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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日本的教育制度

TOP

※另有夜间定时制等 4 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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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小学是什么样的地方？（学校生活篇）

TOP

大阪的公立小学有如下规定。由于各学校在规定上有所不同,请向就学的学校老师直接确认。
◆上学
１ 通学路
为了保证上学和放学的安全，上学和放学的路径是预先选好的，称为“通学路”。学校尽量选择危险较少的道路作为
“通学路”，因此请使用“通学路”。
２ 上学的方法
○结队上学
结队上学是附近居住的孩子们结成１个小组，一起去上学的方式。
请到达指定的集合地点，不要迟到。
○单独上学
单独上学是一个人或邀上附近的小朋友一起上学的方式。
◆上课时间（上课开始的时间）
学校在８点２５分至 8 点３０分左右开始上课。最迟请在上课前１０分钟左右到达学校。上课时还没有到校的算“迟到”。
迟到或因病等原因不能来校时，请务必和学校联系。
◆在校时间
课程节数和放学时间根据星期和学年有所不同。 小学６年级于上午８点３０分左右开始上课，上午有４节课（１节课一般为４
５分钟），午餐（校餐或自带的盒饭）后下午再上２节课，一天约有５～６节课。课程主要由班主任老师担任。
◆校餐(学校准备的午餐)或盒饭(自己带的午餐)
大阪府内的小学校基本上都备有校餐(学校准备的午餐)。校餐由孩子们自己配餐、收拾，实行轮流制。轮到校餐值日的同学叫
“给食当番”或是“给食系”。不过，学期的开始和有特别活动时，可能会没有校餐。此外，也有要求学生自己带盒饭的时候。届时
学校会事先通知。由于宗教或过敏等原因不能吃校餐时，请和班主任老师商量。校餐费用中的成本费由家长负担。１个月大约为
3,500 日元至 4,500 日元。
◆扫除时间
小学的午饭后为扫除时间。学生打扫学校的教室、楼梯、走廊、厕所等。自己的学习环境由自己来清洁。
◆放学
和上学时一样，使用“通学路”回家。放学时间根据学年和日期有所不同。学校有活动时，时间会有变动。学校会就此事先行通知。
◆服装
一般的小学，可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去学校。不过也有部分小学要求学生穿制服。
“体育”课时，要换上便于运动的“体操服”。也有学校要求在体育馆里，换上与室内鞋不同的体育馆专用鞋。“给食当番”进行
配餐时，要围上围裙，戴上口罩和帽子。口罩用自己的专用口罩。

夏天上“游泳”课时，要自带游泳衣和游泳帽，并在自己的东

西上写上自己的名字。
详情请向自己就读的学校确认。
◆班级
一个班由 40 人以内的学生和 1 个班主任老师组成。课程主要由班主任老师担任，有的学年或学校的图画手工课、音乐、家庭等
课程由专任老师担任。此外，也有几个老师共同担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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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课程的教学、开课、结束等班级活动及各种学校的活动多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如有不懂或为难的地方，请马上与班主任老师
商量。
◆学习内容
在学校里学习以下的课程：
小学１、２年级
语文 算术 生活 音乐 图画手工

体育 特别教科“道德”

小学３、４年级
语文 算术 社会 理科 音乐 图画手工

体育 特别教科“道德” 外语活动

小学５、６年级
语文 算术 社会 理科 音乐 图画手工

体育 家庭 特别教科“道德” 外语活动

※除上述课程外，另外还有特别活动(班级活动、儿童会活动、俱乐部活动、学校活动）等综合学习的时间。
所谓特别活动，就是像儿童会活动一样，为使学校的生活更美好，由孩子们自主进行的活动。
◆学习工具
学习用的教科书是免费的。教科书以外的必需品原则上由各家庭负责准备。
伴有实际技能的课程中有的需各自准备自己专用的工具。
语

文 → 毛笔、墨汁等

音

乐 → 键盘口琴、竖笛等

图画手工 → 水彩颜料、蜡笔、蜡粉笔等
家

庭 → 裁缝用具等

根据课程，学校可能会收取一些费用，来统一购买所有学生所需的学校指定学习工具。
◆关于派遣翻译
为使日语水平不高的家长和学生能和学校方面及班主任进行顺利沟通，有的学校可以请翻译。详情请向学校老师咨询。
◆健康检查
【有关健康检查】
在日本的学校，学校定期或按需要进行健康检查（体检）。健康检查主要有以下几种：
・

保健检查（调查过去患过的疾病、现在的健康状况）

・

测量身高（身体高度）
、体重（身体重量）
、内科检查（腹部状况）
、眼科检查（眼睛是否健康）
、耳鼻科检查（耳、鼻是否健

康）
、牙科检查（牙齿是否健康）
、视力检查（能看清多少）
、听力检查（能否听到声音）
・

结核检查

・

心脏检查（心电图检查） 以小学１年级的全体学生为对象

・

尿检查（尿的检查）
此外，游泳课前、马拉松和登山前、修学旅行出发前等也会进行健康检查。

◆通知书
通知书里记录着学生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及参加学校各种活动的情况。结业仪式上发，家长看过以后，下学期开始（一般是开学
典礼那天）再交还给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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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小学是什么样的地方？（活动篇）

TOP

小学的一年
学校每学年从 4 月份开学,来年 3 月份结束。大部分学校一学年分为 2～3 个学期。学校会举行各种活动。其中有些是请家长来学
校的，也有需要额外交钱的。具体情况学校会来通知。学校活动的名称、内容等依地区和学校及学年而不同，在此，以 3 学期制为例
介绍一下比较代表性的活动项目。
第１学期（一般为 4 月～7 月）
●开学典礼
每学期开始的头一天举行的仪式。一般来说，全部的年级都要参加。
●入学典礼
祝贺 1 年级新生入学的仪式。家长也要出席。
●健康检查(体检)
由医生检查身体是否健康。
●身体测量
测量身高体重等。
●家访
班主任访问学生的家庭，就学生的家庭生活状况与家长交换信息。
●校外学习(远足)
走出校门学习在教室里学不到的东西。接触并学习自然、历史和文化。
●公开课
家长走进教室旁听课程，了解学生每天是怎样在学校生活的。
●家长会
班主任和家长每学期就学生的学习状况及学校和家庭的生活状况交换信息。
●班级家长会
班主任和家长以班为单位就学生的状况交换信息和意见。
●三者面谈（个人面谈）
原则上由班主任和家长及学生一共 3 人（4 人）就学校、家庭生活分别交换意见。一般在各学期结束时进行。
●游泳课（游泳池）
很多小学都有游泳池，从 6 月下半月到 7 月期间有游泳练习课。
●结业典礼
学期结束当天举行的仪式。一般来说，全部的年级都要参加。
●暑假（７月底～８月底）
约３０天～４０天的长假。假期期间有可能会因为参加游泳、特别学习班和俱乐部活动而要求学生来校。
第２学期（一般为 9 月～12 月）
●开学典礼
●运动会
通过赛跑、接力、跳舞以及为班级的朋友声援来参与运动的活动。有的学校还安排有家长和亲属均能参加的比赛。小学一般称“运
动会”。
●修学旅行
6 年级时全年级的学生参加在外住宿的短期团体旅游。 一般在第２学期进行。
●校园节、成果汇报会、文娱演出
展览图画手工和家庭课中制作的作品、社会课和理科等的学习报告、演奏乐器、表演合唱和节目等，或看或听娱乐身心。一般家长
也能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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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业典礼
●寒假（１２月底～１月初）
约２周的假期。
第３学期（一般为 1 月～3 月）
●开学典礼
●毕业典礼
给通过毕业审查者发毕业证书并祝贺毕业的仪式。
●结业典礼

一学年结束的时候举行的仪式。一般来说，全学年的学生一同参加。

●春假（３月底～４月初）
结业典礼结束后便进入春假。春假结束后就迎来升级，从４月份开始新的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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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初中是什么样的地方？（学校生活篇）

TOP

大阪的公立初中有如下规定。由于各学校在规定上有所不同 ,请向就学的学校老师直接确认。
◆上学
１ 通学路
为了保证上学和放学的安全,上学和放学的路线是预先选好的,称为“通学路”。学校尽量选择危险较少的道路作为“通学路”，
因此请使用“通学路”。
２上学的方法
有一个人或和附近居住的小朋友一起上学的方式。初中大多是一个人上学的方式。
◆上课时间（开始上课的时间）
学校在８点２５分至３０分左右开始上课。最迟请在上课前１０分钟左右到达学校。上课时还没有到校的算“迟到”。 迟到或
因病等原因不能来校时，请务必和学校联系。
◆在校时间
上课节数和放学时间从初一到初三基本相同。上午８点３０分左右开始上课，上午有４节课（１节课一般为 50 分钟），午餐后
再上２节课，一天约有５～６节课。各课程由不同的老师担任。
◆校餐 (学校准备的午餐 )或盒饭 (自己带的午餐 )
在初中，学校是否提供午餐，因校而异。有全体初中生成为提供午餐的对象，也有报名的人才成为对象的情况。如果学校不提供
午餐，请带盒饭来学校。如果带不了盒饭的话，就买面包等食物带来吧。有的学校在校园里卖面包。校餐时，由孩子们自己配餐、收
拾，实行轮流制。轮到校餐值日的同学叫“给食当番”或是“给食系”。

不过，学期的开始和有特别活动时，可能会没有校餐。

此外，也有要求学生自己带盒饭的时候。届时学校会事先通知。
由于宗教或过敏等原因不能吃校餐时，请和班主任老师商量。
校餐费用的成本费由家长负担。１个月大约为 3，400 日元至 5,900 日元左右。
大阪府内很多初中学校没有校餐。如果学校不提供午餐，请自带盒饭。盒饭可在学校内食用（不回家吃午饭）。
◆扫除时间
中学放学后回家以前为扫除时间。学生打扫学校的教室、楼梯、走廊、厕所等。自己的学习环境由自己来清洁。
◆课外活动（俱乐部活动）
放学后可以留校进行自己喜欢的文化体育活动。
◆放学
和上学时一样，从“通学路”回家。放学时间依学年和日期有所不同。学校有活动时，时间会有变动。时间有变动时，学校会就
此事先行通知。
◆服装
基本上每个初中都有自己的“制服”、“标准服”（夏装和冬装），并要求学生穿制服上学。
“体育 ”课时要换上便于运动的体操服。也有学校要求在体育馆里，换上与室内鞋不同的体育馆专用鞋。很多初中会有自己规定
的体操服等。夏天上 “游泳”课时，要自带游泳衣和游泳帽，并在自己的东西上写上自己的名字。详情请向自己就读的学校确认。
◆班级
一个班由 40 人以内的学生组成。除班主任老师之外，也可能设有副班主任老师。各课程由不同的老师担任。
※ 各课程的教学、开课、结束等班级活动及各种学校的活动多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如有不知道或为难的地方，请马上与班主任老师
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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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科目有：语文 数学 社会 理科 音乐 美术 保健体育 技术・家庭 外语（英语） 特别教科“道德” 。
※ 除上述课程外，还有特别活动（班级活动、学生会活动、俱乐部活动及学校活动）和综合学习的时间。
◆学习工具
教科书是免费的。教科书以外的必需品原则上由各家庭负责准备。
有些课程需要各自准备自己专用的工具。
语文 →毛笔，墨汁等
技术・家庭 →裁缝用具等
根据教材，学校可能会收取一些费用，来统一购买所有学生所需的学校指定学习工具。
◆关于派遣翻译
为使日语水平不高的家长和学生能和学校及班主任进行顺利沟通，有的学校可以请翻译。详情请向学校老师咨询。
◆健康检查
【有关健康检查】
在日本的学校，学校定期或按需要进行健康检查（体检）。健康检查主要有以下几种。
・保健检查（调查过去患过的疾病，现在的健康状况）
・身高（身体高度）
、体重（身体重量）
、内科检查（腹部状况）
、眼科检查（眼睛是否健康）、耳鼻科检查（耳、鼻是否健康）
、牙科
检查（牙齿是否健康）
、视力检查（能看清多少）
、听力检查（能否听见）
・结核检查
・心脏检查（心电图检查） 以初中１年级的全体学生为对象
・尿检查 （小便检查）
※此外，游泳课前、马拉松和登山前、修学旅行出发前等也会按需要进行健康检查。
◆定期考试
初中每年有５～６次定期考试（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有的课程１学期考１次、２次、有的课程不考试而根据平时上课情况等
来打分。定期考试的期间为２～３天。
有的学校除定期考以外，也进行家庭作业测验或能力测验。详情请向学校的老师确认。

◆通知书
通知书里记录着学生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及参加学校各种活动的情况。结业仪式上发，家长看过以后，下学期开始（一般是开学典
礼那天）再交还给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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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初中是什么样的地方？（活动篇）

TOP

初中的一年
学校每学年从 4 月份开学，来年 3 月份结束。大部分学校一学年分为 2～3 个学期。但也有的学校是一学年分为两个学期。学校会
举行各种活动。其中有些是请家长来学校的、也有需要额外交钱的。具体情况学校会来通知。学校活动的名称、内容等依地区和学校
及学年而不同，在此，以 3 学期制为例介绍一下比较代表性的活动项目。
第１学期（一般为 4 月～7 月）
●开学典礼
每学期开始的头一天举行的仪式。一般来说，全部的年级都要参加。
●入学典礼
祝贺初一新生入学的仪式，家长也出席。
●健康检查 (体检 )
由医生检查身体是否健康。
●身体测量
测量身高体重等 。
●家访
班主任访问学生的家庭，就学生的家庭生活状况与家长交换信息。
●校外学习 (远足 )
走出校门学习在教室里学不到的东西。接触并学习自然、历史和文化。
●公开课
家长走进教室旁听课程，了解学生每天是怎样在学校生活的。
●家长会 （个别交谈）
班主任和家长每学期就学生的学习状况及学校和家庭的生活状况交换信息。
●班级家长会
班主任和家长以班为单位，就学生的状况交换信息和意见。
●三者面谈
原则上由班主任和家长及学生一共 3 人（4 人）就学校、家庭生活分别交换意见。一般在各学期结束时进行。
●修学旅行
初三时全年级的学生参加在外住宿的短期团体旅游。一般在第 1 学期进行。
●游泳课（游泳池）
很多初中都有游泳池，从 6 月下半月至 7 月有游泳练习课。
●结业典礼
学期结束当天举行的仪式 ,一般来说，全部的年级都要参加。
●暑假（７月底～８月底）
约３０天～４０天的长假。假期中有可能会因为参加游泳、特别学习班和俱乐部活动而要求学生来校。
第２学期（一般为 9 月～12 月）
●开学典礼
●体育大会（运动会）
通过赛跑、接力、跳舞等以及为班级的朋友声援来参与运动的活动。有的学校还安排有家长和亲属均能参加的比赛。初中一般称“体
育大会”。
●校园节、成果汇报会、文娱演出
展览图画手工和技术家庭课中制作的作品、社会课和理科等的学习报告、演奏乐器、表演合唱和节目等，或看或听娱乐身心。一般
家长也能参加。
●结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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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１２月底～１月初）
约２周的假期。
第３学期（一般为 1 月～3 月）
●开学典礼
●毕业典礼
给通过毕业审查者发毕业证书并祝贺毕业的仪式。
●结业典礼
一学年结束的时候举行的仪式。一般来说，全学年的学生一同参加。
●春假（３月底～４月初）
结业典礼结束后便进入春假。春假结束后就迎来升级，从４月份开始新的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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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高中是什么样的地方？

TOP

高中的学校生活
大阪的公立高中有如下规定。由于各学校在规定上有所不同 ,请向就学的学校老师直接确认。
◆学年
高中有学年制和学分制两种。学年制的高中，每学年所学的科目都是定好了的。（也有一部分科目可以自己选择）。如果缺席或
缺课（不来上课）很多，功课不交，考试成绩未达到目标分数则无法升到高一级的年级（被称为 “原级留置 ”）。如果留级，必须
重学一年该学年的功课。学分制的学校，没有学年。也没有留级制度。毕业所必须的科目都合格了的话，就可以毕业。
◆学分
各个科目一周的上课时间被称为学分（单位）。比如，数学课在一周内有 4 节课的话，就是 4 个学分。大部分的学校，学习一
年，经过考试等达到一定分数就可修到该科目的学分。

◆上课时间（上课开始的时间）
学校在８点２５分至 8 点３０分左右开始上课。
◆迟到
已经开始上课了还没到学校就是“迟到”。迟到过多会导致缺席，有可能会拿不到学分。迟到或因病等原因不能来校时，请务必
和学校联系。
◆在校时间
高中从上午８点３０分左右开始上课，上午有４节课（１节课一般为 50 分钟），午餐 (自带的盒饭 )后，下午再上２～3 节课。
一天大致有 6～7 节课。各课程由不同的老师担任。
◆盒饭 (自己带的午餐 )
大阪府内的高中没有校餐（学校准备的午餐）。请自带盒饭，或买面包带去吧。但也有的学校有食堂。
◆扫除时间
高中放学后回家以前为扫除时间。学生打扫学校的教室、楼梯、走廊、厕所等。自己的学习环境自己来清洁。
◆课外活动（俱乐部活动）
放学后可以留校进行自己喜欢的文化体育活动。
◆服装
基本上每个高中都有“制服”、“标准服” （夏装和冬装），并要求学生穿制服上学。
“体育 ”课要换上便于运动的体操服。也有学校要求在体育馆里，换上与室内鞋不同的体育馆专用鞋。很多高傲中会自己规定体
操服等。
夏天上 “游泳”课时，要自带游泳衣和游泳帽，并在自己的东西上写上自己的名字。详情请向自己就读的学校确认。
◆班级
一个班由 40 人以内的学生组成。除班主任老师之外，也可能设有副班主任老师。各课程由不同的老师担任。
※ 各课程的教学、开课、结束等班级活动及各种学校的活动多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如有不知道或为难的地方，请马上与班主任老师商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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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在高中学习语文（现代文及古文等）
、社会（地理・历史等）
、公民（现代社会等）
、数学、理科（物理、生物、化学等）
、保健体育、
艺术（美术、书法、音乐等）
、外语等。在有专门学科的学校，针对各自的专门课程进行学习。
※ 除上述课程外，还有道德课和特别活动（班级活动、学生会活动及学校活动）
。
◆学习工具
学习上使用的物品包括教科书在内全部是要付费的。
艺术等几个科目，有的需要准备自己专用的工具。
◆关于派遣翻译
为使日语水平不高的家长和学生能和学校方面及班主任进行顺利沟通，可以请翻译到学校。详情请向学校老师询问。
◆健康检查
【有关健康检查 】
在日本的学校，学校定期或按需要进行健康检查（体检）。健康检查主要有以下几种。
・保健检查（调查过去患过的疾病，现在的健康状况）
・身高（身体高度）、体重（身体重量）、内科检查（腹部状况）、眼科检查（眼睛是否健康）、耳鼻科检查（耳、鼻是否健康）、
牙科检查（牙齿是否健康）、视力检查（能看清多少）、听力检查（能否听见）

・结核检查（X 射线摄影）以高中 1 年级全体学

生为对象。
・心脏检查（心电图检查）以高中 1 年级全体学生为对象。
・尿检查（小便检查）
※此外，游泳课前、马拉松和登山前、修学旅行出发前等也会按需要进行健康检查。
◆定期考试
高中每年有５～６次定期考试（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有的课程１学期考１次、２次、有的课程不考试而根据平时上课的努力
程度等来打分。定期考试的期间为 3～5 天。有的学校除定期考以外也进行家庭作业测验或能力测验。详情请向学校的老师确认。
◆通知书
通知书里记录着学生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及参加学校各种活动的情况。结业仪式上发给家长看过以后，在下学期开始（一般是开学
典礼那天）再交还给班主任。

高中是怎样的一个地方?
学校每学年从 4 月份开学 ,来年 3 月份结束。有学年制和学分制两种。学年制的高中一学年分为 3 个学期，或是一学年分为前后
两个学期。学校会举行各种活动。其中有些请是家长来学校的，也有需要额外交钱的。具体情况学校会来通知。学校活动的名称、内
容等依学校及学年而不同，在此以 3 学期制为例介绍一下比较代表性的活动项目。

第１学期（一般为 4 月～7 月）
●开学典礼
每学期开始的头一天举行的仪式。一般来说，全年级的学生都要参加。
●入学典礼
祝贺高一新生入学的仪式。家长也要出席。
●健康检查 (体检 )
由医生检查身体是否健康。
●身体测量
测量身高体重等。
●校外学习 (远足 )
走出校门学习在教室里学不到的东西。接触并学习自然、历史和文化。
●三者面谈
班主任和家长及学生一共 3 人(4 人)就学校、家庭生活分别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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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课（游泳池）
很多高中都有游泳池，从 6 月下半月至 7 月有游泳练习课。
●结业典礼
学期结束当天举行的仪式 ,一般来说，全部的年级都要参加。
●暑假（７月底～８月底）
约３０天～４０天的长假。假期中有可能会因为参加游泳或俱乐部活动而返校。

第２学期（一般为 9 月～12 月）
●开学典礼
●体育大会
通过短跑、长跑、接力、跳舞等以及对班级朋友的声援来参与运动的活动。有的学校还安排有家长和亲属均能参加的比赛。
●校园节、成果汇报会
以班级为单位，演奏乐器，表演合唱及节目等，或看或听娱乐身心。一般家长也能参加。
●结业典礼
●寒假（１２月底～１月初）
约２周的假期。

第３学期（一般为 1 月～3 月）
●开学典礼
●修学旅行
公立高中在高二时，全年级的学生参加在外住宿的短期团体旅游。一般在第 2 或第 3 学期进行。
●毕业典礼
给通过毕业审查者（必要学分都已修满的同学）发毕业证书并祝贺毕业的仪式。
※详情请参考“高中的种类”那一页。
●结业典礼
一学年结束的时候举行的仪式。一般来说，全学年的学生一同参加。
●春假（３月底～４月初）
结业典礼结束后便进入春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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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高中入学考试制度

TOP

●在日本,90%以上的初中生毕业后升入高中继续学习。
想考高中或专门学校的人，最好制定计划准备应考。
・尽早决定好想考的学校（最想进入的学校）
→ 建议最好在升学考试的半年前决定好要考的学校。
有关的各种信息，只要去“多语言升学指导”就可以了解。也可进行个别商谈。
・去该学校参观
→ 想考的学校在决定之前，可先去学校参观一下。大部分的高中有“体验入学”， 即去该学校参观教室及体育馆，旁听上课。
此外还可以和翻译一起去学校，请和班主任老师商量。
・努力学习
→ 应考的科目有很多。请好好研究制定计划进行学习吧。学习的方法有不明白的地方，请试着和初中的老师商量。
・多和学校的老师及家长商量
→ 报考的学校虽然由自己决定，但多和初中的老师及家长商量，可得到很多建议。此外考公立高中时可利用的“照顾事项”等，
如果没有初中学校的联系，将不能利用。

・向想报考的学校提交愿书（入学志愿书）
→ 和初中的老师商量之后，填好入学志愿书，在规定的期间内提交给向想报考的学校。
・考试
→ 在考试日去已提交入学志愿书的学校参加入学考试（入学选拔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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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介绍学校里使用的各种物品和用具（携带物品 说明）
携带物品

说明

书法用具

国语及书法课时使用。用毛笔练习写字。

尺（cm）

算数及数学课时使用。用来测量长度。

三角尺

算数及数学课时使用。

圆规

算数及数学和美术课等，画圆形时使用。

量角器

算数及数学课时使用。用来测量角度。

口琴

主要在小学低年级的音乐课时使用。

响板

主要在小学低年级的音乐课时使用。

键盘口琴

主要在小学低年级的音乐课时使用。

竖笛

音乐课时使用。

用具箱

小学时期，放剪刀、胶水等用具的个人用箱子。

剪刀

图画手工课等时使用。

胶水

图画手工课等时使用。

透明胶带纸

图画手工课等时使用。

蜡笔

图画手工课等时使用。

彩色铅笔

图画手工课等时使用。

水彩画用具（一
套）

图画手工课等时使用。

刻刀

图画手工课·美术课等时使用。

裁缝道具

家庭课时使用。针、线、裁缝用剪刀等。

跳绳

主要在小学的体育课时使用。

制服（标准服）
夏装·冬装

TOP

学校规定的校服。有的学校有制服，有的学校没有制服。

拖鞋（室内鞋）

在学校里穿的鞋子。每周一次带回家去洗，所以需要有放该鞋的袋子。

书包、辅助书包

小学有小学生专用的书包。初中和高中有的学校也有规定书包的。

体操服
夏装·冬装

体育课时换上的便于运动的服装。大多数学校有规定的式样。

体育馆用鞋子

进入体育馆时换的鞋子。

泳衣·泳帽

每年夏天的游泳课时使用。泳衣和泳帽学校规定式样。

浴巾

游泳课时使用。

游泳包

放湿泳衣和湿毛巾的塑料手提袋。

水壶

夏天这种炎热季节及远足的时候带去。水壶里装茶（不可以放果汁及加糖的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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筷子

吃午餐（给食）及便当的时候使用。

围裙·帽子·口

小学午餐的时候及家庭课的时候使用。午餐准备是轮流制，轮到给大家分配食物时，以及初中、高中家庭课上

罩

做料理的时候使用。

牙刷·杯子

午餐完毕以后，大家一起刷牙的时候使用。
主要在小学是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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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外国人学校的一览表

TOP

各种学校
校名

地址

电话

大阪中华学校

〒556-0012

大阪市浪速区敷津东 1-8-13

06-6649-6849

大阪朝鲜高级学校

〒578-0984

东大阪市菱江 2-18-26

072-963-3481

中大阪朝鲜初・中级学校

〒537-0021

大阪市东成区东中本 3-17-6

06-6981-8981

东大阪朝鲜中级学校

〒578-0984

东大阪市菱江 2-18-26

072－963-0991

北大阪朝鲜初・中级学校

〒533-0015

大阪市东淀川区大隅 1-5-19

06-6328-6794

南大阪朝鲜初级学校

〒559-0011

大阪市住之江区北加贺屋 1-11-1

06-6685-6505

东大阪朝鲜初级学校

〒577-0845

东大阪市寺前町 2-4-22

06-6728-4202

大阪朝鲜第四初级学校

〒544-0034

大阪市生野区桃谷 4-9-22

06-6712-8833

生野朝鲜初级学校

〒544-0012

大阪市生野区巽西 3-14-16

06-6758-0848

城北朝鲜初级学校

〒535-0022

大阪市旭区新森 6-8-4

06-6951-3221

大阪福岛朝鲜初级学校

〒555-0033

大阪市西淀川区姫岛 6-2-3

06-6473-8487

〒562-0032

箕面市小野原西 4-4-16

072-727-5050

〒531-0071

大阪市北区中津 6-7-34

06-6345-1661

〒567-0057

茨木市丰川 2-13-35

072-643-4200

关西学院大阪国际学校
http://www.senri.ed.jp/
大阪 YMCA 国际学校
http://www.oyis.org
Korea 国际学园
http://www.kiskorea.org/

外国人学生在学人数比较多的私立学校（学校教育法第 1 条校）
校名
金刚学园小学校・中学校・高等学校
http://www.kongogakuen.ed.jp/
白头学院 建国幼・小・中・高等学校
http://www.keonguk.ac.jp

地址

电话

〒559-0034

大阪市住之江区南港北 2-6-10

06-4703-1780

〒558-0032

大阪市住吉区远里小野 2-3-13

06-669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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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学校・地区的日语教室

TOP

在有些地区的小学及初中，专门针对想学日文的孩子，有开设日语教室。有各种各样的日语教室，多半是在小学及初中的学校内。
上国语课及社会课等时，日文水平不高的人可能会听不太懂，这时会和同班同学分开上课，另开教室（或者是去别的学校）
，学习日语。
此外，在没有日语教室的地区，有的学校在上国语课等时，会换到别的教室，由其他老师，用易懂的、速度较慢的方式上课，或
是在放学后及休息时间补课。
不过，学校的日语教室，根据所在地区（学校）的不同，学习的内容及上课次数等都不同，请先试着向学校的老师咨询看看。
高中基本上没有日语教室。
＿＿＿＿＿＿＿＿＿＿＿＿＿＿＿＿＿＿＿＿＿＿＿＿＿＿＿＿＿＿＿＿＿＿＿＿＿
地区的日语教室
在大阪府的各地区,有国际交流协会等单位主办的各种日语教室可以学习日语。有关识字班的详情请参考以下
↓
大阪的识字班・日语读写教室・日语教室等的班级信息

http://www.call-jsl.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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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介绍工作的地方(职业安定所（Hello Work）一览)

TOP

职业安定所是为想找工作的人提供职业介绍的地方。大阪府内，有以下一些职业安定所：

名称

电话

邮编

地址

Hello Work 大阪东

06-6942-4771

540-0011

大阪市 中央区 农人桥 2-1-36 PIP 大厦 1 楼至 3 楼

Hello Work 梅田

06-6344-8609

530-0001

大阪市 北区 梅田 1-2-2 大阪站前第 2 大厦 16 楼

Hello Work 大阪西

06-6582-5271

552-0011

大阪市 港区 南市冈 1-2-34

Hello Work 阿倍野

06-4399-6007

545-0004

大阪市阿倍野区文之里 1-4-2

06-6631-1675

545-0052

大阪市 阿倍野区 阿倍野筋 1-5-1

Hello Work 淀川

06-6302-4771

532-0024

大阪市 淀川区 十三本町 3-4-11

Hello Work 布施

06-6782-4221

577-0056

东大阪市 长堂 1-8-37 AEON 布施站前店 4 楼

Hello Work 堺

072-238-8301

590-0078

堺市 堺区 南瓦町 2-29

Hello Work 堺东站前厅舍 072-340-0944

590-0028

堺市 堺区 三国丘 御幸通 59 高岛屋堺店 9 楼

Hello Work 岸和田

072-431-5541

596-0826

岸和田市 作才町 1264

Hello Work 池田

072-751-2595

563-0058

池田市 荣本町 12-9

Hello Work 泉大津

0725-32-5181

595-0025

泉大津市 旭町 22-45 Texpia 大厦 2 楼

Hello Work 藤井寺

072-955-2570

583-0027

藤井寺市冈 2-10-18 DH 藤井寺站前大厦 3 楼

Hello Work 枚方

072-841-3363

573-0031

枚方市 冈本町 7-1 BIORUNE AEON 枚方店 6 楼

Hello Work 泉佐野

072-463-0565

598-0007

泉佐野市 上町 2-1-20

Hello Work 茨木

072-623-2551

567-0885

茨木市 东中条町 1-12

Hello Work 河内长野

0721-53-3081

586-0025

河内长野市 昭荣町 7-2

Hello Work 门真

06-6906-6831

571-0045

门真市 殿岛町 6-4 守口门真商工会馆 2 楼

06-7709-9465

530-0017

大阪市北区角田町 8－47

阿倍野青年 Hello Work

（lucias 大厦 10 楼）

大阪府外国人雇佣服务中
心

12 面向就职教授专门知识和技术的学校（掌握可以工作的技术）
除了普通科的高中以外,还有学习专门知识及技术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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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倍野 lucias 大厦 10 楼

堺地方合同厅舍 1～3 楼

阪急 Grand 大厦 16 层

TOP

◆高等职业技术专门学校
该种学校是在半年～２年的短时间内进行各种专业培训，学习各种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设施。可以通过职业安定所（Hello Work）
报名。大阪府内设有 6 所学校（其中，有大阪残疾人职业能力开发校 1 所）。

大阪府立南大阪高等职业技术专门校

０７２５－５３－３００５

大阪府立北大阪高等职业技术专门校

０７２－８０８－２１５１

大阪府立东大阪高等职业技术专门校

０７２－９６４－８８３６

大阪府立夕阳丘高等职业技术专门校

０６－６７７６－９９００

大阪残疾人职业能力开发校

０７２－２９６－８３１１

※ 详细情况请与班主任或担任毕业分配的老师商量。

◆高等专门学校
该种学校是以学习更专业的知识、培养职业基础能力为目的的学校，进行与工业有关的专业教育。学满 5 年毕业后将作为专业技
术人员活跃在各领域，也可插班进入大学继续学习。
大阪府有“大阪府立大学工业高等专门学校”，学制 5 年。

◆各种学校 专修学校
○ 各种学校
可在短时间内掌握活跃在各领域所需的技术和资格的教育机构。学制一般为１年左右。
具体有：美容理发相关的学校、烹饪学校等。
○ 专修学校
在中学毕业后即可入学。除学习专业知识外，有的学校还设有高中课程。也有的学校采用技能联合制度与高中合作让学生获得高
中毕业证。
具体有：电脑相关的专修学校、理发美容相关的专修学校、家政专修学校、外语相关的专修学校、汽车整备相关的学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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