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外籍人才接收制度
　　　从2019年4月1日起开始实施！

在留資格

新设 “特定技能”“特定技能”
该制度旨在解决日本国内劳动力严重短缺的问题，希望接收具备一定专业知识与

技能、可直接走上工作岗位的外籍人才。

特定技能1号 *

针对在特定行业领域从事需具备一定程度专业知识或经验的技能型工种的

外籍人士发放的在留资格

- 居留期间：1年、6个月或4个月更新一次，总计时间不超过5年

- 技能水平：通过考试等评估（完成技能实习2号人员无需考试）

- 日语能力水平：通过考试评估是否具备日常生活及工作所需的日语能力（完成技能实习2号人员

无需考试）

- 家属陪同：原则上不允许

- 接收机构或注册支援机构的支援对象

*在留资格“特定技能”分为两种类型，特定技能1号和特定技能2号。特定技能2号是针对在特定行业领域从事需熟

练掌握某些技能工种的外籍人士发放的在留资格。

出入国在留管理厅

部门名称 地址 联系方式

出入国在留管理厅总务科公共关系部 东京都千代田区霞关1-1-1 03-3580-4111

札幌出入国在留管理局总务科
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大道西12

札幌第三联合办公大楼
011-261-7502（总机）

仙台出入国在留管理局总务科
宫城县仙台市宫城野区高轮1-3-20

仙台第二法务联合办公大楼
022-256-6076（总机）

东京出入国在留管理局

劳动就业审查第三部门
东京都港区港南5-5-30

0570-034-259

（分机 330）

东京出入国在留管理局横滨支局总务科 神奈川县横滨市金泽区鸟滨町10-7 045-769-1720（总机）

名古屋出入国在留管理局总务科 

　- 接收 /社会融合相关事务

 审查管理部门 

　- 在留资格“特定技能”相关事务

 劳动就业审查第二部门

爱知县名古屋市港区正保町5-18

审查管理部门

052-559-2112

劳动就业审查第二部门

052-559-2110

大阪出入国在留管理局总务科 大阪府大阪市住之江区南港北1-29-53 06-4703-2100（总机）

大阪出入国在留管理局神户支局总务科
兵库县神户市中央区海岸大道29

神户地方政府联合办公大楼
078-391-6377（总机）

广岛出入国在留管理局

劳动就业及永久居留审查部门

广岛县广岛市中区上八丁堀2-31

广岛法务综合办公大楼
082-221-4412

高松出入国在留管理局总务科
香川县高松市丸之内1-1

高松法务联合办公大楼
087-822-5852（总机）

福冈出入国在留管理局总务科
福冈县福冈市中央区舞鹤3-5-25

福冈第一法务综合办公大楼
092-717-5420（总机）

福冈出入国在留管理局那霸支局总务科
冲绳县那霸市樋川1-15-15

那霸第一地方政府联合办公大楼
098-832-4186



1号特定技能外籍人士接收手续概要

从海外来日的外籍人士
居住在日本的外籍人士

（中长期在留者）

新入境的外籍人士
完成技能实习2号的

外籍人士

完成技能实习2号的

外籍人士
来日学习的留学生等

通过了技能考试和

日语能力考试

通过了技能考试和

日语能力考试
无需技能考试和日语能力考试

[ 与接收机构签订雇用合同 ]

由接收机构等举办的离境前说明会

接受体检

申请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签发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地方出入国在留管理局

申请在留资格变更许可

在留资格变更许可

*由接收机构职员等

代理申请

*原则上必须

由本人申请

[ 对外籍人士的要求 ]

- 年龄在18岁及以上

- 已通过技能考试和日语能力考试（完成技能实习2号的外籍人士无需考试）

- 在日本居住未满5年的特定技能 1号人士

- 未缴纳保证金或未签订带违约金的合同

- 完全明白自付费用的详细规定 等

[在日本入境后（或在留资格变更后）立即执行 ]

- 已参加了由接收机构等举办的日常生活注意事项说明会

- 已在居住城市的市政府办理了登记手续

- 已开设了接收工资汇款的银行账户

- 已有稳定住所 等

申请签证

入境

发放签证

日本驻外领事馆

在接收机构正式入职



特定行业领域和从事工种

特定行业领域
领域主管

行政机构
从事工种

1 护理
厚生劳动省

- 包括护理服务（根据护理对象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协助其洗澡、进食和排泄）及其他相关的协

助服务（协助其娱乐和功能训练等）

注：不包括上门护理服务 （考试类别 1）

2 建筑物保洁 - 建筑物内部保洁 （考试类别 1）

3
机械零部件

及模具行业

经济产业省

- 铸造　　　　- 金属冲压　　　　　- 精加工　　　- 熔焊

- 锻造　　　　- 钣金加工　　　　　- 机械检查

- 压铸　　　　- 电镀　　　　　　　- 机械维修 

- 机械加工　　- 铝阳极氧化处理　　- 涂装 （考试类别 13）

4 工业机械行业

- 铸造　　　　- 涂装　　　　- 精加工　　　　　- 电气设备组装　　　- 熔焊

- 锻造　　　　- 铁工　　　　- 机械检查　　　　- 印刷电路板制造　　- 工业包装

- 压铸　　　　- 钣金加工　　- 机械维修　　　　- 塑料成形

- 机械加工　　- 电镀　　　　- 电子设备组装　　- 金属冲压 （考试类别 18）

5
电气和电子

信息行业

- 机械加工　　- 精加工　　　　　- 印刷电路板制造　　- 工业包装

- 金属冲压　　- 机械维修　　　　- 塑料成形

- 钣金加工　　- 电子设备组装　　- 涂装

- 电镀　　　　- 电气设备组装　　- 熔焊  （考试类别 13）

6 建筑

国土交通省

- 建筑结构施工　　- 土工　　　　　　- 室内装修 /装潢　　- 泥瓦工　　　- 屋顶施工

- 混凝土泵送　　　- 电气通讯　　　　- 隧道推进施工　　　- 钢筋施工　　- 建筑机械施工

- 钢筋拼接　　　　- 高空作业　　　　- 建筑木工　　　　　- 管道安装　　- 建筑钣金

- 保温和保冷　　　- 聚氨酯喷涂隔热　- 海洋工程 （考试类别 18）

7 造船与船舶工业

- 熔焊　　- 精加工

- 涂装　　- 机械加工

- 铁工　　- 电气设备组装  （考试类别 6）

8 汽车维修与保养 - 汽车日常检修与保养、定期检修与保养、拆卸保养  （考试类别 1）

9 航空
- 机场地勤（地面驾驶服务、行李及货运服务）

- 飞机维修与保养（飞机与设备等的维修与保养） （考试类别 2）

10 住宿服务 - 住宿服务，例如：前台接待、策划 /宣传、接待服务、餐厅服务 （考试类别 1）

11 农业

农林水产省

- 所有农耕类工种（栽培管理、农产品的收集 /运输 /分类等）

- 所有畜牧类工种（饲养管理、畜牧产品的收集 /运输 /分类等） （考试类别 2）

12
渔业与

水产养殖业

- 渔业（渔具的制造与维修、水产动植物的搜寻、渔具及设备的操作、水产动植物的捕获、渔获

的处理与保存、确保安全与卫生等）

- 水产养殖业（水产养殖器材的生产、维修和管理、饲养管理、水产养殖动植物的收集（捕获）与处理、

确保安全与卫生等） （考试类别 2）

13 食品与饮料加工
- 所有食品与饮料加工工种（食品与饮料（除了酒精饮料之外）的生产 /加工、安全卫生） 

  （考试类别 1）

14 餐饮服务行业 - 所有餐饮行业工种（食品与饮料加工、顾客服务、仓储管理） （考试类别 1）

●●●●常 见 问 题

Q 对申请者在本国的学历有要求吗？

A 对申请者的学历无特别要求。但对特定技能外籍人士的最低年龄有要求，必须年满 18 岁。

Q 特定技能2号已在哪些领域得到承认？

A 已在“建筑行业”和“造船与船舶工业行业”得到承认。

Q 从技能实习2号过渡到特定技能1号时，对技能实习活动和特定技能活动之间的相关性有什么要求？

A 在每个领域的申请指南中，对外籍人士从事的特定技能工种和技能实习2号工种之间的相关性要求都作了

规定。请查阅相关指南。



如需了解整个制度、入境和在留手续、注册支援机构等的详细信息，请与以下机构联系 法务省

部门名称 地址 联系方式

出入国在留管理厅总务科公共关系部 东京都千代田区霞关1-1-1 03-3580-4111

札幌出入国在留管理局总务科
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大道西12

札幌第三联合办公大楼
011-261-7502（总机）

仙台出入国在留管理局总务科
宫城县仙台市宫城野区高轮1-3-20

仙台第二法务联合办公大楼
022-256-6076（总机）

东京出入国在留管理局

劳动就业审查第三部门
东京都港区港南5-5-30

0570-034-259

（分机 330）

东京出入国在留管理局横滨支局总务科 神奈川县横滨市金泽区鸟滨町10-7 045-769-1720（总机）

名古屋出入国在留管理局总务科 

　- 接收 /社会融合相关事务

 审查管理部门 

　- 在留资格“特定技能”相关事务

 劳动就业审查第二部门

爱知县名古屋市港区正保町5-18

审查管理部门

052-559-2112

劳动就业审查第二部门

052-559-2110

大阪出入国在留管理局总务科 大阪府大阪市住之江区南港北1-29-53 06-4703-2100（总机）

大阪出入国在留管理局神户支局总务科
兵库县神户市中央区海岸大道29

神户地方政府联合办公大楼
078-391-6377（总机）

广岛出入国在留管理局

劳动就业及永久居留审查部门

广岛县广岛市中区上八丁堀2-31

广岛法务综合办公大楼
082-221-4412

高松出入国在留管理局总务科
香川县高松市丸之内1-1

高松法务联合办公大楼
087-822-5852（总机）

福冈出入国在留管理局总务科
福冈县福冈市中央区舞鹤3-5-25

福冈第一法务综合办公大楼
092-717-5420（总机）

福冈出入国在留管理局那霸支局总务科
冲绳县那霸市樋川1-15-15

那霸第一地方政府联合办公大楼
098-832-4186

- 如需了解在留资格“特定技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法务省官方网站。　 搜索“法务省 特定技能”☆

有关特定行业领域的咨询方式，请参见法务省官方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