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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SO 就業支援』有用網站

https://www.jasso.go.jp/ryugaku/after_study_j/job/info.html
１．外國人雇用服務中心
・服務內容：提供就業資訊、職業介紹或諮詢、辦理就業實習
・所在地：東京、大阪、名古屋、福岡
・服務語言：東京、福岡／英語、中文 大阪、名古屋／英語、中文、葡萄牙語、西班牙語
・諮詢方法：電話、親洽
・URL：東京
https://jsite.mhlw.go.jp/tokyo-foreigner/
大阪
https://jsite.mhlw.go.jp/osaka-foreigner/
名古屋 https://jsite.mhlw.go.jp/aichi-foreigner/
福岡
https://jsite.mhlw.go.jp/fukuoka-roudoukyoku/hw/fuzoku_kikan/gaisen.html

有一冊在手安心!

2．公共職業安定所（職業介紹機構 HELLO WORK）
・服務內容：就業相關諮詢
・所在地：各都道府縣
・服務語言：日語
・附帶外語諮詢服務的分支機構所在地：47 個都道府縣
・服務語言：英語、中文、葡萄牙語、西班牙語、韓語、他加祿語、越南語、泰語、尼泊爾語、法語（因地區而異）
・諮詢方法：電話、親洽
・職業介紹機構 HELLO WORK 網路服務
URL：https://www.hellowork.mhlw.go.jp/
・援助應屆畢業生的公共職業安定所（HELLO WORK）
URL：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00001322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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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國人在留綜合諮詢中心
・服務內容：入境手續或在留手續等相關諮詢
電話：0570 - 013904（IP、從日本國外：+81-3-5796-7112）
・所在地：札幌、仙台、東京、橫濱、名古屋、大阪、神戸、廣島、高松、福岡、那霸
・服務語言：英語、中文、韓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越南語等（因地區而異）
・服務信箱：info-tokyo@i.moj.go.jp（服務語言：日語、英語）
・URL：https://www.moj.go.jp/isa/consultation/center/index.html

4．出入國在留管理廳

獨立行政法人 日本學生支援機構

地方出入國在留管理官署

・服務內容：在留資格變更等各種手續
・所在地：札幌、仙台、東京、成田機場、羽田機場、橫濱、名古屋、中部機場、大阪、關西機場、
神戸、廣島、高松、福岡、那霸
・服務語言：日語
・諮詢方法：電話、親洽
・URL：https://www.moj.go.jp/isa/
獨立行政法人 日本學生支援機構（ＪＡＳＳＯ）

5．日本商工會議所
・服務內容：提供企業資訊及就業相關資訊、辦理就業實習（非全國商工会議所皆有提供該類服務）
・所在地：各都道府縣
・服務語言：日語
・諮詢方法：電話、親洽
※ 對象：非外籍人士專用。
・URL：https://www.jcci.or.jp/

獨立行政法人

日本學生支援機構

留學生事業部 國際獎學課

〒 135-8630 東京都江東區青海 2-2-1
TEL +81-3-5520-6030 FAX +81-3-5520-6031

※ 禁止擅自轉載記載於本指南的內容。
2022 年 2 月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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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就活（就業活動）前
對留學生來說，要在日本進行就業活動，本身就有諸多不熟悉處，所以經常得在較不
利於日本人的狀況下進行就業活動。

就業活動中遇到的困擾

在日本就業時感到不足之處
33.8

不了解日本就業活動的體制

在進行就業活動前，請確實掌握以下兩個重點。

不了解業界研究及企業
研究的方法

29.0
22.7

進入公司後的工作內容不明確

POINT

POINT

1

2

掌握好用在商務場合的日語能力

就業活動和理解就活日程

25.5

針對留學生錄取方面，企業最重視「日

然徵才日程會因企業有些許不同，但日

語能力」和「溝通能力」
。
在面試的時候，會要求留學生能具備表

月開始，也就是在學期間就要開始提交

達自己想法的日語能力。

應徵表格、參加就職說明會或進行筆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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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厚生勞動省「大學就業支援對策相關調查」
（2014 年）

7.0
3.0

其他
0

本的就業活動一般從畢業前一年的 3

1.1

不清楚

12.2

無

首先需要理解日本就業活動的特徵。雖

34.7
2.5

其他
38.5

針對外籍留學生徵才較少

25.2

不夠了解日本企業
期待的能力

32.2

企業要求的日語能力水準太高

33.8

不知道就業活動的
基本規則或流程

用日語作答性向測驗及
能力測驗有困難
用日語進行面試有困難

認識日本獨特的

不知道能讓自己發揮
所長的企業

19.8

不了解如何用日語書寫文件

28.3
18.8

沒有認識的人

24.8

不了解企業需要哪種人才

54.4

語言能力不足
不夠了解日本企業的
慣例文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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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40（%）

來源：經濟產業省「外籍留學生就業以及穩定狀況相關調查」
（2015 年）

■錄取時重視的能力

就業實習或進行業界分析、自我分析等

錄取時重視的項目

語言能力（日語）
溝通能力
活力
熱忱（想進公司的程度）
專業能力
語言能力（英語）
創意思考能力
領導能力
畢業大學
大學成績

則需要從更早的階段開始著手。重要的
是盡早理解就業活動整體流程和日本就
業活動，開始進行必要的準備。

製造業（%）

64.8
55.2
41.9
28.6
26.7
19.0
14.3
9.5
4.8
1.9

非製造業（%）

75.7
65.4
33.6
29.0
22.4
11.2
14.0
7.5
3.7
1.9

來源：經濟產業省「有關日本企業對高級外國人才的招聘和活
用的調查」
（2012 年）

從下一頁的圖表中可以得知，曾經歷過就業活動的留學生在「不了解日本就業活動的

就業活動情況的重大改變
由於新型冠狀肺炎疫情蔓延，就業活動也有重大變化。 面對面的徵選活動變得越來越困難，
越來越多的公司開始使用網路進行徵才。在此情況下求職的各位需要瞭解如何使用 IT 設備等，
並做好充分的準備。

線上
企業說明會

線上
就業實習

體制」「不了解業界和企業研究的方法」遇到困擾。此外，也曾感到「語言能力不足」。
希望大家能活用本指南，增強日語能力並盡早準備在日本的就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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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面試

日本的就業活動

日本的僱用制度
■終身僱用

日本的就業活動非常特別，與各位母國的情況有很大不同。為了在日本成功就業，瞭解
日本的就業情況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終身僱用是一種從學校畢業後工作，一直到退休（退休年齡為 60 歲不等，因企業而異）都受僱於同
一企業的制度。一般來說，僱用契約裡並無明文規定，但是在日本，此種方式是企業與受僱者間的一
種默契，也可以說是一般的僱用慣例。這也就是為什麼在日本就業中，畢業後直接進入公司的應屆畢
業生受到重視，「錄取應屆畢業生」成為主流。

■年功序列

日本的就業活動特徵

一種根據受僱者的工作年資與年齡而相應授予升職、加薪的制度。這種僱用制度的前提是企業認為
員工的技術與專業技能會隨著工作年資與年齡的增長而不段累積，最終皆會回饋並反映於企業的業

■一同開始的就業活動

績上。然而，近年來於一段時間後開始轉換為成果主義的企業也日漸增多。

多數的公司採用同樣日程進行徵才活動。招募預定於 2023 年畢業者的就活日程為，2022 年 3 月 1
日公開徵選資訊・受理應徵表格、6 月 1 日開始徵選。

逐漸改變的僱用型態
上述的僱用制度為日本慣例的僱用型態，但近年來有改變的趨勢。受到新冠肺炎的影

■應屆畢業生同時錄取
「錄取應屆畢業生」就是以剛從大學、研究所、專門學校等畢業並首次進入職場的畢業生為對象進行
的徵選活動。這是日本獨特徵才方式，企業會在每一年度於學生在學期間對預定畢業生進行一次性徵
才活動。畢業後能應徵「錄取畢業生」的公司和招募人數有可能會大幅減少。

企業由主流的「Membership 型僱用」- 安排人工作，逐漸導入「Job 型僱用」- 提供
工作給人的工作方式。

■徵選時特別重視的能力 ( 選擇 5 項 )

■ 4 月入職
日本的大學和專門學 校以 4 月入學、3 月

協調性

47.0

透過應屆畢業生同時錄取來獲取大量人才，並以 OJT（On-the-JobTraining）及企業內部研修來對

誠實度

43.4

員工進行教育，使其累積工作所需的知識與經驗。由於並沒有限定職務內容或地點，所以會根據企業

35.2

後有望能發揮所長的潛能能力而進行錄取

19.8

領導能力

17.1

靈活度

15.0

是一種限定工作內容或地點等的僱用型態。其特徵為工作內容明確，重視專業能力。根據其工作的

12.0

專業度

性等能力。在「錄取 應屆畢業 生」中，比

■ Job 型僱用

13.5

潛在能力（Potential）

備的溝通能力、主體性、挑戰精神和協調

些僱用型態特徵，企業在徵才資訊中會將職種寫成「綜合職」。

22.1

責任感
問題解決能力

有即戰力的技能，也會考慮到其進入公司

的需要能改變其所屬單位，這是其特徵所在。因此可能無法滿足本人希望的職種或工作地點。出於這

23.6

邏輯性

潛能性錄取是指即使求職者在徵選階段沒

務的應對能力。需要以沒有制約的工作方式來換取安定的僱用及待遇，乃日本特有的僱用型態。企業

48.9

耐壓性

■潛能性錄取

是一種沒有限定職務內容、地點或工作時間的僱用型態。其特徵為重視員工作為全方位人才對所有職

64.3

自主性
挑戰精神

會於次月 4 月 1 日正式進入公司開始工作。

■ Membership 型僱用

82.4

溝通能力

畢業為主。因此，在日本 3 月畢業的學生

的方式。日本企業傾向於注重求職者所具

響，加速了這個改變。

創造性

11.1

持續性及執行能力來決定是否持續僱用或待遇高低，為歐美等地常見的僱用型態。企業藉此可以確

可靠性

10.9

保優秀的高專業性人才。但是，由於是針對特定職務範圍與勞動者簽訂契約，一旦其工作因企業的

起要求即戰力的「中途錄取」，較多企業實

一般常識

施「潛能性錄取」。

語言能力

6.5

經營狀況或轉換經營方針而撤銷時，有可能不會轉換所屬單位而直接終止契約。因此可以說勞動者有

6.2

失業風險。

4.4

修課紀錄、學業成績

0.5

留學經驗

3.9

其他
0

20

4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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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來源：日本經濟團體連合會「2018 年度應屆畢業生就業相關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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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活日程

關鍵在於盡早開始和收集資訊！
相較於日本學生，留學生有較晚開始就業活動的傾向。
請提早著手進行就業活動，這才是在日本就業邁向成功的關鍵。

2023年度預定就業活動日程

6月

7月

8月

9月

首先，請各位先掌握在哪個階段該從事哪些準備。

10 月 11月

12 月 1月

2月

[ 就 業活動 徵才日程 ]

3月

4月

5月

●公關活動開始

6月

7月

8月

●徵選活動開始

9月

10 月 11月 12 月 1月
●預備錄取解禁

參加實習
（P36）

企業聯合說明會、研討會／企業徵才說明會
（P47）

而 10 月 1 日 前 尚 未 找 到 任
職 企 業 的 學 生、 尚 未 完 成 徵
才的企業將會繼續進行就
業、徵才活動。

應徵

什麼是 2023 年度徵才？

（P46）

依特定目的所制定，為期一年的單位就稱為年度。日本的大部分企業都將 4 月
1 日至隔年的 3 月 31 日設定為會計年度。由於企業的徵才活動多半都是跨會計
年度舉行，所以通常會將新人經由徵才活動實際進入企業的年度標示為錄用年
度。 例如， 若大學三年級生從 2021 年秋天開始就業活動， 入社年度為 2023
年度，所以大部分的企業就會將該年的徵才或動標示為「2023 年度徵才」。另外，
就業資訊網站也標示為 2023 年度。本簡介的標題之所以為「2023」，也是因
為這是以 2023 年度徵才為主的訊息刊物。

提交應徵表格及履歷表
（P50）

    
（P49）

性向測驗
（P56）

筆試、面試

（P55）
（P59）

預備錄取前的告知（正式的預備錄取一般從 10 月開始）
（P65）

● JLPT（日本語能力試驗）

● JLPT（日本語能力試驗）

● JLPT（日本語能力試驗）

［校內日程 ］
●定期考查

●暑假

●定期考査

●春假

●定期考査

●暑假

變更在留資格
（P69）

● JLPT
（日本語能力試驗）

●研究所考試

[ 就 業活動準備 ]
●登錄就業網站

自我分析（P13）
業界研究（P18）、企業研究（P22）、了解工作內容（P24）、拜訪學長、學姐（P34）
應徵表格填寫對策（P50）、

筆試對策（P55）
面試對策（P59）

■9月畢業生的就業

■通年徵才

以同時採用的日程來看的話，9 月畢業的學生需要和半年後才畢業的學生們在同一時期接受應屆畢業生的錄
用考試。即使在 9 月畢業、取得預備錄取，大多數企業的實際到職日依然是在隔年 4 月。當中也有可以 10
月到職的企業，所以一定要事先確認好實際到職的時期。

很多企業會因為應屆畢業生的就業活動是以 3 月畢業為前提，所以同時錄取 4 月到職的應屆畢業生。但是最
近以外資企業和 IT 企業為中心的產業，也多了不少通年徵才的企業，選擇通年徵才的企業今後也有繼續增加
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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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的就業狀況
留學生的就業人數

令 和 2 年（2020 年 ）5 月 1 日 現 在 的

■留學生以就業為目的申請件數成長變化
（人）

留學 生 人 數 為 279,597 人。 大 學・短 大
的正規課程和專門學校的留學生有增加

35,000

趨勢。
（獨立行政法人日本學生支援機構

30,000

（JASSO）調查）

申請件數

通過件數

申請不通過件數

38,711
30,924 30,947
27,926

25,000

令 和 元 年（2019 年） 留 學 生 以 進 入日
本企業為理由，申請變更在留資格的有
38,711 人，其中 30,947 人通過申請。雖
然這幾年人數呈現增加趨勢，但以留學生
角度來看，在日本國內就業絕非易事。

21,898

20,000

25,942
22,419

17,088 19,435
14,170
15,000
12,793
15,657
11,698
11,410 11,789
10,230
12,958
8,467 9,143 10,96911,647
10,000
7,764
10,262 11,040 9,584
5,507
7,831 8,586
5,000
2,463
1,148 749 646 636 557 729 1,146 1,212 1,431
4,982
平成

19年 成 20年 成 21年 成 22年 成 23年 成 24年 成 25年 成 26年 成 27年 成 28年 成 29年 成 30年 和元年
令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日本企業對留學生
的錄取需求
日本企業錄取留學生的目的
日本企業錄取留學生的第一個理由是「錄取留學生是不限國籍的徵選結果」
，這是「不限國籍，
確保優秀人才」徵選方針的表現。第二個理由是多樣化的思維。錄取多樣化背景的人才進入
公司，以達到組織活化的目的。第三個理由則是，藉由錄取海外橋梁的人才，開拓或拓展國際
業務為目的。
■錄取理由

來源：出入國在留管理廳「令和元年留學生在日本企業的就業狀況相關報告」

企業規模
1〜49人
50〜99人
100〜299人

種以翻譯 ・ 口譯最多。

業種

批發業 ・ 零售業
14.6
職業介紹 ・ 勞動者派遣業 10.4
資訊通信業
9.5
住宿業
6.5
飲食服務業
4.8
學術研究、專門 ・ 技術服務業 4.4
教育
3.9
不動產、物品租賃業 3.5
建設業
3.3
醫療 ・ 福祉業
2.3
運輸 ・ 信函事業
2.0
金融・保險業
0.7
其他
19.0
非製造業 小計
85.0

食品
電氣機械器具
輸送用機械器具
金屬製品
纖維工業
塑膠製品
生產用機械器具
其他
製造業 小計

比例（%）

2.4
2.0
1.6
0.7
0.5
0.3
0.2
7.3
15.0

55.8
4.0
1.0

其他

2,000人以上

0

10

其他、不詳

20

30

40

50

60 （%）

來源：經濟產業省「外籍留學生就業以及穩定狀況相關調查」
（2015 年）

留學生所需的日語能力

職種

留學生在就業活動中，最受企業重視的即為日語能力。就業活動中，必須經歷提交應徵表、
面試。因為企業在徵才時非常重視面試，「理解說明內容（聽力）」・「傳達自我想法（口語能
力）」是必要的能力。關於日本企業在徵才時所要求的日語能力，針對不具備英語能力的留學
生，高達 9 成以上的企業回答需擁有日本語能力試驗 N1 級以上能力；而針對會說英語的學
生，也僅有少數企業回答具備 N2 能力即可。
■要求的日語能力

比例（%）

筆譯 ・ 口譯
23.2
海外交易業務
11.4
法人營業
10.8
資訊處理 ・ 通信技術
7.0
技術開發（資訊處理領域以外）4.4
企劃事務（公關・宣傳） 3.7
建築・土木・測量技術
3.6
會計事務
3.1
教育
2.4
調査研究
2.4
企劃事務（市場營銷 ・ 研究 ） 1.8
管理業務（經營者除外 ） 1.5
經營・管理業務
1.0
其他
23.8

來源：出入國在留管理廳「令和元年留學生在日本企業的就業狀況相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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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選時不限國籍，最終錄取了留學生

1,000〜1,999人

■企業的產業類別及職務內容 （註）選擇到複選項目以重複計算
比例（%）

55.8

僅錄取日本人無法確保獲得足夠的員工

企業的產業類別及職務內容
業種

28.1

為提高公司內多樣性，活化職場

300〜999人

來源：出入國在留管理廳「令和元年留學生在日本企業的就業狀況相關報告」

發 業 · 零售 業 為多，職

44.7

為獲得具專業能力的人才，讓事業高度發展

留學生普遍想要應徵大企業，較強烈希 ■企業員工人數規模
望能夠進入知名企業。然而只要查看右圖
4.5%
就會了解，員工人數規模未達千人的中堅、
中小企業，其就業人數約占八成，其中更
13.1%
約有四成是員工人數未達 50 人的中小企
業。日本的中小企業並不僅只於扮演大企
37.2%
6.0%
業承包商的角色，擁有世界第一的技術與
高市占率的優良企業更是為數眾多。不
12.8%
只是公司規模，藉由了解企業的事業內容，
能夠讓就業之路更為寬廣。
11.0%
15.3%

留學生就業的業種以批

23.1

為在留學生的母國開發、擴展海外事業
開發、擴展海外事業但不限在留學生的母國

J3/N2

J4/N3

8.2

具備英語
能力

J1+

38.6

1.8

J1+

J1+
J1
J2/N1
J3/N2

40.6
20

40

具備在所有商務場合都能以日語妥善溝通的能力
具備在大部分商務場合能以日語適當溝通的能力
具備在特定商務場合能以日語適當溝通的能力
具備在特定商務場合能以日語進行一定程度溝通的能力

J4/N3

1.8

J2/N1

J1

25.9
0

0.6

29.8

J3/N2

不具備英語
能力

不限

J2/N1

J1

20.5

2.3

30.0

60

80

100 （%）

J4/N3 具備在特定商務場合能以日語進行最低程度溝通的能力
BJT 商務日語能力考試（J1+ ～ J5）

來源：經濟產業省「外籍留學生就業以及穩定狀況相關調查」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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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先參加日本語能力試驗
或 BJT 商 務日本 語 能 力
考試確保成績。

學長姐
留學生之聲

COLUMN ❶
曾經歷就業活動的留學生，提供了他們求職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
「那時候如果這樣做就好了」的資訊，提供大家參考。

商用日語的學習方法

日本的商業社會有日本獨特的措詞用語和習慣。為了在面試時能確實的表達自己所想傳達的

很後悔沒有好好地做企業分析。比起數量，掌握企業分析和留學

訊息，需要具備一定的日語能力。在此將介紹有益於就活的日語學習方法。

生錄取相關資訊更能有效率地進行就業活動。像是推動多樣性、
全球化的公司，也應該要實際的研究是拓展哪一個國家，和自己
國家又有怎樣的關聯性。
（蒙古 / 女性）

1. 讀書
市面上有出版眾多商用日語書籍。例如，綜合的學習從商務場合所使用的日語到日本獨
特的商務習慣、以對話為中心學習符合各場合與狀況的會話例句、商用文件的書寫方式
等各式各樣都有。

和日本學生相比，拿到內定的時間比較晚。如果 3 年級時就先

2. 參加講座

做好自我分析和企業研究，先鎖定幾個產業界再參加企業實習和

有些學校的國際交流中心或自治體會定期舉辦商用日語講座。非常推薦給有意願系統性

說明會，也許就不會覺得太晚了。

且全面性學習的人。此外，一些大學內也有開設為提升日語能力的課程。詳情會刊載於學

（越南 / 男性）

校或自治體的首頁。

3. 利用網路學習
我覺得準備履歷很難。如果可以的話，盡可能早點準備，在遞履歷

受到新冠肺炎的影響，很難進行面對面的說明會或研討會，日語學校等會透過網路舉辦

前請老師或日本的朋友幫忙看一下。還有，面試前先練習一下日語

線上講座。還有在 SNS 上有眾多商用日語相關的視頻，觀看這些影片也是一種學習方式。

發音和面試禮儀會比較好。
（中國 / 女性）

4. 參加就業實習
透過職場體驗，可以實際接觸日本商務習慣，並在實踐中提高溝通技巧。此外，也可以確
認自己與業界或企業的契合度、就活的方向性（關於就業實習請參閱 P36）。

如果可以盡早準備線上面試會比較好。因為沒有事先準備耳機，

5. 挑戰測驗

所以面試的時候沒能聽清楚面試官的聲音。還有也因視線該看

目前有幾種針對商用日語的測驗。透過參加測驗，可以評量

畫面還是看鏡頭感到迷惑。

自己的商用日語能力。在各地指定會場的電腦、自己的電腦

（台灣 / 女生）

或是手機都可以進行測驗。BJT 商用日本語能力測驗，被法

如果想增進日語，推薦參加
研討會，和日本人一起討論。

務省出入國在留管理廳認同為日語能力的證明基準，也適用
於「高級人才評分制度」
（參閱 P76）。

面試時會被問的問題都差不多，如果能事先準備如何回答問題，
多學一點日語會更好。
（韓國 / 女性）
大學職涯中心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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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分析
就業活動從自我分析開始
自我分析就是對自己的優缺點、喜好、專精及能力、興趣、未來願景與夢想、價值觀、人生
回顧過去、審視現在，並藉由描繪未來理想的自我形象，可以了解到從未發現的真實自我，

自我分析

就業活動從自我分析開始				

❶為了找到適合自己或自己想從事的工作
❷為了瞭解該如何在應徵表格和面試恰當表現自己

自我分析的方法
自我分析是以「過去」和「未來」為主軸，重新審視自我。

尋找想要從事的行業				

企業研究
職種研究

了解職業的種類和所要求的技能			

聽取社會人士真心話的絕佳機會			

就業實習

就業實習是一個寶貴的就業體驗制度 		

寫出童年時期到現在為止，所經歷過「快樂的事情」
「努力過的
事情」
「痛苦的事情」和「印象深刻的事情」等具體事例。藉由
回顧一下為什麼這樣想，將會成為了解自己性向的提示。

思考未來的自己
→ P14・P15

思考看看自己對於工作與人生所抱持的夢想或目標吧。試著寫
下 3 年後、5 年後、10 年後希望成為怎樣的自己。

思考與日本之間的
連結→ P15

以身為一位留學生，好好地做自我分析吧。以過去和未來這兩
個主軸進行整理，思考「為什麼想來日本學習」
「為什麼想在日
本就業」，為面試做萬全地準備。

22

24

34

36

13

就業實習

其他「了解自己的方法」還有通過他人對自己的看法，詢問朋友或其他人
關於自己的優缺點等。藉由這樣可以發現自己所沒有察覺的自我。

12

拜訪學長、學姐

拜訪學長、學姐

回顧過去
→ P14

職種研究

針對欲進入的業界進行企業研究			

18

企業研究

業界研究

13

自我分析的目的
業界研究

就業活動的準備

找到自己的軸心。就活中重要不是進入有名或是大公司，而是找到自己的軸心。

自我分析

觀等重新反問自己並著手進行整理。

回顧過去

未來的自我史【例】

－製作「過去的自我史」－

為了了解過去的自己，請製作一份「過去的自我史」。透過回顧過去，寫出過去發生的事例，

時期

可以知道自己所重視的東西和價值觀等。

❷寫出對於經驗和事例的想法、採取的行動、學習到的事情。

經驗和事例、擅長的事情、不擅長的事
情等

對經驗和事例的想法、採取的行動、學
習到的事情
・知道團體共戰的快樂。

國中
・生日時得到電腦。
（12歲～15歲）

・對遊戲產生興趣，開始自學遊戲編程。

20年後

・對日本產生興趣，想學習更多。

大學
・到日本留學。
（18歲～22歲）

・發現自己對於有興趣的事情會積極的採
取行動。

・進入研究室、深入學習日本的經濟系統。 ・決定成為日本和母國的橋樑。

為了讓未來的夢想和目標更明確，請製作「未來的自我史」
。
「未來的自我史」是按照時間寫出畢業後想在公司有什麼發展，思考自己的人生計劃。

■「未來的自我史」的製作方式

・舉辦連結母國與日 ・想回饋母國。
本的交流會。

・根據自己的經驗進 ・想透過自己的經驗，・成為海外業務部門 ・成為可以信賴的人。
幫助更多的人。
的負責人。
行演講活動。

透過設定目標，可以明確知道接下來需要做什麼。此外，在面試中被問到
志望動機等問題時，可以回答更流暢。

思考與日本之間的連結

－了解身為留學生的自己－

據說日本企業在面試時常會問留學生「為何選擇留學日本」
「為何想在日本（日本企業）
工作」等問題。
「過去」…… 和日本產生連結的契機
「將來」…… 接下來希望維持和日本怎樣的連結和理由

請以「過去」和「將來」這兩個主軸思考自己與日本之間的連結，並好好整理以便在面
試時回答。
請確認和日本有關的事物。無論多微小的事也沒關係，總之先寫下來。
重點不是該件事的內容，而是思考「你的感受和想法是什麼」。

❷並非從是否可實現的角度著手，而是寫出「人生計畫」和「工作目標」
。
❸請寫出為何想那樣做，如何達到目標。
14

・轉任與處理海外業 ・認真對待工作。
務的部門。

15

就業實習

❶ 分別以 3 年後、5 年後、10 年後、20 年後、30 年後進行製作表格。

・在郊外買一棟房。 ・想過親近自然的生 ・成為推廣新事業企 ・有開闊的視野。
活。
畫的領袖。

拜訪學長、學姐

－製作「未來的自我史」
－

30年後

・發揮自己的最大潛
能。

職種研究

並不需要能讓面試官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例。重要的是如何用語言表達自己
對印象深刻事情的想法、採取什麼行動並從中學到了什麼。
回顧過去並理解自己的行動特徵和價值觀是要點。

思考未來的自己

・想在日本建立生活 ・參加新企畫。
基盤。

企業研究

高中
・開始看日本漫畫。
（15歲～18歲）

研究所
（22歲～）

・結婚。

業界研究

小學
・每天跟朋友在公園打籃球。
（6歲～12歲）

10年後

如何達到目標

・想建立良好的人際 ・在日本確實的學習 ・積極的行動。
關係。
商務基礎。

5年後

過去的自我史【例】

工作目標

自我分析

❶分別列出小學、國中、高中、大學、研究所的經驗和事例、擅長和不擅長的事情。

為何想那樣做

・拓展人脈。
3年後

■「過去的自我史」製作方式

時期 ( 年齡 )

人生計劃

COLUMN ❷
學長姐留學生的心聲

我的自我分析方法

針對有就業活動經驗的留學生調查了如何進行「自我分析」，
其中有學長姐表示「透過自我分析，找到自己想做的工作」
。

● 分析了「自己的優缺點、興趣、過往的經驗」。還向老師和同學等詢問對自己的看法進行分

就活資訊的收集方法

盡早開始著手準備和收集正確的就活相關資訊是能在日本成功就業的關鍵。

析。關於面試或應徵表格上常被問「學生時代快樂和辛苦的事情」
，試著寫出一些事例並從
中回憶學習到和自我成長的部分。（台灣 / 女性）
● 在大三的秋學期，參加了大學就業輔導中心所舉辦的就業準備課程，製作自我分析表進行
自我分析。之後還利用就活 APP，分析了自己的優點和缺點、個性等。
（中國 / 男性）
● 在紙上寫下從高中到現在自己做了什麼，學到了什麼。不僅只是一次，過一段時間後再繼續
寫。透過這樣的方式，想到很多自己所經歷過的事情。（越南 / 女性）
● 分析・整理自己的興趣和擅長・不擅長事情，是否符合有興趣的業種內容和需要的技能。此
外，參加學校舉行的適性測驗，根據結果確認合適的業種。
（台灣 / 女性）
● 閱讀自己的日記，找出自己是如何成功或解決問題，並從中探索自己的優缺點。（韓國 /
女性）

活用網路
就業情報網（參閱 P46）
針對留學生就業支援・就業資訊網（參閱 P33）
各企業的首頁

商工會議所

JETRO 等

閱讀書籍或雜誌
各出版社發行的「業界地圖」、業界本、商業雜誌等。
書店或圖書館、學校圖書館的「就活對策角」有關於就業所需的書籍和雜誌等豐富的資源，
請務必參觀。

前往學校的職涯輔導中心和就業課（包含國際交流中心等）
職涯輔導中心和就業課是聚集如企業的徵才資訊、有利於就業活動的書籍或雜誌、公司說明

● 回想自己為什麼決定到日本留學。然後分析在日本生活中所獲得的價值觀。此外，還針對
在大學或打工時透過交流所獲得的價值觀，與自己原生家庭環境影響所帶來的價值觀進行

會的消息、以及學長姐的就業經驗談等關於就業活動資訊的地方。職涯輔導中心的職員會提
供就業的建議，並針對面試或履歷表・應徵表格進行指導。建議您在就活期間經常前往。

自我分析。
（孟加拉 / 男性）
● 拜訪學長姐對自我分析很有幫助。向大學學長姐詢問實際工作內容，想像自己可不可以
做到、確定對這份工作是否有興趣等。（蒙古 / 女性）

活用外國人雇用服務中心或公共職業安定所（HELLO WORK）
集聚眾多針對外國留學生的職缺資訊或就業實習資訊。還有提供個別的就業諮詢（參閱封
底）。

參加企業說明會
參加校內外舉辦的共同企業說明會，可以一次收集數家企業資訊。此外，部分公司是各自舉行
企業說明會。透過線上舉行的公司也日漸增加。請在就業資訊網站或職涯輔導中心的告示板
確認相關資訊。

拜訪學長・學姐
拜訪學長・學姐是指直接向實際在職員工的學長姐進行詢問。詳細資訊請參閱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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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研究

製造商（製造業）

從無到有，關鍵在於解讀
潮流趨勢的開發能力！

主要產業

尋找想要從事的行業
「業界」指的是以活動內容對產業進行的分類。舉例來說有「製造商」、「商社（貿易
些業界適合自己。選擇理想企業的第一步就是進行「業界研究」。

業界與企業研究的目的
❶為了知道日本有哪些業界
❸為了釐清在應徵表格上或面試時回答的應徵動機

業界研究的方法

1

3

5

連接人們與企業、企業之間的
商業交易專家

主要產業

廣泛了解有哪些業界
利用網路或書籍進行調查。

找到自己有興趣的業界或是適合自己的業界
請將自己長期的職業發展方向與業界特徵的適合度列入考量。

對自己有興趣的業界和相關業界也要進行調查

4

藉由調查自己有興趣的業界和相關業界，增加應徵業界的選項。

主要職務
■總務／人事／勞務 ･･･P24
■出納／會計／財務 ･･･P24
■法務／稽核／專利 ･･･P24
■貿易事務／海外事務 ･･･P24
■一般事務／秘書／櫃檯人員 ･･･P24
■調查研究／市場營銷 ･･･P25
■企畫／商品開發 ･･･P25
■經營企畫 ･･･P25
■業務 ･･･P25
■業務推銷／銷售促銷 ･･･P25

■綜合商社
■專門商社（農林／水產）
■專門商社（食品）
■專門商社（住宅）
■專門商社（纖維／服飾）
■專門商社（紙／紙漿）
■專門商社（化學／藥品／石油）
■專門商社（橡膠／玻璃／水泥）
■專門商社（鋼鐵／金屬）
■專門商社（機械）
■專門商社（電子／電器／通訊機器／遊戲產品）
■專門商社（精密／醫療機器）
■專門商社（印刷／文具／辦公器材）
■專門商社（運動／日用品）
■專門商社（教育）
■郵購／網路購物

拜訪學長、學姐

4

看電視新聞等收集資訊。

職種研究

2

商社

了解社會或經濟的動向

企業研究

在進行業界研究時，第一步要先知道日本有哪些業界，然後在鎖定自己有興趣的業界，
進行更詳盡的研究。透過以下的五個階段進行研究。

製造業一直是支撐「製造大國日本」的支柱，也是日本經濟的主力。提起製造業依其製造的產品可細分為許多不同的
產業，包括生產汽車的「汽車製造業」
、生產電視、電腦、行動電話的「電器製造業」
、製造速食麵、零食、果汁等「食
品製造業」等。除了周遭隨處可見的產品之外，還有半導體或電子零件、住宅及汽車所使用的木材鋼鐵等產品材料
也是由製造業所生產。
在這不容易賣出產品的時代下如何創造業績，正是製造業的課題。不僅是製造高品質的商品，更是重要的是吸引消
費者，生產有故事性的商品。

業界研究

❷為了找到自己想要從事的業界或企業

自我分析

公司）」、
「流通／零售」等。透過自我分析，確定自己的興趣・志向，再著手研究有哪

主要職務
■總務／人事／勞務 ･･･P24
■出納／會計／財務 ･･･P24
■法務／稽核／專利 ･･･P24
■一般事務／秘書／櫃檯人員 ･･･P24
■宣傳／公關 ･･･P25
■調查研究／市場營銷 ･･･P25
■企畫／商品開發 ･･･P25
■經營企畫 ･･･P25
■業務 ･･･P25
■業務推銷／銷售促銷 ･･･P25
■基礎研究 ･･･P26
■應用研究／技術開發 ･･･P26
■生產／製造技術 ･･･P26
■品質／生產管理／保養維修 ･･･P26
■建築土木設計／測量／工程估算 ･･･P26
■施工管理 ･･･P26
■機械設備／電子機器設計 ･･･P26

■食品
■農林／水產
■建設
■住宅／裝潢
■纖維／紙漿
■化學／石油
■藥品／化妝品
■鋼鐵／礦物
■金屬／非鐵金屬
■橡膠／玻璃／水泥／窯業／陶瓷
■機械／機械設備工程
■電子／電器
■汽車／運輸機器
■精密／醫療機器
■印刷／辦公器材用品
■其他製造業

鎖定欲應徵的業界，個別研究該業界

18

從店舖的採購與銷售到石油及天然氣等能源的採購，「商社」扮演著企業與消費者、企業與企業之間的仲介角色。
商社分為標榜
「自速食麵到飛機」等經手多元化產品的
「綜合商社」
，
以及代理食品、
纖維、
燃料等特定產品的
「專門商社」
。
各自具有「綜合力」
、
「專門性」的特徵，開拓全球化的商務規模，所累積的商業手法是商社的最大武器。另外，由於
交易往來對象遍及海外，不乏具有國際觀人才，且近年來除了商業仲介業務之外，還將觸角深入市場開發及事業經
營等各領域。

19

就業實習

決定好欲應徵的業界後，繼續調查該業界有哪些企業。

金融

流通／零售

將盈餘資金提供於缺乏處，
實為撐起日本的「經濟潤滑油」。

主要產業

主要職務

商品從生產到消費的流程稱為「流通」，將商品銷售給消費者就是「零售業」。
零售業的關鍵在於及時掌握消費者多變的需求，並且精準地因應變化。零售業包括具備專業商品知識及提供多樣商品
選擇的家電量販店等的「專賣店」、因有二十四小時營業的便捷特徵而急速成長並確立零售業新模式的「便利商店」，
以及網路銷售業績成長顯著的「郵購」。另一方面，自高度經濟成長期以來，支撐著日本消費市場的「超級市場」、
「百
貨公司」隨著時代變遷，一邊摸索著銷售方式，同時也面臨開發新商務模式及拓展市場的關鍵時刻。

資訊／通信／傳播媒體

提供無形產品，
創造更多采多姿的生活。

主要產業

主要職務

因行動電話或網路等溝通工具的出現及其日新月異的技術，帶給人們高度的便捷生活。在購物網站上訂購自己想要
的商品，日常疑問可透過搜索網站找到各種資訊，這些都是資訊技術（ICT）革新所帶來的。
近日的軟體業界不限於設計組裝程式，已經跨足服務客戶的諮詢業務。資訊、通訊業界不僅充滿無限商機，未來的
發展性更是值得期待。
報社及通訊社、出版社、廣電媒體、廣告代理公司、唱片公司或製片公司、自由新聞工作者等統稱為「傳播媒體」
。將
大量的資訊傳遞予多數閱聽人，其性質對輿論的形成具有強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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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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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職務
■總務／人事／勞務 ･･･P24
■出納／會計／財務 ･･･P24
■法務／稽核／專利 ･･･P24
■一般事務／秘書／櫃檯人員 ･･･P24
■企畫／商品開發 ･･･P25
■經營企畫 ･･･P25
■業務推銷／銷售促銷 ･･･P25
■程式設計師 ･･･P30
■系統工程師（SE）･･･P30
■系統維護營運 ･･･P31
■系統諮詢顧問 ･･･P31
■遊戲創意設計 ･･･P30
■播報員 ･･･P28
■編輯／製作 ･･･P30
■記者／文字工作者 ･･･P30
■設計師 ･･･P30

■軟體／資訊處理
■通訊
■網路相關技術
■通訊事業服務
■數據通訊
■遊戲軟體
■報紙
■出版
■廣電媒體
■廣告
■通訊社

拜訪學長、學姐

「服務」為經濟名詞，意謂「買賣行為後無商品，僅提供效果或滿意度等無形財」
，而進行這類買賣的產業則為服務業。
社會到處充滿著服務業；例如出門遊玩所搭乘的電車或飛機等「交通運輸服務」
，遊樂園或電影院的「休閒服務」；想
品嚐美食的時候，則前往餐廳或咖啡廳享受「餐飲服務」來放鬆心情，其他還有受傷或生病時到醫院接受「醫療服務」
。
服務業是追求消費者的便利性及滿意度，並豐富了我們的生活。

主要產業

技術的革新促使社會進步神速，
新商務模式的發展令人高度注目。

職種研究

■總務／人事／勞務 ･･･P24
■出納／會計／財務 ･･･P24
■法務／稽核／專利 ･･･P24
■一般事務／秘書／櫃檯人員 ･･･P24
■宣傳／公關 ･･･P25
■企畫／商品開發 ･･･P25
■經營企畫 ･･･P25
■業務 ････P25
■業務推銷／銷售促銷 ･･･P25
■醫藥業務代表（MR）･･･P27
■藥劑師 ･･･P27
■醫療設備技師／護士 ･･･P27
■營養師 ･･･P27
■社福人員／看護人員／居家照護人員 ･･･P27
■兒童保育人員 ･･･P27
■講師／指導人員 ･･･P27
■經營諮詢顧問 ･･･P27
■ IT 諮詢顧問 ･･･P28
■專業諮詢顧問 ･･･P28
■財務顧問 ･･･P28
■翻譯（筆譯）･･･P28
■翻譯（口譯）････P28
■門市銷售人員／接待服務 ･･･P28
■採購人員 ･･･P29
■美體師 ･･･P29

■房地產
■運輸／物流／倉庫
■電力／瓦斯／能源
■餐飲服務
■飯店／旅遊／觀光
■醫療／社會福利／看護服務
■休閒服務
■工商諮詢／調查
■人力資源／人力委外
■教育
■建築物管理／保養維修
■保安
■婚喪喜慶
■美容／美髮／理容
■農業協同組合（含 JA 等金融機構）
■公益／特殊／獨立行政法人
■其他服務業

企業研究

服務業

主要職務
■總務／人事／勞務 ･･･P24
■出納／會計／財務 ･･･P24
■法務／稽核／專利 ･･･P24
■一般事務／秘書／櫃檯人員 ･･･P24
■宣傳／公關 ･･･P25
■企畫／商品開發 ･･･P25
■經營企畫 ･･･P25
■業務 ･･･P25
■業務推銷／銷售促銷 ･･･P25
■藥劑師 ･･･P27
■門市銷售人員／接待服務 ･･･P28
■店長 ･･･P29
■主管 ･･･P29
■採購人員 ･･･P29

業界研究

生產與消費的循環帶動經濟社會的運轉，不可或缺的是連繫其間之「資金」
。
「金融」就是指其資金流動的過程，將
資金從盈餘處提供於缺乏處，調整資金一時之間的過與不足現象。
日本金融機構分為以維持經濟發展及國民生活安定的政府性質金融機構，以及募集存款資金再貸款給企業的「間接
金融」、仲介股票及公司債券交易的「直接金融」等民間金融機構，其他還有「信用貸款、信用販賣」及租賃店面設
備的「租賃公司」
。
近十幾年來金融界動向積極，經過再三重編，還出現結合各種異業的綜合金融集團等。

主要產業
■百貨公司
■超市
■便利商店
■流通／連鎖商店
■大型居家修繕中心
■消費合作社
■藥妝店
■專賣店（綜合）
■專賣店（相機／ OA 方面）
■專賣店（眼鏡／貴金屬）
■專賣店（食品方面）
■專賣店（電器機器方面）
■專賣店（流行／服飾方面）
■專賣店（汽車方面）
■專賣店（書籍／音樂方面）
■專賣店（裝潢方面）
■專賣店（其他零售）
■郵購

自我分析

■總務／人事／勞務 ･･･P24
■出納／會計／財務 ･･･P24
■法務／稽核／專利 ･･･P24
■一般事務／秘書／櫃檯人員 ･･･P24
■企畫／商品開發 ･･･P25
■經營企畫 ･･･P25
■業務 ･･･P25
■業務推銷／銷售促銷 ･･･P25
■財務顧問 ･･･P28
■外匯交易／證券交易員 ･･･P29
■融資／資產規劃運用經理人･･･P29
■證券分析師 ･･･P29
■精算師 ･･･P29

■銀行
■證券／投資信託委託代理
■信用貸款／信用販賣／租賃
■壽險
■災害險
■信用金庫
■勞動金庫
■信用組合
■融資／創業投資
■企業金融
■消費者金融
■互助會
■商品交易

在消費社會中是聯繫 生產者
與消費者的橋樑。

企業研究

從左頁可得知，大部分的日本公司為中小企業。以下將介紹如何研究相較於大企業資訊
較少的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的搜尋方法

針對欲進入的業界進行企業研究

經營觀點

的資訊、以及自治體、商工會議所網站所刊載的活動訊息，並參加看看。

評價・待遇

經營資源

這些就業資訊網，查詢符合自己條件的企業。

部分的中小企業僅只參加大學或自治體等舉辦的聯合企業說明會。請調查校內的職涯輔導中心所公告

工作

職場觀點

事業戰略・業績

P46 刊載了主要的就業資訊網一覽。P33 則介紹針對留學生為對象的就業支援公司之搜尋方法。利用

■參加聯合企業說明會

人才・組織

經營・理念

■查詢就業資訊網

■登錄獵人頭型徵才網

企業的規模

您的個人資料後，您就會收到對您個人資料有興趣的公司傳來的郵件。越來越多公司利用這樣的方式，
取代無法在說明會等與眾多求職學生見面的機會。

總企業數的比例

大企業
0.3%
中小企業
99.7%

中小企業的選擇方法
● 不論公司規模大小，請依照自己的條件篩選企業。
● 中小企業與經營者的距離較近，請確實確認其個性或想法是否與自己相符。
● 辨識公司今後的成長等是否有展望。

各企業規模的留學生就業人數（參考）
※ 其他、企業規模不詳者除外

多數的企業除了公司本身的首頁，還會利用各式各樣的 SNS 傳遞資訊。追 蹤有興趣的企業

294
114

189

SNS 帳號，可以從中了解公司的情況、工作氛圍以及在職員工等相關消息。
SNS 也是一種了解其他就活者狀況的方式。可以了解如何準備就活、就活的煩惱等，有助於自

74
85

化學
30

纖維／衣服

己的就業活動做參考。此外，也有就
119

◦職務範圍廣泛，可以累積各式各樣的經驗
◦ 採用結果主義的企業很多，升職的速度

比較快

教育

48

餐飲業

44

1,219

448
385

47

343

就業實習

旅遊業

就活體驗記。

369

71

飯店／旅館

2,620

拜訪學長、學姐

297

電腦周邊產業

◦進入公司後有可能迅速被委以重任

活網可以互相交換資訊或閱讀別人的

436

商業／貿易

中小企業

104
92

金融保險
0

100

200

3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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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法務省入國管理局「平成 27 年留學生在日本企業的就業狀況相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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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運輸機器（汽車等）

◦有機會參與大型工作項目

活用 SNS 進行企業研究

465
526

食品

◦充實的教育制度
◦充實的員工福利

■…員工人數 1,000 人以上
■…員工人數 未滿 1,000 人

機械／電機

大企業

企業研究

總企業數
約 386 萬
間公司

■各企業規模的優點

業界研究

受到新冠肺炎的影響，在不得不減少與學生直接接觸的情況下，獵人頭型徵才網也受到了矚目。登錄

日本大約有 386 萬家企業。其中，中小企業
就占 99.7%。
雖然多數留學生希望能到在自己國家也具有
高知名度的大企業工作，然而將目標放在各
種不同規模的企業上，將可提高在日本就業
的可能性。

自我分析

在企業研究的時候，必須從該企業的「經營・理念」
、
「事業戰略・業績」、
「經營資源」
等「經營觀點」
，以及想像在該企業工作的「人才・組織」、「工作」
、「評價・待遇」等
「職場觀點」的兩個面向進行研究。

23

職種研究

企畫類
在各個企業中是不可或缺的角色，進行包括商品的企畫與開發及規劃銷售策略等。

了解職業的種類和所要求的技能
「職種」是指職業的種類。雖然在哪個業界工作很重要，但依據職務內容的不同，要求的能力

宣傳／公關

為促銷產品或服務及提昇企業形象，向社會發布企業的結算報告資料或
經營方針，也就是將企業內的訊息向外界傳達的工作。實際上的工作是

事務／管理類
屬於與企業內大多數的職員有接觸機會的職務，並參與制定提高業務效率及改善職場環境等
的企業目標，例如人事錄用等事宜，對企業來說是協助重要決策的職務。
負責協助企業內各部門的角色。總務負責完善職場環境、企業內部活動

研究市場動向並將研究成果應用在制定產品、服務的銷售策略或新產品

企畫／商品開發

擷取顧客需求作出「暢銷商品」
。經由反覆製作樣品與測試及進行市場調

開發。不侷限於商品本身，還針對廣告或銷售策略、通路等進行整體分析。

查，規劃通路及策略。為了讓產品上市，關於設定銷售價格等策略，必須
與研究或生產部門間合作。

經營企畫

依據企業經營相關專業知識，協助社長或幹部等領導階層。經常接觸經
營團隊，並受託參與左右企業未來的重要決策。

的營運、傳達各項聯絡事項等；人事則為協助錄取新進人員或員工的教

業界研究

總務／人事／勞務

調查研究／市場營銷

自我分析

與廣告代理公司合作的方式進行。

也有所差異。以下針對各類別的職務及工作內容予以解說。

育訓練等；勞務擔任職員的出勤管理、員工福利及經手社會保險等相關
工作的處理。

入與支出等帳目及製作向公司內部、股東、公家單位提出的各種資料；財

學生時期的
自我訓練

需要具備收集、彙整及分析資訊、解讀流行趨勢的能力，且須有具體執行創意轉
為商品的實踐能力。建議透過校內外活動，培養溝通技巧、企畫能力，並透過企
畫活動或報告、畢業論文等方面培養思考能力也很重要。

務除了執行預算及結算業務外，還有時還需負責與金融機構協商籌集資
金等，企業經營策略相關的實務工作。

法務／稽核／專利

法務負責所有企業營運上的法律相關事務，以及與顧問律師聯繫並商討
業務相關事宜；稽核則是針對業務上所衍生的各項契約，進行法律上的
確認工作；專利負責新產品、技術等的申請登記或當專利受到侵權損害

物流／倉管

運用資訊系統，綜合管理接單、訂單、資材的調度到庫存管理、產品出貨

貿易事務／海外事務

負責通關手續、報關、安排運輸和倉儲、支付和託收等事宜，以便企業能
順利處理進出口業務。

業務（開發新客戶為主）

拜訪企業以取得契約書的法人業務。開發新客戶要拜訪其所負責區域內
的法人或個人客戶。

業務（固定客戶為主）

一般事務從接聽電話到電腦輸入作業、採購物品及辦理員工福利等所有

以往來固定客戶及法人客戶為服務對象。與個人或法人客戶間建立信任
關係是基本要求。進而在此基礎上提出更進一步的提案，為此還需要有
主動收集資訊等積極行動。

公司事務。秘書需要處理協調上司的行程及其日常周遭事務。櫃檯人員
則擔任接待訪客工作。

業務有一家一家地拜訪個人住宅介紹及銷售自家商品的個人業務，以及

業務推銷／銷售促銷

業務推銷是提供部門、辦事處或是各個業務員有關目標設定、銷售工具

拜訪學長、學姐

一般事務／秘書／
櫃檯人員

等事宜。

向企業或個人客戶提出自家產品或服務項目的企畫案，同時進行銷售。另外，藉由回應客戶期
望與需求而獲取客戶信任，間接創造企業銷售業績。另外，還主導並制定提高獲利的流程步驟。

職種研究

時衍生的訴訟事宜。

業務類

企業研究

出納／會計／財務

企業營運上有關「金錢」方面的工作內容。出納、會計負責管理每日的收

的開發、資料的提供等支援。銷售促銷則是傳達商品特徵等資訊給銷售
點，提供有效的銷售手法。

諸如此類協助整個企業業務的職務，需要調配人力或物資、金錢及資訊等流程，
促使企業整體營運順利。因此，建議平日就積極擔任研究小組或社團等營運幹部，
培養預防問題發生與解決問題以及組織管理能力。
24

學生時期的
自我訓練

透過傾聽他人等訓練來培養溝通技巧及精確掌握對方需求的能力。發展廣闊人
脈亦是一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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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時期的
自我訓練

專業類

在既定工作行程內與業務或生產部門合作，研究新技術或開發新產品。

特定業種才有的職務，且需要具備其領域的高度專業知識或特殊技能。另外，具備資格或執
照也常是要求條件之一。

基礎研究

醫藥業務代表 (MR)

Medical Representative 的簡稱。代表製藥公司將自家醫藥品的功效、

藥劑師

除了依照醫師處方籤調配藥劑以外，因需要對病患及客戶說明副作用、顧

屬於寄望未來利益進而開拓研究新領域之職務。常與大學或公家機關共
同研究，例如醫藥品領域更是常跨國合作研究開發。另外，對於自己的研

特性等訊息傳達給醫師或醫療人員。

究主題在哪個產業領域有所貢獻等前瞻性也不可缺少。

應用研究／技術開發

應用研究是立足於基礎研究的成果，更具體地進行與技術或產品接軌的

自我分析

技術／研究類

慮可能過敏等服藥注意事項並提供建議，亦有服務業的一面。另外，還
需執行醫藥品庫存管理及訂單業務。

研究。技術開發旨在開發新技術，並應用在自家產品或服務上，以提高工
作效率。

醫療設備技師／護士

醫療設備技師分為檢驗檢體的「臨床檢查技師」，使用放射線進行診斷
治療的「診療放射線技師」，操作及維修人工器官的「臨床工學技士」等
職務。護士則依據醫生的指示，給予醫療協助並照顧患者。

養維修配備等過程的工作。在團隊中支配電力、機器、控管等工作，再共

業界研究

生產／製造技術

負責企畫、設計生產線，並擔任選用各配備、決定規格、設置配備到保
同執行業務。由於今日主流為小量多樣生產，生產・製造技術工程師的角
色也日趨重要。

施工管理

責改善並指導飲食生活事宜。另外較營養師更高一級的管理營養師則是
在得到厚生勞動大臣認可的特別療養設施等地方擔負營養指導的工作。

品質管理是為防止產品製造過程中發生意外而擬定檢查步驟計畫及進
行現場的檢查事宜；生產管理則是因應經營計畫或業務需求，控管產品
生產；保養維修負責生產線上的檢查及保養維修工作。

建築土木設計可大致分為個人住宅或公寓等「住宅」設計、辦公大樓或

社福人員／看護人員／
居家照護人員

社福人員對於身心障礙者或日常生活功能出現障礙者進行福利相關諮詢
與支援。看護人員則是協助高齡者或身心障礙者的自立能力，提供看護
方法等建議。居家照護人員則訪問高齡者、身心障礙者住家，為其提供
照護服務。

大型店舖等「其他建築」設計公園、道路、隧道等「土木」設計；測量則
是掌握現場地形之職務；工程估算是負責估計工程相關預算及管理事宜。

兒童保育人員
協調控管建築土木工程如期進行，並負責現場監工職務。工作內容因工

在托兒所、托兒中心等兒童福利機構代替父母指導各年齡層幼兒所需生
活事宜。現在除了百貨公司、休閒場所，還有企業附設之托兒機構等，需

職種研究

建 築 土木設計／
測量／工程估算

指導烹調人員、進行餐飲機構的衛生管理、計算卡路里或製作菜單等，負
企業研究

品質／生產管理／
保養維修

營養師

求是日益擴增。

程內容與規模而異，包括工地人員的調度到管理品質與進度等事宜。至
於大型建築物或土木工程作業有時則需要調度工程外包公司。

在企業內向職員授課的形式。另外還有在運動中心和健身俱樂部等進行

為了兼顧高穩定性能及方便使用且具設計感，現今皆採用 CAD 繪圖技

指導的「運動指導人員」。

術。

必須同時具備正確又具效率的工作能力，以及產品開發與實際生產的專業知識。
對於感興趣的事物要秉持追根究底的態度，考取專業領域的資格或執照也會有幫
助。透過以資料或數據編寫報告的程序，培養以需求為主導的研究精神。

26

及考上理想學校等諮詢建議，社會人士之教育則有進修機構的教學，及

經營諮詢顧問

扮演企業經營者的顧問角色，從客觀立場為經營上的問題提出經營決策
之建言。同時列出事業、人事、系統上的相關課題及問題點，制定改善計
劃並提出執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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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時期的
自我訓練

將機械製造商和電子機械製造商的機器及電子機器產品化的核心職務。

此種職務工作內容較多樣化。以補習班為例，主要是提高學生學習成績

拜訪學長、學姐

機械設備／
電子機器設計

講師／指導人員

IT 諮詢顧問

扮演引進電腦廠商等專業系統而衍生的顧問角色，還有 IT 策略的試算運

店長

從店面陳設到庫存、銷售業績管理等，環顧整體後進行店鋪營運職務的。
除了指導與教育打工人員及門市銷售人員外，在盈虧方面還須作各種努

作、進行效果分析、架構系統或營運作業委外實務等，需具備接軌經營

力來提升業績。

層面的諮詢能力。

專業諮詢顧問

主管

超市、量販店、便利商店、餐廳、速食店等統籌複數店舖的職務。在銷售

採購人員

分析流行及消費者的喜好，調度陳列於店舖的商品及材料之職務。尋找

業績及管理層面上，監督各店舖的營運，並提供所需指導。

近年隨著諮詢的領域擴大，因應如金融、流通、醫療等各產業而出現了
銷售、專利、稅務等相關的專業諮詢服務。

符合公司理念，以及可以區隔同業其他對手的特色商品，並以最實惠的

自我分析

提出建言或指導改善業務等的專業諮詢顧問，還有提供企業特定業務、

價格進貨。

財務顧問

繼承遺產問題及與其相關的財務諮詢，並提供建議。

將以外國語寫成的文章翻譯成日語的工作。有小說或兒童書籍等文藝作
品翻譯、電影或國外電視劇等字幕影像翻譯、還有 IT 相關或醫療等技
術領域以及公司契約書或報告等實務的翻譯。

翻譯（口譯）

協助日本人與外籍人士間溝通的工作。聽取談話同時進行翻譯的同步口
商務口譯、擔任國際會議的會議口譯，還有電視雙語播放時的同步視聽
口譯。

播報員

在銷售商品或服務於個人及企業的職務上，關鍵在於能否建立與對方之間的信
任關係。請培養正確掌握對方需求，找出解決方案等提案能力，且平時就要培養
自我傾聽他人的能力，以及擴展校內外人際關係。

金融類

僅屬於金融業界，運用對經濟動向或股市、金融商品等高度專業知識，針對個人或法人客戶
提供資產或資金運用服務，為顧客創造利潤。

藉由聲音與語言傳達資訊給大眾的工作。除了擔任電視資訊節目和綜藝
節目的主持人、運動實況播報外，還有廣播 DJ 及活動主持人等工作內容。

由於是需要具備高度專業知識與技能的特定職務，所以對自己感興趣的事物持有
積極學習的態度。另外，建議可考取專業資格或執照，並訓練傾聽他人的能力及
溝通技巧。

外匯交易員／
證券交易員

外匯交易代替顧客進行日圓、外幣的買賣，在交易市場上利用匯率價差

融資／
資產規劃運用經理人

即資金運用的專家，以受委託資金為本金創造利潤。融資經理人負責銀

證券分析師

涉獵經濟、產業、社會等多方知識・資訊，並經由資訊分析業界或個別企

賺取利潤。證券交易員是掌握債券或股價動向，為顧客提供資訊。接受
顧客的買賣訂單，再轉交給交易員操作買賣。

行等金融機構對外融資放款自家銀行資金。資產規劃運用經理人則是將
資產投資於股票或債券以賺取其差額利潤的職務。

精算師

在百貨公司或專賣店、量販店及企業的專賣店舖等零售店提供商品銷售及服務項目的職務。
另外，也須要及時掌握消費者需求並提供所需，並了解社會流行趨勢，制定銷售策略。

給客人所喜好及需要之商品。同時也要製作商品傳單，符合顧客層的商
品進貨等，並努力增加來客量。
28

經營體制之外，還要針對被保險人設定出適當的保費及理賠金額，是運
用數理等程式進行驗證的工作。

學生時期的
自我訓練

因為需要金融相關專業知識及深入了解，平時就要高度關心經濟相關新聞。此外，
透過社團或研究小組等團體活動，培養收集、整理、分析資訊能力，以及快速掌
握資訊與解讀趨勢動向的洞察能力。
29

就業實習

在百貨公司、超市、量販店、各種專賣店等零售店接待客人之職務。介紹

保險數理專業人員。根據極專業的統計學知識，除了維護保險公司健全

拜訪學長、學姐

業的遠景與股價動向。除了隸屬保險公司或一般企業的資產營運部門，也
有自立門戶而有所表現的證券分析師。

銷售／服務類
門市銷售人員／
接待服務

護理、瘦身、脫毛等。

職種研究

學生時期的
自我訓練

學生時期的
自我訓練

傾聽顧客的希望和煩惱，提供美容方法的建議、並實施面部護理、身體

企業研究

譯，還有在談話間進行段落翻譯的逐步口譯。另外有企業間商務往來的

美體師

業界研究

翻譯（筆譯）

接受個人客戶關於存款、保險、股票、房地產等資產運用，以及土地運用、

創意設計類

客服工程師

為了讓顧客能靈活運用電腦系統，須為其說明系統或硬體的操作方法。

系統維護營運

執行電腦系統定期檢查或更換機器、週邊設備等，以及進行維修系統業務。

系統諮詢顧問

企業在引進電腦業務系統之際，執行專業的建議及規劃。在與客戶的溝

銷售工程師

與業務一起或單獨拜訪客戶，進行自家產品或系統技術面上的相關說明，

從事作品或商品製作等相關職務，需要具備向客戶說明創意的溝通技巧。除了一般企業的製
作部門或傳播製作公司，也有自立門戶的工作者。

系統營運是負責系統正常運作的職務。

製作雜誌或書籍等平面媒體及網站內容等。從寫企畫案到調度工作人員、
安排採訪、與業務負責人協調企畫內容等同時進行各項作業。需要具備
成本意識及掌握市場動向觀點的職務。

記者／文字工作者

通協調中找出需求與課題，並提出解決方案。

新聞記者為報社職員，從學習採訪技巧到新聞撰稿的方法等，其工作內
容是撰寫新聞。文字工作者則有音樂或經濟等各方面專業領域，撰寫刊
登在雜誌或書籍、廣告裡的文章。

扮演協助取得簽約客戶的角色。因為兼具業務員的性質，博取客戶信任尤
業界研究

設計師

為重要。

印刷物相關者為「平面設計」，還分為廣告專業設計，以及雜誌和書籍等
出版品專業設計。其他還有與製作網頁相關的
「網頁設計」、服飾領域的
「服
裝設計」
、建築領域的「裝潢設計」等職務。

遊戲創意設計

客戶售後服務

製作遊戲分別有構思故事的編劇、設計人物造型的設計師、架構系統的

回覆處理使用者對自家產品或服務等相關問題之職務。服務內容則因產
業而異。

程式設計師、音樂創造師，以及統籌整體的導演及製作人等相關職務。

學生時期的
自我訓練

特別要求 IT 技術與電腦網路系統的深厚知識及專業技能。需要培養提供客戶最
佳解決方案的規劃能力，以及正確按照程序處理的管理能力。

企業研究

遊戲創意設計即為這些職務的統稱。

學生時期的
自我訓練

自我分析

編輯／製作

另外也需要處理定期檢查及故障等問題。

因為是向大眾社會推廣企畫和商品、服務的職務，所以需要培養足以傳達訊息的
日語能力。請體驗媒體類打工、參與學生報紙或是資訊刊物等製作。

職種研究

IT 類

隨著資訊、通訊技術的發展與普及，除了電腦相關企業之外，企業內部電腦系統工程師的需
求也日益增加。

按照規格書設計電腦程式的工作。擔任編寫處理程序的流程表到用程式

系統工程師（SE）

掌握顧客的目的及需求，設計系統，其工作需要具備傾聽及提案等溝通

網路工程師

從電腦系統中，特別區分出開發網路系統的技術職務。目前因各企業內

拜訪學長、學姐

程式設計師

語言記述編碼，最後再確認指令動作等工作。

能力。
就業實習

與外部，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網路運用已成企業策略之一大主題，此工
作在 IT 類的職務中特別受到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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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❸

利用網路進行線上就活

COLUMN ❹

活用針對留學生的就業支援公司及網站

因為新冠肺炎感染蔓延的關係，就活形式有很大的改變。許多公司開始使用網路進行線上說

許多留學生在找工作時花很多心力在找僱用留學生的公司。在這樣的情況下，活用針對留學生

明會和就業實習、面試。

為對象的就業支援公司及網站之留學生日漸增加。

搜尋方式

線上的優點
・不需要花費到公司的交通費。

只要輸入「留学生 就職支援」等關鍵字，就能搜尋到許多就業支援公司或網站。仔細閱讀網站內

・因為不需要移動，可以有效率的利用時間。

容，並尋找適合自己的就業支援公司或網站。請注意刊登公司數和業界是否有偏頗的情況。

・不需要花交通費和時間，可以參加更多公司說明會和面試。
・在自己的房間等較熟悉的環境下進行面試，相對地減少心理的負擔。

線上的缺點
・使用電腦和手機、平板收看，有可能會受到網路環境和器材等影響的情況。
・因為並不是直接到公司的關係，所以無法親身感受公司或員工的氣氛、其他學生的狀態等臨場感
覺。此外，也沒辦法確認辦公的環境。

一般就業支援公司・網站

針對留學生為對象的就業支援公司・網站

・許多就活中的學生登錄

・只有留學生可使用

・刊載企業數很多

・針對留學生為對象的研討會很豐富

・刊載眾多業界的徵人資訊

・公開積極錄取留學生的公司資訊

・能應徵企業實習和徵選的功能

・比起一般就業支援公司・網站刊載的企業數較少

・針對留學生對象的求才很少

・留學生能獲得在日本就業的建議

・透過視頻面試，很多人擔心是否能真正傳達自己的個性。

此外，搜尋自己所住的都道府縣名和「留学生 就職」等關鍵

參加時的注意事項

字，就可以找到針對該地區提供給留學生的徵才資訊和聯合

福岡 留学生 就職

說明會等相關的活動資訊。

【地點】

・準備如Wi-Fi 等穩定的通信環境
・考慮照明和自然光的狀況，調整為讓臉部能在自然明亮的狀態。
・調整背景盡量不會照到不相關的東西。

參考網站

【機器】

■厚生勞動省職業安定局 HELLO WORK 網路服務
https://www.hellowork.mhlw.go.jp/index.html

・電腦、手機、平板
使用任何器材都可以，建議以畫面較大、設置較安定的電腦
為主。使用手機或平板的情況下，請固定畫面以避免搖晃。

・鏡頭

對象
不論日本人・外國人

針對「英文」
「中文」
「國際人才」等關鍵字搜尋，可篩選出日本全國留學生對象的徵才資訊。

■ JETRO（日本貿易振興機構）高度外國人材活躍推進入口網站

使用器材沒有內建鏡頭的情況下，有可能需要自行另外加裝鏡頭。

・耳機・麥克風

對象

https://www.jetro.go.jp/hrportal/

統整對高度知識和技能的人才感興趣的公司一覽。 還有英文版本。

使用耳掛式麥克風，不僅能清楚聽到對方的聲音，自己的聲音也能清楚地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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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

拜訪學長、學姐

拜訪學長、學姐的預約方式（事例）
◆・・・學生

・・・學長、學姐

聽取社會人士真心話的絕佳機會
拜訪在職員工的學長姐，直接向其打聽，以便收集到企業簡介或網站上無法知道的訊息。

尋找學長姐

「我就是＿＿＿。
」

若在職員工是他人介紹時，記得遵守禮儀先以電話或電子
郵件預約見面時間。

事前準備

約好拜訪日期後，請事先整理好「想要問什麼」、「將提問重
點放在哪裡」。

拜訪當天

即使是拜訪熟識的學長姐，也要穿著套裝或西裝以表示尊敬，
更別說是未曾見面的學長姐。當然嚴禁遲到，並請注意拜訪
時的措辭語氣及態度。

「謝謝。我想要應徵□□業界，特別是對貴公司深感興趣，所以非常唐突地打這

電話給您。＿＿＿先生／小姐的大名是從＿＿＿老師那裡得知。
」
「你也是＿＿＿老師的研究小組？」
「是的。之前我也在網路搜尋研究過許多企業，對貴公司的風氣及工作內容非常

感興趣，所以想要請教＿＿＿先生／小姐詳情。能否請您在繁忙之中撥冗賜教？」
「好的。那麼約在下星期一，17 時來我公司。」
「謝謝您。我會在○月○日，星期一 17 時拜訪貴公司。」
「請在一樓櫃檯報上我的名字。
」
「非常謝謝您。期待與您見面。不好意思打擾您了。」

重點

●請問每天的工作行程。

●請問前輩的職涯道路。

●請問工作中感到開心或困難的事情。

●請問與其他公司相比，貴公司的特點。

●進入公司前後是否有差距。

●必須考量對方立場及方便來預約拜訪。
●避免在早上或深夜、接近上班時間或午休時間前後約訪。
以手機聯絡時請於話質清晰及安靜環境撥打。
●請注意開場白要有禮貌，例如：
「不好意思」
、
「工作中不好意思打擾您了」
、
「真
是不好意思」等。

拜訪學長、學姐

拜訪學長、學姐時的提問要點

職種研究

拜訪結束後

將面談內容或感想整理在就業活動筆記本或電腦裡，再加以
斟酌是否符合自己的志願。一定要向學長姐寄送感謝的電子
郵件。

「請說。」

企業研究

預約見面時間

「您好。我是○○大學的◇◇。目前正在進行就業活動，為了了解貴公司，今天

打電話與您聯繫，您現在方便說話嗎？」

業界研究

若在自己想要進入的公司有熟識的學長姐，可直接聯繫。若
沒有則可先向學校就業輔導中心或就業課洽詢。受到新冠肺
炎感染蔓延的影響，有些學校導入不需要直接到就業輔導中
心，也能與學長姐聯繫的系統。另外，近年也出現了許多尋
找學長，學姐的應用程序。請在確認了可靠性後再使用。利
用社團、打工、親朋好友等各方面的關係也很有效。

自我分析

拜訪學長、學姐流程

「您好

! 我是○○大學的◇◇。因為拜訪學長姐而打這個電話。麻煩請找＿＿＿部
的＿＿＿先生／小姐」

●不要劈頭就只顧著說自己的要求，要先詢問對方此刻方便說話與否。

●在學生時代應該學習些什麼。

●口頭再確認約定日期及場所並記在筆記本。日語的 1 點和 7 點容易聽錯搞混，記

●工作環境如何。

得改說成 13 點和 19 點。

若提出企業簡介或網站已刊登的資訊內容發問，會給人沒有準備的印象，注意要提已

認對方掛斷電話後再輕輕掛上話筒。

刊登內容以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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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實習

●結尾的答謝要以特別開朗的聲音或語氣來讓對方留下印象。講完電話後要先確

就業實習

就業實習的種類與進行方式
種類

就業實習是一個寶貴的就業體驗制度

學分認定

詳細・開始方法

職涯教育體系課程內進行的就業實習。就
業實習的公司是大學找來的企業。

以正規課程外的方式進行

大多不認定為學分

學校的職涯輔導中心或就職課等公布的就
業實習介紹。
仔細閱讀公布的介紹內容，經職涯輔導中心
或就職課申請，又或者直接向企業提出申請。

公司單獨實施

大多不認定為學分

求職網站或企業官網等公布的招募資訊。
依企業不同，可能會進行甄選（書面審查和
面試等）
，僅限合格者參加。

就業實習是指「學生以分辨自己是否具有從事該工作的能力為目的、進行包含自己專業的有興
趣領域和未來職涯相關的就業體驗活動」。因為參加就業活動的學生是以透過就業體驗更深
入了解業界和公司為目的，因此多數的情況下並不會支薪。學生端有意識的藉由就業實習學習、
培育技能，可以體驗到一般課程所得不到的體驗。

❶實際感受日本的勞動慣例

業界研究

參加就業實習的利點
就業實習形式

❷加強溝通技巧

類型

❸學習打招呼或對話應對等商務禮儀
❹可以利用此機會進行企業研究或篩選職務

■學習日本企業的慣例及工作方式
●透過實習，實際接觸交換名片的方式、簡報的資料製作和發表、小組討論等，了解社會人
不可或缺的禮儀和知識，真是太好了。
●了解到日本企業很重視團隊合作。雖然在溝通方面感到不安，但員工大家都很溫柔，對外
國留學生也確實給予協助，非常感謝他們。
■有助於就業活動
●透過和其他大學的學生和公司的員工有進一步的交流，得到很多新的發現和學習經驗。此
外，還可以直接跟在職員工詢問公司的氣氛和工作風格一些進入公司後才會知道的事情。

參觀型

參觀職場並聽取業務內容的說明。有些可短期體
驗工作實務。

二天至一週
（短期）

演講型

採取演講形式解說業界、企業、工作內容。

數日（短期）

解決課題型

由學生組成小組活動，解決賦予的課題。

一至兩週

體驗型

承擔與員工同樣的業務，有些企業會要求實習人
員必須達到與其正式員工一樣的水準。

Job 型

依據公司的職務內容，長期和帶薪的研究就業實習

一個月至兩個月
（另有長期）
2 個月以上

線上就業實習
受到新冠肺炎的影響，透過線上舉行就業實習的企業增加。使用 Zoom 等網路會議
系統在線上參加。多數傾向在參加者聽完公司說明會後，進行分組並進行小組討論及
發表的問題解決型式為主。

●實習時能夠確認自己對於未來工作的性向。我覺得就業實習的經驗，對寫履歷表或面試時
都有幫助。
■了解業界及職務內容
●參加日常生活中眾所皆知的公司實習，看到企業不一樣的一面，增加了興趣。因為就業活動
前參加就業實習，因此能夠依據實習進行自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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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實習

●透過網路和就業實習參加者進行企畫立案到發表。能在有限的時間內，體驗接觸到工作真
的是太好了。

外國人雇用服務中心的就業實習
◎確保著名企業及地區優良企業等廣大產業領域接受留學生實習。
◎與學校合作，幫助留學生順利參加就業實習。
◎在實施就業實習前舉辦事前說明。
◎在體驗就業實習後，外國人雇用服務中心會繼續承辦就業輔導業務。
◎在參加就業實習期間內受傷或發生意外，由國家負擔賠償責任和保險費。

拜訪學長、學姐

●透過就業實習，可以更深入了解該公司的社風和詳細的業務內容、經營理念等，亦有助於
面試和撰寫志願動機。

期間

職種研究

●體認到不僅需要與專業領域相關的知識，還必須要學會社會的規則以及維持人際關係的技術。

進修內容

企業研究

就業實習經驗談（留學生心聲）

自我分析

被認定為學分

當作正規課程的學科進行

就業禮儀講座❶

留下良好印象的面試儀容

企業不是要錄取外觀突出、有個人特色的學生。服裝是否符合整齊，符合社會一般標準
才是關鍵。即便是線上面試，也請盡量穿著到公司參加說明會和就業實習、面試一樣的
服裝。只整理畫面中顯示出來的上半身可能會影響態度。

髪型

長髮印象不佳。注意頭髮亂翹或沒有梳齊，
以及頭皮屑問題！

髪型

臉

長髮要紮起，讓耳朵露出來。行禮時注意頭
髮沒有遮到臉。

鬍鬚要刮乾淨。過細長的眉毛亦不受歡迎。
注意牙齒及口臭。

臉
不要畫濃妝。注意牙齒及口臭。

眼鏡
避免彩色鏡框，注意鏡片的髒污。

眼鏡
避免彩色鏡框，注意鏡片的髒污。

香水

香水

不噴香水較好。

避免味道濃烈的香水。

指甲

指甲

剪短並注意指縫有無污垢。

指甲不要留太長，禁止顏色鮮豔的指甲油或
彩繪指甲。

襯衫
基本上以白色為準。注意領口或袖長等尺寸
是否合身。避免在襯衫底下穿有顏色或花紋、
深色內衣。當天 穿著乾淨襯衫，並注意衣領
和袖口的污垢。

襯衫
基本上以白色為準。無花樣的淡色系亦可，避
免鮮豔色系或有花紋者。注意衣襟勿過於敞
開，樣式以整齊清爽為主。

首飾
不可配戴首飾。

首飾

領帶

簡單的耳環尚可，不要配戴戒指。

避開鮮豔花俏的領帶。

套裝

西裝

顏色以黑色、深藍、灰色無花樣為主。有 1 〜
2 顆鈕扣簡單的樣式為佳。

顏色以黑色、深藍、灰色為主。選單色或細直
條紋花樣，樣式以單排釦而非雙排釦式為佳。
不釦上衣最下方的釦子。

西裝褲

裙子／長褲

標準寬度，褲管以單折式（不反折）為主。並
燙直褲身皺折。皮帶要與鞋子相同色調。

裙襬長度約在站立時膝蓋一半的長度。長褲
可強調活潑形象，褲管以單折式（不反折）為主。
並燙直褲身皺折。

鞋子
以黑色、簡單樣式，方便行走者為佳。注意鞋
跟磨損、鞋面光亮整潔。

手錶

手錶

鞋子

避免帶樣式花俏的手錶，面試或考試時禁止
拿手機確認時間。

避免帶樣式花俏的手錶，面試或考試時禁止拿
手機確認時間。

以黑色簡單樣式，方便行走者為佳。注意鞋面
光亮整潔。

襪子

皮包

皮包

禁止穿白襪子或休閒襪。最好搭配與西裝同
色系的黑或深藍色襪。

以黑或咖啡色為主，尺寸以 A4 大小最為方便，
不要使用後背包或休閒包。

以黑或咖啡色為主，尺寸以 A4 大小最為方便，
不要使用後背包或休閒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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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襪
選擇適合自己的膚色，無圖案無花紋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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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禮儀講座❷

留下良好印象的禮儀①
書信禮儀

敬語的用法
敬語是與對方建立信賴關係時不可或缺的因素。如何自然地運用敬語？除了學好正確用法，

寄送應徵表格或履歷表時，如果附上一封被稱為「送付狀」的書信會讓人留下好印象。

盡量在各種場合積極使用，多練習多習慣才最重要。抱持尊敬對方的心態，盡可能自然地

寫信時須遵守書寫方式的禮儀，敬請留意。

說出敬語。

■何時需要寫信

■敬語的種類

・寄送應徵表格或履歷表

❶ 尊敬語‥‥ 向對方表示敬意，向對方的舉止或狀態、所使用物品直接表示尊敬的措辭。

・比電子郵件更禮貌地向對方表示感謝

❷ 謙讓語‥‥ 謙稱自己或自己的舉止、物品所使用的措辭。

■送付狀的寫法

❸ 丁寧語‥‥ 需要向對方使用正式場合應對時的措辭。
尊敬語
いる ( 在 )

謙讓語

いらっしゃる

等

丁寧語

おります

います

行く ( 去 )

いらっしゃる

参る、伺う

行きます

来る ( 來 )

お越しになる

参る

来ます

言う ( 說 )

おっしゃる

申す

言います

聞く ( 聽 )

お聞きになる

伺う

聞きます

見る ( 看 )

ご覧になる

拝見する

見ます

食べる( 吃 )

召し上る

いただく

食べます

与える ( 給 )

くださる

差し上げる

与えます

する ( 做 )

なさる

いたす

します

思う ( 想 )

思われる

存じます

思います

■商務場合用字遣詞

寄信日
令和□年○月△日

○○株式会社
採用ご担当者 様

青海大学経済学研究科
王 留学

履歴書送付について

標題

貴社ますますご清祥のこととお喜び申し上げます。
先日は貴社の会社説明会に参加させて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貴社の経
営方針や事業の内容について理解が深まりました。また、貴社の社員の方々の熱意あ
ふれる仕事ぶりに感銘をうけ、貴社へ入社したいという気持ちが高まりました。
つきましては、ご指定のありました下記書類を送付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よろしく
お願い申し上げます。
記
履歴書

一通

東京都中央区○○町△丁目×番□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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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ごめんなさい

○

わかりました

○

承知しました

〒100-0000

○○大学△△学部××学科 三年

貴社（書き言葉）

了解しました

○月○日

き しゃ

こちらの会社

御中

御社（話し言葉）

信封背面寫法

東京都千代田区○○町△丁目×番□号

私、わたくし
おんしゃ

そちらの会社

履歴書在中

僕、自分、俺

株式会社○○商事

正確的表達

記（標註）
在寄送內容的上段中央
寫「記」
。

以上（以下空白）
在所有文章結束的最後
一行寫「以上」
。

111 0000
人事部人事課

■容易出錯的用字遣詞【例】

標題用比內文大的文字
寫在中央。

以上

信封正面寫法
切手

商務場合錯誤的表達

收件者
收件者於內文第二行靠
左書寫。

拝啓

■信封的寫法

商務場合中使用的日語，有合適和不合適的表達方式。了解並活用正確的表達方式。

寄信日於最上一行靠右
書寫。

收件人姓名

敬稱

例

個人

様

○○ 様

公司等團體

御中

株式会社○○御中

職稱

様

人事ご担当者様

具個人姓名的職稱

様

人事部○○様

■書信注意事項
・收件者請以直式書寫。
・地址的丁目、番地以正式寫法書寫，不要省略。
・敬稱請參考上表填寫。
・左側請以紅字寫「履歴書在中（內有履歷表）
」
、
「エントリーシート在中（內有應徵表格）
」
。
・在背面書寫寄信人的地址時，請在接縫處
右側寫地址，左側寫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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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禮儀講座❸

留下良好印象的禮儀 ②

電話禮儀

電子郵件禮儀

由於講電話時看不見對方的臉和表情，所以需要格外細心應對。
請留意不要帶給對方不好的印象。

在就業活動期間常會以電子郵件與企業往來。使用電子郵件時請遵守禮儀。
■何時需要寫電子郵件

■何時需要打電話

・實習後道謝

・申請資料

・詢問應徵考試的相關問題或洽詢

・面試後道謝

・報名參加說明會

・面試或考試當天遲到、缺席時進行聯絡

・應徵考試相關提問或洽詢

・調整面試的日期

・聯絡預備錄取

・預約拜訪學長姐及拜訪後道謝
・回覆企業寄來的預約確認信或電子邀請函
等

等

■電子郵件的格式

■打電話時的要點

標題
以清楚明瞭的 標題 呈現 聯 絡
事項。

電話是日常方便的溝通管道，但在就業活動時不能像與朋友交談一樣的對話。因為沒有
直接面對對方，僅靠「措辭語氣」或「聲音的感覺」就有可能左右對方對你的印象，注意
隨時以親切及禮貌的態度待人。

收件者
在內文開頭書寫收件者（任職
部門及姓名）。

避免清早、深夜、接近上下班時刻、午休時間打電話，若使用手機則要在安靜、話質
清晰之處撥打。
打電話前準備好筆記本及月曆。

自我介紹
不要急著進入主題，首先寫下
自我介紹。

能清楚說明自己姓名的漢字、英文字母、片假名。
自我介紹及問候之後，確認對方有無時間講電話。
口齒清晰、簡潔傳達聯絡事項。

內文
簡單扼要地書寫。

記得道謝，待對方掛完電話再掛話筒。

■面試遲到時

署名（簽名）
電子郵件尾端附上校名、姓
名、 郵 件 地 址、 電 話 號 碼 等
署名。

與人有約定時，從容行動是身為社會人士最低限度的常識。
因此，請記得無論有何種理由，遲到都是不被允許的。
萬一因大眾運輸工具延誤等而遲到時，請務必於預約的時間前聯絡企業。

■電子郵件的注意事項

範例）面試遲到時
學生

企業

「您好，我是○○大學的○○○ ，預約今天○○點○○分面試。
目前我人在○○站，但電車因人身事故而停駛中，
預估可能會在○○點○○分才抵達貴公司。
非常抱歉。請問本次面試如何處理呢？」
A：「我了解了，請您盡快抵達。」
B：「原來如此，那麼為您調整至其他日期，煩請稍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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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請分段落，用詞易懂。
●寄出前請檢查內容及有無錯字、漏字。
●若要使用免費的電子郵件等，請避免使用滑稽的電子郵件地址。
●注意寄信時所顯示的［寄件者名］
，如設定為綽號等的情況記得進行修改。
●需要即刻傳達或致歉時請改用電話。
●收到企業的郵件請馬上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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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❺

就活所需的費用

雖然受到新冠肺炎的影響，線上說明會和就業實習增加，但是就活時仍需花費如治裝費、交
通費、證件費、以及參考書費等一筆費用。也有求職者為了參加線上說明會，而購入鏡頭和照
明等 IT 相關器材。事先掌握就活所需的費用，為就活做準備。

針對留學生就活時的花費進行了問卷調查。其結果的統整如下。

■就活所需的費用明細（參考）
西裝或包包等

約 15,000 日圓 ～ 70,000 日圓

交通費

0 日圓 ～ 60,000 日圓

住宿費

0 日圓 ～ 10,000 日圓

參考書費、郵資、履歷表

約 500 日圓 ～ 20,000 日圓

證件費

約 1,000 日圓 ～ 15,000 日圓

IT 器材相關費用

約 1,500 日圓 ～ 25,000 日圓

■就活花費多少錢 ?
西裝或包包等… ………… 15,000 日圓

西裝… …………………… 30,000 日圓

交通費… ………………………… 0 日圓

證件費… ………………… 10,000 日圓

證件費… ………………… 15,000 日圓

履歷表… …………………… 1,000 日圓

參考書費… ……………… 10,000 日圓

交通費… ………………… 20,000 日圓

IT 器材相關費用… ……… 25,000 日圓

總額… ………………………61,000 日圓

應徵事宜
應徵

就業活動的入口就是應徵			

企業徵才說明會

培養洞察企業的眼光				

應徵表格

充分表現自我魅力				

總額… …………………… 65,000 日圓
在商店就業支援特惠活動時
購買整套西裝。

為了準備線 上面試，另外購
買鏡頭和照明器具。

女性
（預備錄取於人才支援公司）

男性
（預備錄取於流通・零售公司）

交通費… …………………… 3,000 日圓
證件費・履歷表……………… 1,000 日圓
總額… ……………………… 4,000 日圓

受 到 新 冠 肺炎 的 影 響，大 多數
是以線上的說明會或面試為主。
用郵件傳送 PDF 履歷表的情況
也 比 紙 本履 歷 表 還多。西裝 則
是 把大學入學時購買的再拿出
來善用。

男性
（預備錄取於系統開發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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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徵

企業徵才說明會

就業活動的入口就是應徵

培養洞察企業的眼光

「應徵」是對企業「有興趣」的表示。

應徵後進入徵選過程之前會舉辦「公司說明會」或「研討會」。參加公司說明會等，可以直接

一旦「應徵」該企業後會收到企業的徵人啟事或企業資訊、說明會日程表等電子郵件或郵寄

聽取人事負責人的意見，和公司員工交流，以及感受該公司的氣氛。
應徵

資料。
首要是積極應徵感興趣的企業。

公司說明會的種類

應徵方法

公司說明會會分為以下 2 種。請大家在了解其各自特徵後有效積極地參加。

若要同時應徵多家企業時，可從業界或職務搜尋企業來應徵多家企業，也是就業活動初期篩
選企業的捷徑。若要使用複數的資訊網站時，請注意不要重複應徵同一企業。應徵不代表一

公司說明會（單獨型）

聯合企業說明會

定要參加企業的徵選考試。

由企業單獨舉辦的公司說明會。其主要特

借用全國各地的飯店或活動大廳，匯集眾

徵就是可以更清楚知道公司事業內容、各

多的企業在一個會場中舉辦的說明會。是

■主要的就業網站一覽

部署的工作內容等。參加公司說明會必須

一個能夠比較企業、並可橫向觀察各業界

事先預約。名額有限，需要提早預約。

的機會。

朝日學情 navi（營運：株式會社學情）

https://www.gakujo.ne.jp/

受到新冠肺炎的影響，舉行線上說明會的公司也逐漸增加。主要的形式有 2 種。

就職 Walker Net （營運：株式會社 J・Broad）

https://www.s-walker.net/

直播型
於舉行時間在網路上進行公司說明會現場直播。透過聊天留言功能等可以向公司直接提問。

DIAMOND 就活 Navi（營運：株式會社 DIAMOND HUMAN RESOURCE） https://www.shukatsu.jp/
Career+

https://job.career-tasu.jp/

就活（營運：株式會社 DISCO）

https://bunnabi.jp/

Bunnabi!（營運：株式會社 BUNKAHOSO Career Partners）

https://job.mynavi.jp/

Mynavi（營運：株式會社 Mynavi）

https://job.rikunabi.com/

Rikunabi（營運：株式會社 Recruit）

※ 上述介紹「公益社團法人全國徵才資訊協會 應屆畢業生等青年就業會議」會員公司營運的就業資訊網站。

預約型
播放事先收錄的公司說明會影片。參加者可透過公開於官方網站上的影片或報名參加的影
片連結視聽。可在自己方便的時候觀看。

公司說明會的資訊收集
來自企業的通知・・・・ 向舉辦說明會的企業應徵，即可透過電子郵件或其他方式獲知舉辦日期等。

也可以使用「留學生」「就職支援」等關鍵字進行搜尋。（參閱 P33）

企業網站・・・・・・・・ 刊登於各企業官網「徵才訊息」中的應屆畢業生錄取訊息頁面。

■從各企業徵才網站直接應徵

就業資訊網站・・・・・ 可以用地區、日期、活動種類等於網站內的「活動」頁面中進行搜尋。

因各個企業徵才時機不一，需要經常檢視更新的訊息。
■應徵企業寄送的徵人啟事

有時企業針對應屆畢業生主動郵寄應徵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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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的公告・

・・・・・

學校就業輔導中心布告欄等處會張貼海報。

就業資訊雜誌・・・・・ 放置於學校就業輔導中心等的就業相關雜誌上刊載有活動廣告或活動資訊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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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徵表格

https://job.ac-lab.jp/

ACCESS 就活（營運：株式會社 ACCESS NEXTAGE）

企業徵才說明會

■在就業資訊網站的企業訊息網頁上應徵

公司說明會的準備和心理建設

履歷表的寫法

■到前一天要做好的事情

履歷表是正式應徵文件之一。若無特別規定時通常是親筆書寫。填寫時注意字跡不可潦草，

●對參加企業進行預習

整齊劃一為佳。

・熟讀並理解企業網站（經營理念、事業介紹、聘用資訊等）

填寫申請日期。
採郵寄者以寄送日為準。

・在新聞網站、報刊、雜誌等上檢索企業的相關新聞

「ふりがな」使用「平假名」、
「フリガナ」使用「片假名」文字體呈現。

準備穩定的 Wi-Fi 網路環境。 事先準備鏡頭和耳機等，以避免需要的時候缺少而焦急。
（參閱
P32）

■當天在說明會現場

附上於照相館裡，穿著正式套裝所拍照片。
照片背面要寫上校名、學系、姓名。

・不僅在接待處，在走廊和洗手間也要注意言行

使用紅色印泥蓋印章時
要筆直。

・自由選擇座位時，盡可能坐在前面，一定要提問留下印象
●積極發問，消除在以往企業研究中不明白的疑問

填寫正確地址。
若居住公寓、大樓時，
別漏寫建築物名稱及住家號碼。

●感受無法透過企業網頁和公司介紹瞭解到的公司氛圍與員工氛圍
【線上】

在公司說明會開始之前登入，保持充裕的時間參加。

●不要遲到⇒在說明會開始前 10 分鐘完成報到
●手機調成靜音模式⇒避免造成周遭困擾
●不僅要跟人事負責人、管理人員打招呼，在接待處等
地方也要好好打招呼
●提問時，首先報出自己的名字，要明朗乾脆地講話。
得到回答後要表示感謝。
●不必太拘謹，但還是要遵守禮貌分寸

留學前有工作經歷時，
要填寫在學歷項目下方。

攜帶物品

●文具用品 ●行事例、筆記本
●會場地圖
●說明會邀請函 ●企業資料
●印章
●履 歷表（請攜帶印章、履歷表以備不時之需）
●應徵表格的影印本

數字使用阿拉伯數字
執照、資格以正式全名為準。
於母國考取的資格也一併填寫。
重要的是呈現對應徵企業的興趣或想進入
企業的熱情。

※ 企業單獨舉辦的公司說明會後也有可能進行面試或性向測驗、筆試，記得行前要充分準備。
【線上】

措辭要簡潔，字體勿跨出欄位。
但切忌太過簡短，可先打草稿掌握
整體均衡。

開鏡頭參加的情況，請事先整理好儀容

研討會（開放式研討會）
詳細敘述自己的性格或優點等想要
強調的地方並明瞭地傳達其理由或背景。

針對開始找工作的學生 , 由企業和自治體舉辦、與選拔無關的研討會。舉辦日期及說明會內容
會公布於企業網站或就業資訊網站。
就活支援型

業界研究型

為了加強就業活動技巧，實際體會進行「自
我分析」、「企業研究」等方法，進而熟習相
關技能。通常在年度初期就會舉辦。

企業舉行說明會目的在於加深對業界求職者
的認識。介紹業界扮演的角色或經營的產品、
提供的服務項目，目的在提昇對整體業界求
職者的理解。

請參閱「應徵表格填寫內容」（P50）
寫錯字時不要用修正液塗改，而是重寫一份。
填寫完後再次檢查有無遺漏的地方，並自行影印一份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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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徵表格

■注意事項

企業徵才說明會

●時刻意識人事負責人的視線，注意自己的行動

48

應徵

【線上】

應徵表格

如何拿到應徵表格
應徵表格分發方式因企業而異。
為了不錯失應徵機會，事先就要確認就業網站及各企業網站所刊登的「應徵方法」與「錄取

充分表現自我魅力

程序」等訊息。

「應徵表格」是企業用以詳細掌握應徵者特質的文件。此外，提出應徵表格即為向企業正式申
等基本資料及「自我推薦」和「學生時期致力的事物」、「應徵動機」等的作文等內容所組成。

■基本資料

エントリーシート
令和
ふりがな

おう

王

氏名
ふりがな
住所

年号

留学

年

××

月

××

日

基本資料與「履歷表」的內容大同小異。

写真

生 年 月 日

19×× 年 4

月

2

履歷表的基本資料填寫方式請參閱

日（満×× 歳）

とうきょうと こうとうく あおみ

〒

メール
アドレス

××

性別

りゅう がく

135

-

東京都江東区青海2-2-1
年

電話番号

月

学 歴 ・ 職 歴

和企業介紹資料放一起

活用就業情報網站

向企業索取後，和企業介紹資料放一起
寄出。

可透過就業情報網站提交在網頁上製成
的應徵表格給企業。

中国経済大学経済学部経済学科卒業

2021年 令和3

4

青海大学大学院経済学研究科修士課程入学

2023年 令和5

3

同課程修了見込

關於應徵表格的問題內容會依企業而

職歴

異。 並 且 通 常 設 有 200 字、400 字、

なし
以上

800 字等字數限制。

自己PR

私の強みは、努力できることです。それは、日本に留学するための日本語の勉強を半年間毎日続けたことから言うこと
ができます。日本語の勉強をするにあたり、漢字が苦手だったので、毎日ノートに書き取りを行い、意味が分からない漢
字があればすぐに調べ、作った文を日本語の先生に直してもらうことを続けました。
その結果、留学できるレベルまで日本
語を話せ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そのため、努力をし続けることが私の強みだと考えています。

一般必須寫下字數規定 90% 以上、未
滿 100% 的字數。

学生時代に力を入れたこと

私が学生時代に力を入れたことは、塾講師のアルバイトです。大学入学時より個別塾の講師を務め、
これまでに約１
００名の生徒を担当しています。生徒の成績を上げることが講師の役目ですが、生徒それぞれで抱えている問題が異
なるため、一人ひとりと向き合って一緒に問題を解決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そこで私は、
「生徒との会話を大事にする」
ことで生徒の良き理解者となることを考え実践しました。具体的には、授業中に一方的な解説を行うのではなく、生徒に
答えてもらいながら授業を進めるように試みました。すると、生徒がどのように考えどのような問題が理解できていないかを
知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そして、生徒自身に考えさせる癖をつけることで、生徒自身が気づいていない苦手な個所を見つ
け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その結果、 生徒の成績を上げ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中には、20点ほどテストの点数を伸ばすこと
が出来た生徒もいました。
志望動機

私が貴社を志望する理由は、日本のパンを海外に広めたいからです。将来は、パンを販売するだけでなく、
その製造
技術も世界に広めていくのが夢であり、貴社は、業界の中で唯一パン教室を海外にも展開されていることをホームペ
ージで拝見したからです。
私は日本に来てパンのおいしさに感動しました。日本のパンは生地が細かく甘みがあり種類も豊富で、絶対に海外で
も人気が出ると思うようになり、海外に広める役割を自分が担いたいと考えました。
私は、母国語の他にも英語を使うこともでき、現在、アルバイトですがレシピの翻訳をしたり、母国の料理の作り方を教
えたりしています。その経験や語学を貴社のパン並びに教室の海外展開に役立て、海外に日本のパンを広める仕事
に携わりたいと考え志望いたしました。
趣味・特技等

「自我推薦」中列出一項當做宣傳重
點，然後充實其內容，效果會更好。
讓 企 業知道自己要如何將這項 重 點
特質應用在工作上。
「學生時期致力的事物」這一欄要讓

了什麼」
。
「應徵動機」這一欄要展現出自己想
進入該企業的熱情，及可以做出何種

也要填寫在自己國家取得的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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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使用修正液，先打好草稿再填寫。
❷需要手寫時，要細心寫好方便易讀
錯字或漏字將不受青睞，即使字體缺乏美觀，也要注意整齊為上。
盡量不要留下空白，有效利用空欄。
❹填寫後記得影印一份
在說明會或面試前複習自己填寫的內容並做準備。
❺黏貼照片，背面寫上「校名／學系／姓名」
企業在分類時照片有可能會脫落。

力的事物」
，是「如何努力的」
、
「獲得

證照請填入正式名稱。

❶手寫時，事先要影印數份當草稿用的空白表格

❸避免留白

企業知道，對於自己在學生時期「致

水泳、テニスを趣味にしています。

填寫應徵表格時的注意事項

貢獻是非常重要的。

❻請會日語的人檢查內容
活用職涯輔導中心，確認日文文字或文章有無錯誤。
❼儘早提出，不要趕在截止日前寄送
・有些企業是依受件日期順序進行篩選。
・由於應徵學生常在截止日前才寄出，這時就無法仔細閱覽。
・網站會在截止日前因集中連結上線而造成網路塞車現象，使得不易送出資料。
・結果因此延誤時機，失去接受考試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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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徵表格

■作文

学歴
6

日本語能力試験N1、TOEIC８８０、普通自動車第一種免許

參加企業徵才說明會時分發。

０90 - ９９９９ - ９９９９

2020年 令和2

免許・資格等

在網站上下載表格或是直接在網站上填
寫等。

「履歷表的寫法」
・・・P49

8630

***@aomi.ac.jp

企業徵才說明會上分發

企業徵才說明會

應徵表格填寫內容

企業的網站

應徵

請應徵。應徵表格的格式與書寫內容因企業而異，一般來說會以所屬大學的資訊或連絡方式

應徵表格的填寫方法

③「應徵動機」的填寫重點

應徵表格的作文欄位中，「自我推薦」、「學生時期致力的事物」、「應徵動機」為一般較常被詢

「應徵動機」必須要展現出「自己想進入該企業的熱情」、
「自己想在該企業做些什麼樣的工作」
及「自己可以為該企業做出何種貢獻」。

問的 3 項問題。

●填寫「應徵動機」時最重要的是要業界研究（P18）與企業研究（P22）。

①「自我推薦」的填寫重點

●列出一項推薦重點，然後充實其內容，效果會更好。
●以事例說明自己的人格特質。
●寫下自己如何將重點特質應用在工作上是很重要的。

■文章的構成
介紹一項宣傳重點（結論）

2

結合事例填寫具體內容

3

如何將重點特質應用在工作上（能做出何種貢獻）

1

為何被該企業所吸引（結論）

2

具體的理由（如有事例請寫出來）

3

自己對企業來說不可或缺的理由（能做出何種貢獻、能夠貢獻的強項為何）

④其他應徵表格問題範例

②「學生時期致力的事物」的填寫重點
「學生時期致力的事物」這一欄要讓企業知道，對於自己在學生時期「致力的事物」
，是「如何

最近，企業發張白紙讓應徵者自由在上面畫畫或是貼照片佈置的方式也慢慢變多。將應徵者
視為即戰力的企業會採用此一方式的應徵表格。
此外，為了確認應徵者的「表現力」或「想像力」而準備相關提問的企業最近也有增加的趨勢。
這個傾向，可能是企業想要「藉此判斷是否能以即戰力之姿為公司所用」、
「希望應徵者發揮自
己的能力」等。各位請充分準備以提出能夠回應企業如此想法的應徵表格。

努力的」
、
「獲得了什麼」。
●填寫「學生時期致力的事物」時必須先進行自我分析。（→自己分析 P13）

重點

應徵表格問題範例

●關於「學生時期致力的事物」請寫出具體的事例。

●請用食物比喻你的個性。（400 字內）
（食品）

●請寫出自己參與其中後獲得了什麼，以及如何的成長。

●你進入公司後計劃要如何工作對公司做出貢獻呢？（商社）

●自己參與其中後獲得的成果若能以數字表示，請明確寫出來。

●請以你學生時期最努力的事當例子，說出敝公司為什麼應該錄用你。（機械）
●請說出你從以往的人生遇到的失敗中學到了什麼。（商社）

■文章的構成

1

寫出一項自己在學生時期致力的事物（結論）

2

結合具體的事例說明自己是如何努力的

3

結果自己從中獲得了什麼，以及如何的成長
52

●至今為止造訪過最棒的地方是哪裡，請說出理由。（旅遊）
●如果你有 3 億日圓，為了世界和平你想做什麼。（資訊／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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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徵表格

1

■文章的構成

企業徵才說明會

重點

●明 確寫出自己是否擁有足以從事該工作的必要技能，以及能對企業做出何種貢獻。
（能夠貢獻的強項為何）

工作上」
。
●填寫「自我推薦」時必須先進行自我分析。（→自我分析 P13）

●寫出自己想「進入該企業的熱情」。
應徵

「自我推薦」最重要的是展現出「自己是個什麼樣人格特質的人」
、
「自己的特質要如何應用在

重點

筆試
力，以及是否擁有工作所需的思考能力、判斷能力、作業速度、處理能力及正確性等能力。筆
試通常會運用為面試時的資料，或於應徵者眾多時讓甄選更有效率的材料。
筆試基本上以日文出題，需要具備日文文章的解讀能力。透過大學就業輔導中心、《就職四季
報》等，事先掌握欲應徵的公司如何進行筆試，做好準備吧。

筆試種類

面試

■性向測驗
能力性向測驗・・・・・・ 用於掌握基礎學力、基礎知識及職業性向等項目的測驗。

性格性向測驗・・・・・・ 用於掌握基本性格、行動特性及職務性向等項目的測驗。
綜合性向測驗・・・・・・「能力性向測驗」與

「性格性向測驗」均實施的測驗。綜合性向測驗
是最多企業實施的測驗。
測驗名稱

必須確認筆試種類並事先擬定對策			

用自己的措辭來表現自我				

預備錄取到進入公司
進入公司前行動要有計劃性			

開始工作前

日本企業的就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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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3

Recruit Management Solutions

語言、非語言、性格測驗

CAB

日本 SHL

心算、法則性、命令表、暗號、OPQ

GAB

日本 SHL

語言、計數、OPQ

玉手箱Ⅲ

日本 SHL

計數、語言、英語、OPQ

SCOA

日本經營協會綜合研究所

語言、數理、邏輯、英語、常識、品格

TG-WEB

Humanage

語言、計數、英語、性格測驗

OPQ（Occupational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s）：與工作相關的品格

■一般常識測驗
66

從國語、數學、社會、理科、英語、體育、時事問題等廣泛領域出題，是用於掌握受測對象是
否具有基礎學力、基礎知識的測驗。平常就必須做好掌握時事等的準備。

67

■作文、小論文
用於掌握邏輯性思考、角度、創造力、資訊收集能力等的測驗。
設有時間限制與字數限制，因此訣竅在於如何寫得簡潔易懂。
平常就必須做好書寫日文文章等的準備。

5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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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內容

畢業後的就業活動

面試

55

實施公司

預備錄取到進入公司

筆試

一般實施的筆試有各式各樣的類型。實施筆試是為了掌握學生是否達到一定程度的智力與學
筆試

應徵考試、
預備錄取到
進入公司

必須確認筆試種類並事先擬定對策

性向測驗的實施內容

SPI3 的定義

性向測驗的形式有紙本測驗與透過電腦舉行的 Web 測驗等 2 種。而實施會場則有自家、企

日本企業最常使用的性向測驗就是 SPI3。

業及測驗中心等 3 種。

SPI3 是株式會社 Recruit Management Solutions 所開發的測驗。

即便是同一種性向測驗，難易度也可能依實施場所而異。一般而言，在企業實施的紙本測驗最

SPI3 的問題本身並不太難，但需要「速度」與「正確性」，事先針對出題走向與有效率的解題

簡單，在自家實施的 Web 測驗最難。

方法做好準備吧。

Web 測驗

Web 測驗

實施方法

適用測驗

自家

是 以自家 電 腦 等依自己
方便 實 施性向測 驗 的形
式。

SPI3、WebCAB、
玉手箱Ⅲ、TG-WEB 等

測驗中心
（各性向測驗的
專用測驗會場）

企業

是 於各性向測 驗 的指定
專 用 會 場， 以電 腦 實 施
性向測驗的形式。

SPI3、C-GAB、
SCOA、TG-WEB 等

是於 企業或企業指定場
所， 以 測 驗 用 紙 本 實 施
性向測驗的形式。

SPI3、CAB、GAB、
SCOA、TG-WEB 等

實施時期
企業公關活動解禁的
3 月 1 日起

■ SPI3 的種類

SPI3 依實施形式、實施場所分成 4 種
實施形式

實施場所

紙本測驗

紙本

測驗的公司

語言（30 分鐘）、非語言（40 分鐘）
性格測驗（40 分鐘）

測驗中心

Web

專用的會場

語言、非語言（35 分鐘）
性格測驗（30 分鐘）

Web 測驗

Web

自家等

語言、非語言（35 分鐘）
性格測驗（30 分鐘）

內部 CBT

Web

測驗的公司

語言、非語言（35 分鐘）
性格測驗（30 分鐘）

企業公關活動解禁的
3 月 1 日起

企業甄選活動解禁的
6 月 1 日起

性向測驗的對策方法

特徵

※ 於測驗中心受測後，可再將受測結果提交給其他企業。
（受測者無法掌握性向測驗的結果）另外，可再次受測。

❶調查欲應徵企業使用的性向測驗
可以透過《就職四季報》
、性向測驗的對策書等書籍，確認大企業和熱門企業所使用的性向測
驗種類。此外，其他的企業則可至就讀學校的職涯輔導中心，確認學長姐的報告資料。

❸習慣性向測驗的時間限制
性向測驗難在必須於短時間內解答眾多問題。由於必須有效率地解題，所以練習時就應隨時
注意時間，設定與正式測驗相同的時間，習慣時間限制。

領域

測驗領域與出題類型

語言能力

兩個詞的關係、語句的用法、文章重組、填空、熟語結構、文節重組、
長文章的閱讀理解 等

能力性向測驗
非語言能力

性格性向測驗

推導、概率、集合、盈虧計算、速度計算、統計圖表
精算貨款、費用折扣、比例計算、分期付款 等

性格特徵

從行動層面、熱誠層面、情緒層面、社會關係層面進行性格特徵的測驗

職業性向

從性格與基礎能力的得分測驗對於職業的性向

團隊性向

測驗對於組織文化的性向

SPI3 的注意事項
❶預先掌握出題模式。
❷問題數量多，注意解題時間的分配。
❸遇到長文章的問題，先確認問題與答案後再閱讀長文章。
❹即使是不懂的問題也不要留白，填寫所有的答案。
❺注意避免加法、減法、乘法、除法的錯誤。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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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工作前

性向測驗基本上以日文進行，因此許多留學生較感吃力。也有中小企業等不進
行性向測驗的企業。對於不擅長性向測驗的學生而言，尋找不實施性向測驗的
企業也是方法之一。

測驗類別

畢業後的就業活動

❷理解性向測驗的問題種類與解題方法
必須了解測驗的種類與問題種類的趨勢，並理解能夠在最短時間內解題的方法。重要的是要
多多解題來習慣測驗，可利用書店販售的性向測驗對策書，或網路上免費提供的問題集等。

SPI3 的測驗領域

預備錄取到進入公司

實施方法

面試

紙本測驗

實施場所

筆試

實施形式

面試

SPI3 考古題庫 ( 例 )
●言語科
（1）請選擇一個最適合下列文意的諺語。
只要對人親切的話，不久自己也會得到好報。
① 前世報應   ② 靜待時機福報就來   ③ 好心沒好報   ④ 好心有好報   ⑤ 因果報應

（3）請選擇與以下例中二詞有同樣關係之詞。
（例）干渉：放任
		
延長：＿＿
① 中斷   ② 中止   ③ 短期   ④ 縮小   ⑤ 短縮
（4）請選擇一個最能表示下列單字的意義。
留下好名聲
① 傳名   ② 忘記名字   ③ 不掛名牌   ④ 逃避責任   ⑤ 進行選舉運動

對應徵理由或自己的強項、想法等，事先運用自己的措辭，準備好回答面試官時的敘述方法。

面試的種類
日本的面試一般都會進行 3 次以上。多次面試的理由是讓不同層級的人觀察應徵者的個性或
思考模式等，確認應徵者是否為適合該企業的人才。
此外，受到新冠肺炎的影響，透過線上進行面試的企業也逐漸增加。面試的方式有很多種，
這裡將針對一般所實施的「團體討論」、「團體面試」、「個人面試」和「線上面試」詳細說明。

●非言語科
（1）Ａ先生從自宅到公司開車通勤。車速去程為時速 50 km，回程為時速 60 km，所需時間回程比去
程要短 15 分鐘。那麼，請問從自宅到公司是幾公里呢？
① 55 km   ② 60 km   ③ 65 km   ④ 70 km   ⑤ 75 km

（3）加油站 P 店、Q 店、R 店販賣汽油及輕油。Q 店汽油價格比 P 店 1 公 升貴 2 日圓，比 R 店便
宜 5 日圓。同時，三家店輕油的平均價格 1 公升為 82 日圓，比 R 店的輕油價格貴 4 日圓，比
汽油的平均價格 便宜 23 日圓。那麼，請問當 P 店、Q 店的輕油價格一樣時，P 店的汽油與輕
油的價格差為多少？
① 18 日圓   ② 19 日圓   ③ 20 日圓   ④ 21 日圓   ⑤ 22 日圓

【解答】
（1）
→⑤ 75 km （2）
→② 3.6％ （3）
→① 18 日圓 （4）
→④喜歡唸書的話，就會喜歡網球

●一般常識

（2）何謂「音之三要素」？ 請從下列選項中加以選擇。
① 節奏・旋律・和音   ② 優美・樂趣・大小   ③ 強度・長度・旋律
④ 強度・音高・音色   ⑤ 長度・大小・音色
（3）在我國的都道府縣中，面積最大的是北海道，而面積最大的「縣」是哪一縣呢？ 請從下列選項中
加以選擇。
① 秋田縣   ② 岩手縣   ③ 青森縣   ④ 長野縣   ⑤ 岐阜縣
（4）隨著經濟發展，第一產業減少，第二產業及第三產業開始增加，此種現象稱為什麼呢？ 請從下列
選項中加以選擇。
① 風險企業   ② 泡沫景氣   ③ 産業空洞化   ④ 産業結構高度化   ⑤ 經濟雙重結構

■進行方式

1

自我介紹

2

角色分工

3

討論

4

發表

應徵者・・・1 個團體 4 ～ 6 個人，
有好幾個團體
面試官・・・數人
時 期・・・第一次面試
※ 因企業而異

學生

學生

學生

學生

學生

學生

主要的角色是司儀、書記、計時者、發表者

面試官

■注意事項

・請留意討論時的用字遣詞。
（→就業禮儀講座 ② 留下良好印象的禮儀 ① P40）
・切勿不斷改變自己的主張，或是硬要說服大家聽從自己的意見。
・請留意時間的分配。
・在進行角色分工、討論時，如採消極態度或是強硬態度會導致負面評價，這點請注意。
・此為討論不是辯論，請和團隊成員合作導出結論。

【解答】
（1）
→① S 波 （2）
→④強度・音高・音色 （3）
→②岩手縣 （4）
→④産業結構高度化

58

■形式

59

開始工作前

（1）引起初期微動的地震波稱為 P 波，那麼引起主要震動的地震波為何？ 請從下列選項中加以選擇。
① S 波   ② L 波   ③ N 波   ④ EW 波   ⑤ V 波

「團體討論」是以 4 ～ 6 個人為一個團體，根據企業給
予的主題在團體內進行討論。
面試官會觀察討論狀況並給予客觀評價。目的是確認
個人在團體內會有何種表現。

畢業後的就業活動

（4）當下列事項成立時，那麼選項中哪一句話是正確的？ A「喜歡春天的話，就會喜歡網球」 B「喜
歡冬天的話，就會喜歡滑雪」 C「喜歡唸書的話，就會喜歡春天」
① 喜歡春天的話，就會喜歡唸書  
② 喜歡冬天的話，就會喜歡唸書
③ 不喜歡滑雪的話，就不會喜歡春天   ④ 喜歡唸書的話，就會喜歡網球
⑤ 不喜歡春天的話，就不會喜歡網球

①團體討論
預備錄取到進入公司

（2）3 % 的食鹽水 200g，4 % 的食鹽水 300g。若將這兩種食鹽水混在一起，那麼濃度會變成多少 %
呢？
① 2.6％   ② 3.6％   ③ 4.6％   ④ 5.6％   ⑤ 6.6％

面試

【解答】（1）
→④好心有好報 （2）
→①看得清楚 （3）
→⑤短縮 （4）
→①傳名

甄選過程中最重要的是「面試」
。以自行進行的「自我分析」
、
「業界與企業研究」為基礎，針
筆試

（2）請選擇一個與例文中畫線部份用法最相近的詞。
（例）勉強起不了作用
		
① 看得清楚   ② 藥有效   ③ 問老師   ④ 機靈   ⑤ 聽音樂

用自己的措辭來表現自我

面試流程

②團體面試
「團體面試」是接獲眾多應徵者的企業為了篩選應徵者
以便進行個人面試而實施的方式。
團體面試具有「個人回答時間很短」
、
「會被和其他應
徵者一起做比較」等個人面試沒有的特徵。

應徵者・・・數人（2 人～ 6 人）
面試官・・・數人
時 期・・・第一、二次面試
※ 因企業而異

面試官會根據事前提出的應徵表格或履歷表對應徵者
提問，應徵者按照順序回答相同的問題。

■注意事項

學生

學生

面試官

學生

抵達會場

絕對不能遲到。為了能沉著地迎接面試，應該在 15 分鐘前抵達會場。此外，
在企業大門外請務必將手機電源關閉。（冬天時）請脫掉大衣再進去。

2

櫃檯

請記住面試從櫃檯開始，清楚地告知櫃檯人員自己的「校名」、
「姓名」、以
及「為參加面試」而來訪的目的。對引導人員不要忘記表達謝意，與員工
擦身而過時也要點頭示意。

3

等待室

靜待面試順序。皮包放腳邊，不要放在桌上。即使等待時間稍久也不要與
他人聊天或頻繁進出等待室。

4

進入面試會場

敲兩三次門聽到「どうぞ」後，回覆「失礼します」再進入會場，安靜地開
關房門。進入會場後對面試官一鞠躬（行禮）
，走到自己座位旁，清楚地說
出自己的校名、學系、姓名後，再次一鞠躬（行禮）。聽到面試官說「どう
ぞおかけください」後，回覆「失礼します」就座。

5

面試時

皮包放在腳邊，不要將背靠椅背，保持良好姿勢，正襟坐好。使用正式場
合措辭，眼神正對面試官，清楚簡潔地回答問題。在團體面試時，即使是
他人在回答時也要聆聽。

離開面試會場

面試結束後起身鞠躬說「本日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走到門邊時鞠
躬（行禮）說「失礼します」，然後靜關房門離開會場。
（冬天時）請在出了企業大門後再穿上大衣。此外，手機電源也請在離開
企業後再打開。

面試官

面試官會根據應徵表格或履歷表對應徵者提問，由應
徵者回答。
一開始會詢問有關應徵表格或履歷表的內容，之後再
提出更詳細的問題，以進一步了解相關內容。

應徵者・・・1 人
面試官・・・數人
時 期・・・第一、二次面試、
最終面試
※ 因企業而異

6

行禮的形式、姿勢
■敬禮

學生

・請牢記自己寫在應徵表格、履歷表上的內容。
・請整理自己在過去的面試曾說過的話。
・強調自己能對企業有所貢獻。
・會有試探應徵者是否有進入企業意願的問題。
・請留意自己的外表整潔。
面試官

面試官

1m

60

15°

30°

面試官

■入座的姿勢

3m

61

就座時手和腳的位置
・女性請雙腳靠攏，
雙手放在膝蓋上
・男性請雙腳微張坐下，
輕握住手，放在大腿上
・面試時請勿移動雙手雙腳

開始工作前

■注意事項

■點頭示意

行禮的基本形式，拜託他人 和企業員工擦身而過時
姿勢良好的入座方式
時、向他人道謝時
・抬頭挺胸坐正
角度 … 30 度
・不要將背靠椅背
角度 … 15 度
視線 … 前方 1 公尺的地面 視線 … 前方 3 公尺的地面 ・不要坐太深

畢業後的就業活動

■進行方式

■形式

預備錄取到進入公司

③個人面試
「個人面試」和團體面試不一樣，是為了花時間好好了
解一個人的個性而實施的方式。
面試官不僅會注意你的回答內容，也會觀察你的態度、
姿態、表情、說話方式等。

面試

・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就業禮儀講座①留下良好印象的面試儀容 P38、P39）
・請以能讓人留下印象的音量大小與說話方式回答問題。
・一 個人所有的回答時間較短，請事先準備簡潔地回答
問題。
・請準備好一分鐘左右的自我推薦內容。
・請留意自己在聆聽其他應徵者回答時的態度。

1

筆試

■進行方式

■形式

使用網路面試

影片面試

使用網路面試有「線上面試」和「影片面試」。

影片面試通常使用於第一次面試。針對「自我推薦」、
「學生時期致力的事物」、
「應徵動機」等
來自於企業的問題，提交 1 ～ 2 分鐘的影片。影片面試的優點為可以重新拍到自己滿意為止。

線上面試

影片面試時請穿著跟到企業實際面試時一樣的服裝和儀容。

線上面試是透過網路面試系統或網路會議系統等進行面試。使用的系統依據公司而異。
筆試

請事先確認

提問的回答方式

□通訊線路是否安定，以預防畫面斷屏和聲音慢拍、斷線。

面試官會在面試時邊看應徵者的應徵表格或履歷表邊做提問。

□室內昏暗，表情也會變暗。確認光線是否為能留下好印象的亮度。

因此，請務必在面試前確認自己提出的應徵表格內容或履歷表，

□鏡頭的位置是否能看到上半身的距離。

以避免回答出和表格上不同的內容。

□麥克風的音量是否剛好。

此外，在面試進行時，有可能會被要求針對應徵表格或履歷表
上的內容做更詳細的說明。請預想可能會在面試時被問到的部

□確認周遭是否為沒有手機來電等雜音的狀態。

請預 想線 上面試時可能會
談論的內容。另外還要注意
在面試時 不要一直讀筆記，
避免被發現。

分，事先做好充足準備。

□使用名和頭像圖是否有綽號或動漫角色圖案等不合適的設定。

為使面試時能順利回答，事前做好徹底的自我分析、業界・企

※ 建議事先與朋友或家人進行排練。

為了避免連線出狀況等，在面試開始 5 分鐘前登入，準備連線。

楚簡潔的說明。
人事・招聘負責人

預備錄取到進入公司

業研究等非常重要。
還有，為了能在短時間內做好自我推薦，需要能向對方進行清

連線

面試

□確認背景是否會照到海報或衣物等不相關的東西。

・鏡頭的位置是否與自己的視線為同樣的位置，在發言時看著鏡頭說話。

面試可能會有的題目

・以比平常說話更大的音量說話。
・為
 了更清楚地傳達自己的反應和表情，如能配合放大手勢和點頭等的動作
會更好。

【發生狀況時的處理方法】
如在線上面試中發生斷線等情況，請不要慌張並與企業聯絡。如聽不清楚面試官聲音、影像中
止等情況，請使用聊天功能或電話洽詢。
面試結束後，說「謝謝」並行禮。

開始工作前

離開

●你用過敝公司的產品嗎？你對敝公司產品的印象是什麼？
●如果分發到的部門並非你原先所希望的，你會怎麼做？
●你對公司或工作有什麼期待？
●請說出你留學日本的理由（想到日本企業就業的理由）
。
●你打算在日本工作幾年？
●有參加其他企業的選拔程序嗎？

【練習面試的方法】
■一個人的練習方法

等面試官離線後，再行離開。

請錄下自己說話的內容並確認。
確認自己的視線、說話方式及說話內容進行修正。
〈優良範例〉

〈不良範例〉

■尋求他人協助的練習方法

背景…乾淨明亮（避免使用虛擬背景）。

背景…照到許多東西。昏暗。

表情…表情清晰，看起來有意欲。

表情…表情不清晰，沒精神。

請朋友或是學校職涯中心的老師擔任模擬面試的面試官，藉此練習面試也是很重要的。

服裝…沒有皺摺的襯衫

服裝…明顯皺褶

可以感受與實際面試般的緊張感，並獲得不錯或有待改進處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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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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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❻

就業活動後半階段重點

預備錄取到進入公司
進入公司前行動要有計劃性

進入就業活動後半階段，是否獲得預備錄取等一喜一憂的消息就變得很多。在此整理出獲得
多個企業預備錄取以及尚未接獲預備錄取時的應對方式。

充分了解「預備錄取到進入企業的流程」，然後擬定行動計劃。
筆試

獲得兩家以上企業預備錄取的情況

不要鬆懈妥協，持續進行就業活動，一直到獲得企業預備錄取通知為止。

預備錄取到進入企業的流程

如有獲得 2 間以上企業的預備錄取情況，除了決定進入的企業之外，其他預備錄取都必須予
以婉拒。在婉拒預備錄取時請注意以下各點。
❶ 欲婉拒預備錄取時不要以電子郵件聯絡，而是以電話傳達

提出誓約書

收到「預備錄取通知」後，企業會要求你提出資料確認是否有進入該公
司的意願，這就是「誓約書」。有些企業會舉辦錄取者之歡迎會，當場
就會要你簽署或蓋章。若以郵寄時，要注意回覆期限避免「預備錄取被
取消」事態發生。
※ 此「誓約書」無法律約束力，所以在提出後還是可以進行就業活動。但
為了避免過多的重覆辭退錄取，請事先確認各應徵公司的錄取日程表。

3

決定進入企業

最後只能決定一家企業。若取得複數企業的預備錄取通知，盡早與學校
就業輔導中心或老師、家人商量做出決定。若遲遲不給對方回覆辭退之
意思，不僅會影響其他學生的錄取名額，還會對下一屆學弟妹的錄用產
生不利影響。

4

變更在留資格

要在日本企業就業需要將「留學」的在留資格，變更為可以工作的資格
簽證。為了在進入企業工作前完成變更手續，請提早開始申請。
※ 詳情參閱下一章。

5

進入企業

有些企業會在進入企業前，舉辦歡迎會或預備錄取儀式、事前進修等活
動。請記得確認日程。

1

面試

無論經過幾次甄選，單憑電子郵件就簡單傳達婉拒之意，無法讓對方感受到誠意。盡可能打

預備錄取通知

企業在結束最終考試後，會發出打算錄取的預備錄取通知書即所謂的
『預備錄取通知』。通常是以電話通知，其後會郵寄「預備錄取通知書」。
若已經獲取其他公司的預備錄取通知書或無意進入該企業的話，應秉
持誠意儘早辭退錄用。

電話向對方表達婉拒之意。
❷ 不說明要進入哪家企業也沒問題

向對方聯絡表達婉拒之意時，有時會被企業的負責人員問到「要進入哪家企業？」
。此時並沒

2

用電話表達婉拒預備錄取時，可能會被要求到公司親自說明。
此時可能會在企業內被長時間限制行動，遭強迫簽下錄取同意書，或者被說服打消婉拒預
備錄取的念頭。如果發生這樣的狀況，請儘速向學校的職涯輔導中心或就職課諮商。就算
簽下「錄取同意書」或「誓約書」，也不具法律效力。如果遭強迫進行違反自己意願的行為，
企業是耗費時間與勞力才決定各位的預備錄取，因此對於決定預備錄取的學生會強烈抱持
「希望他們進入公司」的想法。為取得企業諒解，請留心要拿出誠意應對。

未獲得預備錄取的情況−預備錄取解禁之後的就業活動−
此 10 月之後也有機會參加企業的甄選活動。特別是很多中小企業，會避開大企業的徵才時間
進行徵才活動，也有企業會在甄選高峰過後才開始進行甄選。直到 10 月為止都沒有獲得預備
錄取的話，查詢秋季徵才、通年徵才的企業之徵才資訊，盡早應徵有興趣的企業。此外，也請
試著考慮登錄人材介紹公司或派遣公司。
為在 4 月 1 日進入公司，1 月底前必須完成變更在留資格的手續。盡量在這個時期前完成申請，
以獲得預備錄取為目標進行就業活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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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工作前

當預備錄取解禁後，錄取名額若尚未達標，便會繼續徵才活動至年度結束的 3 月底為止，因

畢業後的就業活動

也請冷靜處理。

預備錄取到進入公司

有義務必須告知對方自己將進入哪家企業。
❸ 表達要婉拒預備錄取時，發生被長時間限制行動等令人困擾的情況

畢業後的就業活動
畢業前即使尚未找到任職企業，可將「留學」的在留資格變更為「（為了繼續就業活動）特定
活動」，大學等學校畢業後的一年內仍可繼續進行就業活動。
（此在留資格為期六個月，因為只能更新一次，所以總計為期一年。）

開始工作前
日本企業的就業環境
外籍人士在日本國內就業時，為了確保與日籍勞動者有相同的勞動條件，也適用與日籍勞動
者相同的勞動相關法令。

大學等畢業後第 2 年，欲參加包含就業實習等地方公共團體實施的就業援助事業（僅限符合
法務省入國管理局所設定條件者）進行就業活動者，且居留狀況沒有問題的情況，只要領到
地方公共團體發行的證明書，便可將變更為參加該事業進行就業活動所需的在留資格（特定
活動、居留期間為 6 個月），並可再申請居留期間的更新一次。

勞動條件
在日本國內就業的外籍勞動者，在工資、勞動時間、退休、解僱方面的勞動條件，原則
上具有與日籍勞動者相同水準的保障。

●大學（含短期大學）、大學院的正規課程畢業者
●專門學校畢業，取得專門士資格者

❷勞動條件的明示
依規定，雇主在制定勞動契約時，應以書面載明契約期間及就業場所、勞動時間等條件。
❸工資關係

若持「特定活動」在留資格於居留期間中找到工作，則需要申請變更為「技術、人文知識、國際業務」等在
留資格。

 主應以貨幣支付工資給勞動者，且該工資總額應每月一次以上，於固定日期支付。
雇
此外，不論國籍與性別，雇主不得以低於基本工資的金額雇用勞動者。
再者，一般而言，工資應事先扣除稅金、社會保險費等費用後再行支付。
❹勞動時間、假日、休假
 動時間規定為一天 8 小時、一週 40 小時以內（惟因產業類別或事業所規模等而有特例）。
勞
此外，也有企業以個別的勞動狀況為基礎，採取非固定勞動時間（勞動時間設定以一星期、
一個月、一年為單位，或採彈性工作時間制等）。
❺安全衛生
 確保勞動者的安全與衛生，雇主應致力於預防勞動災害，改善職場環境及勞動條件，此
為
外也必須針對勞動者實施安全衛生教育及健康檢查。

畢業後的就業活動

部分資料須由大學等協助準備，請務必跟職涯輔導中心或就業課的職員諮詢。
(1) 在留資格變更許可申請書（照片長 4cm × 寬 3cm）
(2) 護照及在留卡（出示）
(3) 留學期間經費支付能力證明（如匯款證明或存款簿影印本）
(4) 最終就讀大學等學校畢業證書（專門學校學生必須附加成績證明書、具有專門士
稱號的證明書及說明專門課程的學習內容的資料）
(5) 最終就讀大學等學校的推薦函
(6) 足以證明正在持續進行就業活動的相關證明資料（就業活動記錄、甄選結果通知單等）

預備錄取到進入公司

■申請所需資料

依規定，雇主（企業等）不得以勞動者的國籍為由，在勞動條件上做出不平等對待。

面試

❶平等待遇

■適用對象

筆試

同時，外籍勞動者也有加入勞工保險及社會保險等保險制度及納稅的義務。
2016 年 12 月開始，畢業後第 2 年的就業活動如果能滿足下述條件，則可以再延長一年。

社會保障制度

■注意事項

外籍人士在日本國內就業時，原則上必須加入勞動保險及社會保險等保險制度。
❶勞動者災害補償保險
針對業務上之事由及通勤所造成的傷害、疾病、殘廢、死亡等給與保險給付。
保險費由雇主全額負擔。
❷雇用保險
目的旨在針對勞動者失業等情況給與必要給付、謀求勞動者的生活安定、容易再次就業等。

雖已取得預備錄取，但是至下年度 4 月正式工作的期間，雖可以「（預備錄取者）特定活動」
的在留資格持續居留，但因為居留時的活動內容與就業活動不同，所以還是需要申請變更在
留資格手續。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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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工作前

●雖 然政府推出的方針中，要求學校等的畢業生在畢業後至少三年內得以適用應屆畢業生
錄取名額，但多數的日本企業仍以應屆畢業生為主的人員錄取計劃，且下年度招募時期（4
月～ 9 月）以外的機會有限。
●即使已接獲錄取，有時需要等待至翌年 4 月才能正式進入企業。
●因為與一般「錄取應屆畢業生」不同的日程表進行就業活動，所以資訊亦不易蒐集。
另外因應徵時期較晚，所以不太容易傳達自己的就業意願。

❸健康保險
 被保險人罹患無關業務的疾病或受傷時支付醫療費，或是在被保險人生產、死亡時支付
在
補助金等，以謀求勞動者與其家人的生活穩定。保險費由雇主和被保險人各自負擔一半金額。
❹厚生年金保險
在勞動者年老、殘廢或死亡時給與保險給付。保險費由雇主和被保險人各自負擔一半金額。
此外，加入厚生年金保險超過 6 個月以上的外籍勞動者歸國時，可以於歸國後 2 年以內，
申請按加入期間支付的「退保輔助金」。

課稅制度
有國家課的「所得稅」，以及都道府縣和市區町村課的「住民稅」。雇主會從支付給勞動者
的薪資等款項中預先扣除這些稅金（預扣所得稅）。此外，外籍勞動者歸國時，必須辦理
清算（未繳納額等）該年度稅金的手續。
❶所得稅
不論國籍，一律按照 1 月至 12 月的全年所得額的稅率進行課稅。
預先估算全年總所得，並從每月薪資等收入中扣除所得稅。
年底時進行正確課稅額之調整（年底調整）。
❷住民稅

變更在留資格
申請變更在留資格

不論國籍，市區町村會對每年 1 月 1 日時設籍於該地的住民課稅。
稅金金額會因前年度的所得額及撫養家屬人數等而有所改變。

從「留學」變更為可以工作的在留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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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福利

							

技術、人文知識、國際業務

71

							

特定技能

74

特定活動

75

企業除了薪資之外，另外提供給從業人員或其家屬的各種制度、措施、服務等就稱為員工福
利。社會保險及勞動保險等法律賦予的義務也屬於員工福利一部分，但除此之外，企業為了
提升從業人員的勞動意願，有時也會另行制定相關福利。
❶住宅相關／房租補助、單身宿舍、員工宿舍、勞動者財產形成儲蓄制度等
❷健康．休閒相關／醫院、診所、運動場、療養所等設施經營、健康諮詢、心理諮商、文化

							

與體育活動的贊助等
❸其他／婚喪喜慶補助金、制服與工作服的提供等
最近，引進將各種員工福利點數化，並可在規定的點數內選擇自己所需服務的「彈性福利計
劃（Cafeteria plan）」的企業也正持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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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變更在留資格
從「留學」變更為可以工作的在留資格

在日本可以工作的在留資格定義
技術、人文知識、國際業務

限定在一定範圍內的職務、產業類別、僅認可進行特定業務內容的工作
「高技術專業職」、「經營、管理」、「法律、會計業務」、「醫療」、「研究」、「教育」、「技術、人
文知識、國際業務」、「看護」、「特定技能」等

主要職業種類

會計、財務、總務、人事、法務、企畫、商品開發、設計、市場營銷、公關、宣傳、口譯、筆譯、
語言指導、生產技術、研究開發、工程師、程式設計師、建築設計、系統管理等

※「高技術專業職」以合計學歷、資歷、年收入等各項目評分，達到一定分數者為對象。
※ 令和元年以就業為目的而通過變更在留資格的留學生當中，「技術、人文知識、國際業務」約占整體的 9 成。

條件／標準

❶ 畢業大學專攻科目與將要從事職務所需知識相關，或是受過與大學畢業同等或以上的教育。
另外，已修畢日本專門技術學校之專門課程（關於該修畢條件，限於符合法務大臣所公告
規定之必要條件）
。另外有從事該職務 10 年以上（包含於大學、高等專門學校、高中、中
學教育學校的後期課程或專門技術學校之專門課程，專攻該技術或相關知識科目之期間）
的實務經驗。從事需要資訊處理相關技術或知識之職務時，若通過符合法務大臣所公告規
定之資訊處理技術相關考試，或擁有符合法務大臣所公告規定之資訊處理技術相關資格者，
則不在此限。
❷ 若是要從事需要外國文化背景或思維之職務，從事職務應為筆譯、口譯、語言指導、公關、
宣傳或是海外交易職務、服飾、室內裝潢設計、商品開發及其他類似職務，並且與該職務
相關之職務需具有三年以上實務經驗。但若要從事筆譯、口譯或語言指導等職務，擁有大
學畢業資格即可，不需實務經驗。
❸ 享有與日本人同等以上的薪資。

在留期間

5 年、3 年、1 年、3 個月（可以更新）

申請變更在留資格時的注意事項
❶提早準備必要資料
因為需要請預定就職的企業提供資料，所以請提早準備。

❷審查從申請開始需耗時 1 ～ 3 個月左右，請提早申請
為了讓應屆畢業生能順利從 4 月開始就業，原則上畢業當年的 1 月（關於「特定技能」，全局處皆為
前一年 12 月；至於其他在留資格，往年東京出入國在留管理局及大阪出入國在留管理局為前一年的
12 月）即開始受理申請。如果資料有缺失，需重新提交申請。為了避免延誤就職日期，請提早辦理。

特定技能

以與日本公家、私人機構訂立之契約為基礎所進行的活動，例如：從事需要人文科學領域（意
指文科領域，社會科學領域也包含在內）、理學、工學、其他自然科學領域（理工科領域）之
技術或知識的職務；或是從事需要外國文化背景及思維的職務。

技術、人文知識、國際業務

活動內容

以工作為目的的主要在留資格

申請變更在留資格

各位外籍留學生在日本就業時，需要將目前的在留資格「留學」變更為可以工作的在留資格。

技術、人文知識、國際業務

❸原則上須由本人提出申請
特定活動

如果本人無法提出申請時，則由向地方出入國在留管理局長提出代理申請的代理申請者代為申請。

❹基本上即使審查不通過，也可以再次申請
必須是有效的居留期間內。不通過的原因如果沒有改善，即使再提出申請依舊不會通過。

詳情請參閱「在留資格變更、在留期間更新的指南」
（多語言版）
。

https://www.moj.go.jp/isa/publications/materials/nyuukokukanri07_00058.html

變更在留資格手續 須知網站
■出入國在留管理廳
https://www.moj.go.jp/isa/

■東京外國人雇用服務中心
https://jsite.mhlw.go.jp/tokyo-foreigner/

問題在於你在大學或專門技術學校專攻的科目，是否與將要從事職務所需
的知識或技術相關。（但是大學關聯性的判斷較為寬鬆）
※ 大學畢業即可從事與大學專攻無關的母語筆譯、口譯、語言指導等工作。
※ 若通過符合法務大臣所公告規定之資訊處理技術相關考試，或擁有相關資格者，無論
所修科目是否與大學或專門學校的專攻相關、有否畢業，也可從事電腦技術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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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在留資格變更許可申請書（照片 縱 4cm× 橫 3cm）

所謂在留資格變更的要點

❷護照及在留卡（包含等同在留卡之外國人登錄證明書。）

在留資格變更的審查重點為以下 4 點。

❸可以證明屬於上述（P72）任一類別的證明文件

❶是否有與本人學歷（專攻科目、研究內容等）及其他經歷相符的技術與知識等

類別 1：四季報的複印件或可證明為日本證劵交易所之上市公司的文件（複印）

❷預定從事的職務內容是否能發揮本人具備的技術與知識等

取得主管機關批准設立的證明文件（複印）
	可以證明高度專門職省令第 1 條第 1 項各號的表之中特別加算項欄イ或ロ對象企業 ( 新創企

❹僱用公司的規模及業績是否有穩定性及持續性，能否提供本人發揮才能的職務機會
留學生

業 ) 的文件 ( 如 : 補助金交付決定通知書複印 )
可以證明上述「滿足一定條件企業等」的文件 ( 如 : 認定書等的複印 )

企業

類別 2：已獲取在留申請線上系統的利用申請承認的文件 ( 利用申請承認的通知信件等 )

是否符合條件

類別 2 及類別 3：上一年度員工收入所得的源泉徵收票等之法定調書合計表（有蓋受理印章的複印件）

・穩定性、持續性
・與日本人同等待遇
・能否提供本人發揮才能的
職務機會

職務內容是否能發揮本人
具備的技術與知識等

❹具有專門士或高度專門士稱號的證明文件（僅限專門學校學生）
❺明確表示申請者的就業活動內容等的資料
簽訂勞動契約時，勞動者被交付依據勞動基準法第 15 條第 1 項及同法施行規則第 5 條規定之勞動
條件的明示文件

❻證明申請人的學歷及工作經歷或其他經歷等的文件
（1）從事過具備與此次申請有關的技術或知識之業務的機關單位、業務内容及期間的履歷文件

準備必要資料

（2）可證明學歷或工作經歷等之以下任一文件

類別 1

類別 2

類別 3

類別 4

❶日本證劵交易所的上市公司
❷經營保險業的相互保險公司
❸日本或國外的中央、地方公共團體
❹獨立行政法人
❺特殊法人、認可法人
❻日本的中央、地方公共團體認可的公益法人

❶在 上一年度收 入
所 得的 源 泉徵收
票 等之法 定 調 書
合 計 表 中， 收 入
所 得的 源 泉徵收
稅 額 超 過 1000
萬日元 的 團 體 或
個人。
❷已 獲 取 在留申 請
線 上 系 統的 利用
申 請 承 認的 機 關

提 交 了上一 年
度員工收 入 所
得的源泉徵收
票等之法定 調
書合計表的團
體 或 個 人（ 類
別 2 除外）。

不屬於類別 1～
3 的團體或個人

❾達成特定條件的中小企業＊
＊指 在厚生勞動省所實施「Youth Yell
認定制度」當中得到都道府勞動局長
認可為「Youth Yell 認定企業」者等。
（2020 年 1 月資訊）

＊從事需要外國文化背景下的思維或感性之職務時（大學畢業從事筆譯、口譯或語言指導除外。
）需提交實際從事相關業
務 3 年以上經歷之證明文件

特定活動

❼刊載於法人税法別表第１的公共法人
❽高度專門職省令第 1 條第 1 項各號的
表之中特別加算項欄イ或ロ的對象企
業 ( 新創企業 )

a. 大學等畢業證書或證明受過與此同等或以上教育的證明文件。另外，印度的 DOEACC 制度的資
格者為 DOEACC 資格的認定證書（僅限等級「A」、
「B」或「C」。）
b. 在職証明書等證明從事過相關業務期間的文件（包含記載了於大學、高等專門學校、高中或專門技
術學校的專門課程中專攻該技術或知識相關科目的期間，由該學校發行的證明書。
）
c. IT 技術者需要通過符合法務大臣公告規定之「資訊處理技術」相關考試，或取得前述相關資格的合格證書，
或資格證書

❼登記事項証明書
❽可明示事業内容之下述任一資料
（1）詳細記載了就職公司等之沿革、董事、組織、事業內容（包含主要交易客戶與交易業績。
）等的公
司介紹書
（2）就職公司等所製成準同上述（1）之其他文件

❾最近年度的結算報告複印件（類別 3 及類別 4）
新創事業則提交事業計畫書（僅類別 4）
明示無法交付上一年度員工收入所得的源泉徵收票等之法定調書合計表之理由的文件
所需資料（❶～

❶

❷

❸

❹

類別1

●

●

●

●

請參閱P73）

❺

❻

❼

❽

❾

類別2

●

●

●

●

類別3

●

●

●

●

●

●

●

●

●

類別4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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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技能

申請變更在留資格時所需的資料根據就職企業而有所不同，請先確認該企業屬於哪種類別。

類別

技術、人文知識、國際業務

・學歷
・專攻、研究內容
・職務經歷（實務經驗）

申請變更在留資格

❸本人的待遇（薪資）是否恰當

以上內容為摘錄。詳情請參閱出入國在留管理廳的頁面。

●

https://www.moj.go.jp/isa/applications/procedures/nyuukokukanri07_000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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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技能

特定活動

為了能讓外國人才進入嚴重人手不足的產業，日本政府於 2018 年 12 月 14 日公布「出入國

為促進從日本的大學、研究所畢業或結束學業的優秀外國人才落地生根，讓外國留學生成為

管理及難民認定法及法務省設置法的部分改正法」，並於 2019 年 4 月 1 日設立新的在留資

活化日本經濟、社會環境的助力，法務省告示在 2019 年 5 月改正，擴大外國留學生在日就職

格「特定技能」。

的機會。

（告示第 46 號：本國大學畢業者）

為協助留學生就業的法務省告示改正內容

■特定業界
看護、大樓清潔、金屬材料加工業、工業機械製造業、電子電機設備產業、營建工程、造船 / 航海工業、
汽車維修、航空、住宿、農業、漁業、飲料食品製造業、餐飲業等 14 種行業。

本制度是為了讓從日本大學畢業的留學生，得以在日本公私機關活用在日留學期間習得的大量
知識、應用能力，以及透過留學取得的高度日文能力，從事內容廣泛的工作。「技術、人文知識、
國際業務」的在留資格，不允許進行普通的服務業或製造業為主的工作，但是在本制度下，只
要具備下列諸條件，就可以從事這些工作。
不過，不允許從事需要法律下資格者才能進行的業務（也就是需要業務獨佔資格的工作）以
及與風俗業有關的工作。

※在留資格「特定技能」分為特定技能１號和特定技能２號兩種。特定技能２號是為了在特定業界，從事需要擁
有熟練技能工作的外國人設計的在留資格。現階段範圍內的產業僅營建業和造船、航運工業兩種。

特定活動的主要要件

特定技能１號

特定活動（告示第 46 號：本國大學畢業者）

特定技能

特定技能的主要要件

特定技能１號的活動內容，是指在特定產業（法務省規定因為難以確保人材，因此需要延攬外
國人彌補不足人力的產業），基於與法務大臣指定的日本公私機關簽訂的雇用契約，從事屬
於法務大臣指定法務省所規定需要相當程度知識、經驗等技能的業務活動。

活動內容

特定活動是指，基於與法務大臣指定的日本公私機關簽訂的契約，以該機關的正職員工在
該機關進行該機關業務的活動。（包括執行需要使用日文圓滑進行溝通的業務，不包含風俗
業工作及需要法律規定資格才能執行的工作。）

主要的業務

確定要從事特定工業領域的職責。
例）住宿業
・櫃台、企劃 / 廣宣、接客、提供餐飲服務等住宿服務
例）餐飲業
・餐飲相關業務（餐飲料理、接客、店鋪管理）

條件／標準

於日本國內大學畢業、或結束碩士課程取得學位，並擁有高度日文能力者。
❶關於學歷
僅限日本 4 年制大學的畢業生、或完成修讀日本碩士課程者。短期大學或專門學校的畢業
生、外國大學的畢業生，或完成修讀國外碩士課程者並不在許可範圍內。
❷關於日文能力
1）取得日本語能力試驗Ｎ 1 或 BJT 商用日文能力考試 480 分以上者
2）其他在大學或碩士主修「日文」並畢業者，視為具有與１同等之能力。而在日本國外大
學、碩士班主修日文者，亦視為擁有等同１的能力，但依舊需要從日本國內大學畢業、
或完成修讀碩士班。
❸關於薪水
需要等同或高於日本人從事該業務時取得的報酬。並且，不是以固定金額做判斷基準，而
是按不同地區、不同企業的薪資結構為基礎，判斷薪資是否比從事同類業務日本人高，或
參考在其他企業從事同類業務者的薪資，判斷是否與日本人薪資同水平或更高。

在留期間

5 年、3 年、1 年、6 個月、3 個月（可更新）

條件／標準

●１８歲以上
●通過技能試驗及日本語試驗（以優秀成績通過技能實習２號者免試）
●特定技能１號在日滯留期限最長５年
●沒有繳納保證金，或契約內沒有訂定違約金
●契約中如有自費負擔的情況，需要完整理解有自費項目
●必須要有與從事該業務的日本人同水平或更高的薪資 等

在留期間

1 年，6 個月，4 個月更新一次（最長 5 年）

出入國在留管理廳「給欲變更為特定技能的各位留學生」
https://www.moj.go.jp/isa/policies/ssw/nyuukokukanri07_000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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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 僅限全時制正職員工工作，短期的計時工或打工不在許可範圍內。
※ 僅許可從事契約期間的業務內容，不可以派遣社員身分到其他職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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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活動

活動內容

其他特定業界請參考以下內容。
https://www.moj.go.jp/isa/content/930004040.pdf

技術、人文知識、國際業務

這是為了應對嚴重人力不足的狀況，而引進具有一定專門能力、技能，並可以馬上成為戰力的
外國人的制度。
這是專為要在特定產業當中執行需要相當程度的知識、經驗的技能業務的外籍人士所設計的
在留資格。

申請變更在留資格

所謂特定技能１號

COLUMN ❼

高級人才評分制度

針對外國人的學歷、工作經歷及年收等進行評分，取得 70 分以上者可獲放寬永住許可條件或
優先處理其配偶的就業、入境及居留手續等優惠措施之制度。

1

制度的概要及目的

為了延攬高級外國人才，日本從 2012 年 5 月 7 日開始對於高級外國人才進行評分，對其實
施出入境管理方面的優惠措施。
將高級外國人才的活動內容分為「高級學術研究活動」、「高級專業技術活動」、「高級經營管
理活動」3 類，根據其不同特性，對於「學歷」、「職務經歷」
、
「年收」等項目分別設定分數，
總分達到一定分數（70 分）時，將給予出入境在留管理方面的優惠措施，藉此方式達到促進
招攬高級外國人才之目的。

2

出入境在留管理方面的優惠措施內容

高級外國人才從事的 3 種活動類型
高級學術研究活動「高級專業職 1 號（イ）
」
依據與本國的公私機關單位的契約內容從
事研究、研究指導或教育之活動。
高級專業技術活動「高級專業職 1 號（ロ）」
依據與本國的公私機關單位的契約內容從
事需要具備歸類為自然科學或人文科學領
域所需知識或技術之活動。

高級經營管理活動「高級專業職 1 號（ハ）
」
在本國的公私機關單位從事事業的經營或
管理之活動。

「高級專業職 1 號」

（1）容許綜合性的居留活動
（2）給予「5 年」的居留期間
（3）放寬居留期間的永住許可條件
（4）配偶者的就業
（5）在一定條件之下可偕同雙親
（6）在一定條件之下可偕同家管
（7）入境、在留資格簽證優先處理

就業活動甘苦談

「高級專業職 2 號」

（a）不僅「高級專業職 1 號」的活動，

幾乎可以從事所有就業資格的活動

（b）無居留期間限制
（c）可以取得上述 3 至 6 的優待措施

※「高級專業職 2 號」的對象是以
「高級專業職 1 號」的資格在日本活動 3 年以上者。

關於高級人才評分制度

https://www.moj.go.jp/isa/publications/materials/newimmiact_3_index.html

高度外國人材活躍推進入口網站 /Open for Professionals
這個網站以外國人容易明瞭的方式刊載了關於高級人才在出入境管理方面的優惠措施等，
目前已經在日本就業或計畫以後在日本就業之高級人才所需資訊的獲取方式。

https://www.jetro.go.jp/hr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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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 晏齊 先生

Oner Enes 先生

出生地：台灣
畢業學校：福井大學研究所
專攻：工學研究科・產業創成工學專攻
留學日本期間：2020 年 4 月～ 2022 年 3 月
公司：能美防災株式會社
日語程度：日本語能力測驗 N1

出生地：土耳其
畢業學校：東京經濟大學
專攻：經營學部經營學科
留學日本期間：2017 年 4 月～ 2021 年 3 月
公司：Marre 株式會社
日語程度：日本語能力測驗 N1

■業 界 與企 業 研 究的方法

■在日本 就 業 的 理 由

■業 界 與企 業 研 究的方法

大學 3 年級時開始自學日語。也透過交換留學
制度到日本留學過半年。既然學了日語，高中和
大學也是讀機械學科，若在世界上機械領域的
先進國日本工作可以增進技術和知識。因此進
入日本的研究所，之後在日本就業活動。

使用就活網頁調查有興趣的業界，並參加公司
說明會和就業實習。若找到想要參加的公司說
明會，會看該公司在職員工和離職員工的評價
決定是否要應徵。

留學日本之後，在陌生的環境學習，並準備就業
活動。感謝大學的國際交流課和生涯輔導中心
的職員，還有很多日本人的協助，才得以順利畢
業。因此想在日本就業，希望有朝一日能回饋日
本。

詢問了實際活躍於該業界或企業的學長、學姐，
比較自己想做的事情和在該業界能做的事情。
從獲得獎學金的守谷育英會的前輩，直接得到
許多相關資訊。

■填 寫應 徵表格 與 履 歷 表時的注 意事 項

■為何選 擇 預 定任職 的 公司

■填 寫應 徵表格 與 履 歷 表時的注 意事 項

■為何選 擇 預 定任職 的 公司

研究了提交履歷書的公司，和寫出針對公司理
念自己能有所貢獻之處。注意以簡潔的文句撰
寫。

在機械領域中，特別鎖定設計方面，查了很多
企業。其中防災設備的開發設計，感到對保護
社會安全的使命和成就感。

雖然用字遣詞和文法很重要，但最重要的還是
文章的內容。建議大家填寫完之後，給老師或
是其他人確認文章內容是否有確實表達自己的
想法。

■任職 公司的事 業內容

■面試中的注 意事 項

■任職 公司的事 業內容及 負 責業 務

作為防災設備機器的製造商，提供自動火災通
知設備和滅火設備等防災系統。從一般住宅、
大樓、車站、機場、大規模設施、文化財、醫療
· 福祉設施到船舶等領域非常廣。

面試官會想知道你是怎麼樣的人。根據你對問
題的回答和反應來了解你是否為公司期望的人
才。因此，在面試前我會事先想像各種場面和
答覆內容。

負責各國加工食品、農產品進口和批發 銷售、
入口代理等與食品製造商進行業務洽談。其中
我擔任母國土耳其和其他國家商品的進口，與
當地的聯絡和進口商品的國內銷售等。

■對企 業的自我 介 紹

■面試中的提問

■對企 業的自我 介 紹

以半年內努力自學，一次考取 JLPT N1 和大學
畢業專題挑戰無人機製作為主題等，展現自己
的責任感和挑戰精神。

除了日本留學的理由和應徵動機等基本問題之
外，
「學生和社會人的差別」
「幾年後，你覺得自
己會成為怎樣的人 ?」是讓我印象比較深刻的
問題。

在大學擔任 2 年留學生社團的社長，鍛鍊社交
能力。在食品相關的打工時透過努力增進銷售，
賣出比預期中更多數量等，以實績的事例自我
推薦。

■將 來的夢 想

■將 來的夢 想

■就 業 活動時的應 徵 家數

■給學弟妹 們的建 議

學習新技術和知識並活用於自己的工作上，開
發讓世界上的每個人都能安心生活且嶄新的防
災用品。

預約：14 家、企業說明會：8 家 ( 線上參加 3 家 )、
就業實習：1 家、面試：3 家 ( 其中 1 家為線上 )

徹底進行自我分析，建立自信，不要害怕挑戰。
雖然是我個人的思考，重視人際關係，希望成
為公司前輩或同事們口中「能和你一起工作太
好了」的存在。

■就 業 活動時的應 徵 家數
預約：10 家、企業說明會：10 家、就業實習：6
家、面試：3 家。全部都是線上進行。
■有效 的就 業 活動對 策
分辨自己想從事的工作並對企業評價等進行企
業研究。也準備了向公司表達自己想做的事情
和優點、經驗如何活用於工作。

■給學弟妹們的建議
身為一位外國人，也許會因為不習慣日本的就
業活動而感到困難，但所花的時間必定會有回
報。努力鍛鍊日語能力，準備自我分析、企業研
究、面試和書面資料等而迎來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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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專門商社，成為海外與日本橋樑的公司願
景吸引了我而決定進入公司。進入這家公司之
後，我相信我將能活躍於全球化的日本社會。

■面試中的注 意事 項
面試時的行為舉止不僅是代表個人，也會影響
學校的形象，因此十分注意態度和行為。此外，
有留意讓自己看起來有自信的說話。
■面試中的提問
來日本的理由・應徵動機・在本公司想從事的工
作・其他提出應徵表格的公司・若能拿到預備錄
取是否會結束就業活動等。

透過工作回饋社會。

■有效 的就 業 活動對 策
在真正進入就業活動前的六個月開始，為了認
識自己開始徹底的進行自我分析。參加公司說
明會、業界說明會，檢視是否適合自己。還和留
學生社團的社員交換資訊，討論外國人今後在
各業界工作的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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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活動甘苦談

■在日本 就 業 的 理 由

呂 佳瑾 小姐

李 智恩 小姐

出生地：台灣
畢業學校：愛知大學
專攻：國際交流學部 國際教養學科
留學日本期間：2016 年 4 月～ 2020 年 3 月
公司：樂天株式會社
日語程度：日本語能力測驗 N1

出生地：韓國
畢業學校：關西學院大學
專攻：文學部 綜合心理科學科 心理科學專修
留學日本期間：2015 年 4 月～ 2019 年 3 月
公司：Maxell 株式會社
日語程度：日本語能力測驗 N1

■業 界 與 企 業 研 究 的 方 法

■在日本 就 業 的 理 由

■業 界 與 企 業 研 究 的 方 法

因為想要成為日後到哪裡都能適用的人才，所
以決定從日本企業開始第一份工作。日本的就
業活動非常特別，是採錄取一批應屆畢業生的
方式。進入公司之後，會學習商務禮儀和專業
的知識及技術，且有完善的新人訓練制度，是
我覺得非常有魅力的地方。

不僅只是倚賴公司網頁或企業說明會的內容，
我還收集了學長姐的建議和可靠網站上的業界・
企業資訊。並將收集到的資訊以 WORD 整理，
在每個面試階段被詢問的問題等以企業作為分
類進行彙整。

想回饋日本社會。因為大學生活受到很多日本
人和朋友的照顧才順利畢業，所以我希望自己
可以成為透過工作幫助日本人和日本社會的人，
因此選擇在日本就業。

首先要先鎖定希望的業界，並粗略的掌握業界
整體的結構。其次，藉由就業網或在該業界公
司任職的學長姐座談會取得業界相關知識，並
依據狀況和可能性進行更詳細的研究。

■為何 選 擇 任 職 公司

■填 寫應 徵 表格 與 履 歷 表 時 的 注 意事 項

Maxell 的電池和產品很吸引我，因此想將這
些產品拓展到全球。特別是理美容製品的部分，
我希望除了日本之外，能為世界各地女性的美
麗‧健康生活盡一份心力。

以能讓讀者淺顯易懂的方式進行填寫。先將自
己想表達的東西用自己的母語先記錄下來，寫
成日語之後再請日本人確認是否能理解內容。

■填 寫應 徵 表格 與 履 歷 表 時的 注 意事 項

■為何 選 擇 任 職 公司

以「對方本位」填寫。因為自己的常識和他人並
不一定相同，我特別注意會先簡潔的闡述結論，
並加入數據等有條理的描述。完成之後會請日
語母語者檢查文法或意思是否可以理解。

我發現這間公司觸及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此外，
不拘泥於常識，為了創造世界的新常態，面對
新事物無畏懼的接受挑戰、使用英語作為公司
內部的共通語言、致力於多樣化等開放的企業
文化非常吸引我。

■面 試中的 注 意事 項

在 30 個國家‧地區展開電子商務、金融科技、
數位內容、通信等超過 70 種以上的服務，是一
間非常重視便利與價值感的企業。

不說謊，誠實的面對面試官就會得到信任。企
業端則會判斷學生的適性決定是否錄取。如果
在面試時扮演與自己完全不同的角色，進入公
司後才發現企業文化與自己性格不合的話，最
終難過的還是自己。

公司是以「汽車」
「居住生活 ･ 基礎設備」
「健
康 ･ 理美容」3 大領域的電池為中心，製造‧
販賣投影機、理美容產品等各領域的電氣機器。
其中，我是負責採購業務。因為要處理全部項
目的採購工作，因此特別注重「確保高品質材
料 ･ 降低成本 ･ 順利生產」
。

■對 企 業 的自我 介 紹

■面 試中的 提 問

■對 企 業 的自我 介 紹

以自己的見解表達了學生時期除了讀書之外，
在社團・打工等各方面經歷過所學到的事物，以
及從中得到的啟發。特別是經歷過後，自己是
如何改變，而這些改變如何活用於工作上。

應徵理由、進入公司後想做什麼事情、學生時
期的經驗、面臨困難時如何解決等。

在自我推薦的部分，我以負責企劃和舉辦在校
外舉辦留學生交流活動的經驗，強調自己的「計
畫執行力」和「虛心接受回饋和意見」之特點。

■任 職 公司的 事 業內容

■將 來 的 夢 想

■就 業 活 動 時的 應 徵 家 數
預約：8 家、面試：6 家。為了能集中準備，我
只應徵了自己一定會入職的公司。
■有 效 的 就 業 活 動 對 策
盡早開始準備和自己的時間管理很重要。還有
不斷的思考自己想做什麼。如果發現有與自己
想像不同或是不合的地方，從中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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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試中的 注 意事 項

■任 職 公司的 事 業內容及 負 責 業 務

首先，要注意說話的方式。面試時，重要的是
使用敬語和遵守商業禮儀，說話的方式會與一
般生活有些不同。還有，盡可能保持笑容和良
好的姿勢讓面試官留下好印象。
■面 試中的 提 問
為什麼想到日本留學、為什麼想在日本就業、自
己的優缺點、大學時努力的事情、5 年後 /10
年後自己的理想（計畫）等。
■將 來 的 夢 想
我希望能在採購業務中負責更多元的領域。不
僅是日本，日後還想拓展到全球發揮所長。

■就 業 活 動 時的 應 徵 家 數

我希望自己的工作能為世界帶來一點影響。為
了達成這個目標，我會持續學習專業知識並累
積經驗，自我成長。

預約：50 家、公司說明會 : 包含就業研討會約
20 家、應徵：30 家、面試：約 15 家。

■給 學弟妹 們 的建 議

■有 效 的 就 業 活 動 對 策

最重要的是要自己決定，最後的判斷不要交給
別人。當你感到迷惘時，可以決定優先順序並
進行分析。畢竟應屆畢業生錄取的經驗一生只
有一次，請抱著不後悔的心情，享受就業活動
這個認識企業的好機會。

盡早參加就業實習或就業研討會，並鎖定自己
所希望的業界。另外，積極地善用就業活動或
大學的職涯輔導中心，反覆地練習面試也是有
效的方法。

■給 學弟妹 們 的建 議
向企業進行自我推薦時，最重要的是從結論開
始簡潔地描述，且明確的傳達自己想表達的事
情。準備讓聽者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
，相信
企業的面試官會非常有興趣傾聽的。祝大家早
日贏得合格通知，加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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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活動甘苦談

■在日本 就 業 的 理 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