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JAL SCHOLARSHIP 日本趼究 PROGRAM 學生赧名表

姓名 性別 男 口 女口

英文名 出生地

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國籍

現在住址
連絡電語（一般）

永久住址

（行動電語）

就證學校 科系 年級

教 育 ,幺.::,:..戚 歷

學校名稱 地點

小學

中學

回-t, 中

大學

（上列表格請以中文確實填寫）

本公司將於初怎明間係存您的個人奇抖 您的 涸 人在料將僅用於本次甄逆赴 日

祈喝沽 f/J 亻文用 在未涇您的同意之下 我們继不會將您的涸人 tl、科提供子任何

與本公司正叫之第三人 或移作共他目的使用 ，， 若您不顙意提供真 'i;f' 且正卟

完悠的個人 w 抖 將可能尋致痺法成功報名此次活動

家 庭 狀 沢4

姓名 年齡 職素 住 址：

父

毋

緊急連絡人

姓名 住址 電語

前往日本次藪 ／、人L 矣役狀況

社交活動及興趣

特殊技術或專長

E-MAIL 

日語能力検定 N- 合格 黏蛄 2 吋照片

請問您是否同逆本公司初審期間保存您的個人奇抖 口同意口不同意



Application Form 

2019 JAL 又力弓St'YJ°J0D lj弓b. "J'JOIJ忙一S,3~

記入日

基本情報

名前(}以朮一卜表記） Print name as in Passport 

年月日

写真

JPEG 形式

C子、一夕貼付

（參加者名簿，報告書t

國岂囯七共有C尋曰写真老
卸願以走叭）

D-7? 字

Tick Eithe~ 口姓 Surname

口 Full Name 

名 Given Name Middle Name (if any) 

力夕力才

姓 Surname 名 Given Name Middle Name (if any) 

漢字 Kanji

(if any) 姓 Surname 名 Given Name Middle Name (if any) 

7口IJ'5b. 中(;::呼九宅區以A二汛1不一A

囯籍 性別口男口女

生年月曰 年齡

月 MM /曰 DD /年 yy

｝以朮一卜番呈 Date of Expiry: 

現住所（郵送(Z:使用~1,c國菏。囯名力、5郵便番弓圭t含~-c、自宅邸了住所相明確仁記入l.,-C姝逹U。力夕力才使用不可。）

Print in English 

（郵便番呈 Zip-code:

罨話：（固／地域番弓） 十

E-mail Address : 

CountrYL辜ion

FAX: 皿紐辺十

Any other Addresses for last minute communication before departure 

{Skype ID, Wechat ID, Facebook, Line, Weibo, etc.) : 

1 



粲急時0)母囯0)連絡先：

名前

住所

電話（固番／地域番毎）十

E-mail Address: 

続柄

FAX(If Any)+ 

Skype ID, Wechat ID, Facebook, Line, Weibo, (for emergency contact) 

字校名

専攻

母囯語＿

日本語能力

日本語検定 ( ）級 ( 年）

日本語履修暦

英語能力（參考）

TOEIC ()炁 TOEFL ()森

口討論力茫岂忍 口日常佘話杼它繆

毛O他0外囯語 （參考）

口討論力茫岂忍 口日常佘話力茫岂忍

口討論力茫吉忍 口日常佘話力茫吉忍

口討論力屯岂忍 口日常佘話力屯吉忍

健康狀態

口良l, \ 口苾圭O本(tJL,\

常用O藥0有無口苾忍 口店l, \ 

（苾忍場合、具体的,~記入）

rvJl,=¥- 口苾忍 口尪l.,\

（苾盃場合、具体的(Z::記入）

口l'\'j 卜

口匡棻品

2 

口片言

口片言

口片言

口片言



口食物

口毛(J)他

食事制限(J)有無口苾忍 口店l,' (本力卫巧邸加憤至L 希望回忝兎店四馱合抃苾啁苗寸)

苾忍場合、具体的(~記入G""C煉逹l,\ 。

＜例： 豚肉、海老、卵、乳製品（三）哼、八夕－、于－文）＞

口宗教上邲里由

口T'vJ坪－

口老(J)他

好色尪食＾物

嫌l,\忿食＾物、日本食t、食l'\6tl忿l,\物

飲酒口芯酒相飲尅 口芯酒老飲苗尪\,'

喫煌 口煙草老吸5 口煙草老吸D尪\,'

1"'YH1好吉t可"b丶？ 口｛訊＼口\, \\, \x_ 

(, \(,'天(J)場合、具体的(Z:: 口犬口描口毛(J)他

*r健康狀態」以下、 r食事制限」、 r食事好岂嫌(,\J 、 r飲酒Jr喫煙J尪t.'©質問項目 1土日本c·©受it入n準備Ii:必要尪情報c·

苾b、久力弓一採用0合否li:I詛直接関係1,,ttv芸世!v©c、正確尪c:·、記入花治願1,,1,,ttv家才。

海外旅行経驗

＇寺其月·其月 rs, 囯名 目的

趣昧·特技

将釆O希望（職業忿O

3 



日本I亞\,\"(興昧(J)苾知芊

日本滯在中Ii::孚r}'ftl, \L'. 七、知O梠l,\L'.c. 

自己 PR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