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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日本的教育制度，６岁上小学,学制６年；１２岁上初中，学制３年；１５岁上高中，

学制３年；１８岁上大学，学制４年。另外短期大学为２年。此外还有各种专门学校。 

小学和初中为义务教育。外国籍儿童（学生）没有在日本上小学和初中的义务。但希望上

学者可以入学。 

从每年４月开始到第二年的３月末为一学年。学年又分为第１学期（４月一８月）、第２

学期（９月一１２月）和第３学期（１月一３月）。也有些学校分为前期（４一９月）和后

期（１０一３月）。均用日语上课。大多数的孩子在上小学前，都进幼稚园或托儿所。 

 

 

 

 

 

 

 

 

 

 

 

 

 第七章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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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教育制度 

 
     

                             资料来源：一般财团法人 自治体国际化协会--多言语生活信息   

                        URL: http://www.clair.or.jp/tagengorev/zh/j/index.html 

备注：从 2016 年 4 月 1 日开始，开设了从小学至初中进行一贯制义务教育的《义务教育学校》

的新的种类的学校。 

 

 

 

http://www.clair.or.jp/tagengorev/zh/j/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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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幼儿园 

 

以学龄前儿童(３岁到５岁)为对象（但是各幼儿园的规定年龄有可能会不相同）。日本

国内的很多孩子都进幼稚园，但不是义务教育。保育时间通常以一天4小时为标准。幼儿园

每年从４月开始，入园申请在前一年所规定的月份之内办理。 

因为保育费、入园申请方法及对象年龄各幼儿园都有所不同，所以公立幼儿园的申请，

请洽询居住地的市盯村教育委员会；县内私立幼儿园的情况，请洽询各幼儿园。 

可在下列网站中查寻县内的私立幼稚园 

  URL https://www.pref.saitama.lg.jp/a0204/shiritsuitiran/youchienichiran.html 

（埼玉县学事课网页） 

有关认定孩子园的内容，登载在第 5章第 4 节的《托儿所》中。 

 

我县把孩子们在上学前要学会的生活常识等内容归纳总结为从<生活>,<和他人的关

系>,<兴趣和关心>三个观点出发的<孩子培养的三个萌芽>.面向家庭的小册子,除了日语以

外,还有简单日语版及外文版(英语,汉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他加禄语,韩国朝鲜语,越南

语,印度尼西亚语),这些版本都上载于网页上. 

URL:  http://www.pref.saitama.lg.jp/f2214/mebae02/mebae-panfuri-fu.html 

 

 

２ 小学、中学 

 

希望上公立小学、初中时，请持本人的住民票到各市町（埼玉市为区役所）村教育委员

会，说明入学愿望，办理需要的手续。申请后，教育委员会决定儿童・学生应进的学校后，

通知父母。 

 

(1) 小学 

入学年龄为在当年的４月１日满６周岁的孩子。入学申请的受理期间一般为前一年的９

月前后，到了入学年在１月份会寄来“入学通知书”。 

    有对残疾孩子支援的“特别支援班级”、“通级指导”等支援制度 

 

(2) 中学 

入学年龄为在当年的４月 1 日满１２周岁的孩子。每年在１月份向小学将要毕业的学生

https://www.pref.saitama.lg.jp/a0204/shiritsuitiran/youchienichiran.html
https://www.pref.saitama.lg.jp/a0204/shiritsuitiran/youchienichiran.html
http://www.pref.saitama.lg.jp/f2214/mebae02/mebae-panfuri-f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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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去“中学入学通知书”。初中学校都有各自规定的校服。有关类似情况请向各学校咨询。 

    有对残疾孩子支援的“特别支援班级”、“通级指导”等支援制度。 

 

(3) 插班（编入学） 

在外国的小学或初中上学的外国籍儿童和学生，希望上县内的小学和初中时，要到居住

的市（埼玉市为区役所）町村办理“外国人登录”后，向教育委员会提出入学申请，办理

必要的手续。 

(4) 转学 

    因搬家而使学区有了变动时孩子需要转学。 

在搬家前上学的学校开具在学证明书和教科书给与证明书，在向市町村提交搬出通知时，

同时告知有上小学或初中的孩子。搬家后，在提出迁入申请时，要告知有上小学或初中的

孩子，然后向新的学校提交在学证明书和教科书给与证明书。 

回国时，要事先通知学校。 

 

(5) 费用 

公立小学、初中的学费、入学金、书费均免费。但是学校的伙食费和教材费需要家长来

负担。入学时要在学校指定的银行开设帐户，一般来说以自动转帐为多数。 

 

(6) ＰＴＡ（家长和教师的会） 

为了能让孩子们健康的成长，家长和老师互相协助，加深对学校、家庭教育的理解、展

开在校外对孩子们的校外生活进行指导等活动。入会是自由的，但是大部分的公立小学和

初中，在孩子入学的同时家长自动成为 PTA 会员。PTA 的入会手续和会费因学校不同而有

所不同。请直接向各学校咨询。 

 

(7) 放学后的儿童俱乐部（儿童保育） 

对家长工作白天不在家，放学后家里没人照管的小学生进行照看。关于费用和利用事项，

因各市町村有所不同，所以请向各市（区）町村儿童福利担当科问询。 

 

(8) 对不会说日语的儿童的教育 

在不会说日语的学生较多的学校，安排有专门辅导日语的老师。另外，在县的网页上登

载有对大家日常生活有帮助的信息。 

URL: http://www.pref.saitama.lg.jp/f2214/kikokugaikoku-nihongokyouzai240120.html 

 

http://www.pref.saitama.lg.jp/f2214/kikokugaikoku-nihongokyouzai240120.html
http://www.pref.saitama.lg.jp/f2214/kikokugaikoku-nihongokyouzai2401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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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面向外国人学生家长的入学指南手册 

是由文部科学省制作，针对家有学生的外国人家长；用多种语言编成的，对日本学校 

的入学手续进行说明的《入学指南手册》。详细内容可以在文部科学省的主页上查看。 

   中文 

http://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micro_detail/__icsFiles/afi

eldfile/2015/06/01/1358299_05_1.pdf 

３  高 中 

日本的高中不是义务教育。有国立、公立，市立，私立高中。在高中有英语、数学、语

文、理科、社会等课时较多的普通科等，也有商业、工业、农业等的进行有关职业学习的

专门学科，也有对自己以后的出路进行思考的被称为综合学科的学科。也有早上开始上学

的全日制和定时制、通信制等课程。有各种各样的学习方式可供选择。 

※在定时制、通信制课程中也有边工作边学习的人。定时制以在夜间上课为多数，而通信

制的特点是每月3次前往学校学习，在前往学校学习以外的日子在家中自学然后向学校提交

作业。另外也有决定时间（白天或晚上）上学的定时制高中。 

有关定时制通信制高中的详细情况，请查看埼玉县高中教育委员会的网页 

    http://www.pref.saitama.lg.jp/f2208/tei-tuu-sienninn.html 

 

(1) 入学考试 

初中毕业生或接受了相当于初中同等水平学校教育的人(包括即将达到同类水平的人)，

有参加日本高中入学考试的资格。另外在国外接受了9年学校教育的人，进行资格申请的认

定手续后，也可以参加日本高中入学考试。入学考试和上课均用日语。 

对于入学考试的时间，募集要领，请直接向各学校咨询。有关公立高中的入学事项等请

向在读的初中咨询。 

有关公立学校入学选拔的注意点（埼玉县高中教育指导课网页） 

    日语版 https://www.pref.saitama.lg.jp/f2208/r3nyuushiqa.html 

    英语版 https://www.pref.saitama.lg.jp/f2208/r3englishfaq.html 

 

 

(2) 费用 

费用包括学费和入学金、另外，教科书和教材等费用也由家长负担。 

公立学校，根据收入可以申请享受高中就学援助金及奖学金。另外，根据收入，也有免

除入学金的可能。 

http://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micro_detail/__icsFiles/afieldfile/2015/06/01/1358299_05_1.pdf
http://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micro_detail/__icsFiles/afieldfile/2015/06/01/1358299_05_1.pdf
http://www.pref.saitama.lg.jp/f2208/tei-tuu-sienninn.html
http://www.pref.saitama.lg.jp/f2208/tei-tuu-sienninn.html
https://www.pref.saitama.lg.jp/f2208/r3nyuushiqa.html
https://www.pref.saitama.lg.jp/f2208/r3englishfa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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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高中的学费各个学校各有不同。根据家庭收入，学生也能够得到“高中就学援助金

及奖学金”。还有，在县内私立高中上学时，根据收入，学费、入学金等可得到减免。 

除此之外，还要交纳为修学旅行、远足等各种活动筹集的公积金、PTA 会费等费用。各

个学校各有不同，详细情况请向各学校咨询。 

 

 

(3) 转学 

考入埼玉县的县立高中后，即是搬了家住址变更了，如本人希望则可以继续在原来的学

校上学，不需要转学。 

但是如希望转到离家较近的高中时，需经过插班考试。要是出现这种情况，请和现在上 

  学的学校商量 

 

(4) 外国人特别选拔 

县以设立特别选拔等措施以应对来日本期间较短的外国人。与普通报考的方法不同，利

用者请洽询实施外国人特别选拔制度的学校。 

在 2021 年度（2021 年 4 月入学）的入学考试中，实施外国人特别选拔的有以下 12 所高

中（岩槻高中、草加南高中、南稜高中、深谷第一高中、和光国际高中，厥高中、川口东

高中、川越西高中、栗桥北彩高中、妻沼高中、新座柳濑高中、三乡北高中）。 

☎ 咨询窗口・问讯处  

名 称 电话号码 接待时间 

《有关县立高中外国人特別选拔》 

埼玉县教育局县立学校部高中教育指导科 

048-830-6766 星期一至五 

(节假日，年末年初除外) 

8:30～17:15 

 

《有关县立高中的转学、报名资格》等 

埼玉县教育局县立学校部县立学校人事课 

048-830-6735 

《有关县立高中的学費和入学金》 

埼玉县教育局县立学校部县立学校人事科 

048-830-6652 

https://www.pref.saitama.lg

.jp/f2204/j-s/index.html 

《有关私立高中学费减免》 

埼玉县总务部学事课 

048-830-2725 

http://www.pref.saitama.lg.jp/a0

204/fubofutan2.html  

   

https://www.pref.saitama.lg.jp/f2204/j-s/index.html
https://www.pref.saitama.lg.jp/f2204/j-s/index.html
http://www.pref.saitama.lg.jp/a0204/fubofutan2.html
http://www.pref.saitama.lg.jp/a0204/fubofutan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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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特别支援学校 

 

为在需要教育上提供特别支援的幼童提供教育的学校，设有相当于小学、初中、高中水准

的小学部、初中部、高中部(有一部分学校还设有幼儿部和专科）。如果希望就学于小学部、

初中部时,最初请和本人的住民票中地址所属的市町村教育委员会问询。希望进入幼儿部和高

中部时，请向埼玉县教育局县立学校部特别支援教育科问询。 

还有，特别支援学校将根据视觉障碍、听觉障碍、弱智、肢体残疾等各种不同障碍及程度

进行教育。 

 

(1) 幼儿部 

有３所县立特别支援学校设有幼儿部。他们分别是对视觉障碍者提供教育的“塙保几一

学校”、对听觉障碍者提供教育的“大宫聋哑学校”和“坂户聋哑学校”。以年龄在３至

５岁的学龄前儿童为对象，入学时需要与学校商谈。另外该３校还接受从０岁开始的早期

教育咨询和保育。不论是视觉障碍还是听觉障碍，如果在早期接受专门性的教育，则有可

能使障碍得到改善，所以希望尽早和学校商谈。 

 

(2) 小学部 

以在当年４月１日满６足岁；患有视觉、听觉障碍；弱智；四肢残疾或是身体虚弱者等

需要接受特别教育支援的孩子为上小学部的对象。 

    另外，有希望转入者，要在前一年的夏天，与居住地所属的市町村的教育委员会商谈。 

 

(3) 中学部 

以在当年４月１日满１２足岁；患有视觉、听觉障碍；弱智；四肢残疾或是身体虚弱者

等需要接受特别教育支援的孩子为上初中部的对象。 

    另外，有希望转入者，要在前一年的夏天，与居住地所属的市町村的教育委员会商谈。 

 

(4) 高中部 

因为高中部根据学校设有普通科和专科，所以请向埼玉县教育局县立学校特别支援教育

科咨询。入学时有入学选拔考试。毕业于（将毕业）日本的初中、特别支援学校初中部或

是相当于初中、特别支援学校初中部的学生，具有入学选拔考试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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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窗口・问讯处 

名    称 电话号码 接待时间 

埼玉县教育局县立学校部特別支援教育课 048-830-6880 星期一至五(节假日，年末年初除外) 

8:30～17:15 

 

 

 

5  大学和专门学校 

 

埼玉县内有许多公立和私立的大学。另外还有短期大学和专门学校。 

因为入学资格及手续，各大学、专门学校各不相同，所以请直接洽询希望就读的大学、

专门学校。 

日本学生支援机构（JASSO）在互联网上提供有关大学及奖学金的各种信息。 

    日本学生支援机构 网页 

    日本留学信息 

    https://www.studyinjapan.go.jp/ja/planning/search-school/ （日语） 

    https://www.studyinjapan.go.jp/en/planning/search-school/（英语） 

 

 

 

 6  奖 学 金 

为了升学者，在高中、专科学校、大学、短期大学、研究生院等设有奖学金制度。埼 

玉县有以下这些奖学金制度。详细情况请向以下的部门问询。 

☎ 咨询窗口・问讯处 

名称 问 询 处 接待时间 

埼玉县高中等奖学金 埼玉县教育局教育总务部财务课  048-830-6652 

http://www.pref.saitama.lg.jp/f2204/j-s/ind

ex2.html 

星期一至五 

(节假日，年末年初除外) 

8:30～17:15 

 
定时制课程及通信制课程

学生修学奖励費 

埼玉县教育局县立学校部高中教育指导课 

048-830-6765 

https://www.studyinjapan.go.jp/ja/planning/search-school/
https://www.studyinjapan.go.jp/en/planning/search-school/
http://www.pref.saitama.lg.jp/f2204/j-s/index2.html
http://www.pref.saitama.lg.jp/f2204/j-s/index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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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问 询 处 接待时间 

对单亲和寡妇家庭福利资

金的修学资金 

埼玉县福利部少子政策课 048-830-3337 

http://www.pref.saitama.lg.jp/a0607/boshifu

shikafukashitsuke.html 

埼玉县护士等育英奖学金

贷款制度 

埼玉先保健医疗部医疗人才整备课 048-830-3543 

http://www.pref.saitama.lg.jp/a0709/ikueish

ougakukinn/index.html 

埼玉县医师育成奖学金 埼玉县保健医疗部医疗人才整备课  

048-601-4600 

http://www.pref.saitama.lg.jp/a0709/ishiiku

sei-shougakukin 

本多静六博士奖学金 埼玉县农林部森林建造课  048-830-4310 

https://www.pref.saitama.lg.jp/a0905/hondas

hogakukinboshu2.html 

  详细内容，请洽询各市町村、学校和团体。 

 

 7  日语学习 

可以在埼玉县志愿者讲师开设的免费日语教室及日语学校（收费）学习日语。 

☎ 咨询窗口・问讯处 

 

 

 8 日语能力鉴定考试  

有鉴定日语能力的考试。 

有助于您升学或就职。 

详细内容请向各咨询机关咨询。 

名 称 问讯处 接待时间 

《有关志愿者开设的日语教室》 

（公财）埼玉县国际交流协会 

048-833-3296 

URL: https://www.sia1.jp/foreign/japane

  

星期一至五 

(节假日年末年初除外) 

9:00～16:00 

＜有关日语学校＞ 

（-财）日语教育振兴协会 

03-5304-7815 

URL: https://www.nisshinkyo.org/ 

〈寻找学校〉（日语、英语、汉语、韩国语） 

星期一至五 

(节假日年末年初除外) 

9:30-17:30 

http://www.pref.saitama.lg.jp/a0607/boshifushikafukashitsuke.html
http://www.pref.saitama.lg.jp/a0607/boshifushikafukashitsuke.html
http://www.pref.saitama.lg.jp/a0709/ikueishougakukinn/index.html
http://www.pref.saitama.lg.jp/a0709/ikueishougakukinn/index.html
http://www.pref.saitama.lg.jp/a0709/ishiikusei-shougakukin
http://www.pref.saitama.lg.jp/a0709/ishiikusei-shougakukin
https://www.pref.saitama.lg.jp/a0905/hondashogakukinboshu2.html
https://www.pref.saitama.lg.jp/a0905/hondashogakukinboshu2.html
http://www.sia1.jp/foreign/japane
http://www.sia1.jp/foreign/japane
http://www.nisshinky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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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窗口・问讯处 

名 称 问讯处 受付時間 

日语能力考试 

http://www.jlpt.jp/ 

 

（公财）JEES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 

日语能力开始接待中心 

 03-6686-2974 

星期一至五 

(节假日年末年初除外) 

9：30～17：30 

J.TEST实用日语鉴定 

https://j-test.jp/ 

 

日语鉴定协会和J.TEST事务局 

03-5875-1231 

j-test@gobun-ken.jp 

星期一至五 

(节假日年末年初除外) 

10:00～17:30 

ＢＪＴ商务日语能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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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财)日本汉字能力鉴定协会 

0120-509-315 

星期一至五 

9：00～17：00 

(节假日年末年初除外) 

 

http://www.jlpt.jp/
http://www.jlpt.jp/
http://j-test.jp/
http://j-test.jp/
http://www.kanken.or.jp/bjt/
http://www.kanken.or.jp/bj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