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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手冊將介紹「日本留學試驗」（EJU）及「渡日前入學許可」制度。

日本留學試驗（EJU）乃針對擬赴日本的大學（大學部）等就讀之自費

外國留學生所辦理的入學甄試之一，由日本學生支援機構（JASSO）主

辦。考生無需親赴日本即可在以亞洲地區為主之14個國家、地區的18

個都市應考（截至2020年9月）。

「日本留學試驗」旨在檢測日語能力與基礎學力（理科・綜合科目・數

學），在日本目前有860所以上招收外國留學生的大學，將此項考試成

績列入留學生的入學甄試中。

採用日本留學試驗（EJU）之學校一覽表

https://www.jasso.go.jp/ryugaku/study_j/eju/examinee/use/

此外，尚有「渡日前入學許可」制度，有意留學者無需親赴日本，即可在

自己國家應考並取得入學許可。目前有180所以上的學校採用「渡日前入

學許可」制度。

採用「渡日前入學許可」之學校一覽表

https://www.jasso.go.jp/ryugaku/study_j/eju/examinee/prearr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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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留學生入學考試

 許多學校除了以日籍學生為對象的入學考試外，也針對外國人（留學

生）舉辦入學考試，並從下列審查項目中，指定數個項目作為入學甄試

之用。甄選方法因校而異，請以各校系招生簡章為準。

①書面審查

②學力測驗

③面試

④小論文・作文

⑤其他能力・適性等相關測驗

⑥日本留學試驗（EJU）

⑦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

⑧日本大學入學考試中心之測驗

本手冊將針對「⑥日本留學試驗（EJU）」做相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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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回 第2 回

① 報名期間 2月～3月 7月 報名及繳費。

※報名期間每年都會有所更改，請務必

向有關單位確認。

② 准考證寄發 5月 10月 准考證寄達。

③ 考試日期 6月 11月 日本留學試驗（EJU）

④ 寄發成績報告 7月 12月 寄送成績報告。

JASSO 回覆考生所申請學校的查詢，

並將成績通知學校。

關於⽇本留學試驗（EJU）
(截⾄2020年9⽉)

日本留學試驗（EJU）是針對擬赴日就讀

大學的外國留學生所辦理的日語能力與

基礎學力（理科・綜合科目・數學）考試。

1. 考試地點

日本國內 16個都市

日本國外 14個國家、地區的18個都市

2 . 考試日期

每年6月（第1回）和11月（第2回），共2次。

3 . 從報名到成績通知的流程

日本留學試驗（EJU）海外施測機構

https://www.jasso.go.jp/ryugaku/study_j/eju/
examinee/contact/index.html

在日本以外的國家也能參加考試！

印度（新德里）、印尼（雅加達、泗水）、韓國（首爾、釜山）、斯里蘭卡（可

倫坡）、新加坡、泰國（曼谷、清邁）、台灣（台北）、菲律賓（馬尼拉）、越南

（河內、胡志明）、香港、 馬來西亞（吉隆坡）、緬甸（仰光）、蒙古（烏蘭巴

托）、俄羅斯（海參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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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考試科目・出題語言

請依擬就讀學校之規定，從下列科目中選擇1到3個考試科

目。「理科」和「綜合科目」不得同時報考。

基礎學力科目（理科、綜合科目、數學）可選擇「日語」或「英

語」出題。（日本語科目僅以日語出題）。報名時應依擬申請

學校之規定，選擇其中1種出題語言。

【備註】

・「日本語」的考試順序和時間：

記述（30分鐘）→讀解（40分鐘）→聽讀解→聽解（聽讀解及聽解 

合計約55分鐘）

・「理科」考試內容：

有物理、化學、生物等三科目。報考者依擬申請學校之規定，於測驗

當日從三科中選擇兩科應考。（各科目滿分100分）

・「綜合科目」考試內容：

「綜合科目」是日本留學試驗（EJU）獨有的科目，綜合了日本高中的

「公民」（以政治、經濟為主）、「地理」、「歷史」三門學科。

・「數學」考試內容：（分兩類別）

Course 1：適用於文科系及數學要求程度較低的理科學系

Course 2：數學要求程度較高的學系

報考者依擬申請學校之規定，於測驗當日選擇其中一種應考。

5 . 作答方式

「日本語」科目採用塗卡方式及寫作方式。

「理科」、「綜合科目」、「數學」採用塗卡方式。

6

科目 目的 時間 得分範圍 科目選擇 出題語言

日本語

檢定就讀日本的大學
所應具備的日語能力
（日式學術用語）。

125分
鐘

讀解、聽解．
聽讀解

0～400分 僅日語

記述
0～50分

基
礎
學
力

理　 科

檢定就讀日本的大學
理工科系（物理．化學．
生物）所應具備的基礎
學力。

80分鐘 0～200分
物理．化學．生物

選兩科

日本語
或英語

（二擇一）綜合科目

檢定就讀日本的大學
文科系所應具備的基
礎學力、特別是思考
能力、理論性能力。

80分鐘 0～200分

數　 學
檢定就讀日本的大學
所應具備的必要數學
基礎學力。

80分鐘 0～200分

course1．
course2
選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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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出題範圍（課程大綱）

出題範圍刊載於以下網站。基礎學力科目（理科、綜合科目、

數學）的出題範圍以日本高中的學習指導要領為準。

7. 報考資格與報考次數

日本留學試驗（EJU）不限報考資格，也沒有年齡限制，任何

人都能多次報考。

8 . 採用日本留學試驗（EJU）成績的學校

在日本目前有860所以上大學（幾近所有的國立大學）的入

學考試採用日本留學試驗（EJU）成績。

9 . 成績效期

日本留學試驗（EJU）的成績限最近4次（2年內）有效。考

生僅可選擇其中1次成績提交給擬申請的學校。例如：A大學

採用2021年度第1次（6月）考試、第2次（11月）考試及2020

年度第2次（11月）考試等3次成績，報考者可以從這3次成績

中選擇自己認為最好的1次成績，並將該次准考證號碼提交

給A大學。

依各校規定不同，有最近4次的任1次成績都採用者，亦
有限定採用當年度的第1次或第2次成績者。請務必向擬申

請的學校確認。

不受理合併不同次不同科目的成績，例如：考生不得要
求以「日本語」科目採第1次（6月）考試成績，「綜合科目」採

第2次（11月）考試成績的方式提交成績。

10 . 致身心障礙考生

如因身心障礙等原因，需申請放大試題冊、延長考試時間

等特別協助，請在報名前諮詢承辦單位。

關於考試特別協助或入學後的特別協助事項，另有諮詢機構。

https://www.jasso.go.jp/ryugaku/study_j/eju/examinee/
syllabus/

https://doit-japan.org/accommodation/inquiry/

https://www.jasso.go.jp/ryugaku/study_j/eju/examinee/ 
use/

DO-IT Japan 事務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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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本留學試驗（EJU）

JASSO的官方網站也有公布部分考古題。

日本留學試驗考古題與解答

https://www.jasso.go.jp/ryugaku/study_j/eju/examinee/
pastpaper_sample/

日本留學試驗（EJU）試驗問題集

https://www.jasso.go.jp/ryugaku/study_j/eju/examinee/
publish/

請問哪裡可以找到日本留學試驗（EJU）的考古題？

日本國內各大書店的日語書籍專區等皆有販售日本留學

試驗（EJU）考古題。日本國外可向本考試協辦機構或日本學

生支援機構(JASSO)海外事務所*等查閱。

*日本學生支援機構(JASSO)於印尼、韓國、泰國、馬來西亞、越南等國設有

海外事務所，詳情請參閱網站：

https://www.jasso.go.jp/ryugaku/about/jeic/

請問如何準備「綜合科目」？

「綜合科目」是從公民、地理、歷史等學科中整合出題， 

是一檢定各學科基本知識的科目，藉由題材、圖表方式測試報

考者的解讀和思考能力。請參閱課程大綱及網站所刊載的考古

題等資料。考題內容以公民學科為重心，請以日本高中教科書

之政治‧經濟、現代社會為主，並研讀地理、世界史、日本史的

基本內容。

「日本留學試驗考古題 附聽解‧聽讀解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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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留學指南(Student Guide to Japan)的

內容，包含了日本留學的基本知識，是所有打

算留學的人應該一讀的手冊。

https://www.jasso.go.jp/ryugaku/
study_j/sgtj.html

“日本留學指南”

9

全方位收集日本留學資訊

◇透過網站收集資訊

日本留學資訊網站

▶https://www.studyinjapan.go.jp/ja/

 •學校搜尋 •獎學金資訊 •日本留學試驗（EJU）

 •日本留學促進資料公開據點

 •JASSO 主辦 日本留學展

 •活動資訊 •歸國留學生會 •留學前輩的建議等

日本國大使館・總領事館 在外日本公館一覽表（外務省）

▶https://www.mofa.go.jp/mofaj/annai/zaigai/list/

▶對留學生有用的各種資訊

•日本留學資訊 •日本政府獎學金資訊

　透過擬申請學校的網站或招生簡章獲得「自費外國留學生

入學考試」的資訊

從學校網站下載或索取學校簡介、招生簡章等資訊。

取得學校相關資訊

留⽇前準備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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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部等 日本語 綜合科目 數　學
理　科

基礎學力
出題言語

有效成績
物　理 化　學 生　物 科目選擇

法學部 ○ ○ course1 日本語
2021年
６月・11月
實施回

工學部 course2 ○
另 1 科目
自由選擇

英語
2021年

6月
實施回

10

(招生須知的範例)

首先，需索取擬申請學校的招生須知及報名簡章並確認該校

的報考資格；接著確認是否須提交日本留學試驗(EJU)成績，如

須提出日本留學試驗(EJU)成績，須進一步確認是否有指定考

試科目、出題語言以及採用哪一次考試成績等。

確認擬申請學校的報考資格、考試方式、考試日程。

請向「日本留學試驗海外施測機構（https://www.jasso.

go.jp/ryugaku/study_j/eju/examinee/contact/)」報名。如

要在日本考試，可透過網路報名或在日本的大型書店購買簡章

後，向當地施測機構報名。

如果忘了報考日本留學試驗(EJU)或者選錯了大學指定的

科目， 就不能報考該大學，請多加注意。

報名受理之後會寄發准考證。准考證除在日本留學試驗

(EJU)當日必須出示外，申請大學時有時也需要提交，因此請妥

善保管，切勿遺失。

* 請注意：僅報名日本留學試驗(EJU)並不等於已向大學提出申請。

報考日本留學試驗(EJU)

採用EJU學校一覽表

https://www.jasso.go.jp/ryugaku/study_j/eju/examinee/use/

EJU渡日前學校一覽表

https://www.jasso.go.jp/ryugaku/study_j/eju/examinee/prearr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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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前，請詳讀報名簡章內的應試須知。

參加日本留學試驗(EJU)

獲得學校錄取後即可開始辦理入學手續。　　　

辦理入學手續

向採用日本留學試驗(EJU)的學校提出申請時，須在該校

申請書上填寫准考證號碼，並附上准考證或成績證明書影本。

報考者的日本留學試驗(EJU)成績由所申請的大學直接

向日本學生支援機構查詢。

向擬就讀的大學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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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渡⽇前⼊學許可」制度

如何採⽤⽇本留學試驗（EJU）

有意留學

日本者
實施EJU
國家、地區

日本留學試驗
（ E J U ）

日本留學試驗
（ E J U ）

當地試驗

資料審查

日 本入學

大學等的入學試驗

日語教育機構等

如何報考日本留學試驗（EJU）以取得「渡日前入學許可」？

～毋須去日本，就可在你所在的國家或地區獲得入學許可！～

在日本的大學中，部分學校採用「赴日前報考日本留學試驗

（EJU）以取得入學許可」的制度，該制度以下列方式決定合格

與否。

・ ①在自己國家報考日本留學試驗（EJU），並直接向大學等

提出申請。

・ ②經由審查日本留學試驗（EJU）的成績和高中在校成績等

資料決定合格與否（部分大學會在報考者所在地辦理面試

或筆試）。

・ 不需親赴日本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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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渡日前入學許可」制度之學校資訊

在日本目前有180所以上的大學採用「渡日前入學許可」制

度，有關採用大學、學部、學系等，以及日本留學試驗（EJU）報

考科目等資訊，皆刊載於下列網址。

日本留學試驗（EJU）當日各考場的「渡日前入學許可」學

校資料區亦提供部分大學資料。

亦可於日本留學展、留學研討會等獲得相關資訊。

「渡日前入學許可」制度的日本留學試驗（EJU）分數需求

各校分數需求刊載於下列網址。(僅列出同意公布的大學)

https://www.jasso.go.jp/ryugaku/study_j/eju/examinee/
prearrival/

https://www.jasso.go.jp/ryugaku/study_j/eju/examinee/
prearrival/required_sco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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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日本留學試驗（EJU）的「渡日前入學許可」制度

進入日本學校就讀的留學生心聲

●在自己國家準備留學考試，讓我更能集中精神準備。(韓國)

●可以不用為了入學考試而特地去一趟日本，非常經濟實惠、

幫助很大。(台灣)

●日本在舉行入學考試時正值寒冬，很擔心是否能做好自我健

康管理。如今在自己的國家就能應考，就不需要再擔心這些

問題了。(馬來西亞)

●不需親赴日本，而能在自己國家專心唸書，取得合格成績，不

僅是自己，也讓支持我的人感到非常高興，是一件值得讚許

的事情。(印尼)

●如果能夠取得「渡日前入學許可」，不但可以大幅減輕經濟

上的負擔，也讓許多想到日本留學的學生可以完成他們的夢

想。(蒙古)

介紹經由日本留學試驗（EJU）到日本留學的前輩們的心聲。 

https://www.jasso.go.jp/ryugaku/study_j/eju/examinee/
voice/

日本留学パンフ繁体語版.indd   14 2020/09/03   11:58



15

「文部科學省外國人留學生學習獎勵費」乃日本學生支援機

構為進入日本大學、短期大學、高等專門學校（第3學年以上）

或專門學校之專業課程等就讀的自費外國留學生所設置的獎

學金。

日本留學試驗(EJU)成績優異者，可以預約「自費外國留學生

獎學金」。

（已預約者如果要申請領取獎學金，需透過已入學的大學等，

按規定的手續辦理。）

金額

每個月日幣48,000日圓(2020年度實際支付金額) 

支付期間 6個月或1年

支付期間依入學時期不同而有所差異。詳情請至「自費外國

留學生獎學金支付預約制度」網站查詢。

★在日本國外報考，且為該科目組合中成績最優異而取得此

獎學金資格者，如果符合申請條件，可延長獎學金支付期限

至畢業為止。

申請辦法

須於報考日本留學試驗（EJU）時按規定申請。

甄選方式

從日本留學試驗（EJU）成績優異者中遴選。

通知方式

將寄發獲選者「文部科學省外國人留學生學習獎勵費支付預

約決定通知書」。另外，於「文部科學省外國人留學生學習獎勵

費支付預約制度」網頁上公布獲選者之日本留學試驗(EJU)准

考證號碼。

獎學⾦

「⽂部科學省外國⼈留學⽣學習獎勵費」

留學生學習獎勵費支付預約制度（學習獎勵費的預約制度）

https://www.jasso.go.jp/ryugaku/study_j/　
scholarships/shoureihi/yoyakusei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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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jasso.go.jp/ryugaku/study_j/eju/

國外施測機構的諮詢單位

https://www.jasso.go.jp/ryugaku/study_j/eju/examinee/contact/

日本留學試驗（EJU） 渡日前入學許可校
https://www.jasso.go.jp/ryugaku/study_j/eju/examinee/prearrival/

2020年9月發行（非賣品）

獨立行政法人日本學生支援機構（JASSO）
留學生事業部 留學試驗課

〒153-8503 東京都目黑區駒場4－5－29
電話：+81-3-6407-7457
FAX：+81-3-6407-7462
E-mail：jasso_eju@jasso.g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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