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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6 年 度 高 中 升 学 指 南 
平成 29年度(2017年 4月入学)公立高中报考日程 

 

 

 

 

 

 

 

 

 

问讯处一览表 

问讯内容 问讯处 联系方式 参照 

学 

公立

高中 

埼玉县立综合教育中心 

入学考试咨询窗口 

电话:０４８－５５６－２４３９ 

电子信箱:p7412216@pref.saitama.lg.jp 

网页：http://www.center.spec.ed.jp/ 

⇒ 

p2 

 

埼玉县教育局 

高中教育指导课 

电话:０４８－８３０－６７６6 

电子信箱:a6760@pref.saitama.lg.jp  

网页：http://www.pref.saitama.lg.jp/f2208/nyuushi.html 

私立 

高中 

埼玉县私立中学高等学校

协会 
网页：http://www.saitamashigaku.com/ 

不在日本初

中毕业的人 

埼玉县 教育局 

县立学校人事课 学事担当 

电话:０４８－８３０－６７３５ 

网页：
https://www.pref.saitama.lg.jp/f2207/nyugakusya-senbatsu/kaigai.html 

⇒ 

p3 

奖学金等 

埼玉县教育局 财务课 

“埼玉县高中的奖学金制度”  

电话：０４８－８３０－６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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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4 

埼玉县 总务部 学事课 

学费减免咨询台 

“减轻私立学校家长负担补助金”  

电话：０４８－８３０－２７２５  

网页：http://www.pref.saitama.lg.jp/a0204/fubofutan2.html 

日本学校的

制度 
文部科学省 

“外国学生就读指南” 网页：
http://www.mext.go.jp/a_menu/shotou/clarinet/003/1320860.htm 

 

面向外国学

生的信息 

埼玉县 教育局 

义务教育指导课 

“外国学生支援网页”： 

http://www.pref.saitama.lg.jp/f2214/kikokugaikokujinsapoutoj

igyou240120.html 

 

 

日语教室 
埼玉县国际交流协会 

埼玉外国人综合咨询中心 

电话：０４８－８３３－２９９２ (事务局) 

０４８－８３３－３２９６ (咨询中心) 

网页：http://www.sia1.jp/foreign/_guidance 

 

 

平成 29 年(2017 年) 2月 

  17日（星期五）用指定投递日邮送的方法提交入学願書(入学申请书)、受験票(准考证)、調  

  査書（学校出具的材料） 

  20 日（星期一）9：00—16：30   

  21 日 (星期二) 9：00—12：00 

  直接向各报考学校的招生办提交入学願書、受験票、 調査書        

  23 日（星期四）9:00— 16：30 

 24 日（星期五) 9:00— 16：00  

  允许更改一次报考志愿 

3月 

  2日(星期四)             学力考试 

  3日(星期五)             实技考试或面试(一部分高中) 

  10日(星期五)9：00        合格者发榜（各高中） 

  * 没有招满学生的学校会进行补充招生，实行补招的时间和内容各学校有所不同。 

   

※名额未招满的学校将实施缺员补招。补招日程因校而异。 

关
于
入
学
考
试
或
说
明
会 

中国語 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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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高中是怎样的学校？ 
    高中，一般来说是初中毕业的学生再学习 3～4年的地方。 

     和小学，初中不同，进入高中学习需通过考试并合格。 

     进入高中以后，如果不努力学习就有可能不能升级、毕业。 

     除了学习，还有社团活动和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远足，运动会，文化节、修学旅行等） 

    

6岁～ 12岁～ 15岁～  

 

小学 

（6年） 

 

初中 

（3年） 

 

高中 

（3年或 4年） 
详细内容请看下面的表格 

大学等 

    ※4月至第二年 3月底出生的人为同一学年。 

 

2 高中的种类 

(1)  公立高中 (主要例) 

 
上学·上课时间 1天学习时间 

毕业为止 

所需年数 
学科 

全日制 上午8:30～下午3:30 
上课时间6小时左右 

·社团活动 
3年 

普通科 

专业学科(※1) 

综合学科(※2) 

定时制 

夜校 下午5:30～晚上9:00 
上课时间4小时左右 

·社团活动·伙食 
4年 

普通科 

专业学科 

三部制 
设Ⅰ部(上午)、Ⅱ部(下午)、 

Ⅲ部(晚上) 上课时间（4小时左右 

可以和其他部门一起上

课 

・社团活动·伙食 

3-4年 
综合学科 

学分制(※3) 
二部制 

设Ⅰ部(上午～下午)、 

Ⅱ部(下午～晚上) 

设Ⅰ部(上午～下午)、 

Ⅱ部（晚上） 

函授制 每月到学校上学2-3次 在家自学向学校提交作业  普通科 

(※1)  专业学科有工科、商科、农科、外语科等 

(※2)  综合学科除必修科目外还可以自由选修各种普通科目和专门科目的课程 

(※3)  福利、商务、国际教养、自然科学等专业科目和普通科目的课程采用学分制 

 

(2)  私立高中 (公立以外的高中) 

有全日制、函授制高中 

       由于各个学校情况不同请直接向学校确认 

 

3 学校招生说明会 

    各高中都会举办招生说明会。通过学校访问、各种咨询决定想去的高中。也有许多学校联合举办的说明会。 

 

 

 

关于各高中招生说明会的日程安排请向各相关学校或埼玉县立综合教育中心(公立高中的场合)问讯。 

招生说明会日程和报考信息还可在埼玉县立综合教育中心官方网站上查询 

http://www.center.spec.ed.jp/?page_id=173 

 

 

 

http://www.center.spec.ed.jp/?page_id=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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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入学考试 

报考资格 

① 已经在日本或国外中学毕业的人，或在 2017 年 3月份可以毕业的人 

② 被承认具有与初中毕业同等文化程度的人 

※ 不在日本初中毕业的人需要接受“资格认定”。 

具体请参照：《5 不在日本中学毕业的人》 

实施入学考试的学校 所有全日制高中和定时制高中 

招生名额 因学校而异 

提交资料 入学願書、受験票、調査書等 

考试内容 

① 只实施学力考试 (语文、数学、社会、理化、英语)的学校 

② 学力考试+面试的学校 

③ 学力考试+实技考试的学校 

※ 和日本学生进行一样考试。有关专门针对外国人实施考试的学校，请参照《6 外

国人特别选拔》 

注意：报考私立学校时，请向各学校确认 

 

5 不在日本中学毕业的人 

 

 

 

 

需提交资料 

1 2017年度埼玉县立高中入学志愿者报考资格认定申请书 
在县立学校人事课学事担当处领取。 

网上也能下载。 

2 
与监护人一起居住在埼玉县的证明 

※注意，根据住房类型不同需要提交的证明也不同 

① 拥有私人房产的人：登记事项证明书 

(登记簿誊本) 

② 公营住宅的居住者：入居证明书 

  市营住宅 ⇒ 在市役所办证 

  县营住宅 ⇒ 在埼玉县住宅供给公社 

各支所办证 

③ 租赁房屋的人：租赁合同的复印件 

3 在国外学校接受教育最终学校的毕业证明或结业证明 毕业证明或结业证明、成绩证明等 

 

6 外国人特别选拔招生 

    以下的 6所高中，专门为在日本时间较短的外国人学生实施考试。 

 

 

 

 

 

（1） 报考资格 

·在日本居住累积不满 3年的人（截至于 2017年 2月 1日） 

·与监护人一起居住在埼玉县，或平成 2017年 3月 31 日为止预计居住在埼玉县的人 

（2） 考试内容 

学力考试 (数学·英语)与面试  ※ 不到分数线的人即使报考人数不足也不予录取 

报考公立高中（县立高中・市立高中）的学生，需要接受“报考资格认定” 
请向“埼玉县教育局县立学校人事课学事担当”提出申请 

※ 报考私立高中的人请向各学校确认有关事宜 
 

实施外国人特招的高中 

岩槻高中 (普通科·国际文化科)、草加南高中 (普通科·外语科)、南棱高中(普通科·外语科)、

深谷第一高中 (普通科·外语科)、和光国际高中(普通科·外语科)、蕨高中(普通科·外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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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学费 

(1) 读高中所需的费用 
 公立高中 私立高中 

全日制 定时制 全日制 

报名费 2,200円 950円 约24,000円 (平均) 

入学金（※１） 5,650円 2,100円 约225,000円 (平均) 

学  费（※2） 1年 118,800円 1年 32,400円 1年约378,000円 (平均) 

入学时其他费用 书费、校服、运动服等大约需要 5万～8万円 私立学校的这些费用高于公立学校 

诸会费(※3、4) 约1万～2万円/1个月 约5,000円/1个月 私立学校的这些费用高于公立学校 

伙食费 不提供伙食 约5万円/1年 不提供伙食 

1年总计 
入学时约交5万円 

1年约交30万～45万円 

入学时约交2万円 

1年约交20万円 

各校收费不同 

请直接向报考学校确认 

   (※1)  金额有发生变化的可能 

   (※2)  金额有发生变化的可能 

   (※3)  因学校而不同 

   (※4)  诸会费主要指 PTA(家长会)会费、后援会费、学生会费、教材费、旅游(毕业旅游等)专项储蓄等 

 

(2) 入学金等费用的免除 

    部分高中有免除入学金、各种会费等的制度。入学前或开学后请马上与老师协商。 

 

8 奖学金等 

有学费补助的制度。其中有需要偿还的也有无需偿还的奖学金。 

根据家庭收入情况以及学校成绩等审查决定。 

 

（1）无需偿还 

 · 高中等学校的就学支援金（以上高中等学校的学生为对象） 

 · 减轻私立学校家长负担补助金 （以和监护人居住在埼玉县，并就读埼玉县私立学校的学生为对象） 

 · 国立，公立学校的为了奖学的补助金（以和监护人居住在埼玉县，并就读于国立或公立学校） 

 · 埼玉县私立高中等为了奖学的补助金（以和家长居住在埼玉县，并就读埼玉县私立学校的学生为对象） 

 

（2）需要偿还 

 · 埼玉县高中等的奖学金制度（以和监护人居住在埼玉县的学生为对象） 

 

（3）其他（市町村的奖学金等） 

 · 由于市町村的情况不同，并非所有自治体都有奖学金制度。请向市町村确认核实。 

 

发行单位  埼玉县县民生活部国际课  

          （电话：048－830－27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