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初中生及其家长

（大阪府教育委员会

平成 27 年 2 月）

现在初中 2 年级学生的入学者选拔考试（以下称为「入试」。）

改为大阪府公立高中的入试制度！
・入学考试: 原则上为 1 次。
实施实际技巧测验和面试的学科为特别选拔(2 月),除此以外的学科为一般选拔(3 月)

・在同一所高中，能够志愿报考复数的学科※。
(例)○○高中：第 1 志愿“文理学科”,第 2 志愿“普通科”
△△高中：第 1 志愿“国际教养科”,第 2 志愿“普通科”等
※能够报考复数志愿的学科另行通知。

・学力测验,基本上变成 5 科目※。

＜大阪府公立高中的平成 28 年度入学考试日程＞
特别选拔（２月）
◆报名期间 ：平成 28 年 2 月 15 日（星期一）・16 日（星期二）(音乐科,2 月 2 日（星期二）・3 日（星期三）)
◆学力测验等：平成 28 年 2 月 22 日（星期一）
・23 日(星期二)◆合格者揭晓：平成 28 年 3 月 1 日（星期二）
课程・学科等
学力测验
学力测验以外
工业相关学科(建筑设计科、室内设计科、产品设
计科、映像设计科、视觉设计科、设计系统科)、
实际技巧测验
全日制
美术科・体育相关学科、艺能文化科、戏剧科、音
乐科、综合造型科
5 科目(语文、社会、数
全日制 双重综合学科、综合学科(授权学校)
学、理科、英语*)
*含有听力测验。
多部制
Ⅰ部、II 部(创造性学校) 普通科
学分制
面试
昼夜间
普通科、商务科
学分制

※有关智障高等支援学校职业学科(总校)以及智障高等支援学校职业学科(共生推进教室)的入学考试,
按照特别选拔的日程实施。

※语文、社会、数学、理科、英语(含有听力测验。)
・定时制课程为 3 科目(国语、数学、英语),通信制课程实施面试。

・需要提交自我申报书。
・考生填写回答上教育委员会所出示的题目,报名时提交。
(中国等归国外国学生选拔除外。)

一般选拔(3 月)
◆申请期间：从平成 28 年 3 月 3 日（星期四）至 7 日(星期一)(※3 月 5 日（星期六）
、6 日（星期日）除外。)
(通信制课程, 从 3 月 4 日（星期五）至 7 日(星期一) (※3 月 5 日（星期六) 除外)
◆学力测验等：平成 28 年 3 月 10 日(星期四) ◆合格者揭晓：平成 28 年 3 月 18 日（星期五）

・（自我申报书）将成为特别选拔(在实施面试时)，以及在边缘区域内(合格与否分界线的上下 10%)的

课程、学科等

判定资料。

・扩大调查报告的评价对象学年。(仅第 3 学年→第 1.2.3 学年)
对象学年(比率)
H28 年度入学考试

仅第 3 学年

H29 年度入学考试

第 2、第 3 学年

H30 年度入学考试以后

(第 2 学年:第 3 学年=1:3)

从第 1 学年到第 3 学年 (第 1 学年:第 2 学年:第 3 学年=1:1:3)

全日制

所有学科(实施特别选拔的学科除外。)

定时制
多部制
学分制
通信制

所有学科(昼夜间学分制除外。)
Ⅲ部(创造性学校)

学力测验学力検査
5 科目(语文、社会、数
学、理科、英语*)
*含有听力测验。

学力测验以外
―

3 科目(语文、数学、英
语*)*含有听力测验。

普通科

普通科

―
（*）

―

面试
（面试

其他的入学者选拔(2 月※有一部分例外)

：自我申报书作为面试的参考资料)

（＊）

◆按照特别选拔的日程实施。

・调查报告的记载内容有变化。

选拔名

检查项目

归国学生选拔

学力検査 学力测验(数学、英语)、面试(*)

中国等归国外国人学生选拔

学力测验(数学、英语)、作文(可使用日语以外的语言)

另外,关于初中 1 年级学生的评定(从平成 30 年入学考试起)和 2 年级学生的评定(从平成 29 年入学

初中高中一贯选拔

小论文、面试(*)

考试起),为保持全府的公平性，要依照“挑战测验※”记载下来。

自立支援选拔

面试(*)(监护人同行)

关于不实施挑战测试的中学 3 年级学生的评定，另行通知保持公平性的规定。

自立支援补充选拔(在第二次选拔的同时实施)

面试(*)(监护人同行)

秋季选拔(在平成 28 年 9 月中旬实施）

基础学力诊断测试(3 科目)、面试(*）

・从平成 28 年度入学考试起，要记载以目标为依据的评价(绝对评价) ＊的评定。
＊不是看集团的相对位置, 而是要看对学习指导要领里提出的目标实现了多少的评价。

※“挑战测验”
， 是以中学 1、2 年级学生为对象，在 1 月实施的府内统一考试。
(对象科目

初中 1 年级学生:语文、数学、英语,初中 2 年级学生:语文、社会、数学、理科、英语)

・在调查报告里新设“活动/行动的记录”栏。
・所有科目(9 科目)的评定以同样比重实行分数化。
・各高中的学力测验和调查报告的评定比率另行通知。

第二次选拔（3 月下旬）

（面试（＊）：把自我申报书作为面试的参考资料类）

◆申请以及面试日：平成 28 年 3 月 23 日(星期三)◆合格者揭晓：平成 28 年 3 月 25 日（星期五）
学科等
检查项目
合格者人数没达到招生人数的学科等
面试(*)

※预定于 10 月公布申请材料或学力测验的日程表等，并在大阪府教育委员会的网站上刊登。
(http://www.pref.osaka.jp/kotogakko/tyugakusei/index.html）

（面试

：自我申报书作为面试的参考资料)

（＊）

FAQ (常见疑问和回答)

什么时候知道各校的入学方针以及学力测验问题的种类？
A.每年预定在夏季公布。平成 28 年度 7 月左右预定在大阪府 HP 公布。

在特别选拔和一般选拔中,只能参加一个考试吗？
总分怎么计算？

A.特别选拔不及格时，能参加一般选拔的考试。
另外,特别选拔、一般选拔中，合格者人数未达到招生人数的高中实施第二次选拔。

A.◆根据选拔，总分的计算方法不同。
＊一般选拔(通信制课程除外。)，特别选拔(在实施面试的情形时)

在调查报告的“活动/行动的记录”里,什么会被记载？

活动、其他校内的日常生活等，你参加和进行了什么活动，和其具体事实一起被记载下

(1) 合计学力测验各科目的成绩。
(2) 把调查报告书里的各科目的评定，各自分别乘以教育委员会所定倍率进行计算合计。
(3) 把(1)和(2)计算出来的分数，各自分别乘以各所高中所选的学力测验和调查报告书的评
定倍率进行计算合计。

来。

＊特别选拔(进行实际技巧检查时)

A.在初中整个学校生活中，教科科目、综合性学习时间、课外活动、兴趣小组活动、学校

(1) 把和上述一般选拔等同样计算过的分数，加上实际技巧测验的成绩而成的分数。
自我申报书、调查报告中的“活动/行动的记录”用于什么？
合格者的决定方法是什么？
A. 成为决定为一般选拔的边缘区域内(合格与否分界线的上下 10%)的合格者时，以及在特
别选拔(实施面试时)中，决定招生人数上限的 50%为止的合格者时的判定资料。在一般选

A. 一般选拔、特别选拔的决定方法如下:
＊一般选拔(通信制课程除外)、特别的选拔(在进行实际技巧检查的情形时)

拔(通信制课程),第二次选拔以及其他的入学者选拔中作为面试的参考资料。
根据自我申报书以及调查报告书里记载的“活动/行动的记录”判断是否和其高中入学方针
(所要求的学生形像)相符合。

在自我申报书上写什么？

STEP①

STEP① 招生人数的 90％ 总分数高者为合格。
STEP② 招生人数的 10％以内 边缘区域(合格与否边界线的上下
10%)内，自我申报书,调查报告里的“活动/行动的记录”
符合其高中入学方针(要求的学生像)者为合格。
STEP③ 招生人数的剩余 总分数高者为合格。

STEP②③
合格与否边界线

A.例如，“初中 3 年学了什么？另外,想在高中怎么活用学过的知识？”，“想像 3 年后的

边缘区域(合格与否边界线上下 10%)

自己。”等等,围绕教育委员会事先公布的题目,把迄今为止的经验以及现在考虑的事和未
来的希望等写成文章。

＊特别选拔(在实施面试时)
STEP① 招生人数上限的 50%

学力测验是每所学校都考同样的问题吗？

STEP①

A. 语文、数学、英语根据易难度不同，在特别选拔中作成 2 种,一般选拔作成 3 种问题。事

学力测验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之上
的考生中，符合其高中入学方针(要求的学生形像)者为合格。评价以
面试:自我申报书:调查报告的“活动/行动的记录”=2:1:1 进行。

STEP② 招生人数的剩余 总分数高者为合格。

先会公布各所高中使用问题的种类。
STEP②
有关过去的入学考试问题以及高中学校的情况,你想知道的信息在网页上满载！

致各位中学生们！
来, 到公立高中！

大阪府公立应答学校、支援学校检索导航
「咲くなび」（叫“SAKUNABI”）

合格与否分界线
检索

大阪府
教育委員会事務局教育振興室 高等学校課 〒540-8571 大阪市中央区大手前２丁目
電話 06（6944）6887
制作 000 份这本小册子,每份单价是○日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