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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资料＞ 

・公立高中生就学援助制度（爱知县） 

  



１． 日本的教育制度 

关于日本的教育制度简单地说明一下。 

 日本的小学（6 年）和中学（3 年）是义务教育。这以后、中学毕业生 100 个人中有 99

人进入高中（3 年）。高中毕业生 100 个人中大约有个 82 人进入大学（4 年），短期大学（2～

3 年）、或专门学校（1～2 年）。 

 

大学院 

（２～5 年) 

大学（4 年） 
短期大学 

（2～3 年） 
专门学校 

（1～2 年）  
高等专门学校 

（5 年） 
高中（3 年） 专修学校（3 年） 

中学（3 年） 

小学（6 年） 

 

 

为什么要进高中？ 

  在日本,中学毕业以后就职的人非常少、100 个人中约 1 个人。这是因为、日本企业 

雇用高中毕业,大学,专门学校毕业的人越来越多。 

 另外,还有一个理由是很多日本人认为在学校里提高学历,掌握知识,技术,培养孩子们的

教养非常重要。还有,随着社会的发展,专门性的、高难度工作也随之增加,高中不毕业，就拿

不到证书的工作也越来越多。为了增加自己将来选择工作的机会,追求自己的可能性,上高中

有着很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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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有公立的和私立的。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早上 8 点 30 分开始上课到下午 4 点左右

学习。一般科目的学习以外，还有专门知识的学习。 

 

＊ 关于公立学校 

公立学校是由住在爱知县的人或在爱知县工作的人所交的税金建立的学校。 

考公立高中有两次机会（A 组中一个学校、B 组中一个学校）。如想考进丰桥市内高中的话，

努力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学力考试…国语・数学・社会・理科（各门考试 45 分钟） 

            英语（听力考试 10 分钟左右，笔试考试 40 分钟） 

・面试…进行个人或集体的面试。面试时被问关于将来升学情况或特长等。 

面试时间或内容根据高中有所不同。 

・报考费…2，200 日元  ・入学金…5，650 日元（去年） 

・学费 

从平成 26 年 4 月开始，关于县立高中的学费，开始施行高中学校就学援助金制度。有关

该当者的支付手续，有关的规定的申请书及能够确认家长的应纳税标准额的文件，入学后

需要交给所进的高中学校。详细情况请看手册的附录资料。 

・其他…制服・运动服费用（8 万日元左右）、教科书费用 (2 万日元左右)。 

 

 一个月大致所需费用（午餐费另外） 

 丰桥市内公立高中 丰桥市外公立高中 有寄宿的公立高中 

学费 

 

年额118，800日元 

（根据就学援助金制度有减轻） 

年级费・累计金 大约6，000日元 

交通费  大约15，000日元  

寄宿费・伙食费   大约30，000日元 

 

２． 关于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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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高中考试的组合 

【2020 年度考试的分组方法】 

  

  
A 组日程 (3 月 5、8 日） B 组日程 (3 月 10、11 日） 

  

普通科 

  

三河群 

  

 

 
   

 

 
  

    

  

 

 

  

   

  

专门学科 

  

  

  

  

  

    

    

    

    

    

    

    

    

    

    

综合 学科     

 

 

丰 丘 高中 

丰桥南高中 

福 江高中 （有福利实践课程・ 

             实务课程・考大学课程）  

国 府高中 

御 津高中 

 

 

时习馆高中 

丰桥东高中 （有国际理解班） 

成章高中 

小坂井高中 

蒲郡东高中 

田口高中  （有自然探求课程） 

 

蒲郡高中 

 

丰桥工科高中（机器工学，机械，电气， 

建筑设计，城市工科） 

丰桥商业高中 （全科：综合商务・ 

       国际商务・ 

       经理・信息处理） 

丰桥南高中   （生活设计课程） 

丰 丘 高中   （生活文化课程） 

国 府高中  （商业课程） 

田口高中   （林业课程） 

安城农林高中（农业・园林课程） 

       （花卉科学课程） 

（食品科学课程） 

       （动物科学课程）   

       （森林环境课程） 

旭 丘高中   （美术课程） 

明 和高中  （音乐课程） 

宝 陵高中  （福利课程） 

       (卫生护士课程） 

御 津高中 （国际教养课程） 

新城东作手校舍 （人与自然课程） 

丰川工科高中（全科：机器工学，机械，

电气，信息系统，（生活

课程） ） 

成 章高中  （商业课程）  

（生活文化课程） 

渥美农业高中（农业・设施园林课程） 

      （食品科学课程） 

      （生活科学课程） 

三谷水产高中（海洋科学课程） 

      （信息通讯课程） 

      （海洋资源课程） 

      （水产食品课程） 

－３－ 

新城有教馆高中   丰桥西高中 

 



＊ 关于私立高中 

一听到「私立高中」这个词，很多人会有「私立高中很花钱」这样的印象。但是、在爱

知县、有对在私立高中的学生的家长进行学费减轻补助或入学缴纳金补助。 

由于这样、缩小了与公立高中的学费差距。考虑到上学的交通费，去远的公立高中，还

不如进离家比较近的私立高中，这样更便宜。另外，有高考特别班或特别辅导班等，在升

大学或进优良企业的教育上有着优秀成果的私立高中也有很多。 

 
推选考试 一般考试 

 

 
有强烈的愿望报考这个高中。学习成绩优秀， 

有中学校长的推选。 

 

 

考试科目 

国语，数学，英语的学力考试或作文和面试 

（根据各学校情况有不同） 

5门学科的学力考试和面试 

（根据各学校情况有不同） 

合格后 

推选考试合格的人、一定要进入这所学校。 

 

即使私立高中考试合格、公立也合格的话、 

不去私立高中也可以。 

报考费  １３，０００日元～１５，０００日元 

入学金 大约２００，０００日元 

学 费 

３０，０００日元～３７，０００日元 

（学费两，三个月一起交付的学校比较多） 

・因市或县出补助金、所以根据收入有不同。 

学费，设施设备费，PTA会费包括在内、约为40，000日元 

年级费等 大约１２，０００日元 

其 他 （制服费・运动服费）…大约８万日元    （教科书费）…２万日元 

2 月初、大约 20 万日元（入学金）、3 月底为止需要准备大约 20 万日元（制服费・教科书费）。总

之，到 3 月底大约需要 40 万日元左右。（根据各高中，金额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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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入学金的补助  【没有偿还义务】   

补助入学金的一部分。 

２．学费的补助 （包括国家的就学援助金）  【没有偿还义务】  

补助学费的一部分。 

《1 年级》 

税金标准额×0.06-市区

村民税的调整扣除额

（注） 

爱知县教课减轻补助费

（月额） 

国家的援助费（月额） 爱知县教课减轻补助费

＋国家的援助费（月额） 

0～154,499 円 1,400 円 33,000 円 
34,400 円 

154,500～212,699 円 24,500 円 

9,900 円 212,700～270,299 円 7,300 円 17,200 円 

270,300～304,199 円 なし 9,900 円 

《2 年级以上》 

税金标准额×0.06-市区

村民税的调整扣除额

（注） 

爱知县教课减轻补助费

（月额） 

国家的援助费（月额） 爱知县教课减轻补助费

＋国家的援助费（月额） 

0～154,499 円 200 円 33,000 円 
33,200 円 

154,500～212,699 円 23,300 円 

9,900 円 212,700～270,299 円 6,700 円 16,600 円 

270,300～304,199 円 なし 9,900 円 

 

３．学费减免援助特别事业费补助【没有偿还义务】 

年度途中因失业・公司倒闭，家长的所得在一定的条件下该当的时候。 

４．奖学金的贷款 【要偿还】 

因经济上的理由上学困难的人给予无利息的贷款。 

每月 30，000 日元或 18，000 日元。奖学金贷款期限终了之后，分期付款在 12 年、10

年或 6 年内偿还。 

５．入学金的贷款 【要偿还】 

    4 月份作为新入学学生的入学资金，给予无利息贷款 

 

＊ 2020 年度 私立学校的主要补助制度 

高中学生（全日制 定时制） 所有的、向在学的高中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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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桥市立丰桥高中，定时制课程分夜间部和白天部上课。有很多外国籍学生在校

学习。学分制高中，即使在一学年里所选的科目的学分修不了的话，但如已修得了

一定以上的学分的话，也可以升级。 

白天部，分上课开始时间早的1部和上课开始时间晚的2部制。与全日制的公立和

私立学校相比课数比较少，所以顺利地修完学分要4年。如果想3年毕业的话，上特

设讲座进行补习，修得另外的学分，有可能3年毕业。 

夜间部，因是从傍晚开始上课，所以上课前吃饭。夜间课程通常修完所有学分，4

年可以毕业。如果想3年毕业的话，和白天部一样，上特设讲座进行补休，修得另外

的学分为条件。 

丰桥高中学校因采用广泛的选择制和少数人指导制进行仔细地指导，所以有人继

续升大学，有人进专门学校的人也有。当然，就职的人也有，毕业后有各种各样的

出路。 

因丰桥高中是丰桥市管理的，学费便宜。所以，有「不想让父母操心学费」这样

想法的进入此学校的人也有。 

 学费以外，每月需要3，000日元～5，000日元。入学时教材等各项费用大致需要 

50，000日元左右。白天部需要制服费60，000日元左右。 

・入学考试费…950 日元  

・入学金…没有  

・学费…2，000 日元（根据收入有不同） 

  到 3 月为止需要下面的金额 

・白天课程…约 110，000 日元  

・夜间课程…约 60，000 日元 

 

＊ 关于丰桥市立丰桥高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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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其他的升学 

 

＊专修学校 

专修学校是培养将来就职能力或实际生活时所要的技术能力的学校。有家政，料理，通

信，服装设计等课程。 

丰桥市内有公立的「丰桥市立家政高等专修学校」。 

◎ 丰桥市立家政高等专修学校 

  ・学业年限…3 年 

 ・能获取的资格…大学入学考试资格、厨师证书、茶道・花道修了证书、食品卫生责任

者，商务文书资格检定 

 ＊爱知县立东三河高等技术专门学校 

这是培养劳动技术人员，职业训练的学校。学校为将来想从事建筑工作的人而招收建筑

综合科 20 名。训练期间为两年。入学考试的科目有国语，数学和面试。想报考东三河高等

技术专门学校的人，需要向职业介绍所提交有关资料，所以请向班主任申请。 

另外，在丰川市有残疾人为对象的职业训练学校「爱知县残疾人职业能力开发学校」。

想报考这所学校的人也需要向职业介绍所提交有关资料。 

 

 关于就职 

希望就职的人由本人・家长・班主任・职业介绍所进行「就职咨询」、所以请把自己的

志愿告诉班主任。但是，近几年企业向中学毕业生招工的人数非常少。 1995 从                       

年丰桥公共职业介绍所向中学毕业生求人为 242 人，2020 年 3 月底的招工，丰桥市・田原

市内有 1 家公司只有 2 个人。所以，委托家人或认识的人介绍工作是一种方法。另外自己

也需要寻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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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学力检查  

5月 定期考试1  

6月 
升学说明会 

升学希望调查① 

定期考试Ⅱ 

・以私立高中为中心的说明会。高中的老师来学

校进行说明。 

7月 家长会  

8月 高中体验入学 ・8月底进行实力考试的学校也有。 

・8月以后开始高中入学体验。 

  这需要向所在的中学申请。 
9月 

升学希望调查② 

实力考试 

 

10月 定期考试Ⅲ  

11月 
实力考试（3年级） 

升学说明会 

定期考试Ⅳ 

 

・以公立高中为中心的说明会。高中的老师来学

校进行说明。 

12月 
升学希望调查③ 
家长会 

・决定报考的私立高中学校。 

1月 
定期考试Ⅴ 

家长会 

私立高中推选考试（1／27） 

・决定报考公立高中学校。 

2月 
私立高中一般考试（2／2,3,4） 

※从2016年开始公立高中推选考试的日期和

外国籍学生入学者选拔考试，与一般的考
高中日期同一日了。 

3月 
毕业典礼（予定3/3） 

定时制考试(前期）（3/4） 

公立高中一般统一考试 

定时制考试(后期）（3/24） 

 
   

A组： 考试3/5   面试3/8 
   

B组： 考试3/10   面试3/11 

＊根据各中学情况、考试的名称，次数，日期等有所不同。 

＊关于今年度（2020 年度）的学校活动，上述的计划内容也许会改变。 

 

４． Q＆A 

Q: 对日本高中的入学考试制度不太了解。什么时候，应做什么不太知道。请告诉一下

中学3年级的一年间的日程。 

－８－ 

 



Q: 中学与高中有什么不同？ 

最大的不同是、中学是义务教育，基本上没有留级。对此，高中成绩不好，缺席多的话

，不能升级或毕业。高中是为了培养自身的兴趣和提高自己的能力，因是自己选择去的学

校，所以不认真努力学习就不能毕业。 

 

Q: 进高中，需要什么资格？ 

15岁以上，在日本的中学或外国的小，中学（9年课程）毕业的人都有参加考试的资格。 

 

Q: 教科书怎么办？在哪儿能买到？ 

小学，中学的教科书是免费的。高中的教科书不是免费的。进入高中后，在学校能买到

教科书。大致2，3万日元左右。 

 

Q: 内部评分是什么？ 

一般说的「内申点」，正确的说法是「调查书评定」，与成绩单上分5个层次评分的成

绩合计起来的评分相同。此评分是以3年级的成绩为对象。进高中的一般统一考试的录取

，因是根据学力考试的分数和调查书评定的总和来判断的，所以中学3年级的成绩非常重

要。 

 

Q: 制服和运动服是规定的吗？要多少钱？ 

大多数高中、都有自己学校的制服。运动服和室内鞋子也是规定的。根据学校规定的制

服的不同，价格也有所不同。制服・运动服费大致需要10万日元。制服因是在入学前买的

，所以进高中时需要「入学金＋制服等准备费用＋教科书费」费用。 

定时制的夜间部或通信函授学校没有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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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经济上有困难的，想自己一边打工一边进高中学习，可以吗？ 

有很多人想一边打工一边学习。夜间定时制的高中可以在白天工作，晚上去夜高中学习

。丰桥市内有丰桥市立丰桥高中和县立丰桥工科高中2所学校。附近的其他市内，蒲郡高

中（蒲郡市上本町）和新居高中（湖西市新居町）也有夜间定时制。 

定时制高中是为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青少年而设立的。一年90天以上去打工或做临时

工的话，可以得到教科书的补助。另外，经过通信函授教育获得到高中毕业证书的学校也

有。 

（县立刈谷东高中，爱知县产业大学三河高中等。） 

 

Q: 进入高中后想打工，可以吗？ 

定时制高中因是以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为前提的、所以奖励打工。但是，全日制高中的

大多数学校，打工的话需要得到学校的许可。入学后，请跟高中的老师商量。 

 

Q: 体验入学是什么？参加的话，需要注意什么？ 

体验入学是指中学3年级学生去高中或专门学校，参观学校并实际体验一下高中的上课

或课后活动。工科高中的机械课程上什么课啦，商业高中学习什么课程啦，对这些感兴趣

的人或希望升学的人请一定参加。 

体验入学的报名，由中学颁布。在报名单内填写好有关事项后交给班主任。体验入学去

几个学校也没关系。但是一旦报名，不能缺席，一定要参加。另外，去的时候，需要穿好

整齐的衣服，有端正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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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什么时候决定希望去的高中？ 

10月份内决定进高中还是就职。 

如进高中的话，在12月份家长会时决定去下面的A～D中的哪一个学校。 

  A: 只考私立高中。 

  B: 私立高中和公立高中，两个都报考。 

  C: 只报考公立高中。 

  D: 考专门学校或专修学校。 

 

Q: 考高中时考几门课程？ 

根据高中有所不同。公立高中的一般统一考试时，第一天考国语，数学，社会，理科，

英语5门课。第二天面试。另外，私立高中的一般考试也是考5门课。推选考试的话，国语

，数学，英语3门学科和面试。也有写作文考试。自己所报考的高中的考试科目的详细情

况，请问一下中学的老师。 

 

Q: 面试怎样进行？ 

公立高中的一般考试，报考生全部需要接受面试。面试时高中老师问你报考这所

学校的动机和有关中学生活的问题。不仅是个人面试，小组面试的形式，还包括每

个考生的面试时间由高中决定。 

推选考试的考生和一般考试的考生分开面试。只是推选考试的人的面试兼一般考

试的面试。另外，推选考试的面试，面试时间一个人大概1分钟左右。面试时，让

您回答一些自己的特长等问题。 

在中学里有面试前的特别指导练习。此时如有不懂的地方，请问中学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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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听说，丰桥西高中和丰川工业高中有对外国人的特别入学考试。这是怎样的 

考试？ 

★外国籍学生的入学挑选 

 县立丰桥西高中的综合学科和丰川工科高中工业科，进入高中后有可接受日

语指导或科目的辅导「外国籍学生及中国回归学生等入学者选拔（外国籍学生等

挑选）」。外国籍学生的入学挑选考试，是以孩子和家长住在爱知县内，外国籍

的学生，来到日本后编入小学4年级以上，有特殊情况或者在日期间6年以内者为

对象。 

这入学考试和推选考试一样，必须以报名的高中及学科作为第一志愿进行报名

。所以，与一般的学力考试一样第一天考5门课，第二天面试。只是面试的当天，

为测试外国籍学生的学力，外国籍学生还要考国语，数学，外语（英语）综合起

来的基础问题（４５分钟）。考卷上的汉字注有平假名。面试时，一分钟左右回

答关于推荐书上所记载的成绩呀，自己的特长等提问。再加上被问一些与一般考

试相同的问题。 

合格与否，在一般考试的校内名次决定以前，以所提交的书面文件，外国籍学

生的学力考试成绩，面试等结果作为参考资料而进行审查。 

外国籍学生挑选制没有合格的话，接下以一般考试的对象来考虑。可报考一般

考试的第二志愿。详细情况请问中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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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定时制课程考试时，听说有注平假名。这是怎样的考试？ 

公立高中的定时制考试，前期挑选考试和后期挑选考试时，在考试卷上的汉字注有平假

名。 

在个人面试时采取特别措施。用此措施参加考试的人，需满足下列(1)和(2)的条件。 

(1)是外国籍，或家长是外国籍等有特殊情况的人。 

(2) 编入小学4年级以上的年级，或被认为有特殊情况而编入3年级以下的学生，

或是来日本后在日期间6年以内的人。 

详细情况请问中学的老师。 

 

Q:  对电脑感兴趣。有没有学习这样知识的学校？ 

有关于电脑的专门学校。商业科，信息科等，根据学校不同有各种各样的名称。学习从

商业软件的基本使用方法到信息系统的知识技术。高中课程的专门学校也有。 

电脑以外，将来做厨师呀，时装设计，电气工程士等为目标，能取得资格证书的专门学

校也有。 

因专门学校是民办学校，所以学费较贵。学费以外，还要学习专门的知识的费用和实习

的材料费。有高中课程的学校，还需付高中学校的学费。 

根据学科金额不同。报考费大约要１５,０００日元～２０,０００日元。入学时，入学

金的其他，还要实习费，设备费等。另外，根据学科，还需准备菜刀一套呀，剪刀一套等

道具。另外材料费也需要。 

第一年度所缴金额，大约需要 １,０００,０００日元～１,５００,０００円日元。应要

长期地准备学费，所以确认一下到毕业为止的总金额。有补助金的制度，跟学校的老师商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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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小学 5 年级时来到日本的。因日语和日本的文化什么都不懂，所以刚进入学校时感到

非常的不安。在将近一年，日语也开始懂了一点儿，学校的生活也习惯了一点儿时，因家

里的原因回国了。在自己的国家的中小学校学习后，中学二年级的一月份时又来到了日本。 

因是第二次来日本，能懂一点儿日语。但是学习跟不上。虽有几个朋友，但对高中的话

呀，升学的话一点儿都不懂。对日本的入学考试制度什么也不懂的家族，什么事都不能商

量，所以每天感到很孤独。这时，班主任和国际班的老师向我伸出了援助的手。 

老师们对我现在自己处于怎样的状态和翻译一起进行了谈话。当我说了自己也不知道应

该怎么办时，老师们非常真心地听了我的话。另外，并向我介绍了由市组织举办的说明会，

对日本的入学考试制度什么也不懂的家里人，亲切容易地说明了日本考试制度。这样，经

过老师们的帮助，我也一心想进入高中，开始努力学习了。 

进入了想去的高中后，我加入了英语部。将来一个人独立生活后，因想在有很多外国人

投宿的饭店里的工作。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想挑战一下英语检定的资格考试而每天努力

学习。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用自己的志气来开辟自己的道路」。即使自己的家里人不懂日本

的情况，一定在您的周围有帮助你的人。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的话，即使日语说得不太好

也没关系，请一定跟老师或您周围的朋友商量。一定会找到方法。我还在实现自己的理想

的途中，让我们一起加油吧。 

 

 

 

 

 

 

 

５． 体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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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桥市的中小学校里最初进入外国籍学生的是 1990 年。到现在为止有 2000 多个人。将

来考虑在日本升学的孩子也越来越多。在这里面，有进大学的，有在日本的学校当老师的，

在市政府里工作的人也有。另一方，由于语言呀，文化生活习惯的不同，失去了学习的信

心，离开学校的孩子也有。 

日本的学校和本国的学校，教育体系不同。即使在日本时间很长，家长也有忧虑的事很

多。何况刚来日本的家长，有很多不懂和困惑的事。但是，不管怎样，教育对造就人生的

基楚是非常重要的。 

在日本，到 15 岁为止因是义务教育，所以在日本不允许学生退学，不允许就劳。到 15

岁为止是必须接受教育的年龄。想进日本的高中，需要日本的或本国的中学毕业证书。 

中学中途退学后，过了几年后有「想再进入中学」这样的咨询。但是，在日本中学或在

本国的中学没有毕业的话，从新开始学习需要花很大的努力。 

  所以请家长们不要轻易地让孩子辞退学校。有困难的话，请跟学校或教育委员会商量。 

让我们一起协力想出解决的办法。 

丰桥市教育委员会，随时接受关于孩子的教育的咨询。下记的时间内，在市役所里有翻

译。 

 

 

 

 

６． 非常重要的事 

地点：市役所 11 楼  外国人児童生徒相談コーナー  电话：０５３２－５１－２０７７ 

・葡萄牙语翻译的教育咨询    星期一 二 三 四 五   ９：００～１６：００ 

・西班牙语翻译的教育咨询    星期二   １１：００～１５：３０ 

・菲力宾语翻译的教育咨询     星期三   １１：００～１５：３０ 

 ・用浅显易懂日语的教育咨询   星期一 二 三 四 五  １３：００～１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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