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成 30 年度（2018 年度）

高中招生简章

西武台千叶高中
http://www.seibudai-chiba.jp
邮政编码 270-0235
地址 千叶县野田市尾崎 2241-2
电话 04-7127-1111
传真 04-7127-1138
交通 东武野田线·川间车站北口步行 20 分钟

平成 30 年度 西武台千叶初中招生须知

《采用互联网报考系统的通知》重要
本校利用互联网系统参加报考，不采用纸张形式申请。
利用互联网报考，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终端都可以提出申请，申
请登记 24 小时应答，支付报考费除了在银行以外，还可以利用信用卡、便
捷支付，在便利店支付等等。
本校举办的说明会预约手续也是在网上受理。和报考同样，也是 24 小
时应答，取消、预约变更也比以前更快捷地进行。
另外，没有网络环境的场合，请提前告知。
详细内容，请关注 9 月后本校的网页。
1.

招生人数

276 名（男·女） 包含归国子女·外国人 10 名

2.

报考资格

预计平成 30 年 3 月初中毕业的学生，有良好的生活习惯，理解本校的教
育方针，有良好的学业，进入本校后也能积极地专心致力于高中生活的学生。

3.

在住条件

归国子女及外国人报考志愿的要件如下：
【归国子女】符合以下 a 或者 b 的条件者。

a 在外国持续居住期间两年以上四年未满，从回国到平成 30 年 1 月 1 日期间，
原则上是一年以内者。
b 在外国持续居住四年以上，从回国到平成 30 年 1 月 1 日期间，原则上是两年以
内者。
【外国人】
外国国籍，和家长居住在或预定居住在可以通学的地域，从入国日期到平成 30
年 1 月 1 日，在日本居住，原则上是三年以内者。
4.

报考类别：
【前期入学考试】
特选班

希望进入特选班

单一校推荐入学考试

升学班

希望进入升学班

本校为第一志愿的考生

归国子女·外国人

希望进入升学班

体育班

希望进入体育班

同时申请双校推荐入学考试 I

特选班

希望进入特选班

除本校外还参加他校的考生

升学班

希望进入升学班

同时申请双校推荐入学考试Ⅱ

特选班

希望进入特选班

除本校外还参加他校的考生

升学班

希望进入升学班

归国子女·外国人

希望进入升学班

5． 报考方法
事先登录网络后，支付报考费，把下记（6. 递交的资料）用挂号邮件寄往本校。


在网上报考输出的准考证（用自家的复印机印刷出来），贴上照片，考试当天随身携带。
网络接续不上的场合事先和学校联系。

6. 提交的资料

必须在报考期间内递交

即便在网上办完手续，如果材料不递交的话，报考手续尚为完成。
（1） 调查书（学生在籍中学，各都道府县的公立高中用的封印调查书）
（2） 志愿书（利用网络报考时输出打印的志愿书，和准考证贴同样的照片）
（3） 推荐书（使用所定用纸，从本校网页上可以下载）
7. 报考费

21,000 日元 （包含 1000 日元的入学结果邮费）

8. 学科课程的特征：
【特别选拔课程】
以考入国公立大学、有难度的私立大学为目标。
第一年养成基础学习能力；第二年奔向各自目标，分成文科、理科；第三年为了更加对
应实践志愿大学的考试科目的课程，分为[国公立文科、理科]、[私立文科、理科]四种形式，
为了实现理想目标力图提高学习能力。
【升学课程】
进中坚私立大学为开始，以升入各自的志愿大学为目标的课程。
第一年巩固学习能力；第二年配合各自的升学出路，分成[文科、理科、文理科]三条路线，
各标准系统的科目重点履行，不只是准备高考，从课外活动开始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勇敢
挑战的行程。
【体育班】
在中学积累的课外活动经验，在本校继续发挥，通过运动造就良好人格的同时升入大学，
实现理想目标的班级。
9． 特殊待遇生制度
根据考试结果，若干名被视为特待生。
（根据分数，免除入学金或支给奖学金。但，硬式棒球两名以内）
10. 学纳金项目明细


办理入学手续时的纳入金（平成 30 年度预定）
入学金 150,000 日元
设施设备金 160,000 日元



学费等纳入金
学费 288,000 日元 (月额 24,000 日元)
维持费 132,000 日元 (月额 11,000 日元)
各会费 81,200 日元 (家长会、后援会入会金及会费)

11. 就学支援金、学费减免等


有国家的就学支援金制度。



有千叶县学费减免制度和入学金减轻制度，是以从外县进入本校的学生为对象。



有政府奖学金制度。

12. 减免入学金
本校在籍学生的兄弟姐妹入学时，两人以上同时在籍的场合，新入学的学生能减免 1/3 的
入学金，本校还有独自的减免制度。

入学考试概要
入学考试
类别

前期入学考试（276 名）
单一推荐入学考试
特选、升学、
同时报考推荐入学考试Ⅰ
特选·升学
归国子女·外国人
体育
平成 29 年 12 月 17 日（星期日）～平成 30 年 1 月 10 日（星期三）15：00 截止
同时报考推荐入学考试Ⅱ
特选、升学、
归国子女·外国人

报考期间

※

把下记的材料递交本校收到后报考手续结束

需递交的



志愿书（网上输入报考时把志愿书打印出来，贴上和准考证同样的照片）

材料



调查书（学生在籍中学，各都道府县的公立高中用的封印调查书）



推荐书（使用所定用纸，从本校网页上可以下载）

考试日期

平成 30 年 1 月 17 日
（星期三） 9：00 开始

选拔方法

 特选、升学
语文、数学、英语 3 科（300
分为满分，各 50 分钟，填涂
答题卡的方式）小组面试，
审查材料

考试地点

平成 30 年 1 月 18 日（星期四） 9：00 开始
 特选、升学
语文、数学、
英语 3 科（300
分为满分，各 50 分钟，填
涂答题卡的方式）小组面
试，审查材料
 归国子女·外国
人
语文、数学、
英语 3 科（300
分为满分，各 50 分钟，填
涂答题卡的方式）面试，
审查材料

 特选、升学
语文、数学、英语 3 科（300
分为满分，各 50 分钟，填
涂答题卡的方式）小组面
试，审查材料
 归国子女·外国人
作文、面试、审查材料
 体育班
作文、和家长一起参加面
试、审查材料

西武台千叶高中（考生须知请从网页上下载）
平成 30 年 1 月 19 日(星期五)
13 点，发送考试结果

合格通知

※

平成 30 年 1 月 20 日（星期六）13 点
发送考试结果

从特选班可以滑动到升学班，合格与否拒绝询问。
入学考试结果，不论是否合格都采用快递邮件方式给予通知。

千叶县：平成 30 年 3 月 7 日(星期三)、8 日(星期四)
平成 30 年 1 月 26 日(星期
埼玉县：平成 30 年 3 月 9 日(星期五)、12 日(星期一)
五)、9：00～14：00
茨城县：平成 30 年 3 月 14 日(星期三)、15 日(星期四)
以上均是 9：00～15：00
但，3 月 15 日星期四 9：00～12：00
※ 用合格资料里所规定的转账用纸到银行转入学金等费用
转账证明书(A)在期间内递交本校办公室进行入学手续办理

入学手续

追加考试
※

平成 30 年 1 月 29 日(星期一)、9：00 开始
本追加考试要以毕业的初中的校长提出申请的缺席学生为对象所实施。

入学手续办理后，截止到 3 月 16 日（星期五）中午，如有入学辞退书（只限于中学
校长发行的）递交的，返还 160,000 日元的设施设备金。

辞退入学
※ 其它

1 除了本校以外，报有第一志愿的考生，公立学校、私立学校都可以。
○
2 同时报考的考生本校合格者不收滞纳金，不需办滞纳手续。
○
3 不分考试类别，交付的学费一概不予退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