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地址：首尔市芦原区光云路20 
光云大学国际交流组（邮编：01897）

本科课程咨询
电话：+82-2-940-5014~6，传真：+82-2-940-8682
网站：http://www.kw.ac.kr, http://iphak.kw.ac.kr 
电子邮件：mcshin@kw.ac.kr, rokrok@kw.ac.kr

         
   

韩国语课程咨询
电话：+82-2-940-5014~6，传真：+82-2-940-8682
网站：http://kcklc.kw.ac.kr 
电子邮件：kcklc5307@kw.ac.kr 

We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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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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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17学届 媒体影像）

 (越南, 18学届, 媒体影像)杜杉 히엔아잉

选择媒体影像专业的原因？
现在作为一个媒体信息的社会，信息传递媒体占
据很大一部分，人们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已经成为
一种日常生活的常态。 所以我也想成为向消费者
提供正确信息的生产者，于是选择了这个专业。

请介绍一下关于学部的活动。
我们专业有很多帮助外国留学生更好地适应学习
氛围的活动。 与教授一起进餐的同时还可以一起
交流关于自己日常生活中或者学习上的的烦恼，
与韩国学生进行导师活动等，导师们可以更加容
易地、亲切地帮我们外国人解决关于学习、韩国
生活还有语言等方面遇到的问题。

Q.

Q.

媒体影像是一个怎样的专业？
简单说明的话，就是通过广播、报纸、社交网络
等多种方式传达信息的专业，我们专业分为言论
情报专业、数字媒体专业、战略交流专业3个专业
。我主修数字媒体专业，并学习影像编辑、影像
拍摄、影像内容制作等课程。

作为外国人学习专业课的时候有没有遇
到什么困难？是怎样克服的？

在对于授课内容理解不是很清楚的时候，这时会
先查找书籍或网络上的资料，然后再亲自向教授
询问或问其他的韩国朋友。 除此之外，通过和韩
国朋友们一起吃饭或者一起学习，也能够更好地
适应其中。

Q.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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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8学届，国际学部）

 (哈萨克斯坦, 18学届, 软件学部)柳懿庭 쿠안득

请介绍一下关于国际学部
国际学部正在研究包括东北亚政治及外交在内的
内容。我们学院的专业课具有地域性和多样性等
特点。 不仅涉及经济及文化相关的内容，还可以
学习美国、韩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

在光云大学的学习生活怎么样？
首先，教授们非常理解外国留学生的情况，对于
在韩国留学生活过程中因语言问题带来的不便也
非常包容。 在发表时韩语发音有些生疏的部分，
教授会相对宽容一些。比起韩语，教授更注重对
于内容和结构的评价，因此无需过度担心语言问
题，只要努力专注于授课内容即可。

Q.

Q.

对于软件学部请做一下介绍。
我们系的主要学习内容包括算法，各种编程的语
言以及数学等。 我们系为学生举办很多活动。 其
中名为”programming week”的活动为期一周，
是由学生们亲自编程并展开的竞赛类的活动，能
够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对学生有很大
的帮助。

作为外国人，留学生活不辛苦吗？
作为外国人最开始学习的时候很困难。起初韩语
授课的内容不太容易能理解,但时间长了，慢慢习
惯之后，再学习也是没有问题,和同一组的韩国学
生一起进行组项目时，大家也都是互相帮助,从而
也使我更加适应了校园生活。

Q.

Q.



Why Kwangwoon?

交通便利，
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十分便利，距首尔主要市内（市政
府、东大门、明洞等）仅需20~30分钟

 •  开设韩国语教育课程，帮助学生更好地
理解大学课程、熟练地编写报告及正确
理解大学教材的内容。

 •  通过韩国语讲师的指导项目与韩国学生
的辅导来帮助学习韩国语。

采用丰厚的奖学金制度，可在入学第一个
学期获得30~80%的奖学金。在过去的三年
中，超过64%的本科外国人在校生获得了
奖学金。

运营针对外国留学生的生活辅助体系，可
随时帮助学生解决留学生的日常问题、并
提供留学生活相关的咨询服务。同时，还
提供与韩国学生共同进行的一对一辅导与
学习小组计划。此外，还为留学生学习社
团、教授参与型留学生导师小组等的多种
活动提供支持。

首尔最丰厚的
奖学金制度

优质的韩国语
教育课程

Multi-Care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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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 钟阁

需要30分钟

光云大学站

1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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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招生日程

日程安排
2021学年度第一学期

(第一批)
2021学年度第一学期

(第二批)
备注

招生说明会 2020.09.18.(周五) 时间与地点另行通知

网上报名及
提交材料

2020.09.23(周三)
~10.08(周四)

2020.11.04.(周三)
~11.20(周五)

· 网上报名（18:00截止）
    - http://www.jinhakapply.com
· 提交材料（19:00截止）
    - 访问或邮寄
    （截止日之前到达的材料方可被视为有效）
· 地址 
   首尔市芦原区光云路20 
   光云大学东海文化艺术馆111号国际交流组 
  (01897)

笔试 2020.10.21(周三) 2020.12.02(周三)
· 韩国语考试
· 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公布最终
合格者

2020.11.06(周五) 2020.12.18(周五) · 学校官网通知(17:00以后)

缴纳学费
2020.11.09(周一)

~13(周五)
2020.12.21(周一)

~24(周四)
· 学费缴纳：向学校指定银行缴纳学费

发放标准
入学许可书

2020.11.25(周三)以后 2021.01.06(周一)以后

新生说明会 2021.2月中旬 · 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开学 2021.03.02(周二)

* 根据学校内外情况，上述日程可能会发生变动。

外国人本科入学



2. 招生院系

学院 招生部门 专业

电子信息工科学院

电子工程学系

电子通信工程学系

电子融合工程学系

电气工程学系

电子材料工程学系

机器人学部 信息控制专业，智能系统专业

软件融合学院

电脑信息工程学部 计算机工程专业，智能信息工程专业

软件学部 软件专业，人工智能专业

信息融合学部 可视化技术专业，数据科学专业

工学院

建筑学系（五年制）*

建筑工程学系（四年制）

化学工程学系

环境工程学系

自然科学院

数学系

电子生物物理系

化学系

体育综合科学系

人文社会科学院

国语国文系

英语产业系

媒体传播学部 媒体信息专业，互动媒体传播专业，战略传播专业

产业心理系

东北亚文化产业学部 文化交流专业，文化资讯开发专业

政策与法律学院

行政系

法学部
一般法学专业，国际法务专业，
科学技术法务专业

国际学部 国际区域专业

管理学院
经营学部 经营学专业

国际通商学部 韩日通商专业，韩中通商专业

*仅限在之前的大学学习建筑专业的学生申请建筑系（5年制）2、3年级的插班。 

* 院系介绍 : https://www.kw.ac.kr/ko/univ/glance.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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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名资格

条件类别 内容

国籍
· 本人及父母均为持有外国国籍的外国人
· 双重国籍者中不持有韩国国籍的外国人

学历

新生 在韩国或其他国家已接受相当于韩国小学·中学·高中的12年正规教育的毕业生（准毕业生）

二年级
插班生

专科大学毕业生或在全日制四年正规大学修完1年以上的学生
(至少修完25学分)

三年级
插班生

专科大学毕业生或在全日制四年正规大学修完2年以上的学生
(至少修完60学分)

韩国语能力

新生 拥有可正常进行本科课程学习的韩国语能力的学生

二年级
插班生

申请者须满足以下其中一个条件
· 持有TOPIK(韩国语能力考试) 3级以上的学生
· 在本校国际教育院语学堂获得4级以上的学生
· 在其他学校的韩国语教育中心获得5级以上的学生

三年级
插班生

申请者须满足以下其中一个条件
· 持有TOPIK(韩国语能力考试) 4级以上的学生
· 在本校国际教育院语学堂获得5级以上的学生
· 在其他学校的韩国语教育中心获得6级以上的学生

4. 录取方法

方式 招生阶段 招生指南

一般
录取

材料审查
与

笔试

· 申请者将经过材料审查与笔试的过程
· 笔试将测试申请者的韩国语能力（TOPIK三级水平）
   TOPIK三级以上或本校韩国语课程四级结业者可免笔试
· 未通过笔试的申请者，可根据个人意愿，转为有条件录取

有条件
录取

材料审查

·合格者需要在本校学习‘韩国语课程’，在提交TOPIK三级以上证书或修完韩国语课程四级
（中级2）后，学生方可在下一个学期升入本科 
· 有条件合格学生的签证不能更改为留学（D-2）滞留资格
· 因滞留资格变更或无法延长滞留期而无法合法滞留在韩国时，将会被取消录取

* 即使是没有韩国语能力也可以转为有条件录取的方式申请本科。



5. 报名材料  

区分 提交材料 形式 新入 插班

1
入学申请表 
※ 在线申请后打印

原件 ○ ○

2
自我介绍书和学习计划书
※ 在线申请后打印

原件 ○ ○

3
学历查询同意书
※ 在线申请后打印

原件 ○ ○

4
高中（预计）毕业证
※ 申请插班的学生在申请当时就读大学，应提交高中毕业证

公证件 ○ △

5 高中三年的成绩单 公证件 ○ X

6 专科大学/本科毕业证 (结业证明) 公证件 X ○

7
专科大学/本科全年级成绩证明
※ 必须提交翻译版本（韩国语或英语）
※ 为了认可学分，应标有全年级成绩和学分（若未标学分，将不得报名）

公证件 X ○

8

最终学历认证书
※ 新生：高中毕业事实学历认证
※ 插班生：专科大学/本科毕业事实学历认证
  （报名当时正在就读大学的学生应提交高中毕业事实认证书）

公证件 ○ ○

9 本人护照复印件 复印件 ○ ○

10
外国人登录证复印件（前，后）
※ 已进行外国人登录并居住在韩国的学生必须要提交

复印件 △ △

11
家族关系证明
※ 中国以外的国籍：出生证明或亲属关系证明
※ 中国国籍：户口簿复印件及亲属关系证明（翻译公证）

公证件 ○ ○

12 本人及父母身份证复印件 复印件 ○ ○

13

USD20,000以上银行存款证明原件（本人或父母）
※ 下列两项中选一
 - 国内银行存款证明及最近三个月交易明细（受理日期为准）
 - 海外银行存款证明（有效期应该是入学日之后）

原件 ○ ○

14
韩国语能力证明材料
※ 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资格证
※ 韩国语课程结业证（成绩）及出勤证明（持有D-4签证的学生必须提交）

原件 ○ ○

15
报名费 120,000韩元
※ 在线报名时支付（信用卡支付或转账）

- ○ ○

※ ○：必须提交，X：不需要提交，△：限于相关学生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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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材料须通过邮件或直接提交的方式递交，如校方没有在指定的期限内收到学生的材料时，该学生将不会被视为录取资格审核的

对象。

※ 选择邮件的方式提交时，无法逐个确认材料是否到达

※ 所有材料需提交原件，提交的材料及报名费不予退还 

※ 不属于韩国语或英语的材料应翻译成韩国语或英语后公证

※ 除了上述提交材料以外学校可要求提交补充材料

※ 最终学历证明认证书

   -  中国以外的国籍：提交毕业证明获得相关国家政府机关确认的<Apostille确认书>，或者相关国家韩国领事馆<领事确认>或<在外

教育机关确认书>。

   - 中国国籍

 1) 普通高中：必须提交以下部门开具的毕业事实认证书(英文)

     ‧ 中国教育部学历认证中心 http://www.chsi.com.cn +86-10-82338424

     ‧ 中国教育部学位认证中心 http://www.cdgdc.edu.cn +86-10-82379482

     ‧ 首尔孔子学院 http://www.cis.or.kr, +82-2-554-2688

 2) 职业高中：下面①和②中任选一项

     ① 相关学校发放的毕业证书(需做省教育厅 + 韩国驻华公馆领事的认证）

     ② 省教育厅发放的毕业证书(需韩国驻华公馆领事的认证）

  * 发行认证书大约需要30天，请提前申请准备。  

  * 提交的认证书不予返还，签发签证或变更签证所需的材料必须由真情人另行准备。



6. 学费

学院
入学费

（第一个学期交付一次）
学费（一个学期）

电子信息工科学院，软件融合学院，工科学院

342,000韩元

4,266,000韩元

自然科学院，媒体传播学部 3,753,000韩元

东北亚文化产业学部，国际通商学部 3,630,000韩元

管理学院 3,432,000韩元

人文社会科学院，政策与法律学院 3,244,000韩元

* 入学费和学费会在下一个学年有所变动。

7. 奖学金

A. 入学学期奖学金 

区分 奖学金

普通学生 学费的30%

本校语学院出身 学费的50%

TOPIK 三级持有者 学费的70%

TOPIK 四级以上 学费的80%

B. 入学学期以后的奖学金

前学期成绩
奖学金

TOPIK三级以下(包括无TOPIK成绩者) TOPIK四级以上

4.3以上(97以上) 学费的80% 学费的100%

4.0以上~4.3以下(90-96) 学费的60% 学费的80%

3.5以上~4.0以下(85~89) 学费的40% 学费的60%

3.0以上~3.5以下(80~84) 学费的20% 学费的40%

2.5以上~3.0以下(75-79) 没有 学费的20%

C. 外国留学生奖学金支付现状

已获得奖学金学生占比 64% 未获得奖学金学生占比 36%

8. 韩国语能力教育课程
根据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的级数和入学考试结果实施可适应留学生活的韩国语和基础科目针对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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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毕业条件
A. 学生须向学校提交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4级的证书方可毕业。
B. 因各专业在毕业条件以及所要求的毕业学分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请学生务必在各学部办公室对相关信息进行确认。 

10. 宿舍

区分 幸福宿舍(Bitsoljae) International House

结构 两人一间 四人一间

费用 约1,500,000韩元/学期(保证金100,000韩元)

个人设施 床(寝具类需个人准备)、书柜、书桌、椅子、衣柜、卫生间、浴室、网络等。

公用设施
洗衣房、熨烫室、健身房、会议室、公用厨房、无人

快递保管箱等

* 上述费用是当前为准的金额，每个学期费用会有所变动。

11. 注意事项
A.  若提交虚假材料，或以其他不正当的方式通过入学审核者，一经发现将会被取消资格，即时入学后被发现此类

问题时，也将会被取消资格。 
B. 校方不会退还学生已提交的材料，办理签证或变更签证所需材料需要由本人另行准备。
C. 因申请材料中所记录的内容有误而发生的后果，应由申请人本人承担责任。
D.  申请材料中所记录的联系方式应在招生期间有效。因电话号码及地址有误或发生变动而无法联系时，因此而发

生的后果应由申请人本人承担责任
E.  最终通过录取的应届毕业生或准结业学生须在2021年2月5日(周五)之前向本校国际交流处办公室提交毕业证明

或结业证明。



韩国语课程

正规课程由从一级到六级在内的共六个级别组成。
• 每年共运营四个学期(春,夏,秋,冬学期)。
• 每天4小时,每周5天,一学期共200小时的课程。
• 实际的情境下，学生可以通过丰富的活动使自己具有创造性的韩语能力
• 在学期中可体验跆拳道、四物游戏、K-POP、舞蹈等韩国文化。

1. 授课时间构成

上课日 授课时间 授课内容

周一~周五 09:00 ~ 13:00

会话、听力、阅读、写作等4个领域的综合教育
* 实际练习相关词汇和语法
* 开展各种实际运用学习内容的教育活动
* 实施系统化发音教育 

2. 学费
   •  报名费 : 50,000韩元(不可退款)
   •  一个学期：1,400,000韩元（包括文化体验费）
   •  可申请一个学期到一年  

3. 日程

年份 学期 报名截止日期 授课时间 预备教育期间

2020
秋季 2020.7.17(周五) 2020.9.7(周一) ~ 11.19(周四) 2020.9.2(周三) ~ 9.4(周五)

冬季 2020.10.16(周五) 2020.11.30(周一) ~ 2021.2.9(周二) 2020.11.25(周三) ~ 11.27(周五)

2021
春季 2021.1.22(周五） 2021.3.8(周一) ~ 5.17(周一) 2021.3.3(周三) ~ 3.5(周五)

夏季 2021.4.23(周五) 2021.6.7(周一) ~ 8.13(周五) 2021.6.2(周三) ~ 6.5(周五)

* 上述日程可能会因校内外的情况发生变动 

* 越南、乌兹别克斯坦、蒙古等考试国家的学生在开学前3个月截止报名

* 如有在韩居留资格(无需D-4签证)，在开课前2周截止报名

* 由于各国家签证的关系，报名可能会提前截止，请另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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