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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留學生可申請入讀的高等教育機構

日語學校〈修學年期為1至2年〉

分有「日語課程」或以入讀大學為目的的「準備教育
課程」

專門學校〈以職業導向為主;修學年期為2至3年〉

學科：工業、衛生、商業實務、服飾、文化等

大學〈獲取學士學位;修學年期為4年〉

學科：文、理、工、商、醫、齒科等



海外留學生可申請入讀的高等教育機構

大學院〈獲取項士、博士學位;修學年期為2年和3年〉

學科：文、理、工、商等

高等專門學校〈以培育技術人員為主;修學年期為5
年，留學生插班入讀3年級較多〉

學科：製造業、機械、船務等

短期大學〈以學習專門知識及考取相關資格，學科內

容與生活相關為主;修學年期為2至3年〉

學科：幼兒教育、保健、體育、營養學等







先到日本修讀「日語課程」或「準備教育課程」〈1年至2年〉

修畢後直接於日本報考專門學校、大學等入學試〈文件審查、筆

試、面試等〉

～留學前需考慮～

身處海外〈已有日語N2或以上程度或考慮入讀以英語授課課

程〉

透過學校網站直接查閱遞交入學申請、報讀要求等資訊，再按規定進行

文件審查、筆試、面試等程序

利用「日本留學考試〈EJU〉」中「渡日前入學許可」制度申請入學

報考日本政府獎學金申請入學〈入學前不用親身到日本應考任何考試，

所有手續透過本館安排及進行〉



或有需要報考的公開考試〈語文〉

 TOEFL iBT、IELTS等

大學〈學部〉參考成績：TOEFL iBT 71-80、IELTS 5.5-6

 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

為母語非日語的學習者實施的日語水平認定測試。

考試由五個級別組成 - N1、N2、N3、N4、N5。(N1為最高

級別)

主辦機構：香港日本語教育研究會

 日本留學考驗〈EJU〉

除日語考試外，另有學科考試，包括：理科、綜合科目〈文

科〉、數學

主辦機構：香港日本文化協會



https://www.jasso.go.jp/ryugaku/study_j/search/__icsFiles

/afieldfile/2019/10/01/degree_english_190927.pdf



學費

以100日圓兌7港幣計算

專門學校 學費 (包括註冊費)
*以2年課程計算

日圓 港幣

私立 約200萬至300萬 140,000至210,000 (平均一
年$70,00至105,000) 

日語教育機構 學費 (包括註冊費)

日圓 港幣

1年課程 約40萬至100萬 28,000至70,000

1年半課程 約65萬至160萬 45,500至112,000

2年課程 約100萬至200萬 70,000至140,000



大學院 學費 (包括註冊費)
*以2年碩士課程計算

日圓 港幣

國立 約140萬 98,000 (平均一年$49,000) 

公立 約150萬 105,000 (平均一年$52,500) 

私立 約150萬至270萬 105,000至189,000 (平均一年
$52,500至94,500)

以100日圓兌7港幣計算

大學本科 學費 (包括註冊費)
*以4年學位課程計算

日圓 港幣

國立 約250萬 175,000 (平均一年$43,750)

公立 約260萬 182,000 (平均一年$45,550)

私立 約380萬至580萬 266,000至406,000 (平均一年
$66,500至101,500)





留學前應先考慮及準備要點

留學目的

搜集學校資料〈6個月或之前〉

決定入讀學校〈開學時期、授課語言、入學甄選
方式、所需文件、需應考之公開考試等〉

繳交報名費、考試費、學費等費用〈如需到日本
進行筆試和面試，需加上機票、住宿等相關費用〉

住宿及交通安排

生活上所需費用〈膳食、手機、保險等〉

辦理「留學」簽證

各院校要求提交的文件、程序等各不盡相同，詳細
情況請直接諮詢報考學校



決定入讀學校

由代理人〈學校〉向日本入國管理局遞交「在留資

格認定證明書 Certificate of Eligibility〈簡稱：

COE〉」之申請

入國管理局批出「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COE〉」

代理人〈學校〉轉交合格申請人

申請人持「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COE〉」連同其

他所需文件，到日本簽證中心遞交「留學」簽證申

請

取得「留學」簽證後赴日，正式展開留學生活



課外

兼職

住宿

醫療

保險











相關網站：

日本學生支援機構

• https://www.jasso.go.jp/en/index.html

日本留學指南

• https://www.jasso.go.jp/en/study_j/sgtj.html

香港日本文化協會
• https://www.japansociety.org.hk/tc

香港日本語教育研究會

• http://www.japanese-edu.org.hk/zh/jlpt/news.html



• 整過申請程序、選考等均由本館負責

• 成功獲取獎學金前並不須要赴日進行任何手續

【大使館推薦】

• 香港或澳門身分證

• 特區護照或簽證身分書〈DI〉

【國籍要求】

• 生活費：每月117,000至145,000日圓

• 註冊費、學費、赴日來回機票等

【獎學金金額】



日本國駐香港總領事館
可供申請的獎學金如下：

日本語及日本文化研修留學生 Japanese 
Studies Students

研究留學生 Research Students

學部留學生(本科生) Undergraduate 
Students

專修學校留學生 Specialized Training 
College Students



申請資格：

- 1990年4月2日至2002年4月1日間出生之人士

- 在籍學士學位學生〈就讀最終學年者不可申請〉

- 在大學〈本科〉內主修日語或日本文化學科

日本語及日本文化研修留學生
此獎學金志在給予在大學內主修日語或日本文化學科之在籍學生申請。透
過入讀日本的大學日語課程從而提升個人日語能力、加深對日本文化的了
解及認識。



留學期間：

- 同年9月或10月赴日，為期1年

獎學金金額：

- 入學金、學費、赴日來回機票等費用

- 另每月生活費為11萬7千日圓

獎學金名額：

- 若干名

日本語及日本文化研修留學生



① 申請表

② 配置希望大學申請書

③ 現正就讀之大學成績表

④ 日本語／日本文化學習期間合計超過１年的證明文件（YEAR2以下適用）

⑤ 現正就讀之大學在學證明

⑥ 現正就讀之大學校長或指導教員之推薦信

⑦ 健康診斷書

⑧ 日本語能力資格證明（如適用）



2020年9月-10月：赴日留學

2020年7月-8月：最終結果公布

2020年3月11日〈星期三〉：面試

2020年2月26日〈星期三〉：筆試

2020年2月19日〈星期三〉下午5時正：申請截止

2019年12月11日〈星期三〉：開始接受申請



不以取得學

位為目的，

以短期研究

活動為主

大學之間交

流協定等在

籍的短期留

學生

作為升讀研

究所〈大學

院〉正式課

程的預備期

而就讀

大多數只需文件審查就可取得入學許可

按大學院規定必需每週聽講一定時數



• 此獎學金志在給予持有大學學士學位或以上，而日後希望

在日本的大學院進修或升讀碩士〈博士〉學位課程之學生

申請

目的

• 35歲以下

• 曾接受16年正規教育或以上〈持學士學位或以上〉

• 赴日後所修讀的學科必須與過去於大學內曾修讀的學科相

關

申請資格

• 4月下旬至6月〈2019年的申請期間為4月25日至6月11日〉申請期間

【研究留學生】申請要求及程序：



• 6月中旬舉行日語及英語筆試〈2019年的筆試日期為6月

20日〉

* 日語成績只作參考，即使不懂日語者亦可申請

• 7月上旬進行面試〈2019年的面試日期為7月12日〉

選考方式

• 翌年4月或10月赴日〈4月赴日為期2年，而10月赴日則

為期1年半；申請人有機會於首半年被安排入讀日語課程

〉

留學期間

• 約3名名額

【研究留學生】申請要求及程序：



【研究留學生】申請所需文件：

1. ①申請書

2. ②配置希望大學申請書

3. ③計劃研究書〈需具體寫出赴日後之計劃〉

4. 相片〈需貼於①和②申請書上〉

5. ④大學成績表

6. ⑤畢業證明書

7.  ⑥大學老師推薦信

8.  ⑦上司推薦信〈在職人士〉

9.  ⑧健康診斷書

10. ⑨畢業論文概要

11. ⑩美術或音樂作品〈如修讀美術或音樂等學科〉



【研究留學生】基本申請流程：

遞交申請

〈4月至6月〉

筆試

〈6月下旬〉

面試

〈7月中旬〉

決定推薦人選
〈7月下旬〉

聯絡志願大學院

〈8月〉

取得入學許可書

〈9月〉

文部科學省選考

〈10月至11月
〉

結果發表

〈12月至翌年1
月〉

赴日留學

〈翌年4月或10
月〉



→首年日語準備教育課程+2年專門學校課程

考試科目：日語、英語、數學

選修學科：通信、電腦、烹飪、美容、看護、觀光、音樂、

服飾設計、電影、動漫、攝影、翻譯等

學部留學生 (本科生)Undergraduate 
Students

→首年日語準備教育課程+4年大學課程

考試科目：〈文科〉日語、英語、數學

〈理科〉日語、英語、數學、化學、物理或生物

選修學科：〈文科〉法學、社會學、經濟學、日本語學等

〈理科〉數學、物理、機械、土木工程、醫學等

專修學校留學生 Specialized Training College 
Students



• 17至25歲以下

• 就讀或完成中六〈或高三〉課程或以上
申請資格

• 5月至6月〈2019年的申請期間為4月25日至6月25日〉申請期間

• 6月下旬舉行日語及各學科筆試〈學部：2019年的筆試日期為7

月4日及5日、專修：2019年的筆試日期為7月4日〉

* 日語成績只作參考，即使不懂日語者亦可申請

• 7月中旬進行面試〈2019年的面試日期為7月24日〉

選考方式

•若干名名額

【學部留學生】、【專修學校留學生】

申請要求及程序：



【學部留學生】、【專修學校留學生】申請所需文件：

1. 申請書

2. 直接配置希望大學申請書〈只適用於學部留學生〉

3. 學校成績表〈全學年〉

4. 畢業證明書

5. 老師推薦信

6.  健康診斷書

7.  在學證明書〈只適用於正在大學內就讀之申請人〉

8.  大學入學資格證明〈如大學發出的取錄通知書〉

9. 語文能力證明〈如有〉



【學部留學生】、【專修學校留學生】基本申請流程：

遞交申請

〈5月至6月〉

筆試

〈7月上旬〉

面試

〈7月下旬〉

決定推薦人選
〈8月上旬〉

文部科學省選考

〈10月至11月〉

結果發表

〈翌年1月至2
月〉

赴日留學、首年日語準備教育課程

〈翌年4月開始〉



日本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網頁：

www.hk.emb-japan.go.jp

査詢電郵：

infojp@hn.mofa.go.jp

查詢電話：

(852) 2532-23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