒有僅用英語授課即可取得「準學士」或「專門士」稱號的課程。

英語課程上附有“Degree program in English”、“Degre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English-based 
Degree Programs”等名稱。

Q  甄選方法如何？
A  很多大學通過資料審查和面試決定是否合格。面試除了在你身處的國家或地區進行外，有些大學還採用
視訊通話等線上面試的方式。

Q  申請需要參加特別的考試嗎？
A   很多都需要英語能力證明（TOEFL®、IELTS 等官方考試的成績證明書）、學歷證明書（大學院系為日本
留學試驗（EJU）、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SAT）、本國高中畢業統一考試等的成績證明書）。

Q  要求何種程度的英語能力？
A  因學校而異，作為大致的標準，報考時要求具備以下英語能力的學校較多。

TOEFL　iBT IELTS
研究所（大學院） 75-80 6
大學（院系） 71-80 5.5-6

Q  入學後有沒有補習日語的課程？
A  因大學而異，有的大學為留學生設置了學習日語的課程。但學分可能得到承認也有可能不被承認。此
外，有時還需要另付聽講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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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留學試驗（EJU），是指針對希望到日本的大學（院系）等留學的人，所實施的日語能力與基礎學力（理科・
綜合科目・數學）的考試。

日本留學試驗（EJU）（JASSO）
 http://www.jasso.go.jp/en/eju/index.html

一半以上的日本大學（幾乎全部的國立大學）的入學審查採用 EJU的成績。

日程
第 1 次 第 2 次

① 報名期間 2∼3月 7月 應考生索取日本留學試驗的考試簡章、繳交報考費、提交報名表格。
※報名期間每年都會有所更改，敬請向有關單位確認。

② 准考證的寄送 5月 10月 准考證的接收

③ 考試日期 6月 11月 考試。

④ 領取成績報告 7月 12月 寄送成績報告。
JASSO將回應應考生欲報考之學校的連絡，將成績通知學校。

EJU的特點
①可以利用獎學金的預約制度！

在EJU中取得優秀的成績，作為正式生入學日本的大學（院系）、短期大學、高等專門學校（第3學年以上）或
專門學校的自費外國留學生，可以進行JASSO的獎學金「文部科學省自費外國人留學生學習獎勵費（留學生招
收推廣計畫的預先報名制度）」的支付預約。

金　　額：每月48,000日圓（2017年度）
申請方法：在申請EJU時提交的「受驗願書」的預約制度欄內填寫○。
選拔方法：從EJU成績優秀者中選拔

 http://www.jasso.go.jp/en/study_ j/scholarships/scholarship/shoureihi/yoyakuseido/index.html

②沒有考試次數和年齡的限制！成績的有效期限為 2年！
EJU接受無限次的報考。沒有年齡限制。雖然成績的有效期限為2年（最多可利用過去4次的成績），但一所學校
只能提交其中一次的成績。很多學校都指定了作為入學審查對象的日本留學試驗（EJU）的考試梯次，請務必確
認欲報考之學校的招生簡章的內容。

（例）A大學招生辦法（指定 EJU考試科目）

院系等 日本語 綜合科目 數學
理科 基礎學力

出題語言 成績利用
物理 化學 生物 科目選擇

法學系 ○ ○ course1 日語 2017年6月・11月考試成績

工學系 course2 ○
自由選擇其
他1科作答 英語 2017年6月考試成績

③「赴日前入學許可」：報考EJU，可在所在國取得「赴日前入學許可」，不必親自到日本！

採用「報考EJU於赴日前取得入學許可」制度的學校（約140所）
 http://www.jasso.go.jp/en/eju/examinee/prearrival/uni_national.html

EJU的以往考題
日本留學試驗（EJU）考古題樣本

 http://www.jasso.go.jp/en/eju/examinee/pastpaper_sample.html

●日本留學試驗（EJU）試題　聽解．聽讀解問題附CD
過去曾出現過的考古題。

著作・編輯：JASSO
出版：株式會社凡人社

　　　 （在日本及韓國販售）

洽詢處
〈日本國外的考試〉　  http://www.jasso.go.jp/en/eju/examinee/contact/index.html (國外舉辦考試的合作機構 )
〈日本國內的考試〉　日本留學試驗（EJU）洽詢中心 TEL：0570-55-0585 Email： eju@sdcj.co.jp

 ※從國外打電話到日本 TEL：+81-42-649-9571

日本留學試驗（EJU）

日
本
留
學
試
驗
︵
E
J
U
︶

日
本
留
學
試
驗
︵
E
J
U
︶

採用日本留學試驗（EJU）學校的數量
大學 431校
短期大學 84校
研究所（大學院） 54校
高等專門學校 51校
專門學校 122校

合計 742校
（截至 2017 年 1 月）

採用日本留學試驗（EJU）為入學考試的學校
 http://www.jasso.go.jp/en/eju/examinee/use/index.html

考試時間
6月（第 1次）、11月（第 2次）

考場
日本國內：16個城市　日本國外：14個國家・地區的 17個城市
 

科目
按照欲報考之學校指定的科目做選擇。不可同時選擇理科和綜合科目。

科目 目的 時間 得分範圍 科目選擇 出題語言

日本語
是測試可應對日本的大學授課的日語
能力（日式學術用語）。

125分鐘

讀解，聽解．
聽讀解

0∼ 400分 僅日語

記述
0∼ 50分

基

礎

學

力

理科
是測試可應對日本的大學理學系理科
（物理、化學、生物）授課的基礎學力。

80分鐘 0∼ 200分 物理．化學．生物，選兩科

日語或
英語
（選擇）

綜合
科目

是測試可應對日本的大學社會學系的
基礎學力，特別是思考力、理論能力。

80分鐘 0∼ 200分

數學
是測試可應對日本的大學必要的數學
基礎學力。

80分鐘 0∼ 200分
course1（社會學系及需用數學程度較少的
理學院用）、course２（需要高度數學的學
系用）之中選擇一項

舉行EJU的城市（日本以外）
曼谷、釜山、科倫坡、河內、胡志明市、香港、雅加達、吉

隆坡、馬尼拉、新德里、首爾、新加坡、泗水、台北、烏蘭

巴托、海參崴、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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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
以母語為非日語者為對象，目的在測定及認定日語能力的考試。日本國內外都在 7月和 12月實施。

①日本國內實施

公益財團法人　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JEES）　日本語教育普及課
TEL：（+81）3-6686-2974
（日本語能力試驗受理中心／平日 9：30∼ 17：30）

 http://info.jees-jlpt.jp/

②日本國外實施

獨立行政法人　國際交流基金　日本語試驗中心
TEL：（+81）3-5367-1021

 http://www.jlpt.jp/e/index.html

BJT商務日語能力考試（BJT Business Japanese Proficiency Test）
測定在商務場合需要具備的日語溝通能力的考試。

公益財團法人 日本漢字能力檢定協會
TEL：0120-509-315（僅日本國內）
Email：bjt@kanken.or.jp

 http://www.kanken.or.jp/bjt /english/

大學入試中心試驗（The National Center Test for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s）
日本學生入學國立、公立大學或部份私立大學（院系）時參加考試。對於外國留學生來說，在大部份的大學都

不必參加這項考試，但申請部份大學的院系（主要是醫學系、齒學系）時，有些學校要求參加此項考試。

獨立行政法人 大學入試中心
 http://www.dnc.ac.jp/

日本留學必須參加的考試，其他還有如下的考試。

●證明英語能力的考試 �������� TOEFL®、IELTS、TOEIC®、實用技能英語檢定（英檢）

●證明修完中等教育的學力考試 ���� 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SAT）、American College Test（ACT）、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Exams、所在國的大學入學統一考試等的
成績

請確認欲報考之學校的招生簡章，參加指定的考試。

日本留學必要的各種考試

日
本
留
學
必
要
的
各
種
考
試

日本「百圓店」的商品種類多得讓人吃驚。請大

家一定要去購買！ 

∼給預備留日者的建議∼

留學生訪談！

除了語言的差異外，強烈感受到與本國文化的差

異。日本人的時間觀念很強，必須在5分鐘前就

採取行動。 

電車準點到達。在我的國家，延誤是很平常的

事，但日本大眾交通工具的準點程度讓人吃驚。 

為了快樂學習日語，建議通過動畫或漫畫學習。

但作文、小論文和面試等的對應，必須藉由日本

的報紙或雜誌等學習語法的用法。 

有些國家付小費是理所當然的，但在日本不須付

小費。 

從頭開始添購家電用品花費很大，於是善用了二

手店。 

日本一般是以現金支付，有很多店不接受現金以

外的支付方式。只有信用卡是難以生活的。 

在公共場所大聲說話，或不遵守次序等是禁忌。

日本對公共場所的禮儀要求非常嚴格。 

遺失的錢包和智慧型手機都順利找到了！日本人

拾金不昧送到警局，誠實的民族性令人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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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簽證（VISA）申請手續
進入日本時必須事前獲得簽證。申請簽證（VISA）分為提交「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COE）」和不提交COE的兩
種方法。

提交「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COE）」的方法辦理申請手續的時間較短。

● 申請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COE）
「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COE）」由希望留學的本人（申請人）或代理人（申請人的親屬或者接收留學的教育機構
的職員等）向日本國內的地方入國管理局提出申請。

雖然希望留學的本人也可提出申請，但大多由接收留學的教育機構代理申請。關於必要的資料，請向計畫入學

的學校洽詢。

● 證明支付在日本居留經費能力的資料
申請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及簽證等時，會要求提交可證明對於你在日本留學期間可能產生的經費，已進行了充

分準備的證明。

通常需要提交存款餘額證明書、過去數年的收入證明書、納稅證明書等。如果希望留學的外國人自己無法支付

經費，在一般情況下，監護人等將成為經費的支付人。

● 申請簽證（VISA）的必要資料
「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COE）」取得後，向所在國的日本國大使館等提出申請。
【必要資料】 ① 護照
 ② 簽證申請書
 ③ 照片
 ④ 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COE）
 ⑤ 可能會被要求提交其他資料。

● 進入日本
入境時需要以下資料。

【必要資料】 ① 護照
 ② 駐外日本國大使館簽發的簽證（VISA）
 ③ 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COE）（提出申請並已發給的情況下）

● 居留卡
對於居留期限超過3個月的外國人，將發放「居留卡（RESIDENCE CARD）」。 
居留卡必須隨時攜帶。

【居留卡的發放】
從新千歲機場、成田機場、羽田機場、中部機場、關西機場、廣島機場、福岡機場入境時：

在日本機場入境檢查的時候，護照上會貼上「上陸許可」的證明貼紙，並拿到在留卡，確定留日期間的居住

地後，要在14天以內帶著在留卡前往居住地的市區町村役所辦理相關手續。

由上列機場以外之處入國時：

在日本機場入境檢查的時候，護照上會貼上「上陸許可」的證明貼紙，並且印上「在留卡後日交付」的字

樣，確定留日期間的居住地後，要在14天以內帶著印有字樣的護照前往居住地的市區町村役所辦理相關手
續，完成後在留卡就會寄到居住地址。

法務省入國管理局　  http://www.immi-moj.go.jp/english/index.html

本　國 日　本

希望留學者

希望留學者

留學生

地方入國管理局

留學目標校

入境管理機場支局
空（海）港派出所

代理人

申請人

希望留學者

代理人

希望留學者

日本國大使館等

希望留學者

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
（以下簡稱「COE」）
的申請

寄送COE

持有COE

申請簽證
　  ｜
簽證申請書
有關必要資料等

發給簽證
上陸許可
申請

提交COE

入國

上陸許可

居留活動

取得COE

申請資料

入學許可書

● 你的居留資格屬於哪一種？
根據外國人在日本可從事的活動、身份或地位的種類規定了對應的居留資格。在日本的大學、短期大

學、高等專門學校、專門學校、日語教育機構等學習的居留資格為「留學」。留學的居留期間分為4年3
個月、4年、3年3個月、3年、2年3個月、2年、1年3個月、1年、6個月以及3個月。

關於以留學生為對象的獎學金及宿舍，申請時大多以「留學」的居留資格為條件。

申請「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COE）」辦理入國手續的方法

入國手續

居留卡

入
國
手
續

入
國
手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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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編號（暱稱 My Number）（Social Security and Tax Number）
如果在居住地區的市政局窗口辦理了居民登錄手續，也會向外國人發送通知個人編號的通知卡。個人編號是每

人一個的編號，在市政局等辦理手續時需要使用。個人編號為12位，與居留卡的12位編號不同。
在下列情況下可能會被要求提交個人編號，因此請妥善保管寫有個人編號的

「通知卡」或「個人編號卡」。

●在市政局辦理手續時

●課外兼職時

● 來日應試的手續
為了參加考試而赴日時，必須在赴日前持報考學校的准考證到日本駐外使館取得「短期停留」簽證。可停留期

間為15日、30日或90日。但是，免簽證對象國不需要申請簽證。

● 資格外活動許可
「留學」的居留資格是專為留學生在日本的學校接受教育而設的，並不允許從事任何工作。但是，如果在地方入

國管理局等辦理手續，獲得「資格外活動許可」，則可進行課外兼職打工。在日本的研究所（大學院）、大學院

系、短期大學、高等專門學校、專門學校畢業後的外國人以「特定活動」的居留資格繼續尋找工作時，也可以

申請獲得「資格外活動許可」，進行打工。

● 暫時回國手續
在日本的外國人在居留期間暫時回國或者到其他國家時，應在離開日本前到地方入國管理局等取得再入國許

可，否則，需要再到日本駐外使館重新取得簽證，請特別注意。

但是，持有有效的護照及居留卡的中長期居留者只要在出境時表明再次入境的意向，在出境後1年內（在1年內
居留期滿者為居留期結束為止）再入境時，原則上，在出境前不需要獲得再入國許可。

出境時，請務必在出示居留卡的同時，在「再入國出國用 ED卡」的指定欄裡打勾。

● 居留期限的更新
超過入境時規定的居留期限仍繼續居留時，必須到地方入國管理局等申請居留期間更新的許可。（通常自期滿前

的3個月左右開始受理）如超過居留期限而非法停留，將會受到處罰或者被強制遣送回國。

● 居留資格的更換
如要停止現行活動而從事現有資格以外的活動時，必須向地方入國管理局等申請居留資格更換許可。

如未取得更換資格許可，從事有收入的事業活動、有酬勞的活動時，將會被懲罰或被強制遣送回國。

● 取消居留資格
如申請者所呈報的活動、履歷或資料屬虛假時，其居留資格將被取消。

即使有「留學」的居留資格，但如果不上學而去工作等，當事人如超過3個月沒有進行其居留資格所指定的活動
時，除非有正當的理由，否則其居留資格也會被取消。

● 申請家屬前往日本
持有「留學」的居留資格，在大學、短期大學、高等專門學校、專門學校、準備教育課程接受教育者，其撫養

的配偶或子女可申請「家屬滯在」的居留資格，在日本居住。

居留期間等同於撫養人的居留期限。留學生最好在習慣了在日本的生活，並準備好經濟上或其他問題之後，才

把家屬接來日本。

以「短期滯在（Temporary visitor）」簽證（通稱「觀光簽證」）入國的家屬，在日本國內要申請更換成「家屬滯在
（Dependent）」的居留資格是很困難的，請留意。

● 向入國管理局、居住地區的市政局申報
當姓名、出生日期、性別、國籍．地區出現變更時，或轉學等所屬的教育機構出現變更時，需要在變更之日起

14日以內向地方入國管理局等提交申報。另外，當居住地有變更的情況時，必須向市政局申報。

通知卡

入
國
手
續

入
國
手
續

再入國出國用 ED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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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大學

短期大學
學費等 註冊費 合計

日圓 美元 日圓 美元 日圓 美元

私
立

藝術 1,121,518 9,838 254,767 2,235 1,376,285 12,073

工 1,031,697 9,050 211,253 1,853 1,242,950 10,903

理・農 921,331 8,082 227,246 1,993 1,148,577 10,075

人文 854,027 7,491 245,739 2,156 1,099,766 9,647

教育・保健 848,820 7,446 250,624 2,198 1,099,444 9,644

家政 852,357 7,477 246,367 2,161 1,098,724 9,638

法學・商・經濟・社會 849,698 7,453 235,300 2,064 1,084,998 9,518

體育 804,858 7,060 238,571 2,093 1,043,429 9,153

資料來源 :文部科學省

●高等專門學校

高等專門學校
學費等 註冊費 合計

日圓 美元 日圓 美元 日圓 美元

國立 234,600 2,058 84,600 742 319,200 2,800

資料來源 :國立高等專門學校機構

●專門學校

專門學校
學費等 註冊費 合計

日圓 美元 日圓 美元 日圓 美元

私
立

衛生 1,326,000 11,632 161,250 1,414 1,487,250 13,046

醫療 1,122,286 9,845 249,857 2,192 1,372,143 12,036

工業 1,072,667 9,409 190,000 1,667 1,262,667 11,076

農業 1,041,000 9,132 180,000 1,579 1,221,000 10,711

教育・社會福祉 1,008,250 8,844 151,250 1,327 1,159,500 10,171

商業實務 995,750 8,735 147,222 1,291 1,142,972 10,026

文化・教養 1,016,667 8,918 126,000 1,105 1,142,667 10,023

服飾・家政 857,000 7,518 185,000 1,623 1,042,000 9,140

資料來源 :（公社）東京都專修學校各種學校協會
※私立專門學校的是日間部的平均數額

●日語教育機構
私立大學、短期大學　留學生別科

學費等

日圓 美元

１年課程 400,000∼ 850,000 3,509∼ 7,456

１年半課程 642,000∼ 1,075,000 5,632∼ 9,430

２年課程 932,000∼ 1,280,000 8,175∼ 11,228

資料來源：日本學生支援機構

日語教育機關
學費等

日圓 美元

１年課程 415,000∼ 997,400 3,640∼ 8,749

１年半課程 772,000∼ 1,530,000 6,772∼ 13,421

２年課程 1,006,000∼ 2,000,000 8,825∼ 17,544

資料來源：（一財）日本語教育振興協會

日本學校的學費與美國、英國的大學相比並不昂貴。

並且，獎學金制度、學費減免制度與其他國家相比也非常完善。

第一學年的學費包括註冊費、學費、設施與設備費等。平均如下。另外，註冊費僅需第一學年繳納。

●研究所（大學院）
研究所（大學院）

學費等 註冊費 合計

日圓 美元 日圓 美元 日圓 美元

國立 535,800 4,700 282,000 2,474 817,800 7,174

公立 537,856 4,718 362,392 3,179 900,248 7,897

私
立

碩
士
課
程

藝術 1,217,437 10,679 225,089 1,974 1,442,526 12,654

工學 953,229 8,362 224,301 1,968 1,177,530 10,329

保健 889,263 7,801 250,675 2,199 1,139,938 9,999

理學 833,017 7,307 213,951 1,877 1,046,968 9,184

農學・獸醫學 781,229 6,853 222,787 1,954 1,004,016 8,807

藥學 754,132 6,615 229,639 2,014 983,771 8,630

家政 724,972 6,359 239,643 2,102 964,615 8,462

教養 741,105 6,501 207,014 1,816 948,119 8,317

社會科學 684,735 6,006 222,294 1,950 907,029 7,956

醫學学 663,835 5,823 208,899 1,832 872,734 7,656

人文科學 645,782 5,665 211,883 1,859 857,665 7,523

博
士
課
程

藝術 1,100,481 9,653 227,752 1,998 1,328,233 11,651

保健 782,866 6,867 253,665 2,225 1,036,531 9,092

理學 793,512 6,961 223,650 1,962 1,017,162 8,922

農學・獸醫學 783,913 6,876 220,853 1,937 1,004,766 8,814

工學 786,853 6,902 214,182 1,879 1,001,035 8,781

家政 720,909 6,324 240,309 2,108 961,218 8,432

藥學 709,250 6,221 195,977 1,719 905,227 7,941

教養 681,025 5,974 214,912 1,885 895,937 7,859

齒學 648,326 5,687 232,075 2,036 880,401 7,723

社會科學 612,383 5,372 214,148 1,878 826,531 7,250

人文科學 584,596 5,128 219,107 1,922 803,703 7,050

醫學 521,091 4,571 182,991 1,605 704,082 6,176

〈資料來源 :文部科學省〉 ※公立的註冊費為設籍於外地的情形

●大學院系
大學院系

學費等 註冊費 合計

日圓 美元 日圓 美元 日圓 美元

國立 535,800 4,700 282,000 2,474 817,800 7,174

公立 537,809 4,718 393,426 3,451 931,235 8,169

私
立

醫 3,561,941 31,245 1,299,019 11,395 4,860,960 42,640

齒 3,579,981 31,403 608,764 5,340 4,188,745 36,743

藥 1,714,920 15,043 349,116 3,062 2,064,036 18,106

藝術 1,390,960 12,201 260,300 2,283 1,651,260 14,485

保健 1,224,660 10,743 280,696 2,462 1,505,356 13,205

理・工 1,176,913 10,324 249,251 2,186 1,426,164 12,510

農・獸醫 1,105,817 9,700 253,383 2,223 1,359,200 11,923

體育 1,013,103 8,887 260,632 2,286 1,273,735 11,173

家政 989,371 8,679 265,289 2,327 1,254,660 11,006

文・教育 930,145 8,159 246,294 2,160 1,176,439 10,320

社會福祉 930,120 8,159 224,296 1,968 1,154,416 10,126

法學・商・經濟 884,841 7,762 241,519 2,119 1,126,360 9,880

神・佛教 873,190 7,660 234,574 2,058 1,107,764 9,717

〈資料來源 :文部科學省〉 ※公立的註冊費為設籍於外地的情形

第一學年平均學費　（按照 1美元＝ 114日圓計算）

學費

學
費

學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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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針對外國留學生的學費減免制度及獎學金制度等資金援助制度非常完善，但請注意下列事項。

‧許多獎學金在入學後才開始申請。
‧能夠全部包括留學經費的獎學金幾乎不存在。
‧無法透過課外打工負擔學費和生活費用雙方開銷。
‧在赴日之前，應可靠地制訂資金計畫。

申請以留學生為對象的獎學金時，很多申請以「留學」的居留資格為條件。請注意，如果具有日本國籍、或者居留資

格為「家屬滯在」等情況，大部分不屬於獎學金的申請對象。

另外，不同的獎學金規定了年齡、出身國家及地區、日本的在籍學校及專業領域等申請條件。

獎學金資訊的查詢方法

日本留學獎學金（JASSO）
 http://www.jasso.go.jp/en/study_ j/scholarships/index.html

1 查詢欲報考之學校的制度
許多學校為獎勵成績優異的留學生，或考量到留學生經濟狀況，會提供入學金、學費減免優惠，因此申請
時也可以查詢申請校有沒有學費減免制度或獎學金制度。
關於大學獨自提供的獎學金，可通過JASSO網站查詢。
例如，可以查詢是否在赴日前就能獲取獎學金，或滿足條件時學校是否會主動通知等。

2 查詢日本政府及民間團體的獎學金
除了學校獨自提供的獎學金外，還有許多其他獎學金。在「日本留學獎學金小冊」中刊登了以下獎學金資
訊。
‧日本政府（文部科學省）獎學金
‧日本學生支援機構（JASSO）獎學金
‧地方政府、相關國際交流團體獎學金
‧民間獎學團體獎學金
‧在赴日之前可申請的獎學金

「日本留學獎學金小冊」（日文版、英文版）
※小冊上所刊登的獎學金資訊並非為日本國內的所有獎學金。

編寫：日本學生支援機構（JASSO）

 http://www.jasso.go.jp/en/study_ j/scholarships/brochure.html

也可以通過以下網站檢索獎學金資訊。

JAPAN STUDY SUPPORT　  http://www.jpss.jp/zh-tw/

3 查詢日本政府（文部科學省）獎學金的詳細資訊
獎學金申請辦法可以從所在國的日本駐外機構網站上查詢。
關於日本政府（文部科學省）獎學金，除了在「日本留學獎學金小冊」中刊登外，還在「Study in JAPAN 
Comprehensive Guide」中刊登制度的概要以及以往的學科試題。
Study in JAPAN Comprehensive Guide

 http://www.studyjapan.go.jp/en/index.html

4 除了上述獎學金外，也請查詢所在國的政府、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的獎學金。

獎學金 赴日本前申請的獎學金
1 日本政府（文部科學省）獎學金
洽詢處：就近的駐外日本國大使館　所在國的就讀學校
　　　　※在部份國家，所在國的政府機關就是窗口。

對象 每月金額（2016年度實際金額） （參考）

Young Leaders’ Program（YLP）留學生 242,000日圓 約　2,123美元

研究留學生

非正式學生 143,000日圓 約　1,254美元

碩士課程 144,000日圓 約　1,263美元

博士課程 145,000日圓 約　1,272美元

教員研修留學生 143,000日圓 約　1,254美元

大學院系留學生/高等專門學校留學生/專修學校留學生/ 
日語．日本文化研修留學生

117,000日圓 約　1,206美元

※可因修學・研究地區，而出現獎學金加額的情形。

2 文部科學省外國人留學生學習獎勵費（留學生招收推廣計畫給付預約制度）
以日本留學試驗（EJU）成績優異、作為正式學生新進入日本的大學院系、短期大學、高等專門學校（第3
學年以上）或專門學校的自費外國留學生為對象的獎學金。
洽詢處：日本學生支援機構（JASSO）

 http://www.jasso.go.jp/en/study_j/scholarships/scholarship/shoureihi/yoyakuseido/index.html
金額（2017年度）：每月 48,000日圓（約 410美元）

3 海外留學支援制度（協定接收）獎學金
以留學期間為８天以上１年以內的大學間交流協定等的交換留學生為對象。
洽詢處：所在國的就讀學校
金額（2017年度）：每月 80,000日圓（約 702美元）

4 學校獨自的獎學金、學費減免制度
將要進入的學校會提供說明，請按照說明申請。

5 地方政府或民間團體的獎學金
幾乎都是向獎學金團體直接申請。也有的獎學金在決定入學後透過將要進入的學校申請。

到日本後申請的獎學金

1 日本政府（文部科學省）獎學金
洽詢處：日本國內的就讀學校

對象 每月金額（2016 年度實際金額） （参考）

研究留學生
碩士課程 144,000日圓 約　1,263美元
博士課程 145,000日圓 約　1,272美元

※可因修學・研究地區，而出現獎學金加額的情形。
※可能因為預算等考量不開放名額。

2 文部科學省外國人留學生學習獎勵費（留學生招收推廣計畫）
洽詢處：日本國內的就讀學校

対象 每月金額
（2017 年度） （参考）

研究所（大學院）（碩士課程、博士課程）／研究生（研究所（大學
院）水準）／大學院系／短期大學／高等專門學校（第3學年以上）
／專修學校專門課程／留學生別科／專攻科／準備教育課程

48,000日圓 約　421美元

日語教育機關 30,000日圓 約　263美元

3 學校獨自的獎學金、學費減免制度
洽詢處：日本國內的就讀學校

4 地方政府或民間團體的獎學金
洽詢處：日本國內的就讀學校或獎學金團體
關於以留學生為對象的獎學金，與赴日之前可申請的獎學金相比，來日後可申請的獎學金有很多。在多數
情況下通過就讀的學校申請。

獎
學
金

獎
學
金

按照 1 美元＝ 114 日圓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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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入學之前需要的經費
報考前的必要經費

・各種考試的報考費　EJU、JLPT、TOEFL®等

・欲報考之學校的入學考試審定費
・體檢費 ..........................有的學校在報考時或入學前需要提交體檢證明。
・報考資料的郵寄費用 .....有的學校對於報考資料的索取和發送僅限郵寄，因此需要 EMS等的發送費用。

為了參加入學考試的經費
・機票及停留費 ...............如果學校沒有赴日前入學考試制度，就必須要赴日參加入學考試。此外，也需要從機

場至住宿處和從住宿處至考場的交通費。

決定入學之後需要的經費
學費

・註冊費
・第一年的學費

赴日經費
・出國費用
・停留費用 ......................確定住處之前的旅館等住宿費

到日本後需要的經費
在日本開始生活的經費

・居住費 ..........................如果租用公寓，簽約時需要準備大約半年的租金費用。
・通信費 ..........................購買手機等

開始上課後的必要經費

・教材費 ..........................請向學校確認，學費包含教材費、還是需要另行購買。
・往返學校的交通費
・生活所需要的費用 ........伙食費等

其他經費
・海外匯款手續費 .......................如果從日本國外匯學費等，需要匯款手續費。
・護照申請費 ..............................為了出國需要申請護照。
・簽證手續費

外國留學生1個月的生活費（不包括學費）如下。大城市的生活費要比其他中小城市來得高。

日本的通貨是圓（日圓）。有些商店可以使用信用卡，但日本一般使用現金支付。

支票不太使用在日本的日常支付。

◆以下為主要商品的價格

北海道

交通費
4,000日圓
(35美元)

餐飲費
25,000日圓
(219美元)

住宿費
31,000日圓
(272美元)

水電費（電費、瓦斯費、水費）
7,000日圓

(61美元)

保險、醫療費
2,000日圓

(18 美元)

興趣、娛樂費
6,000日圓

(53美元)

雜費 7,000日圓
(61美元)

82,000日圓
(719 美元)

81,000日圓
(711 美元)68,000日圓

(596  美元)
65,000日圓
(570 美元)

66,000日圓
(579 美元)

71,000日圓
(623 美元)

(702 美元)
80,000日圓

71,000日圓
(623 美元)

(702 美元)
80,000日圓

87,000日圓
(763 美元)77,000日圓

(675 美元)

全國平均北海道東北關東中部近畿四國中國九州 全國平均北海道東北關東中部近畿四國中國九州

資料來源：「2015年度私費外國人留學生生活實態調查」（JASSO）
※（按照 1 美元＝ 114 日圓計算）

◎１個月各支出的項目明細（不包括學費）（全國平均值）

米（5kg） 2,086日圓 （18美元）
麵包（1kg） 436日圓 （4美元）
牛奶 (1,000㎖) 225日圓 （2美元）
雞蛋（10個） 246日圓 （2美元）
蘋果（1kg） 561日圓 （5美元）
洋白菜（1kg） 363日圓 （3美元）

炭酸飲料 (500mlPET瓶） 96日圓 （1美元）
漢堡 175日圓 （2美元）
汽油 (1ℓ) 124日圓 （1美元）
衛生紙 (12卷） 281日圓 （3美元）
電影票 1,800日圓 （16美元）
計程車（4km） 1,450日圓 （13美元）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綜合窗口」

【紙幣】

【零錢】

10,000 日圓 2,000 日圓5,000 日圓 1,000 日圓

生活費、物價 留學之前準備的預算

留學之前要準備的經費有哪些？通貨與物價

生活費

生
活
費
、
物
價

留
學
之
前
準
備
的
經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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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留學生要打工，須在住家附近的入國管理局取得「資格外活動許可」，且必須符合以下條件。75%的自費
留學生會選擇打工，1個月的薪水平均是50,000日圓（439美元），但是留學生的本分是學生，來日本應該是為
了精進學業，光是依靠打工薪水無法負擔所有的學費和生活費，因此在規劃留學資金的時候，請不要把打工收

入當作主要收入來源。

1.　工作不得妨礙學習。
2.　目的是為了補助留學的學費及必要的費用，不用於儲蓄或寄回家用。
3.　非特種或敗壞風俗的業種。※ 為法律所禁止。
4.　1週28小時以內（長期休假期間不超過1日8小時）。
5.　是在就讀於教育機構期間內兼職的工作。

※ 新入境者且以「留學」的居留資格確定居留期間超過3個月者可在登陸許可時在入境的機場申請資格外活動許可。
※ 如在無許可的情況下勞動，以及勞動內容、時間超出許可的範圍時，將會受到處罰或被強制遣送回國。

〈留學生的普遍兼職職業類別（複數回答設問）〉

職種 比例

1 飲食業 45.7%

2 營業・販賣 24.7%

3 助教・調研助理 6.9%

4 口譯・翻譯 6.8%

5 語學教師 6.5%

6 清掃 5.1%

7 飯店櫃台・大廳服務生 5.0%

8 家庭教師 4.6%

〈兼職的時薪〉

時給 比例

不足 800日圓 9.3%

800∼不足 1,000 日圓 50.1%

1,000∼不足 1,200 日圓 30.7%

1,200∼不足 1,400 日圓 4.4%

1,400 日圓以上 4.5%

不清楚 1.0%

強調「在日本留學期間賺錢」的留學仲介公司需特別注意

近年，部份留學仲介公司，在網站（前往日本留學的招生資訊）上刊登下面這些錯誤資訊，騙取作為仲介費

的高額費用，請注意。

錯誤！「可以一邊學習，一邊兼職，每月賺取 30萬日圓（2,600美元）。」→賺不到

錯誤！「可以拿到 1小時 3,000日圓（26美元）的時薪。」→一般時薪為 900日圓（8美元）左右。

錯誤！「留學時透過兼職獲得的薪資，可以支付學費和生活費，還可以寄回國。」→不能

！

每年都有留學生花太多時間打工而怠忽

學業，導致出席率不足等問題，最後無

法延長居留的期限而被迫回國，希望各

位留學生特別留意。

留學生宿舍有地方政府及學校營運的學生宿舍，但約有75%的留學生住在民間的宿舍及公寓。

學生宿舍

優點
・ 可節省開銷
・ 可與其他同學馬上成為朋友
・ 不需要自己購買家電用品

缺點
・ 宿舍的數量有限，並不是提出申請的所有人都能夠
入住

・ 有門禁或起床時間等規定
・ 共用廚房、廁所及浴室

公寓

優點
・ 可安排自己喜歡的生活節奏
・ 可培養自立精神
・ 可養成對金錢的觀念

缺點
・ 開銷大
 需預付押金（幾個月份的房租。有的地區稱為保證
金。）、禮金、仲介手續費等。大部份必須預付。

・ 手續繁雜
 必須和房東或房地產公司簽署租賃契約。

・ 必須從零開始購買家具及家電產品等家庭用品

連帶保證人
在日本租用公寓時，一般需要「連帶保證人」。

例如你在租用公寓期限內不支付房租、房間設備

毀壞而無法繳付維修費等情況下，房東會向「連帶

保證人」要求繳付。對於還認識不多日本人的留學

生，設有由學校相關人員（機構・教職員）等擔任連
帶保證人的制度。

※ 留學生住宅綜合補償（Comprehensive Renters’ Insurance for 
Foreign Students Studying in Japan）

 這是由公益財團法人 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營運的、為以防出
現火災等意外以及不給居住所需的擔保人造成麻煩的制度。能

不能利用該制度，請向在籍的學校或將進入的學校洽詢。

收集資訊

・ 學校負責留學生的窗口
・ 網際網路、報刊雜誌
・ 自己想居住的地區的房地產公司

請收到合格通知後，

馬上收集住宿的資訊。

課外兼職 住宿

□ 需要多少房租、初期費用？
□ 離學校多遠及通學時間？
□ 房間大小與設備？
□ 周圍環境方便與否
　（離車站近、購物方便等）？

尋找租屋處的考量重點

課
外
兼
職

住
宿

資料來源：「2015年度私費外國人留學生生活實態調查」（JASSO）

※按照 1 美元＝ 114 日圓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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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險
在日本，為了減輕醫療費用的負擔，而設有醫療保險制度。

凡在日本居留三個月以上的外國人，都必須投保「國民健康保險」（國保）。

■ 如何加入
到你所居住地區的市政局辦理手續。

■ 保險費
通常為每年 2萬日圓左右。但是，金額會因地區及你的收入而異。也有些地區對學生設有保險費的折扣或補
助制度，因此也請做確認。

■ 保險的內容
受傷或患病接受治療時，若出示保險證，醫療費總額的 70％由國保負擔，因此醫療費的個人負擔額為 30％。
但凡是不在醫療保險範圍內的醫療費，全部要自己負擔。

損害保險
對國民健康保險無法應對的事故等進行補償的保險，設有傷害保險及個人賠償責任保險，留學生也可以加入。

例如，對以下情況予以補償。

‧因摔倒骨折而住院。

‧騎腳踏車撞傷行人，必須負擔對方的醫療費。

‧外出時放在房間裏的電腦和照相機被盜。

學校多會提供各種保險的說明，請多加考慮。

日本96％的大學都加入了「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的「學生教育研究災害傷害保險（學研災）」
制度，另外也可以選擇保障更多元的「學研災赴日留學生附帶學生生活綜合保險」。

 http://www.jees.or.jp/gakkensai/

此外，如果前往日本的大學留學，也可以參考「大學生活協同連合會」的「學生綜合共濟」這個共濟金互助制度。

 http://kyosai.univcoop.or.jp/

職業實習
實習制度讓留學生能在在學期間，前往與專業能力、職涯規劃相關的企業中累積實務經驗，有的學校會把實習

制度列入教育課程中，實習完可獲得學分，若想知道學校是否有實習制度、實習是否可獲得學分，可以直接洽

詢校方。如果屬於有薪實習，必須先取得「資格外活動許可」，留學生務必留意。

■ 就讀於日本國外大學的學生在日本進行職業實習的居留資格
就讀於外國大學的學生，作為該大學學分取得等教育課程的一環，依據與日本企業等的契約和規定進行就業體

驗而被認可入國時，按照有無報酬及居留期間，居留資格為「特定活動」、「文化活動」、「短期居留」中的一

項。

就業活動
在日本的大學或專門學校就讀，到畢業時仍未被聘請的留學生，可申請變更居留資格，辦理從「留學」到「特

定活動」的手續，在學校畢業後的 1年內可繼續進行就業活動。這時的居留期限為 6個月，僅允許進行一次更
新。其他有關申請程序等詳情，可向地方入國管理局等洽詢。

醫療保險、損害保險 職業實習、就業活動

■ JASSO網站刊登了就業活動的經驗介紹以及與就業相關的活動資訊。

外籍留學生就業活動指南（JASSO）
 http://www.jasso.go.jp/zh-TW/study_ j/job/guide.html

Japan Alumni eNews（JASSO）
 http://www.jasso.go.jp/en/study_ j/enews/index.html

■ 經濟產業省　「國際化促進實習事業」

經濟產業省目前正在推動外籍青年人才進入日本企業實習的活動。

洽詢單位：經濟產業省貿易經濟協力局技術協力課　TEL：(+81) 3-3501-1937
醫
療
保
險
、
損
害
保
險

職
業
實
習
、
就
業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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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越來越多的企業考慮「為了獲得優秀人才而不分國籍」、「需要理解外語及外國狀況的人才」、以及

「計畫積極聘用具備多種背景的人才」而聘用更多的外國留學生。然而留學生在日本國內就業並不容易。

資料來源：「2016年度外國人留學生在籍狀況調查」（JASSO）
http://www.jasso.go.jp/about/statistics/intl_student_e/index.html

＜各行業構成比例（前 5位）＞
1 位　商業・貿易 21.1%

2 位　電腦相關 10.1%

3 位　教育 7.5%

4 位　電機 3.4%

5 位　飲食業 3.2%

＜最初薪資（月薪）＞

不足20萬日圓（約1,800美元） 31.0%

不足25萬日圓（約2,200美元） 49.5%

不足30萬日圓（約2,700美元） 11.0%

不足35萬日圓（約3,100美元 2.9%

35萬日圓（約3,100美元）以上 3.4%

不清楚 2.2%
※按照 1 美元＝ 114 日圓計算

■居留資格的變更

留學生如果在日本就業，須要將「留學」的居留資格變更為「技術・人文知識・國際業務」等可就業的居留資
格。

變更居留資格的審核要點有以下4項。

學歷
大學、短期大學、高等專門學校畢業生

取得日本專門學校「專門士」資格的畢業生

想要從事的業務內容

在公司的工作內容是否與自己主修的科目相關將是一個關鍵。

（例如）學習服裝設計的人應徵上電腦工程師的工作的話，居留資格的變更

上可能會有困難。

報酬 與日本人同等或以上的報酬

企業實際的狀況 公司的經營基礎或業績是否穩定等

資料來源：「2015年留學生在日本企業等的就業情況」（法務省入國管理局）

＜居留資格從「留學」變更為就業資格的申請許可件數＞

■日本的外國留學生人數

■外國留學生人數的變化

■各在學階段的外國留學生人數 

■高等教育機構數

■各專業領域的外國留學生的比例（高等教育機構）

（年）

（人）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161,848

239,287

168,145

184,155

208,379

國立 公立 私立 合計

在
　
學
　
階
　
段

研究所（大學院） 27,153 1,928 14,397 43,478

大學（院系） 11,481 1,670 59,078 72,229

短期大學 0 15 1,515 1,530

高等專門學校 519 0 45 564

專門學校 0 12 50,223 50,235

準備教育課程 3,086 3,086

日語教育機構 27 68,138 68,165

合計 39,153 3,652 196,482 239,287

國立 公立 私立 合計

研究所（大學院） 86 79 462 627

大學（院系） 82 89 585 756

短期大學 0 17 324 341

高等專門學校 51 3 3 57

專門學校 9 182 2,579 2,770
※私立大學包含放送大學。
資料來源：「2016年學校基本調查」（文部科學省）

※截至2016年５月１日

在日本就業 統計

關於在日本聘用留學生的狀況

在
日
本
就
業

統
計

（學校）

人文科學
25.2％

社會科學
35.6％

理學 1.7％

工學
16.2％

農學 2.1％

保健 2.2％
家政 2.3％
教育 1.8％

藝術 4.1％ 其他
8.7

北美
3,009 人

中南美
1,390 人

非洲
1,932 人

中東
1,674 人

歐洲
7,986 人

亞洲
222,627 人

大洋州
663 人

其他（無國籍）6 人

239,287人

截至各年度的 5月 1日

※截至 2016 年 5 月 1 日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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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大使館・總領事館
可以獲得有關日本留學和日本政府獎學金的資訊。此外還提供留學諮詢。

駐外日本國使館一覽表（外務省）

http://www.mofa.go.jp/about/emb_cons/mofaserv.html

研究所（大學院）・大學（院系）・短期大學
學校檢索（JASSO） http://www.jasso.go.jp/en/study_ j/search/daigakukensaku.html

學校檢索（JAPAN STUDY SUPPORT） http://www.jpss.jp/zh-tw/

高等專門學校（KOSEN）

國立高等專門學校機構　國際交流中心
http://ciex.kosen-k.go.jp/menuIndex.jsp?id=32333&
menuid=7703&funcid=28

專門學校
專門學校檢索（全國專修學校各種學校總連合會） http://www.zensenkaku.gr.jp/association/index.html

專門學校檢索（東京都專修學校各種學校協會） http://www.tsk.or.jp

招收留學生的專門學校

（Association for Technical and Career Education）
http://www.sgec.or.jp/ryuugakuguide/en/index.html

日語教育機構
日語教育機關檢索

（日本語教育振興協會）
http://www.nisshinkyo.org/search/index_c2.html

私立大學・短期大學留學生別科一覽表
文部科學大臣指定的「準備教育課程」

http://www.jasso.go.jp/en/study_ j/search/
nihongokyouiku.html

正確且最新的資訊，刊登在各學校的「學校介紹」「招生簡章」「網站」上。

請務必確認報考學校的最新資訊！

日本留學的基本資訊

收集資訊

JASSO網站
http://www.jasso.go.jp/en/study_ j/index.html

提供日本留學的基本資訊
・學校檢索、獎學金資訊、日本留學試驗（EJU）
・JASSO主辦的日本留學展、說明會

http://www.jasso.go.jp/en/study_ j/event/index.html

・JASSO 海外事務所（印度尼西亞、韓國、泰國、馬來西亞、越南）
・電郵、面談、電話、書信諮詢
・閱覽學校指南、學校要覽、日本留學參考書
・通過當地說明會提供資訊
http://www.jasso.go.jp/en/toiawase/index.html

・促進赴日留學資訊處
可籍以閱覽日本教育機構的宣傳小冊或日本留學相關的書籍。

http://www.jasso.go.jp/en/study_ j/openbase/index.html

日本留學門戶網站　—Gateway to Study in Japan—
http://www.g-studyinjapan.jasso.go.jp/

Study In Japan 日本留學綜合資訊簡介
http://www.studyjapan.go.jp/en/index.html

向打算到日本留學、已經在日本留學以及已經歸國的各位提供有用的資訊

‧日本政府獎學金　‧活動資訊　‧歸國留學生會

‧來自留學生前輩們的心語

JAPAN STUDY SUPPORT
http://www.jpss.jp/zh-tw/

向留學生提供的各種資訊

‧學校檢索　‧獎學金檢索　‧入學考試資訊　‧在日本的生活資訊

日本留學的相關資訊

收
集
資
訊

收
集
資
訊

日文版 英文版

JASSO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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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行政法人日本學生支援機構（JASSO）是文部科學省管轄下之團體。

獨立行政法人日本學生支援機構（JASSO）作為引導學生支援的核心機關，綜合開展獎學金借貸事業、留學生

援助事業、學生生活援助事業等服務，在培養肩負下一代社會、具有創造性與充滿人性的人才的同時，也力求

促進國際間的理解及交流。

我們日本學生支援機構由衷期盼每一位留學生均能擁有受益

良多的在日留學生活。

2017年6月發行　非賣品　禁止任意轉載

對因經濟原因求學困難的優秀的

日本學生等，實施獎學金貸款。

同時，改善了應對學生多種需求

的獎學金制度以及申請程序，充

分提供有關獎學金的資訊，並合

理開展獎學金回收工作。

向留學生等支付獎學金、實施各

種留學生交流計劃、通過日本

留學試驗（EJU）等改善入學程

序、推動收集和提供有關留學的

資訊等。

為了有助於各大學等實施的各種

學生生活援助活動，收集和分析

有關學生生活援助的有益活動事

例等，並提供相關資訊。同時，

透過各種研修事業等，支援各項

針對大學等學生的服務。

獎學金借貸事業 留學生援助事業 學生生活援助事業

海外事務所  （JASSO日本國際教育交流資訊中心）

印度尼西亞 韓國

泰國 馬來西亞

越南

獨立行政法人

日本學生支援機構

http://www.jasso.or.id/
https://www.facebook.com/jasso.indonesia
http://www.jeic-bangkok.org/
https://www.facebook.com/JASSO.Thailand
http://www.jasso.org.vn
https://www.facebook.com/JASSO.Vietnam
http://www.jasso.or.kr/
https://www.facebook.com/JASSO.Korea
http://www.studyinjapan.org.my/
https://www.facebook.com/JASSO.Malays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