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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留資格及教育課程

教育課程 學校(課程)
學
齢

在留資格 留意事項

初等教育 小学校(6年) 6

家族滯在 １海外人士到日本留學必需

申請「留學」的在留資格,

而只有就讀後期中等教育

課程才能申請此簽證。

２ 入學時必須達到課程要

求之學齢。即使申請者的

其他條件都符合，但假如

未達到指定年齡也不能入

學。

中等教育(全期) 中等教育学校(6年)
12

中等教育(前期) 中学校(3年)=初中

中等教育(後期)

高等学校(3年)=高中

15

留學

専修学校高等課程

高等専門学校

(前期３年)=高中

高等教育

高等専門学校

(後期２年)=短大(2年)

専修学校専門課程
18短期大学(2-4年)

大学（学士課程-4年）
大学院(修士/博士前期-2年) 22

大学院(博士5年/博士後期-3年) 25



1. 在留資格及教育課程

教育課程 學校(課程) 學齢 在留資格 留意事項

初等教育 小学校(6年) 6

家族滯在 持有效「就業」等簽証, 

在日本長期逗留的外國

人, 才可以為子女申請

「家族滯在」的在留資格, 

持有此簽證者可以申請

入讀日本的小學及初中。

中等教育(全期) 中等教育学校(6年)
12

中等教育(前期) 中学校(3年) =初中

中等教育(後期)

高等学校(3年)=高中

15

留學

専修学校高等課程

高等専門学校

(前期３年)=高中

高等教育

高等専門学校

(後期２年)=短大(2年)

専修学校専門課程
18短期大学(2-4年)

大学（学士課程）
大学院(修士/博士前期) 22

大学院(博士(後期)課程) 25



1. 在留資格及教育課程

教育課程 學校(課程) 學齢 在留資格 留意事項

初等教育 小学校(6年) 6

家族滯在
「中等教育後期」相當

於高等學校,即高中

(中3~中6)。海外完成

中學課程的學生,一般

會被編入第3年級。

中等教育(全期) 中等教育学校(6年)
12

中等教育(前期) 中学校 (3年)=初中

中等教育(後期)

高等学校(3年)=高中

15

留學

専修学校高等課程

高等専門学校

(前期３年)=高中

高等教育

高等専門学校

(後期２年)=短大(2年)
専修学校専門課程

18短期大学(2-4年)

大学（学士課程）

大学院(修士/博士前期) 22

大学院(博士(後期)課程) 25



1. 在留資格及教育課程

教育課程 學校(課程) 學齢 在留資格 留意事項

初等教育 小学校(6年) 6

家族滯在

日本語學校普遍接受

18歳以上的「留學生」

的申請，申請者可根

據自己留學／升學的

需要選擇合適的課程，

請謹記要確認課程内

容及進度。

中等教育(全期) 中等教育学校(6年)
12

中等教育(前期) 中学校(3年) =初中

中等教育(後期)

高等学校(3年)=高中

15

留學

専修学校高等課程

高等専門学校 (前期３年)=高中

高等教育

高等専門学校 (後期２年)

=短大(2年)

専修学校専門課程

18短期大学(2-4年)

大学（学士課程）

大学院(修士/博士前期-2年) 22

大学院(博士5年/博士後期-3年) 25



教育課程 學校(課程)類別 對象（入學時期）

後期中等教育
以日語授課的高等學校(高中) 完成前期中等教育 (初中)

(一般４月入學。部分英語授課課程可能在

９月入學)

以英語授課的高等學校(高) 

專修學校的高等課程

高等教育

(預科、專科、

大學或以上)

高等專門學校插班３年級

完成後期中等教育(高中畢業)

(一般４月入學)

(英語授課課程多數９月／10月入學)

(專修學校專門課程及通信教育學士課程

一般４月及10月各有一次入學）

短期大學課程（日語授課）

專修學校專門課程

通信課程學士課程

（=distant learning）

以日語授課的學士課程
以英語授課的學士課程

學士課程插班３年級 完成副學位課程（４月/10月）

專門職大學院修士課程 完成副學位課程/學士課程。

以日語授課的修士課程(=碩士) 完成學士課程修了者。(４月)

以英語授課的修士課程(=碩士) (一般４月/10月各有一次入學）

2. 留學課程的主要分類



•選擇留學的課程及範疇時應以自己的學歷／能力／

興趣作考慮。

•如要接受一些語文認定試的考核，請計算好學習的時

數及考試的日期，以配合入學申請的期限。

•日本的課程大多數以日語教授,但日語可以在香港學習,

近年有集中課程, 可在10個月內達到N2水平。當然也

可以入讀日本當地的日語學校，不過付出的時間及金

錢可能是２倍至４倍。另外必須留意日語課程的目標，

有些日語學校提供的課程只到達N3程度。



①

規劃以及
收集資訊

申請
學校個別招生考試

小論文、學力審核、面試

參加考試
EJU / JLPT / TOEFL  /

IELTS / SAT 等

取得入學許可
入學許可書、繳納入學金

辦理入國手續
申請簽證、找尋住處

辦理註冊手續

② ③

④⑤

⑥ ⑦ ⑧

選擇學校
索取學校的資料

收集招生簡章
入學考試資料

日本留學的準備步驟
(整個流程需要大概9個月至1年的時間來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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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 短期大學 / 專門學校 / 高等專門學校
(日語授課課程)

高中三畢業
(12 年教育：HKDSE)

+

良好的英語水平
(TOEFL / IELTS 等)

方法 1

報考日本留學試驗
(EJU 考試)

高中三畢業
(12 年教育： HKDSE)

+

良好的日語水平 (JLPT 等)

方法 2

日語教育機關
(日本法務大臣公告規定)

高中三畢業
(12 年教育：HKDSE)

+

日語水平不足

方法 3

大學
(英語授課課程)

報考日本留學試驗
(EJU 考試)

留學日本的三大方法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 HKD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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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必要文件（入學申請・在留資格審査）

證明事項 提交之文件 留意事項

ａ）向志願院校提交「入學願書」的証明文件

學歷證明

畢業證書／ • 即將畢業證明必須由申請者的就讀學校發出

（附學校印鑑及發出日期），３個月以内有

效。

• 已畢業的人士除了可以向學校申請一張畢業

證明外，亦可以將畢業證書的影印本交到學

校，請學校蓋印以茲證明（必須有日期）。

當同時申請多間院校時，此方法比較方便。

即將畢業證明

成績證明

成績證明書(全學年)
在學中的學生需提交全學年的成績（不包括在

學中的學期）

統一考試成績 如有應考統一考試，例如 HKDSE

國際考試成績 日本留学試験(EJU), SAT, IB, etc. 



3. 必要文件（入學申請・在留資格審査）

證明事項 提交之文件 留意事項

ａ）向志願院校提交「入學願書」的証明文件

語言能力
日本語能力

日本語能力試験(JLPT), 日本留学試験(EJU：

日本語)等

英語能力 TOEIC; TOEFL, IELTS等

擔保人 誓約書／身元保証書 有可能要提供在日擔保人的資料。

其他

學習計劃書
內容包括留學目的、入學後計劃，以了解學

生的學習動機及學習意欲

推薦書
有可能要提供學校老師（在學中的學生）或

公司上司（社會人）的推薦信。



3. 必要文件（入學申請・在留資格審査）

證明事項 提交之文件 留意事項

ｂ）向入国管理局提交「在留資格認定証明書交付申請」的証明文件

入國目的 入學許可書 以確認入國後的身分

經濟能力

證明

存款證明書 以確認留學期間的學費及生活費

在職證明書 個人的存款；家人補足的資金

身分證明

旅遊證件影印本 姓名・出生年月日；過去的入國紀錄

出生證明書 經濟擔保人與申請人的血縁關係



➢ 申請入學、交學費、校
方代申請簽證、等候審
批。需時3個月。

➢ 取得「在留資格認定証
明書」，到日本駐港總
領事館簽證。

➢ 簽證有效一年，期滿時
可在日本延期，毎年延
期一次。

➢ 審批視乎申請人的留學
目的、經濟能力及成績。

簽證在日本申請



•坊間有關日本留學的資訊不及歐美留學的資訊為全面，因此
建議家長及同學預早做好資料搜集，例如選校、申請時要取
得的資格等，找到心儀的院校時，亦可自行向院校查詢，以
獲得最新的資料。

•各院校的申請期間及入學考試日期等各異，同學應挑選幾間
院校作候選。下一步再以學歷及語言考試的成績等條件篩選
出一至兩間志願院校。

•大部分院校會舉行入學試，而部分院校可能以文件審査作選
拔。不同院校要求申請者提交的資料的形式各異，內容亦可
能需要加以修改以迎合該院校，這一點需要留意。

•得到入學許可後，該院校會協助向日本的入國管理局提交在
留資格的審査申請。



重要考試

日本語能力檢定試驗(JLPT)：

評定日語水平的國際試。(每年7月及12月初

舉行，9月及翌年2月初放榜)

日本留學試驗(EJU)：科目包括日語、理科、總合科目及數學。不少
大學要求提交。不同大學不同學系要求的科目都不同，故報考前應該
先查看清楚。 (每年6月及11月下旬舉行， 8月及翌年1月初放榜)

此兩個公開試在香港都有舉行，均可以在赴日前在香港報考。

大學入學試驗：(各校自訂，基本於1～2月舉行，3月中放榜及註冊)

不少大學有面試。



４. 為留學準備的日語學習

1． 報名時需要的日語能力 【以日語上課的情況】

⚫ JLPT N2 級或者 N1 級相當於上過大概600～900小時以上的日語課程



４. 為留學準備的日語學習

2．報名時需要的英語能力 【以英語上課的情況】

TOEFL iBT

托福網考
IELTS (Academic)

雅思 (學術類)

研究所 (大學院) 75 - 80 6

大學 (本科) 71- 80 5.5 - 6

Application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的最新內容

短期大學・高等專門學校・專門學校沒有可以用英語取得學位的課程



４. 為留學準備的日語學習

學歷 留學課程 JLPT 留意事項及準備期間

初中

日語授課高等学校 N5
非集中課程（每週３小時）：１年

集中課程（每日３小時）：３個月

英語授課高等学校 (N4)
生活日語。

非集中課程：２年／集中課程：６個月

専修学校高等課程 N2 非集中課程：４年／集中課程：１年

高中

日語授課学士課程 N2 非集中課程：４年／集中課程：１年

英語授課学士課程 (N4)
生活日語。

非集中課程：２年／集中課程：６個月

専修学校専門課程 N2 非集中課程：４年／集中課程：１年

日本語学校 (N5) 非集中課程：１年／集中課程：３個月



４. 為留學準備的日語學習

學歷 留學課程 JLPT 留意事項及準備期間

副學士

課程

学士課程編入入学

（插班）
N1

集中(３小時課程)：1.5年

集中(６小時課程) ：９個月

専門職大学院 N1

需要２年實務工作經驗。

集中(３小時課程)：1.5年

集中(６小時課程) ：９個月

學士課程 日語授課修士課程

(碩士)
N1

集中(３小時課程)：1.5年

集中(６小時課程) ：９個月

英語授課修士課程(

碩士)
(N4)

生活日語。

非集中課程：２年／集中課程：６個月



•大學及專門學校多數要求申請者的日語程度達JLPT 
N2。

•日語N5程度的學習時數為120-150小時；而N2則需
要４倍的學習時間。

•在學中的學生主要參加每週３小時的非集中課程；
已畢業的人士可選擇每週１５小時或３０小時的集中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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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應考「日本留學考
試」(EJU)

在港進行
面試及筆試

(如適用)

資料審查

入學

前往日本

報讀採用「渡日前入學
許可」制度院校

日本國內的
日語教育機構

入學

前往日本

報讀並非採用「渡日前入學許可」制度院校

在日本應考「日本留學
考試」(EJU)

參加個別院校的
入學考試及面試

駐香港的
日語教育機構

入學

前往日本

在港應考「日本留學考
試」(EJU)

參加個別院校的
入學考試及面試

1. 2. 3.



飲食費
JPY 27,000

(HKD 1,959) 

住宿費
JPY 34,000

(HKD 2,467)

水電費 (電費・瓦斯・自來水)

JPY 7,000 (HKD 508)

保險・醫療費
JPY 3,000 (HKD 218)

休閒・娛樂費
JPY 6,000 (HKD 435)

雜費
JPY 7,000 (HKD 508)

交通費
JPY 5,000 (HKD 363)

1 HKD = 13.78 JPY;
兌7.2  

生活費 1個月的生活費 (扣除學費後)

可申請兼職
毎週不超過
20～28小時。

5. 日本生活



醫療保險

「國民健康保險」，年費約為2萬日圓，這樣自己
衹負擔適用於保險診療部分醫療費的30% (不適用
於保險診療部分醫療費則必須自己全額負擔) 。

➢ 根據JASSO的最新統計,除去學費,外國留學生平均毎月生活
費用為8.2 萬日圓。(75算約HK$6,150.-)

➢ 關東8.7萬﹑四國6.5萬﹑九州6.6萬﹑

近畿8.1萬﹑北海道8.0萬 。

** 若以1000日圓兌換75港元折算,1年生活費約HK$ 7.4萬

一年留學的費用為港幣12.5萬～15.5萬元。**

5. 日本生活



外國留學生可以兼職

但須向入國管理局申請

「資格外活動許可書」。

唯不得從事有傷風化的

行業，而且毎週不得

兼職超過20～28小時。

視乎審批結果。

單憑兼職收入絶對不足
維持生活！

可以兼職但要許可

5. 日本生活



獎學金

• 日本對留學生的資助制度十分完善，但大部份需入
學後才可申請，赴日前可在香港申請的不多。以日語
等專門學校為對象的更少。

• 基本上可大分為日本政府頒發的文部科學省獎學金、
地方政府、交流協會、團體以及學校所頒發的獎學金
或學費減免等制度為主。

• 報考EJU試可以同時申請獎學金。

6. 其他



A.日本政府獎學金(國費留學生)：
可以在香港向日本駐港總領事館
申請的獎學金有四種：

1. 研究院留學生
2. 大學本科留學生
3. 專修學校留學生
4. 日本語及日本文化研修留學生



B.香港日本文化協會獎學金
資格:

➢ 18-35歲,父母均為非日籍之香港永久居民。

➢最少在港連續七年接受教育;

➢已獲簽證赴日升學者。

名額:每年5-10個名。

金額：50萬日圓(一次性)

每年2月初接受申請

http://www.japansociety.org.hk/tc/function/scholarship



獎學金

C. JASSO獎學金

種 類 洽 詢 月 額 （港幣元）

文部科學省自費外國人
留學生學習獎勵費

JASSO
30,000 ～
48,000日圓

2,137～
3,420

海外留學支援制度
（協定接收）獎學金

在籍校
（母國）

80,000日圓 5,700

• 也有學校自辦獎學金。
• 前來日本之前、請做好留學資金計畫。

1HKD=14.0JPY 



工作假期 Working Holiday

*有助促進日本與香港雙方青少年之往來

*透過工作假期的逗留期間加深對雙方之文化、風俗的理解

*期待日本與香港之間有更緊密的關係

每年4月及10月申請, 每期750個名額。

http://www.hk.emb-japan.go.jp/eng/working_holiday.html#application

2010年1月1日開始實施。

2016年10月開始, 名額由

250名增至1500名。

6. 其他



◆ 留學生畢業後在日本的企業就業的情況正逐年增加；
而且日本企業也積極地招聘優秀的留學生

◆ 畢業後，為了可繼續在日本進行就業活動，留學生可
申請轉換【留學】居留資格去【特定活動】居留資格，在1
年内繼續進行就業活動。
※如果滿足一定的條件，可以在從學校畢業2年內繼續
進行就業活動。

◆ 轉換原有的居留資格去就業目的的居留資格時的要點
1) 學歷， 2) 將要從事的業務内容，
3) 報酬， 4) 企業的實態等

◆ 各行業構成比例 (前5位)

1 位 商業 / 貿易 9.5%

2 位 電腦相關領域 7.7%

3 位 餐飲業 5.2%

4 位 教育 5.0%

5 位 酒店 / 旅館 3.8%

在日本就業/ 居留

在日本持續生活10年以上、
工作滿5年以上、年收入不
少於300萬日元之納稅人,
並符合一些指定條件者,   
以及, 

獲一定綜合評分的「高度外國
經營人才」

會有機會申請永住權。

6. 其他



歡迎到日本留學呀！

香港日本文化協会
Japan Society of 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