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什麼選擇日本留學？
— 日本教育優勢 —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認識到國家的發展離不開充實的教育。全民6
年制義務教育也在1907年就普及了。

據統計，自2000年以來，美國在本土受教育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人數
為23人，日本本土教育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人數18人，此外新世紀以
來日本在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獲得數量僅次於美國，毫無疑問，日
本是世界教育強國。

在科學、金融經濟等領域，日本擁有強大的實力。一流的科學技術，
身邊隨處可見的“日本製造”產品，具有號召力的動漫、偶像等流
行文化等等，都顯示了日本在各個方面的強大實力與發展潛力。

前往日本這樣擁有如此雄厚實力的國家，留學生可以接觸到高新技
術，學習體驗嚴密的管理體系，同時可以通過對這些技術體系的學
習，深化對於“製造業創新精神”的理解，豐富自己的想像力，並
將之付諸實踐。



為什麼選擇日本留學？
— 日本校園的活力— 

除了學習知識以外，日本的大學還很重視學生素質教育，每個學校
都有不同的校園文化以及豐富多彩的團體、社團活動，這些也是日
本大學的魅力所在。

日本在動漫、漫畫、遊戲、時
尚、音樂等眾多領域，成為世
界性的文化產業發源地。



為什麼選擇日本留學？
— 留學生30萬人計劃 — 

並且，日本政府實施【留學生30萬人計劃】等積極接收留學生。

作為全球化戰略的一環，為促進日本、亞洲及世界之間的人才、物
資、資金和資訊的互動，爭取在2020年實現留學生人數達到30萬人
的目標。日本方面認為，要從戰略上獲得具有優秀素質的留學生，
就必須加強大學等教育研究領域的國際競爭力，相關省廳、機構齊
心協力，共同行動。

五大政策方針：
1.吸引海外留學生
2.改進報考、入學、入境等的標準，讓去日本留學更加便利
3.推動大學的全球化進程，增強大學的吸引力
4.改善接收留學生的環境
5.為留學生畢業後就業創造良好環境



日本是世界上治安最好的法治國家。

日本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之一。日本的很多十字路口附近都設有
巡警派出所，巡警派出所平時肩負著 維護所管區域治安及給行人指
路的職責。這些巡警派出所由於在東京成網路分佈，警力延伸到社
區，因而出警非常迅速，同時也容易形成聯防體制。

日本穩定的社會秩序和健全的法律體系得到世界的公認，這可以讓
不少父母解除對遠在異鄉孩子的安全的擔憂。

犯罪率低的國家TOP10（列格坦研究所）：日本第3位

世界和平度指數排名（英國經濟和平研究所）：日本第9位

世界宜居城市排名（英國經濟學家雜誌）：大阪第3位、東京第7位

為什麼選擇日本留學？
—生活環境治安 — 



按院校可分為5種：

專門學校/高等專門院校

短期大學

大學（院系）

研究所（大學院）

按照設立者的不同，又可以分為3類：

  日本的學校

國立大學 公立大學 私立大學

日本語言學校

高等教育



每年4次招生，開學時間分別為1月、4月、7月和10月。各個學校
的招生時間、條件和方法都不相同，至少需要提前6個月申請。

大部分語言學校對學生的日語能力不做要求，申請基本沒有難度。
基本上就是學習日語，同時也有準備教育課程，學習一些簡單的
數學、綜合科目、理科等。

  日本的學校

• 語言學校

費用（日圓） 費用（港幣）

6個月課程 36-43萬 約2.6-3.1萬

1年課程 42-100萬 約3-7.2萬

1年半課程 80-150萬 約5.8-10.8萬

2年課程 100-200萬 7.2-14.4萬

u 日本語學校種類
第一類：大學附設別科
第二類：在財團法人日本語教育振興協會的認可之下的日本語學校

學費參考：



專門學校學制：2-3年，畢業後取得“專門士”資格，即被日本政
府認為具有一定專業技術的人才，由日本文部科學省頒發。

專門學校是以技職教育為主要目的學校機構，學習專業知識和技
能。其中專門學校還分為“專門學校”和“高等專門學校”兩種。

“高等專門學校”是含高中課程的，即為招收初中畢業生。

“專門學校”，依學校不同有些微差異，但基本上都需要學生具備12
年以上的正規教育學歷、日本語能力檢定N2以上(或於日本的語言
學校修讀6個月以上課程)。

日本全國有近3,000所的專門學校，數量是大學的3倍以上。依相關
職業及產業型態不同，可分為「工業」「商業實務」「醫療」
「衛生」「文化・教養」「教育・社會福利」「服飾・家政」「農業」
等8大領域。

u 專門學校每年的學費是多少？

70-300萬日圓不等。例如情報學、酒店管理等專業，學費一般都會
在70-100萬日圓左右，而像美髮、料理等專業，一般都需要在200
萬日圓以上，當然不同的專門學校對不同專業都有自己的收費制
度。實際依據各校情況而定。

  日本的學校

• 專門學校/高等專門學校



短期大學學制：2-3年，畢業之後可取得「短期大學士」的學位。

短期大學是培養進入社會後，能直接運用專業能力。日本約有 670
所短期大學，其中女子短大約占42%左右。家政、文學、語學類科
系及教育、保健類科系約占一半以上。在日本進這類學校的多數
為女生。

以設立的方式來看，國立短期大學一般附設於大學之中，幾乎為
醫療技術科系，其他科系領域以私立短期大學居多，在日本全國
各地皆有設立。

u 短期大學的入學資格，具備以下任意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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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國際Baccalaureate資格、徳國的Abitur資格，且滿18歲。

⑥修完國際評價團體( WASC、ACSI、ECIS )所認定的教育機構開辦的12年課程，

且滿1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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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被認定具有相當於高中畢業者同等或以上學

力，且滿18 歲者。

  日本的學校

• 短期大學



本科學制：4年，醫學、口腔學和獸醫學部分學科為6年，大學畢
業後獲得“學士號”學位。日本大學是由多個學部構成，因此大學在
日本又稱”學部”。

日本的大學分為國立、公立、私立三類，全國約604所大學，國公
立大學約占三分一。

  日本的學校

• 大學學部

1、高中畢業，23歲以下；大專及大專以上學歷，28歲以下。
2、已受過中國國家教育部門認可的12學年以上教育者。
3、申請之前，必須有進修日語課程滿500小時以上或日語能力
考試二級以上證書。
4、經濟擔保：約300萬日圓或3萬美元或22萬港幣。
5、一般日本留學生考試總分達到230分，申請較好大學需400
分以上。
6、通過大學校內考試。

u 入學條件



類別 第一年度平均學費 第一年度平均學費（港幣）

國立大學 81萬日圓 約5.8萬

公立大學 93萬日圓 約6.7萬

私立大學文科 114萬日圓 約8.2萬

私立大學理科 150萬日圓 約10.8萬

學費參考：

• 日本學校收取學費的特點是第一年有入學費，從第二年開始，留學生所需交納的學
費大約是第一年的70%左右。

• 醫學、藝術設計類相關學科，通常會比一般學科學費更高一點。具體以各大學實際
收費為準。

國、公立大學在學費方面，因為有國家或地方團體的補助，學費
較私立大學要來得便宜。

  日本的學校

• 大學學部

4月份開學的私立大學從前一年的秋季開始到入學年的1~2月份。

4月份開學的國立、公立大學為前一年年末到入學年的2~3月份。

各個學校的招生時間、條件和方法都不同，所以大家有必要提
前作好準備。一般情況下應該先到日語學校或者大學別科留學，
一邊學習日語一邊收集資訊為考試做準備。

u 大學的報名和考試時間



研究生學制：0.5-2年，無學位。

日本研究生和中國研究生概念完全不同。日本的“研究生”制度，
是日本為外國留學生設置的一項政策，是修士或博士的預科階段。

外國留學生進入攻讀日本的碩士課程，大多要經過研究生階段，
可以接受教員指導，使用學校資源，但無法獲得學位。

研究生申請，許多大學只有作文件資料審查，所以在本國即可收
到入學許可，以研究生資格入境日本，之後學習日語或專門科目，
再參加碩士或博士課程的入學考試。

學費參考：

學校類別 年學費 年學費（港幣）

國立學校研究生 44萬日圓 約3.2萬

公立學校研究生 44萬日圓 約3.2萬

私立學校研究生 視學校和專業定 視學校和專業定

  日本的學校

• 大學院研究生



碩士學制：2年，獲得“修士號”學位。
博士學制：5年，獲得“博士號”學位。

日本大學院國公立大約56萬日元起，私立大約60、70萬起至200萬
日元不等（依各校院系不同學費差異也頗大）。醫學、藝術設計
類相關學科，通常會比一般學科學費更高一點。具體以各校實際
收費為準。

學費參考：

學校類別 年學費 年學費（港幣）

國立學校大學院 56萬日圓 約4萬

公立學校大學院 56萬日圓 約4萬

私立學校大學院 70-200萬日圓 約5-14.4萬

日本的碩士和博士都是在大學院裏學習深造，都是大學院生。碩士
研究生在日本叫做“修士”或者“博士前期”，博士研究生就是
“博士”或者“博士後期”。畢業獲得碩士學位or博士學位。修士
要求至少15年的教育經歷。

  日本的學校

• 大學院



教育專業雜誌泰晤士高等教育（THE），在Benesse集團協助下於
2019年3月27日發表了“THE世界大學排行榜日本版2019”。

  日本的學校

京都大學以綜合得分82.0取得首位，在去年以同一比率與京都大
學並列第一的東京大學今年以0.1之差的綜合得分81.9,排在第2位。



  日本的學校

大學類別：國立
研究生錄取率：5%
分數要求：日語1級，託福90+
申請費：JPY9800（研究生）

京都大學（きょうとだいがく）

        作為日本國內的最高學府之一，

京都大學在全球都享有很高的聲

望，以培養科學家見長，被譽為"

科學家的搖籃"。

         京都大學已經誕生了9名諾貝

爾獎得主，以及兩位日本首相，

其世界500強企業CEO校友數全球

第12名。

東京大學（とうきょうだいがく）

        東京大學是日本國立大學，九

所帝國大學之一。

         日本最高學術殿堂，培養了

包括9名諾貝爾獎得主、21位國會

議長在內的一大批學術名家、工

商鉅子、政界菁英。

大學類別：國立
研究生錄取率：11%
分數要求：日語1級，託福90
申請費：JPY9800（研究生）



  日本的學校

大學類別：私立
研究生錄取率：6%
分數要求：日語2級，託福80
申請費：JPY35000

慶應義塾大學（けいだい）

         世界著名研究型綜合大學，

素有亞洲第一私立學府之稱，是

日本歷史最悠久的私立綜合性高

等教育機構。

         日本上市公司社長有十分之

一以上畢業於慶應，因此其有著"

企業家搖籃"之稱，更被認為是把

握著日本經濟命脈和未來的中樞

學府。

早稻田大學（わせだだいがく）

         世界著名研究型綜合大學 。

          歷屆日本首相中有7位是早稻

田大學畢業生，國會議員近三分

之一出身於早稻田大學。

         索尼、卡西歐、三星、東芝、

樂天、任天堂、松下、三洋、優

衣庫(迅銷)等眾多著名公司的創始

人及社長皆出身於早稻田大學。

大學類別：私立
研究生錄取率：28%
分數要求：日語1級，託福80
申請費：JPY37500



1.就讀日本語言學校，再申請日本大學或者專門學校

這是最普遍、最傳統的日本留學方式。在語言學校的1-2年內掌握日

語，為之後的學習打下語言基礎。

合格
入學

參加EJU
考試

利用成績
報考學校

參加校
內考

入學語言
學校

u 語言學校的優點：

1、能提前適應日本大學，掌握順暢的語言溝通能力

2、為想換專業的學生提供過渡途徑

3、接受升學指導課程

  日本留學方式

日本大學一般開學時間是4月和10月。大多留學生會提前前往日本語

言學校讀日語，待語言課程完成後再申請日本大學。也有日語能力

等較強的留學生，直接申請日本大學入學考試。



u 語言學校的缺點：

1、在進入大學前，需要花費較長時間，最短需半年

2、語言學校時期的學費和生活費成本較高

3、語言學校最多只有2年時間，如果結束後，仍然考不上日本大學

或專門學校，面臨回國

2.直接參加並通過日本大學或專門學校的入學考試

在香港參加EJU考試，然後直接申請日本大學入學考試。再赴日參

加考試，之後回國等待成績，合格錄取後再辦理入學手續、在留資

格簽證等。

合格
入學

參加EJU
考試

利用成績
報考學校

參加校
內考

  日本留學方式



3.申請SGU/G30中的英語課程，合格後直接進入日本大學

隨著日本大學的方針轉變，許多日本大學不需要日語成績，提交託

福或者雅思等即可使，入學後，大學使用全英語授課。該類適合英

語成績好、學習優秀的學生。

u SGU/G30缺點：

1、可選擇的學校、專業有限，招生名額有限

2、由於沒有學習日語機會，如無法掌握流暢日語，畢業後在日本

就業困難

  日本留學方式



• 就讀日本語學校準備流程

  日本留學流程



• 就讀大學別科準備流程

  日本留學流程



1、實用日本語鑒定考試(J.TEST)：用於辦理申請語言學校常考的考

試，全年6次考試，在單數月份。

2、日語能力考(JLPT)：衡量日語能力的最有效、認可度最高的考試，

可以作為學部、大學院的申請材料。每年2次考試，分別在7月和12

月。（考試詳情請瀏覽香港日本文化協會網頁：

3、日本留學生考試(EJU)：主要是考學部的學生參加，每年2次考試，

分別在6月和11月，科目有：日語、數學、文綜/理綜。

日本大學在招生的時候會把留考成績作為你日語能力以及基礎學科

能力的參考。留學生進入大學後，如果申請政府獎學金或國公立大

學的學費減免，是否參加過留考和考試的成績也是重要的評定標準。

4、校內考：學部或者大學院安排的自主考試，有面試、筆試等形

式，通過校內考才能成為正式學生，一般在1-2月舉行。

  日本留學考試

https://www.japansociety.org.hk/）

（考試詳情請瀏覽香港日本文化協會網頁：
https://www.japansociety.org.hk/tc/japan/eju）



日本留學常見的熱門專業有哪些？

  熱門專業盤點

• 動漫
日本是世界領先的動漫產業，無論是走路的上班族還是學生，基本
上每個人都有一部漫畫。不僅如此，受日本動漫產業的影響，周邊
國家對這類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斷增長。

• 傳媒
日本大學的傳媒專業相對成熟和穩定，這也是為了培養該領域的人
才，在各個媒體領域取得成就。

• 設計專業
隨著設計越來越受到重視，日本的設計專業仍然是亞洲最好的。雖
然不如歐美的一些超級大學，但日本已經引領了亞洲的時尚潮流，
並帶動了一些西方國家。

• IT專業
日本的遊戲產業發達，有索尼、任天堂以及著名的capcom和世嘉，
他們一代又一代的領導和全球性的範圍。

• 經濟學
隨著亞洲經濟的密切發展，企業間的交流越來越多，為日本企業帶
來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可想而知，當掌握了日語，就可以成為溝通
的橋樑，就業範圍也就更廣。



在日本留學，每個月生活需要花費多少呢?

由於各地區物價水準不同，我們選擇了關東地區、關西地區和九州

地區作為參考。

其中，主要差距在住宿費用方面，關東地區是九州地區的1.8-2.6倍；

交通方面，關東地區是九州地區的2.8倍。

從表中可以看出，關東地區的留學生活費用最高，約為120,500日

圓/月；關西地區則約為89,000日圓/月，九州地區生活花費較低，

約為76,000日圓/月。

  日本留學生活費用



Ø 日本留學生獎學金

日本各地方政府以及民間團體為留學生準備了各式各樣的獎學金。
留學生，從赴日前，到留學期間都可以申請各種各樣的獎學金。
2.1 日本政府(文部科學省)獎學金
2.2 日本政府(文部科學省)私費外國人留學生學習奨勵費
2.3 地方自治體獎學金
       由都道府県、市、區等設立。
2.4 民間団體獎學金
       主要由對留學生關心程度高的團體募集。
2.5 學內獎學金
      各個學校裡的獎學金。

※各種獎學金的申請方法主要是通過學校提出申請，而詳細情況可向就讀學
校或相關的詢問單位查詢。
※日本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咨詢電話：(852) 2522-1184

  日本留學獎學金



日本政府宣佈2020年起實施高等教育無償化。將向就讀於大學、短
期大學、專門學校、高等專門學校的低收入家庭學生發放無需返還
的補貼型獎學金。無論是日本國家還是外國國籍都適用。

此外還將實施學費減免，國立大學減免約54萬日圓，私立大學最多
減免約70萬日圓。

如果是免除居民稅的家庭，國公立大學走讀生和非走讀生每年分別
獲得約35萬日圓和約80萬日圓，私立大學走讀生和非走讀生每年獲
得約46萬日圓和約91萬日圓。

  日本高等教育無償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