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名登记
报名登记是就业活动的起点
“报名登记”是为了向各个企业提出申请，以获得有关资料或信息。
说明会介绍等信息。
首先，请选出自己感兴趣的企业，积极地进行报名登记。

报名登记

报名登记后，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信函（DM），得到企业的招聘信息、企业信息、

报名登记的方法
在就业信息网站的企业信息页面报名登记

多家企业报名登记。在就业活动初期，这样的方法利于选择企业。

公司说明会

报名登记

如果使用一次多家式的登记方式（参照 P40）
，可根据行业、职种等检索企业信息，向

■主要的就业网站一览

报名登记

ACCESS 就活 （运营 ：株式会社 ACCESS

39

公司说明会
培养能弄清公司情况的眼力			

朝日学情 navi（运营 ：株式会社学情）

https://www.gakujo.ne.jp/

就业 Walker Net（运营 ：株式会社 J・Broad）

https://www.s-walker.net/

DIAMOND 就活 Navi（运营 ：株式会社 DIAMOND
Career+ 就活（运营 ：株式会社 DISCO

报名登记表
为能充分展示自己的魅力			

Bunnabi!（运营 ：株式会社 BUNKAHO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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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hukatsu.jp/

HUMAN RESOURCE）

43

https://job.career-tasu.jp/

）

https://bunnabi.jp/

Career Partners）

https://job.mynavi.jp/

Mynavi（运营 ：株式会社 Mynavi）
Rikunabi（运营 ：株式会社 Recruit

https://job.rikunabi.com/

Career）

※ 上述介绍“公益社团法人全国招聘信息协会 应届毕业生等青年聘用部门会议”会员公司运营的就业信息网网站。

还可通过“留学生”、“就业支援”等关键词自行检索。

直接在各企业录用主页上报名登记
各企业受理报名登记的时间有所不同，需要经常查看。

通过企业邮寄的信函（DM）等报名登记
部分企业会通过信函（DM）把登记表邮寄给即将毕业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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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登记表

报名登记是就业活动的起点			

https://job.ac-lab.jp/

Humanext）

■报名登记的步骤

■从就业信息网站上进行一次多家式报名登记

注册就业支援网站

报名登记

注册为就业支援网站的会员。注册会员网站
需注册个人信息。

注册会员网站后可以应征网站上发布的企业。
搜索希望进入的公司并报名。

步骤

输入行业、岗位、企业经营内容、
公司名称等，检索自己感兴趣的企业。
报名登记

首页画面

步骤

在显示检索结果一览的画面
或企业信息画面上找到“报
名登记”按钮并点击。

▼
▼

公司说明会

企业详细画面

企业检索结果一览画面

步骤

※ 关于问卷的答案，可通过活动记录 ( 履历 ) 画面进
行确认。

企业检索结果一览画面

报名登记后，
就可以获得详细的公司介绍
及说明会的信息了！

企业报名登记格式画面

步骤

在确认画面中确认输入内容后，
点击发送按钮，结束报名登记。

因 为 系 统 具 有 书 签 列 单 的 功 能，
即使登记的企业有多家，也可以
实现总括管理。
※ 可以通过输入“聘用外国留学生”等
的关键词进行检索。
书签画面
企业报名登记表
输入内容确认画面

在使用多家信息网站时，请避免向同一家企业重复登记。

各家企业的报名登记方式不尽相同，有的企业只需要求职者的简单信息，

报名登记后，并非一定要参加该企业的考试。

而有的企业还需要求职者提交推荐自己的作文（PR）或填写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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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登记表

确认报名登记画面，若有问卷调查，
请填写问卷。

■如何有效利用智能手机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如何熟练利用智能手机为就业活动带来帮助，
也引起越来越大的关注。

公司说明会
培养能弄清公司情况的眼力

❶有效利用报名登记或公司说明会的预约
智能手机能够浏览普通网页，所以在外出时也可以方便地进行报名登记或公司说明会的预约。

❸参加在线公司说明会
可实时收看并参加互联网上以视频形式举行的公司说明会。

公司说明会分 3 种。分别为企业单独举办的公司说明会、多家企业联合举办的联合说明会以
及以各种目的而举办的研讨会。请分别了解其各自的特点，有效参加。
公司说明会（单独型）

联合企业说明会

公司说明会是 1 家企业举办

是利用全国各地的酒店或

由企业所举办的研讨会，不

的。特点在于会对业务内容、

活 动会馆，在一处场地汇

会进行具体甄选。目的在于

各部门的工作内容等进行详

集多家企业举办的说明会。

促进求职者对公司和工作的

细说明。参加公司说明会需

可以对企业进行比较，横向

了解。在确定志愿前，可以

要提前预约。因为名额有限，

观察各行业，请积极利用。

借此机会接触企业和行业，

需尽早预约。

研讨会（公开研讨会）

敬请善加利用。

除了前面提到的就业信息网站，还有一些专门针对留学生的就业支援公司和网站。
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开始在就业活动中灵活运用这些支援。

●利用关键词找找看
在搜索引擎中输入“留学生”
、
“就业支援”等关键词，就能检索到很多公司。其中有以日

■公司说明会的信息搜集
参加公司说明会需要提前进行报名登记。请确认报名方法并进行登记。
联合企业说明会的信息可以通过就业信息网站、学校内张贴的海报以及就业信息杂志进行搜集。

本全国各地留学生为对象的，也有仅面向个别学校留学生的，透过搜索您可以找一些适合
自己的信息。

●研讨会、就业辅导及签证咨询
不同的公司或网站提供的支援内容、登载的企业各不相同。除了研讨会和就业辅导，有些
还提供有关签证申请的建议。最好能在向就业中心和前辈咨询的同时，明确自己需要的是

由企业联系

企业网站

就业信息网站

向举办企业进行报名后，即

会登载于各企业的“招聘信

可以在网站内的
“活动”页面，

可通过邮件或其他方法获得

息”内应届毕业生招聘的页

通过地区、时间以及活动种

有关日程等的联系。

面。

类等进行搜索。

哪类服务（如 ：想在当地就业、想寻找中小企业等）
，然后再对这些支援加以利用。

●招聘信息及有意录用外国人的企业信息

学校内的公告

就业信息杂志

很多留学生在就业活动中都面临一个难题，那就是很难找到愿意录用留学生的企业。一

会在职业中心的公告栏等张

会在职业中心内设置的就业相关信息杂志中刊

些留学生就业支援公司或网站会提供独家信息，包括面向留学生的招聘信息或有意录用留

贴海报。

载活动广告以及活动信息一览。

学生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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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登记表

灵活运用就业支援公司或网站

■公司说明会的种类

公司说明会

❹将各种便利的应用程序有效利用于就业活动
熟练运用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可为就业活动带来帮助。

参加“公司说明会”等，可以直接倾听招聘主管的声音，亲身感受该公司的气氛。

报名登记

❷管理普通电邮
在外出时也可以查看企业等发来的电邮，并进行回复。
并且，可以点击邮件里面的网址，直接打开网页浏览信息。

进行报名登记并进入甄选过程之前所举办的就是“企业说明会”或者“研讨会”等。

■公司说明会的准备和心理建设

■简历的写法
简历属于正式的求职材料。若没有特别指定，通常是手写。应当字迹工整地仔细填写，

■到前一天要做好的事情
●对参加企业进行预习
・熟读企业主页（经营理念、事业介绍、聘用信息等），并理解好。
・在新闻网站、报刊、杂志等上检索企业的相关新闻。

以便于阅读。
填写提交日期。
如果以邮寄方式提交，则填写发信日期。
如果此处是平假名，则读音也用平假名书写，
如果此处是片假名，则读音也用片假名书写。

●时刻意识到人事负责人的视线，通过行动留下好印象。
・不仅在接待处，在走廊和洗手间也要注意言行。
・自由选择座位时，尽可能坐在前面，一定要提问，留下印象
●积极提问，消除在以往的研究中不明白的疑问
●感受无法通过主页和公司介绍了解到的公司氛围与员工氛围

使用穿西服正装在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照片背面写入学校名、院系名、姓名
等内容。
如果有印章，则蘸上印泥，
端端正正地盖上印

携带物品
●文具●笔记本、记事本
●会场地图
●说明会请帖●公司资料
●印章●简历
（带上印章、简历，以防万一）
●报名登记表复印件

正确填写地址，
如果住在公寓，则应填写公寓名称及房间号
码
留学前有工作经验的，
可在学历下方填写。

※ 单独型企业说明会在说明会后有时会进行面试或职业适应性检查、笔试等，请在参加前做好充分准备。

数字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研讨会（公开研讨会）
■参加方法
举办日期、时间及研讨会内容都会在各企业网站及就业信息网站等处公布。
另外，如果向主办企业报名登记，企业也可能将研讨会信息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送过来。通
过这些信息源，可确认报名参加的方法，并进行参加登记。

资格证用正式名称填写。
在自己国家取得的资格证也一并写上。
简洁填写，注意不要超出栏外。
写得过短也不好。注意长短适度，
可先打好草稿再誊写。

■研讨会的形式
以增进求职者对企业所属行业的理解为举

以提高就业技能为目的，通过实际体验，
就业活动支援型

可以掌握“自我分析”
、
“企业研究”的

行业研究型

方法等。在每年的较早时期举办。

自己的性格、长处等希望展示自己的地方可
详写。
理由及背景等，应写得清楚易懂。

办目的。研讨会上将介绍该行业的任务、
职能、产品及服务，以提高求职者对该行
业的兴趣。

企业研究型

以增进求职者对企业经营项目、各部门
职能、工作内容等方面的理解为目的举
办。为了加深求职者对工作的理解，有
的研讨会还按不同职种设有多个展位，
参加者在听取企业进行总体说明后，可
到自己关心的展位了解具体情况。

少人数型

以为了让求职者能与校友等进行深入交
谈，这类研讨会常常设在小会场或咖啡厅
等处，这样可以便于谈话者清楚听到对方
谈话，利于交谈。对参加人数设有限定，
实行完全预约制。可以和企业人员进行面
对面的交谈，能够实际感受到公司的气氛。

利用该处表达自己对应聘公司的兴趣，
及进入公司的热切希望。

※ 请参考“报名登记表的内容”（P46）
填写内容有误时，不得使用涂改液，而应从头再写一遍。
写完之后，再次确认是否有遗漏之处。在提交前别忘了复印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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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迟到⇒接待手续要在说明会开始前 10 分钟结束。
●手机设为振动⇒不要妨碍他人
●不仅要跟人事负责人、管理人员打招呼，在接待处等地方也要
好好打招呼。
●提问时，
首先报出自己的名字，要明朗干脆地讲话。得到回答后要表示感谢。
●虽然不用过分在意，但必须遵循礼貌、礼节

公司说明会

注意事项

报名登记

■当天，在会场

报名登记表

■报名登记表的获取方法
报名登记表的获取方法各企业不尽相同。

为能充分展示自己的魅力

为了不漏掉应聘的机会，应事先确认就业网站和各企业网站上登载的

“报名登记表”就是企业用来详细掌握应聘者特性的资料。

“报名登记方法”及“录用流程”。

报名登记表的格式和填写内容因企业而异，但一般来说都是由所在大学的信息及联
系方式等基本信息和“应聘理由”及“自我评价”等作文所组成。

企业的网站

在公司说明会上分发

与公司介绍资料同封

可以从主页下载表格或者
直接在主页上填写。

参加公司说明会时会予以
分发。

报名后会与申请资料同时
发送过来。

报名登记

而且，提出报名登记表就是正式报名参加企业的录取测试。

■报名登记表的填写内容
公司说明会

■基本信息
エントリーシート
令和
ふりがな

おう

王

氏名
ふりがな

年号

××

月

××

日

基本信息的内容基本与“简历”相同。
简历的基本信息填写方法请参考“简历的
填写方法” … P45

写真

生 年 月 日

135

-

19×× 年 4

月

2

日（満×× 歳）

8630

東京都江東区青海2-2-1
***@aomi.ac.jp
年

電話番号

月

6

■作文

中国経済大学経済学部経済学科卒業

2016年 平成28

4

青海大学大学院経済学研究科修士課程入学

2018年 平成30

3

同課程修了見込

关于报名登记表中的作文项目，各企业提
出的问题不尽相同。此外，
一般会有 200 字、
400 字或 800 字等的字数限制，书写时需
要控制在限制字数的 90% 以上、100% 以下。

職歴
なし
以上
自己PR

私の強みは、努力できることです。それは、日本に留学するための日本語の勉強を半年間毎日続けたことから言うこと
ができます。日本語の勉強をするにあたり、漢字が苦手だったので、毎日ノートに書き取りを行い、意味が分からない漢
字があればすぐに調べ、作った文を日本語の先生に直してもらうことを続けました。
その結果、留学できるレベルまで日本
語を話せ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そのため、努力をし続けることが私の強みだと考えています。

私が学生時代に力を入れたことは、塾講師のアルバイトです。大学入学時より個別塾の講師を務め、
これまでに約１
００名の生徒を担当しています。生徒の成績を上げることが講師の役目ですが、生徒それぞれで抱えている問題が異
なるため、一人ひとりと向き合って一緒に問題を解決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そこで私は、
「生徒との会話を大事にする」
ことで生徒の良き理解者となることを考え実践しました。具体的には、授業中に一方的な解説を行うのではなく、生徒に
答えてもらいながら授業を進めるように試みました。すると、生徒がどのように考えどのような問題が理解できていないかを
知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そして、生徒自身に考えさせる癖をつけることで、生徒自身が気づいていない苦手な個所を見つ
け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その結果、 生徒の成績を上げ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中には、20点ほどテストの点数を伸ばすこと
が出来た生徒もいました。
志望動機

私が貴社を志望する理由は、日本のパンを海外に広めたいからです。将来は、パンを販売するだけでなく、
その製造
技術も世界に広めていくのが夢であり、貴社は、業界の中で唯一パン教室を海外にも展開されていることをホームペ
ージで拝見したからです。
私は日本に来てパンのおいしさに感動しました。日本のパンは生地が細かく甘みがあり種類も豊富で、絶対に海外で
も人気が出ると思うようになり、海外に広める役割を自分が担いたいと考えました。
私は、母国語の他にも英語を使うこともでき、現在、アルバイトですがレシピの翻訳をしたり、母国の料理の作り方を教
えたりしています。その経験や語学を貴社のパン並びに教室の海外展開に役立て、海外に日本のパンを広める仕事
に携わりたいと考え志望いたしました。
趣味・特技等

日本語能力試験N1、TOEIC８８０、普通自動車第一種免許

水泳、テニスを趣味にしています。

证书等要填写正式名称。
在祖国获得的证书也要写进去。
46

❷若是手写，应认真书写，字迹工整，以便于他人阅读
无需赘言，错字漏字等现象必须避免。即使没有一手好字，也应该认真书写，保持字迹工整。

❸避免空白
有效地利用空间，尽量不留空白。

❹填写后一定要复印备份
在参加研讨会或面试前，有必要再看一遍自己填写的内容。

❺在贴附的照片背面写上“学校名／院系／姓名”

学生時代に力を入れたこと

免許・資格等

❶若是手写，必须复印多张，以用作草稿
不得使用涂改液。打好草稿后再誊写。

０90 - ９９９９ - ９９９９
学 歴 ・ 職 歴

学歴
2015年 平成27

■填写报名登记表时的注意事项

企业在进行分类时照片有可能会脱落。

在“自我评价”中，
锁定可以展示的要点，
然后充实内容，这样很有效。
要注意表达出自己展示的要点可以如何
活用到工作中。

❻请日语水平高的人校阅
请他人确认日语的文字或表达有无错误。

❼不要临近截止期限才提交，应尽早提交
・有的企业是按照收到报名登记表的先后顺序进行选拔的。

・到截至期限临近时才提交的学生很多，企业就没有时间一份份地仔细审阅。

「关于“学生时代为之努力的事情”
，要
传达出对于学生时代“为之努力的事
情”
“采取了怎样的对策”以及“从中得
到了什么”
。

・如果是通过网络（Web）提交的话，截止期限前访问网页的人会很多，有可能出现难以发送的情况。
・也有很多人最终没赶上而失去参加应考的机会。

关于“应聘理由”
，表达出自己想要进入
公司的热情和可以做出怎样的贡献这点
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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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登记表

メール
アドレス

留学

年

とうきょうと こうとうく あおみ

〒
住所

××

性別

りゅう がく

■报名登记表的填写方法

■③“学生时代为之努力的事情”的要点

在报名登记表的作文中，一般有“应聘理由”
、
“自我评价”和“学生时代为之努力的事情”3 项问题。

在“学生时代为之努力的事情”中，
传达出对于学生时代“为之努力的事情”
“采取了怎样的对策”
以及“从中得到了什么”这几点至关重要。

■①“应聘理由”的要点

要点

■文章的结构

1

为什么会觉得这家企业有吸引力（结论）

具体理由（如果有什么小故事可以写一下）

3

企业需要你的理由（可以做出怎样的贡献，可以做出贡献的实力是什么）

1

写出学生时代为之努力的一件事情（结论）

2

结合具体的小故事，写出为之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3

写出最终自己获得了什么，有了怎样的成长
报名登记表

2

■文章的结构

■④报名登记表的其他问题范例

■②“自我评价”的要点
在“自我评价”中，传达出“自己具有怎样的特征”以及
“工作中可以怎样灵活发挥自己的特征”这点至关重要。

要点

●要想写“自我评价”
，需要进行自我分析。
（→自我分析 P13）
●锁定 1 项可以展示的要点，然后充实内容，这样很有效果。
●为了证明自己的特性，不妨以具体的小故事来进行说明。
●写出工作中如何灵活发挥展示要点很重要。

最近，在白纸上自由添加插图或照片的形式也开始变多了。把录用者当成即战力的企业会采取
这种形式的报名登记表。
而且，最近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不是采取“写出 200 字以内的自我评价”等单纯问题，而是会
准备能够确认“表达力”以及“想象力”的问题。
这种趋势可能是因为企业方面想要“判断应聘者是否能够作为即战力大显身手”以及“希望应
聘者发挥自己的能力”的这些想法。大家也做好准备，提交出能够满足这些想法的报名登记
表吧。
报名登记表问题范例
●请以食物来比喻你的性格，字数限制为 400 字（食品）
●你入职后想要从事哪方面的工作来为公司做出贡献呢（商社）
●请以学生时代为之付出最大努力的事情为例，说出我们公司需要你的理由（机械）

■文章的结构

●请告诉我们你在迄今为止的失败中学到的东西（商社）

1

介绍 1 项展示要点（结论）

2

结合小故事，写出具体内容

3

在工作中可以进行怎样的活用（可以做出怎样的贡献）

●请告诉我们你迄今为止去过的最美好的地方以及理由（旅游）
●如果有 3 亿日元，为了世界和平，你会怎么做（信息、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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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说明会

●要想写“应聘理由”
，进行行业和企业研究很重要。
（→行业和企业研究 P17）
●写出想要进入“应聘企业的热情”
。
●明确写出是否具备从事这份工作所需的技能，以及可以为企业做出怎样的贡献
（可以做出贡献的实力是什么）
。

要点

报名登记

“应聘理由”中需要传达出“对于应聘企业的热情”
、
“想在应聘企业从事什么工作”以及“能为企业做出怎样的贡献”。

●要想写“学生时代为之努力的事情”
，需要进行自我分析。
（→自我分析 P13）
●对于“学生时代为之努力的事情”
，不妨写出具体的小故事。
●要写出从为之努力的事情中自己得到了什么，并有了怎样的成长。
●在为之努力的事情所获得的成果中，能够用数字或数值表现的，一定要明确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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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活动礼仪讲座

给人留下好印象的礼仪①

敬语的使用方法

书信的礼仪

要与对方建立信任关系，使用敬语是一项必可或缺的要素。要想自然熟练地使用敬语，

在发送简历和报名登记表时，附上一封叫做“送付状”的书信会给人留下好印象。

不但需要正确掌握敬语的知识，还必须在各种实际场合中积极应用，达到习惯成自然的

写信时要注意书写礼仪。

程度。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对对方的尊敬之心，这样，敬语才能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

■什么时候使用书信
・发送报名登记表或简历时

■敬语的种类
尊敬语‥‥为了对听话方表示敬意，
而直接使用尊敬的表现手法，
表述对方的动作、
状态、
所有物等。
自谦语‥‥使用谦恭的表现方式来表述自己或自己这方的动作、所有物等。

自谦语

等

■送付状的礼仪

郑重语‥‥在需要对听说方表现出郑重、礼貌的态度时使用的语言。
尊敬语

・想要以比电子邮件更真诚的态度向对方致谢时

郑重语

(在)
(去)
(来)
(说)
(听)
(看)
(吃)
(给)
(做)
(想)

①提交日
令和□年○月△日

○○株式会社
採用ご担当者 様

青海大学経済学研究科
王 留学

履歴書送付について

②收信人
收信人要在正文第 2 行靠
左书写。

拝啓

貴社ますますご清祥のこととお喜び申し上げます。

③文章标题

先日は貴社の会社説明会に参加させて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貴社の経営

方針や事業の内容について理解が深まりました。また、貴社の社員の方々の熱意あふ

れる仕事ぶりに感銘をうけ、貴社へ入社したいという気持ちが高まりました。

つきましては、ご指定のありました下記書類を送付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よろしくお願

いいたします。

記
履歴書

■书面语与口语

一通

以上

■信封的礼仪

而文章中的措辞则被称为“书面语”。
在就业活动中，要理解使用报名登记表等中使用的“书面语”与面试等中使用的“口语”

信封正面

并学会相应的日语。

このため

そんな

そのような

でも

だが

みんな

みな

すごい・すごく

非常に・大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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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都中央区○○町△丁目×番□号

なので

○

している

○

してる

○

色々な

④记
在所发送内容的上一段中
央处写上“記”
。

⑤以上

敬称

例

个人

様

○○ 様

公司等团体

御中

株式会社○○御中

职务

様

人事担当者様

带有个人名字的职务名称

様

人事部○○様

〒100-0000

○○大学△△学部××学科 三年

色んな

御中

ではない

履歴書在中

じゃない

○月○日

书面语

東京都千代田区○○町△丁目×番□号

口语

株式会社○○商事

书面语

宛名

信封背面

1 1 1 0000
人事部人事課

切手

■容易弄错的书面语与口语

标题要用比正文大的字号
写在中央处。

所有的文章写完后，在最
后一行的下方写上
“以上”
。

我们在日常对话中使用的措辞称为“口语”，

口语

提交日要在最上方一行靠
右书写。

■书信的注意事项
・收信人要竖向书写。
・丁目及番地等要按照正式格式书写，不要简略。
・尊称请参考上表。
”或
・左侧用红色写上“履歴書在中（内有简历）
“エントリーシート在中（内有报名登记表）
”
。
・在背面书写寄信人的地址时，要将地址写在接
缝的右侧，姓名写在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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