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留学試験 

Examination for Japanese 
University Admiss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EJU） 

  主辦       香港地區主辦
    http://www.jasso.go.jp/eju/     http://www.japansociety.org.hk/ 

 
協力： 文部科學省  外務省  在香港日本國總領事館 



何謂日本留學試驗(EJU)  
• 由日本學生支援機構（JASSO）負責舉辦  

• 爲有意到日本的大學升學的自費外國留學生
而設的入學檢定考試之一 



「日本留學試驗」的優點 

• 簡化應考日本的大學之程序 

• 其成績已成為60多家包括日本著名國立及私
立大學取錄外國人留學生的標準 

• 無須應考個別大學的入學考試，亦可在自己
的國家獲得該大學的取錄資格及辦理留學
簽證 



考試內容 

• 檢測基礎學力及日語能力 

• 每年在日本國內和國外舉辦兩次 

 （6月及11月） 

 

• 考試科目包括理科（物理、化學、生物）、
總合科目，數學及日本語 

• 除日本語科目外，上述各科的出題語言分為
英語及日語 



科目 

科目 目的 時間 得點範圍 

日本語 檢測考生在日本的大學裏應用學術性日語的能力。 125分鐘 

讀解 
聽解‧聽讀解 

0～400分 

記述 

0～50分 

理科 
(日/英) 

檢測考生於日本大學的理學院所要求之理科科目 
（物理‧化學‧生物）的基礎學力。 

80分鐘 0～200分 

總合科目 
(日/英) 

檢測考生於日本大學的文學院所要求之文科科目 
的基礎學力，特別是思考能力及理論能力。 

80分鐘 0～200分 

數學 
(日/英) 

檢測考生在日本的大學裏數學科目之基礎學力。 
課程1：文科系以及較小需要使用數學的理科系 
課程2：需要高度使用數學的理科系 
*考試時選擇其中一項 

80分鐘 0～200分 

有關考試範圍及模擬試題，請參閱： 
http://www.jasso.go.jp/eju/syllabus.html 及 http://www.jasso.go.jp/eju/examination.html  



申請留學日本的手續 
•  有意留學日本的考生應先閱覽日本各大學公佈的招生詳情。 

•  考生應依照有關大學的要求，選擇應考「日本留學試驗」
的科目及出題語言。 

•  考生於收到「日本留學試驗」的成績後，根據准考證號碼，
向志願大學提出入學申請。 

•  校方於得知准考證號碼後，便會向JASSO查詢申請者的
「日本留學試驗」成績，進行入學甄選。 

•  獲得大學取錄的學生依照有關大學要求，於繳交學費及完
成指定手續後，會獲大學發給「在留資格認定証明書」，
並憑此向日本領事館申請留學簽證。 



大学名・学
部名 

（学科名）	

科目（数学の数字はコース名※）	 備考	 基礎
学力
出題

言語	

成績利用	 英語科目への対応 
（詳細は各大学に問い合わせの

こと）	
日本語	 総合

科目	
数
学	

理科	

物
理

化
学	

生
物	

科目選
択	

東京大学	

文科1類,文
科2類,文科3
類	

○ ○ 1 　	 　	 　	 　	 　	

自由
選択	

6月/11月	 TOEFL等の試験を課す	
理科1類,理
科2類,理科3
類	

○ 　	 2 　	 　	 　	
2科目自
由選択	

　	

一橋大学	

全学部	 ○ ○ 1 　	 　	 　	 　	 　	
自由
選択	

6月/11月	 TOEFL等の試験を課す	

立命館大学	

経済	 ○ ○ 自
由	

自由
選択	

6月/11月,
前年度6
月/11月	

国際経済学科のみTOFEL等,英語
の語学検定試験の受験が必須	

法,経営,産
業社会,国際
関係,文,政

策科,映像	

○ ○ 自
由	

総合科目
か数学を
選択	

経営学部国際経営学科のみTOFEL
等,英語の語学検定試験の受験が
必須	

理工,情報理
工,生命科	

○ 2 2科目自
由選択	

その他	



大学名	学
部名	

学科名	 科目	 基礎学
力出題
言語	

必要書類	 現
地
試

験	

備考	
日本
語	

総
合
科

目	

数
学	

理科	
物
理	

化
学	

生
物	

科目選
択	

慶應義塾大学	
商学部	 B方式	 ○               T,	成,	卒,	推,	

健	
  出身国の大学入学統一

試験の成績	
法学部	 A方式	 ○ ○ 1         日本語	 成,	卒,	推,	

健,	論	
    

法学部	 B方式	 ○                 出身国の大学入学統一
試験の成績	

経済学部	 B方式	 ○               成,	卒,	推,	健	

早稲田大学	
政治経済
学部	

  ○ ○ 1         日本語	 T,	成,	卒,経	   志望理由書	

人間科学
部	

  ○ 総合科目、数学（コース1）　又は理
科（自由選択）、数学（コース2）	

日本語	 T,	成,	卒,経	   TOEICも可 
志望理由書	

スポーツ
科学部	

  ○ ○ 1         日本語	 T,	成,	卒,経	   志望理由書	

創造理工
学部	

総合機械
工学	

○   2 ○ ○     日本語	 T,	成,	卒,推
（2通）,経	

面
接	

志望理由書 
TOEIC,IELTS（アカデ
ミック）,GEPTも可 

面接は遠隔面接を予定	
先進理工
学部	

化学・生
命化学,	
応用化学	

○   2 ○ ○     日本語	 T,	成,	卒,推
（2通）,経	

面
接	

志望理由書 
TOEIC,IELTS（アカデ
ミック）,GEPTも可 

面接は遠隔面接を予定	





接受「日本留學試驗」並在赴日前發
給入學許可的學校（2015年11月止）  

各大學一覽：http://www.jasso.go.jp/eju/baij.html  

 
 

  国立 公立 私立 合計 

大学 22 1 56 79 

短期大学 0 0 9 9 

大学院 1 0 4 4 

高等専門学校 0 0 0 0 

専修学校 0 0 40 40 

合計 22 1 109 132 

 
 



可以預約的獎學金 
私費外國人留學生學習獎勵金 

•  由JASSO所頒發 

•  基準是根據「日本留學試驗」的成績 

•  可在報考「日本留學試驗」時同時申請 

•  金額：每月48,000日元 

•  資格： 
– 已在「日本留學試驗」的申請表提出申請者；及 

– 「日本留學試驗」成績優秀者；及 

– 已獲日本的大學本科、短期大學或專門學校所接納的入學者 





可以預約的獎學金 
私費外國人留學生學習獎勵金 

•  由JASSO所頒發 

•  基準是根據「日本留學試驗」的成績 

•  可在報考「日本留學試驗」時同時申請 

•  金額：每月48,000日元 

•  資格： 
– 已在「日本留學試驗」的申請表提出申請者；及 

– 「日本留學試驗」成績優秀者；及 

– 已獲日本的大學本科、短期大學或專門學校所接納的入學者 



如何得知報名
考試及手續 



報名須知 

• 一式三張證件相（4cm × 3cm） 

• 填妥報名表及繳交考試費用 

• 考試費用：$400（報考1個科目） 
            $750（報考2-3個科目） 

第1次 第2次 

報名期間 
2～3月 7月 

※因每年有更改。請直接向各國的實施機構査詢。 

寄送准考證 5月 10月 

考試日期 6月 11月 

成績通知 7月 12月 



如何購買參考書及過往試題 

歡迎蒞臨香港日本文化協會查詢 

 

地址：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19-20號馮氏大廈1樓 



考試須知 
• 考試當天必須攜帶准考證、身份證或護照、
HB鉛筆及橡皮擦。 

• 由於理科及總合科目在同一時間開考，因此
考生只能報考其中一科。 

• 一經報名，本會一概不接受更改報考科目及
選擇語言。 

• 各科目的考試時間：
科目 日本語 理科 總合科目 數學 

試驗時間 8:30～11:00 12:30～14:00 14:40～16:10 



查詢有關留學事宜 

香港日本文化協會──日本留學支援廣報部 

地址：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19-20號馮氏大廈1樓 



Topic 
1. Numbers and expressions 
2. Quadratic functions 
3. Figures and measurements 
4. The number of possible outcomes and probability 
5. Properties of integers 
6. Properties of figures 

Mathematics Syllabus – Course 1 





7. Miscellaneous Expressions 
8. Figures and equations 
9. Exponential and logarithmic 

functions 
10. Trigonometric functions 
11. The concepts of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 

12. Sequences of numbers 
13. Vectors 
14. Complex plane 
15. Curves on a plane 
16. Limits 
17. Differential calculus 
18. Integral calculus 

Mathematics Syllabus - Course 2 
Topics 
 
1. Numbers and 

expressions 
2. Quadratic functions 
3. Figures and 

measurements 
4. The number of possible 

outcomes and 
probability 

5. Properties of integers 
6. Properties of figures 





Physics 
 
I  Mechanics 
ll  Thermodynamics 
lll  Waves 
lV  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 
V  Atoms 





Chemistry 
 
I  Structure of Matter 
II   State and Change of Substances 
III   Inorganic Chemistry 
IV   Organic Chemistry 





Biology 
 
I  Biological Phenomena and Substances 
II  Reproduction and Generation 
III  Homeostasis of the internal 

environment in living organisms 
IV  Organisms’ response to external 

signals 
V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VI  Biological Evolution and Phylogen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