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夜校（Yakanchugaku)招生简章
大阪府教育委员会

大阪市教育委员会

岸和田市教育委员会 东大阪市教育委员会
八尾市教育委员会

堺市教育委员会

守口市教育委员会 丰中市教育委员会

１．

所谓中学夜间学级
年龄超过 15 周岁，初中未毕业，或实质上未接受充分完整的教育而已初中毕业的人，可

在晚上就读的中学。

２． 设有夜间学级的学校
大阪市的学校
・天王寺中学

・天满中学

・文之里中学 ・东生野中学
岸和田市的学校
・岸城中学
东大阪市的学校
・布施中学

・意歧部中学

八尾市的学校
・八尾中学
堺市的学校
・殿马场中学
守口市的学校
・Satsuki Gakuen 学园
丰中市的学校
・第四中学

３．

入学条件

符合下列（1）～（3）所有条件者，可入学。

（１）年龄超过 15 周岁。
（２）初中未毕业或实质上未接受充分完整的教育而已毕业者。
（３）大阪府内在住者。
（注）小学未毕业或在大阪府外居住者，可咨询设有夜间学级的市教委或设有夜间学级的学校。

４．
入学时期
每年 4 月

５． 授课时间
周一到周五，下午 5 点左右到晚上 9 点左右（开始和结束时间根据学校而不同。）

６． 在夜间学级接受教育的期间
3年

７． 办理入学手续的时期、场所、时间
希望入学之年的前一年的 12 月 1 日开始到希望入学之年的 4 月末之间。
（周六，周日和节假日除外）
设有夜间学级的教育委员会･･････上午 10 点到下午 4 点（周六，周日和节假日除外）
设有夜间学级的学校･･････下午 4 点到晚上 7 点（周六，周日和节假日除外）

８． 咨询处（提交入学所需资料的地方）
请向希望入学的夜间学级所在的市教育委员会或设有夜间学级的学校咨询，提交所需资料。

9. 入学所需资料
① 入学许可申请书
可在设有夜间学级的市教育委员会或设有夜间学级的学校拿到。
② 希望入学者的居民票的复印件
可在市政府拿到。
③

初中已毕业者，初中毕业证的复印件
没有毕业证的人，请咨询。

10． 入学许可
由设有夜间学级的市教育委员会决定。

11． 希望入学者住在没有夜间学级的市里的情况
希望入学者在入学时，设有夜间学级的市教育委员会向入学者居住市的市教育委员会联
系。希望入学者在夜间学级毕业时、中途退学时或住址变更时也同样由设有夜间学级的市教育
委员会向入学者居住市的市教育委员会联系。

岸和田市教育委员会 总务科
地址

岸和田市岸城町 7-1

（南海电车岸和田站 西南方向８００ｍ）
电话

０７２（４２３）９６０７

◎ 岸和田市立岸城中学
地址

岸和田市野田町２－１９－１９

（南海电车岸和田站 东南方向５００ｍ）
电话 ０７２（４３８）６５５３

堺市教育委员会

学务科

地址 堺市堺区南瓦町３－１
（南海电车高野线 堺东站 南行１００ｍ）
电话

０７２（２２８）７４８５

◎ 堺市市立殿马场中学
地址 堺市堺区栉屋町东３－２－１
（南海电车高野线 堺东站 西行８００ｍ 或 阪堺电车花田口站 东行３００ｍ）
电话

０７２（２２１）０７５５

八尾市教育委员会 学校教育推进科
地址 八尾市本町１－１－１
（近铁电车大阪线 近铁八尾站 西南方向３２０ｍ）
电话

０７２（９２４）３８７３

◎ 八尾市立八尾中学
地址 八尾市绿丘１－１７
（近铁电车大阪线 近铁八尾站 北行１０００ｍ）
电话

０７２（９９８）９５５１

守口市教育委员会 学校教育科
地址 守口市京阪本通

２－５－５

（京阪电车守口市站 西北方向３００ｍ 或 地铁谷町线 守口站西行３００ｍ）
电话０６（６９９５）３１５１
◎ 守口市立 Satsuki Gakuen 学园
地址

守口市春日町１３－２６

（京阪电车 土居站 东行１００ｍ）
电话

０６（６９９１）０６３７

丰中市教育委员会 教育总务科

学务组

地址 丰中市中樱冢３－１－１
（阪急电车宝冢线 冈町站 东行５００ｍ）
电话

０６（６８５８）２５５３

◎ 丰中市立第四中学
地址 丰中市服部本町４－５－７
（阪急宝冢线 服部天神站 东北方向６５０ｍ）
电话 ０６（６８６３）６７４４

东大阪市教育委员会 学事科
地址 东大阪市荒本北１－１－１ 综合厅舍１７楼
（近铁电车京阪奈线 荒本站西行２００ｍ）
电话 ０６（４３０９）３２７１
◎ 东大阪市立意岐部中学
地址 东大阪市荒本西１－３－４６
（近铁京阪奈线 荒本站 西南方向７００ｍ）
电话 ０６（６７８３）８１００
◎ 东大阪市立布施中学
地址 东大阪市太平市２－１－３９
（近铁电车大阪线 俊德道站 或 JR 大阪东线 JR 俊德道站 西南方向４００ｍ）
电话 ０６（６７２２）６８５０

大阪市教育委员会
地址

指导部 初等中学教育担当

大阪市北区中之岛１－３－２０

（京阪电车淀屋桥站 或 地铁御堂筋线 淀屋桥站 北行 ５０ｍ）
电话 ０６（６２０８）９１８６
◎

大阪市立天王寺中学
地址 大阪市天王寺区北河堀町６－２０

（ＪＲ天王寺站 地铁天王寺站 或 近铁电车大阪阿倍野桥站 东北方向 ５００ｍ）
电话 ０６（６７７１）２７５７
◎

大阪市立天满中学
地址 大阪市北区神山町１２－９
（ＪＲ大阪站 或 地铁梅田站 东行８００ｍ）
（ＪＲ环状线 天满站 西行６００ｍ）
（地铁 堺筋线扇町站 西行３００ｍ）
电话

０６（６３１２）８４６２

◎ 大阪市立文之里中学
地址 大阪市阿倍野区美章园１－５－５２
（ＪＲ 阪和线美章园站 西北方向 ２００ｍ ）
（近铁电车南大阪线 河堀口站 西南方向２００ｍ）
（地铁谷町线 文之里站 东北方向 ５００ｍ）
电话０６（６６２１）０７９０
◎ 大阪市立东生野中学
大阪市生野区新今里７－９－２５
（近铁电车奈良线 今里站 东南方向６００ｍ）
（地铁千日前线 小路站 西行５００ｍ）
电话

０６（６７５２）２８８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