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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專門學校（一般稱之為「高專」) 是在國中畢業後實施5年（商船相關學科是5年半）一貫教育的學校，與大學並列

為高等教育機關。在高等專門學校，以高等的理論為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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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專門學校的學科，大部份是以工業領域為主。 除此之外，也有以培養船員為

目的商船學科等。完成高等專門學校5年課程者，即可被獲頒「準學士」。

在高等專門學校，5年教育課程之上，另設有2年制專攻科。完成專攻科者，通過大學評價・學位授與機構的審查，即可

取得「學士」（與大學學士同等）學位。目前完成專攻科者幾乎都已取得學士學位。

高等專門學校的畢業生， 在產業界獲得高度的評價，每年的就業率近100%。近年來不僅升學者在增加中，還有近一半

的本科畢業生插班進入專攻科或大學3年級。

約3分之1專攻科畢業的學生升學進入研究所。

高專原則上接受留學生插班進入3年級，插班資格與大學・短

期大學相同。

現在，以公費留學生及外國政府派遣留學生為中心，共有約

470名在籍留學生。

※ 自2011年入學考試起，全國的高專開始聯手舉辦自費留學

生插班入學考試，基於JASSO的日本留學試驗（EJU）等成

績進行甄選。

● 獨立行政法人國立高等專門學校機構

http://www.kosen-k.go.jp/

高等專門學校

高中是國中畢業後，另3年學習的後期中等教育機構。（參閱 P10）

海外的學生要到日本的高中留學有如下方法。

1.  與日本的姐妹校、姐妹城市的高中作交換留學。

2.  參加有高中生交換留學課程的團體活動。

3.  以個人身份直接向日本的高中查詢。（公立高中則歸都道府縣的教育委員會管洽）

　無論如何, 有必要查明有關保證人、入學資格、日語補習課程等條件。

 ＊ 留學日本的高中可取得「留學」資格，但要求有能力支付留學生活的開支，並且除了交換留學以外，必須具備日語能

力（接受過1年以上教育機構的日語教育，或曾接受過以日語為媒介的教育），年齡在20歲以下等。以英語作為教學媒

介語的日本高中為數極少。

＊日語能力不足的情況下，到日本國內的國際學校就讀，也是一個可行的方法。

高中

15

20

22

本科
（準學士課程）

專攻科

研究所

大學
短期大學

高中

國中

高等專門學校

學士

升學

插班

升學年齡

準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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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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

認定證明書
寄送

持有認定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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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定證明書
提出

入國

上陸許可

居留活動

「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
發給
（以下簡稱「認定證明書」）

申請資料

入學許可書

＊

獲得上陸許可時，取得「留學」的居留資

格。居留期為6個月、1年、1年3個月、2年
或2年3個月。(自2012年7月9日起新設了4
年3個月、4年、3年3個月、3年和3個月)

　⑴  留學日本所報讀的教育機構（日語教育機構、短期大學、大學等）的入學許可

　⑵  護照（Passport）
　⑶  駐外日本國大使館簽發的簽證（VISA）

　⑷  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提出申請並已發給的情況下）

所謂居留資格，就是將外國人在日本所能夠從事的活動、身份或地位加以區分的制度；共有27個種類。能夠在

日本就學的居留資格為「留學」。對於留學以外的居留資格的情況，可申請的獎學金及可利用的考試方法有時

會受到限制。

　　   申請簽證有2種方法：

　⑴  若未取得「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

希望留學日本的人需向駐外日本國大使館提交申請。申請資料在本國和日本之間往返以及在日本國內轉

移等過程，需要耗費一段時間。

　⑵  若已取得「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

希望留學日本的人或其代理人預先在日本國內的地方入國管理局，取得「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後，希

望留學日本的人可憑藉此「證明書」向駐外日本國大使館申請簽證。比起上述第1項，可在短時間內完成

申請簽證手續。

如以考試為目的來日時，必須用報考學校的考試通知書，向駐外日本國大使館申請以考試為目的的短期停留

「短期滯在」簽證（VISA）。停留期限為15天、30天或90天，如在停留期間辦妥入學手續，可以在日本申請更

換居留資格。

如果本身無法支付留學期間的費用，則必須要有經費保證人。有關入學等需要保證人的詳情，請查閱 P45。

學校 居留期間

大學

2年3個月、2年、1年3個月、1年或6個月

（自2012年7月9日起新設了4年3個月、

4年、3年3個月、3年和3個月)

短期大學

高等專門學校

專門學校

私立大學留學生別科

交換留學（1年以內） 1年3個月、1年或6個月

（自2012年7月9日起新設了3個月）日語教育機構（專門學校除外）

法務省入國管理局　 http://www.immi-moj.go.jp/

＊ 由希望留學者本人可以提出申請，但大多數的情況是由代理人代為申請。申請「留學」時所
需要的資料都會因報讀校而有所不同。詳情需向報讀校直接查詢。

外國留學生申請「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的入國手續

必要資料1

你的居留資格屬於哪一種？2

申請簽證（VISA）的手續3

來日應試的手續4

入國手續所需的身份保證人5

【申請者】（幾乎都是第 2 項）

(1)   希望留學者本人

(2)    代理人（接受報讀機構的職員等）

【必要資料】

(1)   「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的申請書

(2)   照片

(3)   回信用信封

(4)   其他  因接受報讀機構的不同，

提出資料也會有所不同，請向該

機構查詢。

申請「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

「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取得後，向本

國的日本國大使館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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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被要求提交上列以外的資料）

申請簽證（VISA）

在日本居留預定超過90天的外國人，必須在入國90天之內，辦理外國人

的登記。

⇒ 登記手續
到居留地的市區町村的市政局填寫「外國人登錄申請書」，把護照和2張照片一起提交，由本人進行申請。

⇒ 登記後
可在申請當時所指定的期間內領取「外國人登錄證明書」。證明書要隨身攜帶，當入國審查官、警察等要求出

示時，一定要出示。離開日本時，除非獲得再入國許可，否則一定要在出境時將外國人登錄證明書交還入國審

查官。

外
國
人
登
錄
證
明
書

外國人的登記（2012年7月8日截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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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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

認定證明書
寄送

持有認定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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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定證明書
提出

入國

上陸許可

居留活動

「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
發給
（以下簡稱「認定證明書」）

申請資料

入學許可書

＊

獲得上陸許可時，取得「留學」的居留資

格。居留期為6個月、1年、1年3個月、2年
或2年3個月。(自2012年7月9日起新設了4
年3個月、4年、3年3個月、3年和3個月)

　⑴  留學日本所報讀的教育機構（日語教育機構、短期大學、大學等）的入學許可

　⑵  護照（Passport）
　⑶  駐外日本國大使館簽發的簽證（VISA）

　⑷  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提出申請並已發給的情況下）

所謂居留資格，就是將外國人在日本所能夠從事的活動、身份或地位加以區分的制度；共有27個種類。能夠在

日本就學的居留資格為「留學」。對於留學以外的居留資格的情況，可申請的獎學金及可利用的考試方法有時

會受到限制。

　　   申請簽證有2種方法：

　⑴  若未取得「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

希望留學日本的人需向駐外日本國大使館提交申請。申請資料在本國和日本之間往返以及在日本國內轉

移等過程，需要耗費一段時間。

　⑵  若已取得「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

希望留學日本的人或其代理人預先在日本國內的地方入國管理局，取得「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後，希

望留學日本的人可憑藉此「證明書」向駐外日本國大使館申請簽證。比起上述第1項，可在短時間內完成

申請簽證手續。

如以考試為目的來日時，必須用報考學校的考試通知書，向駐外日本國大使館申請以考試為目的的短期停留

「短期滯在」簽證（VISA）。停留期限為15天、30天或90天，如在停留期間辦妥入學手續，可以在日本申請更

換居留資格。

如果本身無法支付留學期間的費用，則必須要有經費保證人。有關入學等需要保證人的詳情，請查閱 P45。

學校 居留期間

大學

2年3個月、2年、1年3個月、1年或6個月

（自2012年7月9日起新設了4年3個月、

4年、3年3個月、3年和3個月)

短期大學

高等專門學校

專門學校

私立大學留學生別科

交換留學（1年以內） 1年3個月、1年或6個月

（自2012年7月9日起新設了3個月）日語教育機構（專門學校除外）

法務省入國管理局　 http://www.immi-moj.go.jp/

＊ 由希望留學者本人可以提出申請，但大多數的情況是由代理人代為申請。申請「留學」時所
需要的資料都會因報讀校而有所不同。詳情需向報讀校直接查詢。

外國留學生申請「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的入國手續

必要資料1

你的居留資格屬於哪一種？2

申請簽證（VISA）的手續3

來日應試的手續4

入國手續所需的身份保證人5

【申請者】（幾乎都是第 2 項）

(1)   希望留學者本人

(2)    代理人（接受報讀機構的職員等）

【必要資料】

(1)   「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的申請書

(2)   照片

(3)   回信用信封

(4)   其他  因接受報讀機構的不同，

提出資料也會有所不同，請向該

機構查詢。

申請「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

「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取得後，向本

國的日本國大使館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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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被要求提交上列以外的資料）

申請簽證（VISA）

在日本居留預定超過90天的外國人，必須在入國90天之內，辦理外國人

的登記。

⇒ 登記手續
到居留地的市區町村的市政局填寫「外國人登錄申請書」，把護照和2張照片一起提交，由本人進行申請。

⇒ 登記後
可在申請當時所指定的期間內領取「外國人登錄證明書」。證明書要隨身攜帶，當入國審查官、警察等要求出

示時，一定要出示。離開日本時，除非獲得再入國許可，否則一定要在出境時將外國人登錄證明書交還入國審

查官。

外
國
人
登
錄
證
明
書

外國人的登記（2012年7月8日截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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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申請者所呈報的活動，履歷或資料屬虛假或偽造時，其居留資格將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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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留學」居留資格、在大學、短期大學、高等專門學校、專門學校

等接受教育者可採用「家族滯在」的居留資格為受其撫養的配偶和孩子

申請在日本居留，居留期間可與留學生相應獲得2年3個月、2年、1年3
個月、1年或6個月(自2012年7月9日起新設了4年3個月、4年、3年3個

月、3年和3個月)的居留許可。留學生最好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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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留學生1個月的生活費（包括學費）如下。東京等大都市的生活費與地方都市的相比，高出很多。

日本的通貨是圓（日圓）。紙幣有1萬日圓、5千日圓、1千日圓3種，硬幣則有500日圓、100日圓、50日圓、10
日圓、5日圓、1日圓6種。日本一般的交易都以現金支付，很多商店都接受信用卡的使用。在日常消費上，日

本一般上很少用支票支付。

　  有辦理外國匯兌的銀行可接受主要貨幣的兌換。所有銀行的兌換率都相同。

日本是眾所周知的世界各國之中有數的高物價國家之一。以下為主要商品的價格。（以台幣1元 = 2.8日圓計算）

米（5kg）  1,997日圓 （台幣714元）

麵包（1kg）  416日圓 （台幣149元）

牛奶（1000㎖）  195日圓 （台幣70元）

雞蛋（10個）  202日圓 （台幣73元）

蘋果（1kg）  433日圓 （台幣155元）

高麗菜（1kg） 181日圓 （台幣65元）

可樂（500㎖ PET瓶）  97日圓 （台幣35元）

漢堡  86日圓 （台幣31元）

汽油 （1ℓ） 133日圓 （台幣48元）

衛生紙（12卷）  279日圓 （台幣100元）

電影票  981日圓 （台幣351元）

計程車  626日圓 （台幣22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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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要從事課外兼

職，一定要從附近的地方入國管理局取得「資格外活動許可」（參閱 P41）。在日本的大學、短期大學、研究

所、專門學校畢業的外國人以「特定活動」的居留資格尋找工作時，也可申請資格外活動許可。

在日本居留的外國人，在居留期間內，要暫時回國或往第三國時，如在離開日本前沒有到地方入國管理局申請

再入國許可；則需再到駐外的日本國大使館重新申請簽證，請留意。

另外，自2012年7月9日起，持有居留卡的中長期居留者只要在出境時表明再入境的意圖，並自出境之日起1年

內再入境時，原則上不需要在出境前申請再入國許可。

超過入國時所定之居留期限，而需繼續居留的情況，必須向地方入國管理局辦理申請居留期限的更新許可。

（通常在期滿前3個月開始接受申請）非法居留，將會受到懲罰或強制遣送回國。

衣著、膳食、住所、學費、總耗費額是多少？兼職會有困難嗎？患病了怎麼辦？生活習慣也不同吧？種種問題，

想起來就擔心！初次到日本，直至習慣為止，恐怕會有連串的發現、驚奇和疑惑也說不定。可是沒問題，全都是

通路！往前看，邁開爽朗且充滿活力的步伐一同跨越困難吧！

資格外活動的許可8

居留卡（從2012年7月9日開始）7

暫時回國手續9

居留期限的更新10

居留資格的更換11

取消居留資格12

申請家屬前往日本13

通貨與物價1

生活費2

以「短期滯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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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留資格是

很困難的，請留意。

家屬的短期滯在

在 日 本 的 生 活

114,000日圓

110,000日圓

154,000日圓

127,000日圓
134,000日圓118,000日圓

111,000日圓114,000日圓 138,000日圓138,000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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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費等
49,000日圓

交通費
4,000日圓

膳食費
25,000日圓

住宿費
33,000日圓電氣・煤氣・水費

7,000日圓

保險・醫療費
2,000日圓

興趣・娛樂
5,000日圓

雜費 7,000日圓
剩餘

6,000日圓

(2009年 JASSO調查)

◎以支出項目類別的比例來看上述的全國平均可列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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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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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費・物價

自2012年7月9日起，將實施新的居留管理制度，原外國人登錄制度將被廢止。

居留期限超過「3個月」的留學生等的中長期居留者在獲得上陸許可、居留資格的變更許可、居留期間的更新

許可等有關居留的許可時領取「居留卡」，並有攜帶、出示居留卡的義務。

同時，當居留卡的記載事項發生變更時及轉出或脫離所屬的教育機構時，需要向地方入國管理局等提出申報。

另外，2012年7月9日以後，通過「留學」的居留資格居留者，持有外國人登錄證明書時，其外國人登錄證明書

將被視為居留卡，因此，請在因居留期限的更新許可等更換居留卡之前，繼續持有外國人登錄證明書。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綜合窗口」

提 示 與 建 議



生
活
需
知

Chapter

4

生
活
費
・
物
價

— 38 — — 39 —

如申請者所呈報的活動，履歷或資料屬虛假或偽造時，其居留資格將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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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留學」居留資格、在大學、短期大學、高等專門學校、專門學校

等接受教育者可採用「家族滯在」的居留資格為受其撫養的配偶和孩子

申請在日本居留，居留期間可與留學生相應獲得2年3個月、2年、1年3
個月、1年或6個月(自2012年7月9日起新設了4年3個月、4年、3年3個

月、3年和3個月)的居留許可。留學生最好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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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留學生1個月的生活費（包括學費）如下。東京等大都市的生活費與地方都市的相比，高出很多。

日本的通貨是圓（日圓）。紙幣有1萬日圓、5千日圓、1千日圓3種，硬幣則有500日圓、100日圓、50日圓、10
日圓、5日圓、1日圓6種。日本一般的交易都以現金支付，很多商店都接受信用卡的使用。在日常消費上，日

本一般上很少用支票支付。

　  有辦理外國匯兌的銀行可接受主要貨幣的兌換。所有銀行的兌換率都相同。

日本是眾所周知的世界各國之中有數的高物價國家之一。以下為主要商品的價格。（以台幣1元 = 2.8日圓計算）

米（5kg）  1,997日圓 （台幣714元）

麵包（1kg）  416日圓 （台幣149元）

牛奶（1000㎖）  195日圓 （台幣70元）

雞蛋（10個）  202日圓 （台幣73元）

蘋果（1kg）  433日圓 （台幣155元）

高麗菜（1kg） 181日圓 （台幣65元）

可樂（500㎖ PET瓶）  97日圓 （台幣35元）

漢堡  86日圓 （台幣31元）

汽油 （1ℓ） 133日圓 （台幣48元）

衛生紙（12卷）  279日圓 （台幣100元）

電影票  981日圓 （台幣351元）

計程車  626日圓 （台幣22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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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要從事課外兼

職，一定要從附近的地方入國管理局取得「資格外活動許可」（參閱 P41）。在日本的大學、短期大學、研究

所、專門學校畢業的外國人以「特定活動」的居留資格尋找工作時，也可申請資格外活動許可。

在日本居留的外國人，在居留期間內，要暫時回國或往第三國時，如在離開日本前沒有到地方入國管理局申請

再入國許可；則需再到駐外的日本國大使館重新申請簽證，請留意。

另外，自2012年7月9日起，持有居留卡的中長期居留者只要在出境時表明再入境的意圖，並自出境之日起1年

內再入境時，原則上不需要在出境前申請再入國許可。

超過入國時所定之居留期限，而需繼續居留的情況，必須向地方入國管理局辦理申請居留期限的更新許可。

（通常在期滿前3個月開始接受申請）非法居留，將會受到懲罰或強制遣送回國。

衣著、膳食、住所、學費、總耗費額是多少？兼職會有困難嗎？患病了怎麼辦？生活習慣也不同吧？種種問題，

想起來就擔心！初次到日本，直至習慣為止，恐怕會有連串的發現、驚奇和疑惑也說不定。可是沒問題，全都是

通路！往前看，邁開爽朗且充滿活力的步伐一同跨越困難吧！

資格外活動的許可8

居留卡（從2012年7月9日開始）7

暫時回國手續9

居留期限的更新10

居留資格的更換11

取消居留資格12

申請家屬前往日本13

通貨與物價1

生活費2

以「短期滯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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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留資格是

很困難的，請留意。

家屬的短期滯在

在 日 本 的 生 活

114,000日圓

110,000日圓

154,000日圓

127,000日圓
134,000日圓118,000日圓

111,000日圓114,000日圓 138,000日圓138,000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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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費等
49,000日圓

交通費
4,000日圓

膳食費
25,000日圓

住宿費
33,000日圓電氣・煤氣・水費

7,000日圓

保險・醫療費
2,000日圓

興趣・娛樂
5,000日圓

雜費 7,000日圓
剩餘

6,000日圓

(2009年 JASSO調查)

◎以支出項目類別的比例來看上述的全國平均可列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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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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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費・物價

自2012年7月9日起，將實施新的居留管理制度，原外國人登錄制度將被廢止。

居留期限超過「3個月」的留學生等的中長期居留者在獲得上陸許可、居留資格的變更許可、居留期間的更新

許可等有關居留的許可時領取「居留卡」，並有攜帶、出示居留卡的義務。

同時，當居留卡的記載事項發生變更時及轉出或脫離所屬的教育機構時，需要向地方入國管理局等提出申報。

另外，2012年7月9日以後，通過「留學」的居留資格居留者，持有外國人登錄證明書時，其外國人登錄證明書

將被視為居留卡，因此，請在因居留期限的更新許可等更換居留卡之前，繼續持有外國人登錄證明書。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綜合窗口」

提 示 與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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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學校的學費與美國、英國大學的相比並不算高。此外，學

費減免‧免除制度和獎學金制度，比起其他國家來要豐富得多。

第1年的繳費包括註冊費、學費、設施及設備費等，平均如下

列。第2年以後，則不需繳註冊費。

研究所 （日圓） （台幣）

❖第1年的平均繳費　單位：日圓及台幣（以台幣1元 = 2.8日圓計算）

〈數據提供 文部科學省〉

日語教育機構 學費 學費

1年課程 415,000 〜 997,400 148,215 〜 356,215

1年半課程 770,000 〜 1,490,000 275,000 〜 532,143

2年課程 1,000,000 〜 1,960,000 357,143 〜 700,000

日語教育機構 （日圓）

〈數據提供　「2010 日語教育機構要覽」　（財）日本語教育振興協會〉

短期大學 （日圓） （台幣）

〈數據提供 文部科學省〉

短期大學 學費等 註冊費 合計 合計

私
立

藝術 1,096,577 254,994 1,351,571 482,704 

工 1,018,432 219,475 1,237,907 442,110 

理・農 934,022 226,543 1,160,565 414,488 

家政 871,255 255,048 1,126,303 402,251 

人文 873,756 245,729 1,119,485 399,816 

法律・商・經濟・社會 870,692 244,563 1,115,255 398,305 

教育・保健 839,065 255,911 1,094,976 391,063 

体育 821,077 259,615 1,080,692 385,961 

〈數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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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門學校 （日圓） （台幣）

專門學校 學費等 註冊費 合計 合計

私
立

醫療 1,106,000 278,000 1,384,000 494,286 

衛生 1,182,000 165,000 1,347,000 481,072 

工業 1,049,000 204,000 1,253,000 447,500 

農業 1,024,000 180,000 1,204,000 430,000 

文化・教養 996,000 153,000 1,149,000 410,358 

商業實務 963,000 126,000 1,089,000 388,929 

教育・社會福祉 918,000 144,000 1,062,000 379,286 

服飾・家政 784,000 179,000 963,000 343,929 

大學本科 （日圓） （台幣）

〈數據提供 文部科學省〉 ※留學生別科由 JASSO 調查

大學本科 學費等 註冊費 合計 合計

國立 535,800 282,000 817,800 292,071 

公立 536,632 402,720 939,352 335,483 

私
立

醫 3,721,978 1,317,013 5,038,991 1,799,640 

齒 4,076,035 607,843 4,683,878 1,672,814 

藥 1,761,284 354,424 2,115,708 755,610 

藝術 1,420,975 271,663 1,692,639 604,514 

保健 1,226,921 287,057 1,513,979 540,707 

理・工 1,154,703 253,730 1,408,433 503,012 

農・獸醫 1,093,072 260,665 1,353,738 483,478 

体育 1,016,160 267,686 1,283,846 458,516 

家政 985,370 271,898 1,257,268 449,024 

文・教育 929,996 258,543 1,188,540 424,479 

社會福祉 931,098 227,526 1,158,623 413,794 

法學・商・經濟 884,721 250,374 1,135,095 405,391 

神・佛教 869,176 233,327 1,102,504 393,751 

留學生別科 620,733 88,846 709,579 253,421 

研究所 學費等 註冊費 合計 合計

國立 535,800 282,000 817,800 292,071 

公立 535,948 374,913 910,861 325,308 

私
立

碩
士
課
程

藝術 1,253,468 226,546 1,480,014 528,576 

保健 933,922 293,764 1,227,686 438,459 

理學 896,593 242,937 1,139,529 406,975 

工學 899,500 222,799 1,122,300 400,821 

藥學 824,351 225,991 1,050,342 375,122 

家政 758,991 260,654 1,019,645 364,159 

農學・獸醫學 783,464 230,853 1,014,317 362,256 

教養 734,824 220,610 955,433 341,226 

醫學 707,488 231,667 939,155 335,413 

社會科學 684,585 232,564 917,149 327,553 

人文科學 662,347 222,365 884,711 315,968 

博
士
課
程

藝術 1,153,617 225,514 1,379,131 492,547 

保健 909,113 286,723 1,195,836 427,084 

工學 828,890 223,922 1,052,813 376,005 

農學・獸醫學 777,198 225,796 1,002,995 358,213 

理學 751,263 249,911 1,001,174 357,562 

家政 732,168 253,318 985,486 351,959 

藥學 765,998 199,073 965,071 344,668 

齒學 652,438 253,483 905,920 323,543 

教養 639,087 228,333 867,420 309,793 

社會科學 606,863 229,153 836,016 298,577 

人文科學 595,809 227,429 823,237 294,013 

醫學 529,789 191,000 717,789 256,353 

根據JASSO的調查，約有76％的留學生有做兼職。以行業別來看，當以飲食業為最多，接著是營業・販賣、助

教助理（TA）/調研助理（RA）、酒店接待員・大堂接待員等。每小時的工資，工作種類與地方不同是有差異

的。就飲食業而言，大約是每小時800日圓至1,200日圓左右, 做足上限的28小時，可獲22,400～33,600日圓。

課外兼職必須向附近的入國管理局取得資格外活動許可。可在以下條件範圍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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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風月或敗壞風俗的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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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的工作。

另外，自2012年7月9日起，可在登陸許可時發放居留卡的機場（僅限在同一天，成田機場、羽田機場、中

部機場及關西機場）申請資格外活動許可。

※沒有許可而工作或超過準許時間、活動內容範圍，將被懲罰或被驅逐出境。

在學大學和全國的公共職業安定所「Hello Work」等都有為學生介紹兼職。

學長的忠告

兼職即在日本公司工作。能習得工作上的規

則及習慣，可算是很好的學習。可是就曾經

有位朋友，在課業上粗心大意，學校的出席

率不足，搞到居留資格不獲更新，不得不中

途回國。我們留學生的目的不是為工作，這

一點千萬不要忘記。

（台幣）

（日圓）（日圓）

（日圓）（日圓）

（日圓）

（日圓）

（日圓）

（日圓）

職業 比例

1 飲食業 51.8%

2 營業・販賣 25.5%

3 助教助理（TA）/ 調研助理（RA） 7.4%

4 酒店接待員・大堂接待員 6.9%

5 語學教師 6.6%

6 通譯・翻譯 3.8%

7 清掃 3.6%

7 工廠・安裝作業 3.6%

9 事務 3.5%

10 家庭教師 3.2%

兼職的職種（複數回答設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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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學校的學費與美國、英國大學的相比並不算高。此外，學

費減免‧免除制度和獎學金制度，比起其他國家來要豐富得多。

第1年的繳費包括註冊費、學費、設施及設備費等，平均如下

列。第2年以後，則不需繳註冊費。

研究所 （日圓） （台幣）

❖第1年的平均繳費　單位：日圓及台幣（以台幣1元 = 2.8日圓計算）

〈數據提供 文部科學省〉

日語教育機構 學費 學費

1年課程 415,000 〜 997,400 148,215 〜 356,215

1年半課程 770,000 〜 1,490,000 275,000 〜 532,143

2年課程 1,000,000 〜 1,960,000 357,143 〜 700,000

日語教育機構 （日圓）

〈數據提供　「2010 日語教育機構要覽」　（財）日本語教育振興協會〉

短期大學 （日圓） （台幣）

〈數據提供 文部科學省〉

短期大學 學費等 註冊費 合計 合計

私
立

藝術 1,096,577 254,994 1,351,571 482,704 

工 1,018,432 219,475 1,237,907 442,110 

理・農 934,022 226,543 1,160,565 414,488 

家政 871,255 255,048 1,126,303 402,251 

人文 873,756 245,729 1,119,485 399,816 

法律・商・經濟・社會 870,692 244,563 1,115,255 398,305 

教育・保健 839,065 255,911 1,094,976 391,063 

体育 821,077 259,615 1,080,692 385,961 

〈數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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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門學校 （日圓） （台幣）

專門學校 學費等 註冊費 合計 合計

私
立

醫療 1,106,000 278,000 1,384,000 494,286 

衛生 1,182,000 165,000 1,347,000 481,072 

工業 1,049,000 204,000 1,253,000 447,500 

農業 1,024,000 180,000 1,204,000 430,000 

文化・教養 996,000 153,000 1,149,000 410,358 

商業實務 963,000 126,000 1,089,000 388,929 

教育・社會福祉 918,000 144,000 1,062,000 379,286 

服飾・家政 784,000 179,000 963,000 343,929 

大學本科 （日圓） （台幣）

〈數據提供 文部科學省〉 ※留學生別科由 JASSO 調查

大學本科 學費等 註冊費 合計 合計

國立 535,800 282,000 817,800 292,071 

公立 536,632 402,720 939,352 335,483 

私
立

醫 3,721,978 1,317,013 5,038,991 1,799,640 

齒 4,076,035 607,843 4,683,878 1,672,814 

藥 1,761,284 354,424 2,115,708 755,610 

藝術 1,420,975 271,663 1,692,639 604,514 

保健 1,226,921 287,057 1,513,979 540,707 

理・工 1,154,703 253,730 1,408,433 503,012 

農・獸醫 1,093,072 260,665 1,353,738 483,478 

体育 1,016,160 267,686 1,283,846 458,516 

家政 985,370 271,898 1,257,268 449,024 

文・教育 929,996 258,543 1,188,540 424,479 

社會福祉 931,098 227,526 1,158,623 413,794 

法學・商・經濟 884,721 250,374 1,135,095 405,391 

神・佛教 869,176 233,327 1,102,504 393,751 

留學生別科 620,733 88,846 709,579 253,421 

研究所 學費等 註冊費 合計 合計

國立 535,800 282,000 817,800 292,071 

公立 535,948 374,913 910,861 325,308 

私
立

碩
士
課
程

藝術 1,253,468 226,546 1,480,014 528,576 

保健 933,922 293,764 1,227,686 438,459 

理學 896,593 242,937 1,139,529 406,975 

工學 899,500 222,799 1,122,300 400,821 

藥學 824,351 225,991 1,050,342 375,122 

家政 758,991 260,654 1,019,645 364,159 

農學・獸醫學 783,464 230,853 1,014,317 362,256 

教養 734,824 220,610 955,433 341,226 

醫學 707,488 231,667 939,155 335,413 

社會科學 684,585 232,564 917,149 327,553 

人文科學 662,347 222,365 884,711 315,968 

博
士
課
程

藝術 1,153,617 225,514 1,379,131 492,547 

保健 909,113 286,723 1,195,836 427,084 

工學 828,890 223,922 1,052,813 376,005 

農學・獸醫學 777,198 225,796 1,002,995 358,213 

理學 751,263 249,911 1,001,174 357,562 

家政 732,168 253,318 985,486 351,959 

藥學 765,998 199,073 965,071 344,668 

齒學 652,438 253,483 905,920 323,543 

教養 639,087 228,333 867,420 309,793 

社會科學 606,863 229,153 836,016 298,577 

人文科學 595,809 227,429 823,237 294,013 

醫學 529,789 191,000 717,789 256,353 

根據JASSO的調查，約有76％的留學生有做兼職。以行業別來看，當以飲食業為最多，接著是營業・販賣、助

教助理（TA）/調研助理（RA）、酒店接待員・大堂接待員等。每小時的工資，工作種類與地方不同是有差異

的。就飲食業而言，大約是每小時800日圓至1,200日圓左右, 做足上限的28小時，可獲22,400～33,600日圓。

課外兼職必須向附近的入國管理局取得資格外活動許可。可在以下條件範圍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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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風月或敗壞風俗的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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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的工作。

另外，自2012年7月9日起，可在登陸許可時發放居留卡的機場（僅限在同一天，成田機場、羽田機場、中

部機場及關西機場）申請資格外活動許可。

※沒有許可而工作或超過準許時間、活動內容範圍，將被懲罰或被驅逐出境。

在學大學和全國的公共職業安定所「Hello Work」等都有為學生介紹兼職。

學長的忠告

兼職即在日本公司工作。能習得工作上的規

則及習慣，可算是很好的學習。可是就曾經

有位朋友，在課業上粗心大意，學校的出席

率不足，搞到居留資格不獲更新，不得不中

途回國。我們留學生的目的不是為工作，這

一點千萬不要忘記。

（台幣）

（日圓）（日圓）

（日圓）（日圓）

（日圓）

（日圓）

（日圓）

（日圓）

職業 比例

1 飲食業 51.8%

2 營業・販賣 25.5%

3 助教助理（TA）/ 調研助理（RA） 7.4%

4 酒店接待員・大堂接待員 6.9%

5 語學教師 6.6%

6 通譯・翻譯 3.8%

7 清掃 3.6%

7 工廠・安裝作業 3.6%

9 事務 3.5%

10 家庭教師 3.2%

兼職的職種（複數回答設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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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對象 月費 詢問處

日本政府（文部科學
省）獎學金 ※1

國內
採用

研究留學生 ※2參閱

在學學校（日本）
本科留學生 117,000日圓

JASSO 自費外國留學生
學習獎勵金

大學本科 / 短期大學 / 留學生別科 / 高等專門學校 
/ 專門學校 / 準備教育課程 / 日語教育機關

48,000日圓
在學學校（日本）

研究生 / 碩士課程 / 博士課程 65,000日圓

地方自治體等獎學金 依各地方自治體・團體而異 — 各自治體・團體
或在學學校（日本）

民間團體獎學金 依各民間團體而異 — 各財團或在學學校（日本）

校內獎學金  
學費減免・免除制度

依各學校而異 — 在學學校（日本）

種類 對象 月費 詢問處

日本政府
（文部科學省）
獎學金 ※1

大使館
推薦

研究留學生 / 教員研修留學生 ※2參閱

附近的駐外日本國公館
http://www.mofa.go.jp/mofaj/

　 link/zaigai/index.html

本科留學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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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領袖課程（Young Leaders' Program）留學生 242,000日圓

大學
推薦

研究留學生 ※2參閱

在學學校（本國）
日語・日本文化研修留學生 117,000日圓

JASSO 私費外國人留學生學習獎
勵費（給付預約制度）（P28）

「日本留學試驗」（EJU）赴考生且獲大學本科 / 
短期大學 / 專門學校接納的正規入學者

48,000日圓
JASSO

http://www.jasso.go.jp/　 　 
scholarship/yoyakuseido.html

留學生交流援助制度
（短期接收）

（對象為有大學間交流協定等的交換留學生。留學
期間為3個月以上1年以內）

80,000日圓 在學學校（本國）

留學生交流支援制度
（短期停留）

（對象為參加大學等實施的時間不到3個月的留學
生接收計劃的留學生）

80,000日圓 在學學校（本國）

自治體・民間團體獎學金 依各自治體・團體而異 — 各自治體・財團

※1　月費單價為2012年4月的情況(預定)。可因修學・研究地區，而出現獎學金加額的情形。

※2　研究生為143,000日圓、碩士課程為144,000日圓、博士課程為145,000日圓。

❖申請方法
1.  赴日本前在日本國外申請（少數）

2.  到日本來並進入學校後，在日本國內申請（大多數）

❖赴日本前可申請的獎學金的數量

❖審查考試：資料審查、一般教養或專門領域的知識及語學等的筆試、面試審查等。

❖申請方法： 幾乎全部都是通過在學學校提出申請。詳情可向學校留學生負責單位查詢。

※因年齡、國家及地區、日本的就讀學校、日本的專業領域不同，可申請的獎學金有時會受到限制。

對象 自治體・民間 日本政府

1 高中生 1

2 高等專門學校生 0 ○

3 專門學校生 3 ○

4 私立大學留學生別科生 2

5 日語教育機構生 5

6 短期大學生 4

7 大學本科聽講生 0

8 大學本科生 10 ○

9 研究所研究生 6 ○

10 碩士課程生 16 ○

11 博士課程生 8 ○

赴日本前申請的獎學金1

來日本後申請的獎學金2

（JASSO調查  截至2011年12月）

（文部科學省及JASSO調查）

獎學金所提供的款額並非留學所需的全部費用，多數只夠作為生活費或學費的一部分補助而已。因此要具體的

將留學費用計算好，不能只依賴獎學金，把本身的資金一並計算在內，仔細作個完善的資金計劃。

參考：試試利用網頁來調查

設有獎學金制度的大學一覽（JASSO） http://www.jasso.go.jp/study_j/documents/shougakukindaigaku.pdf
獎學金手冊（JASSO） http://www.jasso.go.jp/study_j/scholarships.html
獎學金檢索（Japan Study Support） http://www.jpss.jp/sguide/index.html
關於公費外國留學生（外務省） http://www.studyjapan.go.jp/jp/toj/toj0302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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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對象 月費 詢問處

日本政府（文部科學
省）獎學金 ※1

國內
採用

研究留學生 ※2參閱

在學學校（日本）
本科留學生 117,000日圓

JASSO 自費外國留學生
學習獎勵金

大學本科 / 短期大學 / 留學生別科 / 高等專門學校 
/ 專門學校 / 準備教育課程 / 日語教育機關

48,000日圓
在學學校（日本）

研究生 / 碩士課程 / 博士課程 65,000日圓

地方自治體等獎學金 依各地方自治體・團體而異 — 各自治體・團體
或在學學校（日本）

民間團體獎學金 依各民間團體而異 — 各財團或在學學校（日本）

校內獎學金  
學費減免・免除制度

依各學校而異 — 在學學校（日本）

種類 對象 月費 詢問處

日本政府
（文部科學省）
獎學金 ※1

大使館
推薦

研究留學生 / 教員研修留學生 ※2參閱

附近的駐外日本國公館
http://www.mofa.go.jp/mofaj/

　 link/zaigai/index.html

本科留學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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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領袖課程（Young Leaders' Program）留學生 242,000日圓

大學
推薦

研究留學生 ※2參閱

在學學校（本國）
日語・日本文化研修留學生 117,000日圓

JASSO 私費外國人留學生學習獎
勵費（給付預約制度）（P28）

「日本留學試驗」（EJU）赴考生且獲大學本科 / 
短期大學 / 專門學校接納的正規入學者

48,000日圓
JASSO

http://www.jasso.go.jp/　 　 
scholarship/yoyakuseido.html

留學生交流援助制度
（短期接收）

（對象為有大學間交流協定等的交換留學生。留學
期間為3個月以上1年以內）

80,000日圓 在學學校（本國）

留學生交流支援制度
（短期停留）

（對象為參加大學等實施的時間不到3個月的留學
生接收計劃的留學生）

80,000日圓 在學學校（本國）

自治體・民間團體獎學金 依各自治體・團體而異 — 各自治體・財團

※1　月費單價為2012年4月的情況(預定)。可因修學・研究地區，而出現獎學金加額的情形。

※2　研究生為143,000日圓、碩士課程為144,000日圓、博士課程為145,000日圓。

❖申請方法
1.  赴日本前在日本國外申請（少數）

2.  到日本來並進入學校後，在日本國內申請（大多數）

❖赴日本前可申請的獎學金的數量

❖審查考試：資料審查、一般教養或專門領域的知識及語學等的筆試、面試審查等。

❖申請方法： 幾乎全部都是通過在學學校提出申請。詳情可向學校留學生負責單位查詢。

※因年齡、國家及地區、日本的就讀學校、日本的專業領域不同，可申請的獎學金有時會受到限制。

對象 自治體・民間 日本政府

1 高中生 1

2 高等專門學校生 0 ○

3 專門學校生 3 ○

4 私立大學留學生別科生 2

5 日語教育機構生 5

6 短期大學生 4

7 大學本科聽講生 0

8 大學本科生 10 ○

9 研究所研究生 6 ○

10 碩士課程生 16 ○

11 博士課程生 8 ○

赴日本前申請的獎學金1

來日本後申請的獎學金2

（JASSO調查  截至2011年12月）

（文部科學省及JASSO調查）

獎學金所提供的款額並非留學所需的全部費用，多數只夠作為生活費或學費的一部分補助而已。因此要具體的

將留學費用計算好，不能只依賴獎學金，把本身的資金一並計算在內，仔細作個完善的資金計劃。

參考：試試利用網頁來調查

設有獎學金制度的大學一覽（JASSO） http://www.jasso.go.jp/study_j/documents/shougakukindaigaku.pdf
獎學金手冊（JASSO） http://www.jasso.go.jp/study_j/scholarships.html
獎學金檢索（Japan Study Support） http://www.jpss.jp/sguide/index.html
關於公費外國留學生（外務省） http://www.studyjapan.go.jp/jp/toj/toj0302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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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情況中，必須要有保證人。請在事前加以確認。

1.  向日語學校、大學、專門學校等提交申請時

2.  租用公寓時

3.  兼職時

在上述1的申請時「身份保證人」必要的理由是「為保證留學經費能力」「入學後保證不發生居留手續問題」等
各種問題。

  提交資料

● 規定的身份保證書　● 誓約書　● 保證人的居民證　● 在職證明書等

承擔作為保證人後，一旦受保學生付不起學費時需代繳等，對擔保事項上有經濟和道義上的責任。 因此彼此需要建立

充分的信賴關係，千萬不要給對方添麻煩。

入住上述2的公寓時需要有「連帶保證人」的問題，不單是外國人，日本人也不可避免。例如你在期限內不支付房租、

房間設備毀壞而無法繳付維修費等情況下，房東可向連帶保證人要求繳付。對於相識的日本人不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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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所經營，是為了防備萬一發生的火災，以及避免對租戶的保證人造成任何麻煩的制度。補償

期間有為期1年的保險配套（保險費等負擔額為4,000日圓）及為期2年的配套（保險費等負擔額為8,000日圓）。另外,已經加入者

希望延長補償期間時可以延長半年(保險費等負擔額為2,000日圓)。能享用這補償制度的有：日本的大學、短期大學、高等專門學

校、專修學校專門課程（專門學校）及根據法務大臣的公佈設定的日語教育機構的已入學者及入學確定者，原則上需要具有「留

學」資格。可向所屬學校的有關部門提出加入申請。詳情可向在學學校、預定入學的學校或下列的網頁查詢。也可通過以下網頁

確認有關參加此制度的學校及詳細內容。

〈諮詢處〉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事業部保險・補償課

TEL：+81-3-5454-5275　FAX：+81-3-5454-5232　　 http://www.jees.or.jp/

留學生宿舍有地方自治體及大學所經營的學生宿舍。留學生約79.5％是住在民間的宿舍或公寓。一般來說，尋

找民間宿舍等除了向學校的留學生部門求助外，大多數通過網路、資訊雜誌、自己所欲居住地區的不動產（房

地產）經紀代為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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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居留一年以上的外國人，都
必須投保「國民健康保險」（國
保）。要加入國民健康保險，必
須到你所居住地區的市政局辦理
手續。
加入後需按月繳交保險費。保險費用根據市區町村及個人收入有所不同，一般約為每年2萬日圓左右。
有投保國民健康保險者，將獲發給保險證。受傷或患病接受治療時，若出示保險證，醫療費的個人負擔額則在30％以
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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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保險無法應對的因事故等情形下的受傷治療、造成他人受傷以及毀損器物情形下的損害賠償，則有傷害保險與個人
賠償責任保險。

① 學校的留學生宿舍

住宿與生活都逐步在洋化中。但有些房子還保有日本獨特的款式，或設有由榻榻米所鋪設的多用途「和室」。

而且，日本還是保持著在門口脫鞋的習慣。

房間的朝向、距離車站的遠近、房子的新舊程度，都大大地左右了房租的價格。

租賃公寓時候，要與房東或不動產（房地產）經紀簽下租賃條約。在簽約的時候，需繳付押金、禮金與仲介費

等，房租也需提前預付，這已形成一種規矩。押金及禮金的稱號根據不同地域會有所不同的。 簽約時，除了房

租以外，還需要繳交幾個月的房租作為押金及禮金。一般上是沒有附帶傢俱的，需自行準備。

② 公益法人等的留學生宿舍

③ 學校的一般學生宿舍

※估計房租（每月）
　6疊（9.6平方米）的公寓房租（東京）
　 ● 僅房間（廁所共用）4萬日圓以內
　 ● 附設有廚房、廁所4萬日圓左右
　 ● 附設有浴室6萬日圓左右
　 ● 設有冷暖氣、廁所、浴室6.6萬日圓円
　  ＊ 房租根據與車站距離的遠近，房子的新舊而有很大的差距。

宿舍的狀況（截至2011年5月1日）

民間宿舍・公寓等
109,735人
（79.5％）

28,340人
（20.5％）

16,956人
（12.3％）

5,790人
（4.2％）

5,594人
（4.1％）

留學生總數
138,075人

（100.0％）

留學生宿舍

國保負擔  70％

保險對象醫療費總額 100％

部分負擔額  30％（患者負擔） 全部自己負擔

保險外診療

國民健康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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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情況中，必須要有保證人。請在事前加以確認。

1.  向日語學校、大學、專門學校等提交申請時

2.  租用公寓時

3.  兼職時

在上述1的申請時「身份保證人」必要的理由是「為保證留學經費能力」「入學後保證不發生居留手續問題」等
各種問題。

  提交資料

● 規定的身份保證書　● 誓約書　● 保證人的居民證　● 在職證明書等

承擔作為保證人後，一旦受保學生付不起學費時需代繳等，對擔保事項上有經濟和道義上的責任。 因此彼此需要建立

充分的信賴關係，千萬不要給對方添麻煩。

入住上述2的公寓時需要有「連帶保證人」的問題，不單是外國人，日本人也不可避免。例如你在期限內不支付房租、

房間設備毀壞而無法繳付維修費等情況下，房東可向連帶保證人要求繳付。對於相識的日本人不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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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所經營，是為了防備萬一發生的火災，以及避免對租戶的保證人造成任何麻煩的制度。補償

期間有為期1年的保險配套（保險費等負擔額為4,000日圓）及為期2年的配套（保險費等負擔額為8,000日圓）。另外,已經加入者

希望延長補償期間時可以延長半年(保險費等負擔額為2,000日圓)。能享用這補償制度的有：日本的大學、短期大學、高等專門學

校、專修學校專門課程（專門學校）及根據法務大臣的公佈設定的日語教育機構的已入學者及入學確定者，原則上需要具有「留

學」資格。可向所屬學校的有關部門提出加入申請。詳情可向在學學校、預定入學的學校或下列的網頁查詢。也可通過以下網頁

確認有關參加此制度的學校及詳細內容。

〈諮詢處〉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事業部保險・補償課

TEL：+81-3-5454-5275　FAX：+81-3-5454-5232　　 http://www.jees.or.jp/

留學生宿舍有地方自治體及大學所經營的學生宿舍。留學生約79.5％是住在民間的宿舍或公寓。一般來說，尋

找民間宿舍等除了向學校的留學生部門求助外，大多數通過網路、資訊雜誌、自己所欲居住地區的不動產（房

地產）經紀代為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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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居留一年以上的外國人，都
必須投保「國民健康保險」（國
保）。要加入國民健康保險，必
須到你所居住地區的市政局辦理
手續。
加入後需按月繳交保險費。保險費用根據市區町村及個人收入有所不同，一般約為每年2萬日圓左右。
有投保國民健康保險者，將獲發給保險證。受傷或患病接受治療時，若出示保險證，醫療費的個人負擔額則在30％以
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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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保險無法應對的因事故等情形下的受傷治療、造成他人受傷以及毀損器物情形下的損害賠償，則有傷害保險與個人
賠償責任保險。

① 學校的留學生宿舍

住宿與生活都逐步在洋化中。但有些房子還保有日本獨特的款式，或設有由榻榻米所鋪設的多用途「和室」。

而且，日本還是保持著在門口脫鞋的習慣。

房間的朝向、距離車站的遠近、房子的新舊程度，都大大地左右了房租的價格。

租賃公寓時候，要與房東或不動產（房地產）經紀簽下租賃條約。在簽約的時候，需繳付押金、禮金與仲介費

等，房租也需提前預付，這已形成一種規矩。押金及禮金的稱號根據不同地域會有所不同的。 簽約時，除了房

租以外，還需要繳交幾個月的房租作為押金及禮金。一般上是沒有附帶傢俱的，需自行準備。

② 公益法人等的留學生宿舍

③ 學校的一般學生宿舍

※估計房租（每月）
　6疊（9.6平方米）的公寓房租（東京）
　 ● 僅房間（廁所共用）4萬日圓以內
　 ● 附設有廚房、廁所4萬日圓左右
　 ● 附設有浴室6萬日圓左右
　 ● 設有冷暖氣、廁所、浴室6.6萬日圓円
　  ＊ 房租根據與車站距離的遠近，房子的新舊而有很大的差距。

宿舍的狀況（截至2011年5月1日）

民間宿舍・公寓等
109,735人
（79.5％）

28,340人
（20.5％）

16,956人
（12.3％）

5,790人
（4.2％）

5,594人
（4.1％）

留學生總數
138,075人

（100.0％）

留學生宿舍

國保負擔  70％

保險對象醫療費總額 100％

部分負擔額  30％（患者負擔） 全部自己負擔

保險外診療

國民健康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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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實習一般上是指在學中的學生到企業等處去做與自己專攻、將來的事業有關的就

業體驗的制度。

有些大學把它當作教育課程的一部份，承認所修得的學分。在學中有否實習制度及學

分的認定，需要在選擇學校之際，直接向校方查詢。有獲得酬勞的情況則必須注意取

得資格外活動的許可。接受職業實習的企業之資料等，也有在網上公開。此外，ETIC
等非營利團體也有相關的資料。還可向在學大學和外國人僱用服務中心查詢。

此外，外國的大學的在學學生，為了取得相當於教育課程一個部份的學分，而與日本

企業等達成協議以就業體驗為目的而入國，是根據有無酬勞、居留期間長短等，居留

資格分為「特定活動」、「文化活動」、「短期滯在」三種。

●  關於職業實習

　 http://www.etic.or.jp/ 

留學生畢業後，在日本企業就業的人數每年都在增長中。因為就業而

需要更換居留資格的審查要點有①學歷、②從事的業務內容、③酬

勞、④企業的實態等4項。①包括大學、短期大學、高等專門學校的

畢業生及專門學校畢業且取得「專門士」稱號者。②「專門士」注重

其所從事的工作內容和本身所專攻的科目有否關連。例如，學服裝設

計而被聘請當電腦程式設計師的情況，其居留資格的更換原則上是有

困難的。③為獲得與日本人同等數額以上的酬勞。④雖沒有公開的基

準，但卻要求公司有安定的經營基礎及業績等。

其他有關手續方法等詳情，可向當地入國管理局查詢。

留學生等取得就業目的的許可件數推移

（2011年 法務省入國管理局調查結果）

何謂職業實習1

畢業後的就業2

1 位　商業・貿易 26.7％
2 位　教育 10.2％
3 位　電腦相關 8.3％
4 位　飲食業 4.1％
5 位　電機 3.8％

各行業許可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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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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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8

5,264

5,878

8,272

10,262

11,040

9,584

7,831

求職體驗

Ahmad Hadi Royani 先生 

出身國 :  印度尼西亞

出身大學 :  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  亞洲太平洋學院

日本留學時間 :  2006年9月～2010年9月

工作單位 :  神鋼商事株式會社  日本橋  東京總部

在大學3年級時，我想如果不能將大學裡學到管理知識用於社會實踐，那該多可惜啊，並且，我相信，日本企業的就職經驗

也有助於祖國的發展，於是決定到日本企業就職。儘管帶著強烈的願望，但是，我的求職活動一開始並不順利。起初，我沒

有明確求職方向，不懂簡歷的製作方法，面試及小組討論也不順利。但是，我並沒有因此放棄，而是認真地反思了一下自己

哪裡不行。並且，還向大學職業指導辦公室及OB、OG進行了諮詢。從很多前輩那裡得到了一個求職中最重要的關鍵詞，那

就是「充分瞭解自己」。在深刻理解這個關鍵詞的含義後，我終於獲得了企業的內定。既然求職，那麼，當然，目標是能進

好的企業工作，但是，我認為，為了獲得這個工作機會，「充分瞭解自己」這一步最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