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学年度 第1学期 (3月入学)

父‧⺟‧学生外国人本科新入学
招生简章



■ 申请者注意事项

▢ 报名及提交材料注意事项

   1. 入学报名只接受网上报名(www.uwayapply.com)。
   2. 不⽀持双重志愿于本校的招⽣单位或入学类型。
   3. 在申请入学时, 要慎重填写个人信息。如有因误写⽽产⽣的不利后果由学⽣本人承担,

学校概不负责。
   4. 缴纳完报名费后不可取消报名和更改申请内容。因此, 请务必在缴费之前确认申请内容。
   5. 请务必正确填写在审核及招⽣期间能联系到的电话号码以及地址, 如有填写错误及遗漏导

致联络不上, 或没把更改的联系⽅式告知于国际交流部⽽导致的不良后果, 由个人承担，
本校概不负责。

       ※ 申请者联系⽅式如有变动, 请告知于本校国际交流部 ☎ +82-2-910-5823。
   6. 无论合格与否，所提交的材料⼀律不退还。因此，请慎重考虑后再提交。

▢ 本校自主韩国语考试应试注意事项

   1. 未满足语言条件时, 报名者本人需要亲自额外申请并参加本校韩国语考试。
   2. 关于本校自主韩国语考试的细节，请登录本校国际教育院网站(https://IIE.kookmin.ac.kr)

进⾏确认。

▢ 个人信息收集与使用指南

   1. 我校通过报名代理公司UWAYAPPLY委托处理报名程序。
   2. 我校在取得申请者的同意前提下, 在基本范围内收集入学过程中所需要的个人信息，收  
      集的个人信息除了办理入学及学籍有关业务以外概不使⽤。入学之后个人信息将       
      使⽤于教育、研究，⾏政、加入团体健康保险、大学⽣活，信息通知及体检上。因此,   
      我们将报名本校视为同意收集申请者的入学个人信息与招⽣资料使⽤、若不同意, 谢绝  
      报名。
   3. 个人信息收集项⽬ : 申请者姓名、外国人登录证号、招⽣类型、申请学系（专业）、
      准考证号、国籍、地址、毕业学校、手机号码、座机号码、邮箱、监护人姓名、监护
      人联系电话、银⾏账号等。



■ 申请者注意事项

▢ 取消合格(入学)

   以下情况将被取消入学资格，即便入学后发现以下相关内容时, 也将被取消入学。

   1. 向本校提交的材料经相应机关确认材料造假，内容虚假，代考等不正当⽅法通过录取
      (入学)时, 即使已合格也将取消录取(入学)。在此情况下，已缴纳的学费不予退还。
   2.  禁止在同⼀学期同时注册于两个以上的专科大学ㆍ全日制大学ㆍ产业大学ㆍ教育大学，
      如违反双重注册时, 立即取消入学。在此情况下，已缴纳的学费不予退还。
   3. 高中预毕业者如在本校规定的入学日之前未能毕业时, 将取消合格(入学)。
   4. 即使被我校录取(入学), 但若被法务部·出入境管理事务所或在外公关拒签时将取消
      录取(入学)，学费全额予以退还。该责任由学⽣本人承担。没有特殊原因, 

⽽开学以后两周以内未取得签证时可能会取消入学。
   5. 即使被我校录取, 但在学历调查中发现未达到资格时, 将取消合格(入学)。
       ※ 中国高中毕业者可以⽤中国教育部学信网和学历认证中心的彩印的认证报告（CREDENTIALS 

REPORT）代替学历调查。
   6. 即使被我校录取，如在审核财政材料和学历资料时，发现未达到标准要求时，将不会
      发放标准入学许可书。

▢ 其他注意事项

   1. 本招⽣简章⾥所有内容将不会另⾏通知申请者，因此请正确熟知相关内容。
      因不了解相关内容⽽发⽣不利时，由本人全权负责。
   2. 录取公布将通过本校网站发布，不会另⾏通知。因未确认录取结果⽽导致的不利后果，
      由本人全权负责。
   3.  不论合格与否，本校⼀律不公开入学报考审核内容及成绩。
   4. 按照韩国语分班考试结果及语言能力来评估制定入学后的韩国语⽔平等级有关教育课

程，并要上指定科⽬。
   5. 其他在本招⽣简中没有明示的内容将依据相关法令，本校规定以及‘大学入学招⽣管

理委员会’的决定执行。
   6. 本招⽣简章以韩文版为基准，分别译为英语和汉语。若招⽣简章内容产⽣分歧时，
      将以韩文版作为解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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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资格

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三项条件，才有资格申请。

□ 国籍条件: 本人与⽗⺟都是外国人。
    ※ 须证明⽗⺟及本人都是持有外国国籍的外国人。

□ 学历条件：国内‧外正规高中毕业(预毕业)者或者根据相关法令能认证同等⽔准以上的学历者。

□ 语⾔能力条件：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中的任意⼀项。

   1. 韩语 (除KMU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以外的专业申请者)

      A. 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 成绩持有者
      B. 持有本校或者其他大学隶属的韩国语教育中心的成绩以及结业证书者

     C. 本校韩国语考试成绩证明书持有者
     D. 其他韩语能力证明材料持有者

   2. 英语 (KMU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申请者)

     A. 取得TOEFL iBT 80 以上(CBT 210, PBT 550), 或 IELTS 5.5以上者
     B. 英语为⺟语者或认可英语为法律通⽤语国家的国籍持有者
     C. 正规课程以英语授课的正规高中毕业（预毕业)者
     D. 受到外国政府或国际机构机关长推荐的学⽣

※ 符合以下任何⼀项时，将无法申请。
   ▸ 双重国籍者中, 持有韩国国籍者
   ▸ ⽗⺟及本人持有大韩⺠国国籍者
      * 包括⽗⺟中任何⼀⽅加入韩国国籍的情况
   ▸ 国内外自考(GED Diploma, 自学考试 等), 家庭教学, 网络教育, 大学预备课程, 继续教育课程, 成人

教育课程, 广播电视大学课程, 语言培训课程等出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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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日程

分类
日程

备注
新生第一批 新生第二批 新生第三批◆

申请报名
(⽹上报名)

2021.09.27.(周一)
~ 10.21.(周四)

2021.10.25.(周一)
~ 12.02.(周四)

※ 造型学院及艺术院的
报名截止日

2021.12.06.(周一)
~ 12.30.(周四)

UWAYAPPLY网站
(www.UWAYAPPLY.com) 

提交材料 2021.09.27.(周一)
~ 10.22.(周五)

2021.10.25.(周一)
~ 12.03.(周五)

2021.12.06.(周一)
~ 12.31.(周五)

邮寄或者亲自访问提交
(本校国际交流部（W3）

203室)

造型学院及
艺术学院

面试
2021.12.18.(周六) - 时间及地点将另⾏通知

录取名单
发布 2021.11.16.(周二) 2022.01.04.(周二) 2022.01.25.(周二)

本校网站发布
*造型及艺术大学：

2022.01.04.(周二)发布

缴纳预留金 2021.11.17.(周三)
~ 11.19.(周五)

- - -

  缴纳学费 2022.01.12.(周三)
~ 01.14.(周五)

2022.01.26.(周三)
~ 01.28.(周五)

友利银⾏全国分⾏

招录合格者 2022.01.18.(周二) 2022.02.08.(周二) 时间‧场所另⾏通知

韩国语分配
考试 2022.01.19.(周三) 2022.02.09.(周三) 时间‧场所另⾏通知

发放
标准入学许

可书
2022.01.21.(周五) 2022.02.11.(周五)

本校国际交流部（W3）
203室

开学日 2022.03.02.(周三) -

※ 以上日程会根据我校自身情况⽽有所变动，如有变动，将通过学校官网进⾏通知
※ 所有报名材料须在材料提交截止日之前提交即可
◆ 第三批仅限于持有D-4，D-2等签证，并同时滞留在韩国的学⽣可以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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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单位

系类 学院 招生单位 备注

人文

国际人文地域学院

 韩国语文学系 
国语国文学专业

国际韩国语专业

 英语英文学系 

 中国学系 
中国语文专业

中国政经专业

 韩国历史学系 

社会科学学院

 ⾏政学系

 政治外交学系

 社会学系

 媒体·广告学系
媒体专业

广告宣传专业 

 敎育学系 招⽣人数: 3名以内

 俄罗斯‧欧亚学系

 日本学系

法学院  法学系 

经商学院
 经济学系

 国际通商学系

经营学院

 经营学系
经营学专业

国际经营专业

 经营信息学系

 KMU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

 财务金融·会计学系 
财务金融专业

会计学专业

 AI大数据融合经营学系

自然

创意工科学院

 新材料工程学系 
机械金属材料专业

电⼦化学材料专业

 机械工程学系

 建设系统工程学系

 电⼦工程学系

智能型半导体融合电⼦专业

电⼦系统工学专业

智能电⼦工学专业

软件融合学院
 软件工程学系

 人工智能学系

汽车融合学院
 汽车工程学系

 汽车IT融合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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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人数 : 招⽣人数不限，根据申请者的语言⽔平，学习能力评价及各招⽣单位的接受范围等因素进⾏选拔。
   但，根据教育部教员培养机关的名额(外)运营规定，( )标的教育学专业每年限招3名以内。
※ 标(▣)的KMU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为100%英文授课。
※ 标(♠)管弦乐专业介绍 ：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大提琴，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大管，萨克斯管，
   喇叭，小号，大号，低音长号，男高音长号，打击乐器。
※ 学科介绍及专业科⽬请参考以下网站 www.KOOKMIN.ac.kr ⇨“대학·대학원”⇨“대학”⇨“대학 안내”

系类 学院 招生单位 备注

科学技术学院

 ⼭林环境系统学系

 林产⽣命工程学系

 纳⽶电⼦物理学系

 应⽤化学系 
纳⽶材料专业

⽣物医药专业

 ⻝品营养学系

 情报安全密码数学系

 ⽣物发酵融合学系

建筑学院 建筑学系

独立学院  未来移动学系

艺ㆍ 体
能

造型学院

 工业设计学系

 造型学院、艺术学院需在第
 二批报名截至时间之内报名。

 视觉设计学系
 金属工艺学系
 陶瓷工艺学系
 服装设计学系
 空间设计学系
 影像设计学系
 汽车·运输设计学系
 AI设计学系

艺术学院

 音乐学系

声乐专业(男)
声乐专业(女)
钢琴专业
管弦乐专业(详细专业请参考下⽅）♠

 美术学系
绘画专业
立体美术专业

 表演艺术学系

戏剧专业
电影专业
舞蹈专业(芭蕾)
舞蹈专业(韩国舞蹈)
舞蹈专业(现代舞蹈)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学系
 体育产业․休闲学系
 体育康复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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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方法

1. 申请步骤

⽹上报名
➡

提交材料
➡

入学评价
➡

录取生公布
➡

缴纳学费

UWAYAPPLY 国⺠⼤学
国际交流部

材料审核与
面试

国⺠⼤学
⽹站

友利银⾏
全国分⾏

2. ⽹上申请
   A. 申请⽅法 : 通过UWAYAPPLY网站(www.UWAYAPPLY.com)报名
   B. 申请流程

      

进入(www.UWAYAPPLY.com) 

⇓
注册会员及登陆

⇓
选择“국민대학교 2022-1 외국인 신입학”

⇓
确认招生简章及注意事项

⇓
填写入学申请书

⇓
确认填写内容

⇓
缴纳报名费

⇓
打印所需材料及签字

⇓
提交材料（邮寄或访问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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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申请时注意事项
       1) 网上申请时, 须将护照⽤照片(3.5*4.5cm)扫描后上传到入学申请书的照片栏⾥后保存。
       2) 缴纳报名费后不可以取消申请或修改申请内容，请在付款之前仔细确认相关内容。
       3) 由于填写网上申请内容时需要大量时间，所以请注意时间安排以免因错过报名截止

时间（17:00）⽽未完成报名。
       4) 网上申请时为了避免出现输入错误和遗漏的情况发⽣, 应格外留意，由于填写中出

现错误或遗漏⽽造成的不利后果由考⽣本人负责，学校概不负责。
       5) 只有在缴纳完报名费之后能确认本人准考证号时，才算报名成功。 

3. 提交材料

   A. 提交⽅式 : ①邮寄提交或 ②亲自访问提交 (必须在材料截止日之前提交完成)。

      

‣ 邮编 : 02707
‣ 地址 : 서울특별시 성북구 정릉로 77

  국민대학교 글로벌센터(W3) 203호 국제교류팀
  International Affairs Division, Office #203, Global Center (W3), 

Kookmin University
               77 Jeongneung-ro, Seongbuk-gu,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 收件人 : 외국인유학생 학사과정 입학 담당자

  International Undergraduate Admissions Officer

       ※ 为防止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扩散, 请优先考虑邮寄
          - 邮寄材料时需保留快递单号（存根，以⽅便查询配送结果）

   B. 注意事项 : 提交材料截止时间之内未提交者会被不合格处理，报名费不予退还。

   C. 其他事项
      1）本校只认可每⼀申请批次材料截止日之前通过并取得的TOPIK成绩（需提交成绩证
         明书），材料截止日之后取得的成绩将没有评估及审查效力。
      2）无论合格与否，所提交的材料⼀律不予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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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材料

1. 提交材料⽬录

区分 提交材料 格式 备注

申请
材料

 1. 材料审查申请书 原件 - UwayApply网上申请后，打印出来之后签字

 2. 自我介绍书及学习计划书 原件 - ⽤韩语填写
  * KMU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申请者⽤英语填写

 3. 学历调查同意书 原件 - UwayApply网上申请后，打印出来之后签字

学历
证明
材料

 4. 高中毕业(预毕业)证明书

公证件

- 提交翻译公证件（2021.04.01.之后办理的证件，
  需要双号公证）
  - 中国国籍申请者 ：請确认以下(▣)事项
  - 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申请者 ：提交毕业证明书翻译公证件
    + ①Apostille 确认书 或者 ②韩国大使馆·领事馆的领
    事认证或➂驻韩大使馆的领事认证
- 韩国高中毕业者需提交⽣活记录簿

 5. 高中全年成绩证明书

国籍
证明
材料

 6. 本人及⽗⺟身份证 复印件 - 必须提交

 7. 本人及⽗⺟护照 复印件 - 本人的必须提交 / ⽗⺟的护照复印件仅限持有者提交

 8. 本人外国人登录证 复印件
- 仅限滞留在韩国的申请者必须提交(正反面)
  * ⽗·⺟在韩国者，需提交⽗·⺟的外国人登陆证复印件。
  * 韩国高中毕业者需追加提交 ”外国人登陆事实证明”。

 9. 政府机关发⾏的亲属关系证明书 公证件

- 中国国籍申请者:亲属关系证明书的翻译公证件
 （2021.04.01.之后办理的证件，需要双号公证）
- 中国以外的国家申请者：出⽣证明书的翻译公证件
 （2021.04.01.之后办理的证件）
- ⽗⺟离异或死亡情况时需补交离婚证明书或者死亡证明书
  * ⽗⺟离异时提交对于申请者的亲权及抚养权的确认材料

语学
能力
材料

 10-1. 韩国语能力证明材料

原件

● 务必提交以下材料中至少⼀项材料
- TOPIK成绩原件（可以提交网上打印版）
- 大学附属的韩国语学堂开具的结业证明, 成绩证明与
  出勤证明(D-4签证者必交)
- 本校韩国语考试成绩证明书打印版
- 其他可以证明韩国语能力的材料
  * 除 KMU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申请者

 10-2. 英语能力证明材料
 * KMU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申请者

- IELTS 5.5或者TOEFL iBT 80 (CBT 210, PBT 550) 以上
  的成绩证明书原件
- 申请者在国外政府或者国际机构并且被有关领导推荐，提交
  推荐书

▣ 1. 中国普通高中毕业者：毕业证的翻译公证件 + 中国教育部学历认证报告书(彩印件）
      * 可以⽤会考合格证明书，会考成绩单，高考成绩单认证报告代替
   2. 中国职业高中毕业者 : 可从下列➀➁中任选其⼀
      ➀ 高中发⾏的毕业证的翻译公证件 + 韩国大使馆领事认证 + 省教育厅或市教育局发⾏的学历确认书的
         翻译公证件
      ➁ 省教育厅发⾏的毕业证的翻译公证件 + 韩国大使馆领事认证
※ 不论合格与否，所交材料不予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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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交材料时注意事项

   A. 所有提交材料必须是韩语或者英语，⾮韩语或英语材料需翻译成韩语或英语（建议英语翻译）后进⾏公
证或者附加驻韩该国大使馆的确认书后提交。

   B. 提交语言成绩时, D-4签证持有者必须提交在韩国语学院学习期间内的所有结业证明，成绩和出勤证明。

   C. 学历及国籍认证材料必须提交原件, 不可以⽤翻译公证件代替原件。不能提交原件时，需要在本校国际交
      流部接受原件对照确认。

   D. 国外高中毕业⽣根据以下⽅式中选其⼀项，需在材料截止日前提交高中学历认证材料。

      

[学历认证⽅法]

‧ 中国国籍申请者
   ① 中国普通高中毕业者：毕业证的翻译公证件 + 中国教育部学历认证报告书(彩印件）
      ※ 中国教育部学信网 : www.CHSI.com.cn
         * 可以由会考合格证明书，会考成绩表单，高考成绩表单认证报告代替
         * 至发⾏认证书约需要两周时间，所以請提前准备申请
   ② 中国职业高中毕业者 : 可从下列➀➁中任选其⼀     
      ➀ 高中发⾏的毕业证的翻译公证件 + 韩国大使馆领事认证 + 省教育厅或市教育局发⾏的
         学历确认书的翻译公证件
      ➁ 省教育厅发⾏的毕业证的翻译公证件 + 韩国大使馆领事认证

‧ 中国以外国家的申请者 : 可从下列➀➁中任选其⼀
   ① 提交获得Apostille 确认书的学历认证材料
   ② 提交出身学校所在的韩国大使馆·领事馆或在韩国内属于出身学校国家大使馆的领事认证的学

历认证。(Consular Legalization)

   E. 如有早期毕业，跳级，没有成绩或在学记录等特殊情况时，需要在该学校或相当于韩国教育厅的政府机
      关开的确认书并提交到我校。

   F. 提交的材料中名字或出⽣日期等不⼀样时要提交可以证明本人材料属实的在该国政府机关发⾏的同⼀人
      证明书。

   G. 提交预毕业证明的最终录取⽣必须在开学日之前提交毕业证明书的翻译公证件。

   H. 所提交的全部材料，与合格与否无关，⼀律不退还。为了确认事实，除了提交的材料之外，有可能需再
提交必要的补充材料。

   I.  ⼀律不公开考试成绩及评估内容。

若发现使用材料造假，填写虚假内容等不当方式合格（入学）时，将取消合格（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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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拔方法

1. 评估要素

招生单位 评估方式
招生类别反映比率

审查材料 面试考试 合计

人文‧自然‧体育类 统⼀核算 100%
(1,000分) - 100%

(1,000分)

造型学院与艺术学院 统⼀核算 - 100%
(1,000分)

100%
(1,000分)

※ 无论合格与否，考核内容与成绩⼀律不公开

2. 材料评估

招生单位 材料评估方法

人文‧自然‧体育类 自我介绍书，学业计划书，高中成绩及语言成绩等综合
评估 

3. 面试考试 [造型学院与艺术学院]

招生单位
面试内容及评分方式

备注
基本素养 专业素养

造型学院
500分

(审核自我介绍书,
学习计划书)

500分
(作品集审核)

※ 面试当天务必携带作品集
   (未携带时将禁止参加考试)
 - 作品集规格 : A3以内的平面作品(或印刷物)7份以内

艺术学院
500分

(审核自我介绍书,
学习计划书)

500分
(作品集, 专业能力, 

指定表演)

 - 音乐学部 : 自由演奏及乐器演奏
 - 美术学部 : A3以内的平面作品(或印刷物)5份以内
 - 表演艺术学部 : ⼀定量的台词及指定表演
 * 必要时，可以将视频或者影像资料存在U盘后携带即可

4. 选拔标准
   A. 对选拔人数没有限制，综合考虑申请者的语学·学习能力和各专业的接受能力等。
   B. 材料未提交(不全)者或本校规定申请资格不够者，将作为不合格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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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费

招生单位 报名费

人文‧自然‧体育类 100,000韩币

艺术学院与造型学院 130,000韩币

※ 缴纳报名费时发⽣的手续费4,500韩币由申请者本人负担。
※ 报名截止后，不能因单纯变心⽽取消报名，且不予退还报名费。
※ 因不可抗力因素或本校归责问题(报名日期往后变更)，⽽无法参加考试并在报名截止日之前申请退费后，
   学校认为此事由妥当时，依据有关标准，可以退还全部或部分报名费。
   * 不可抗力事由：自然灾害，疾病，事故，申请资格明确不符合等。(但仅限于可提交证明材料期限内予以
     认可。)

■ 学费

1. 录取生学费缴纳日期

区分 缴纳日期

第⼀批合格者预存款缴纳日期 2021.11.17.(周三) ~ 11.19.(周五)

第⼀批及第二批合格者学费缴纳日期 2022.01.12.(周三) ~ 01.14.(周五)

第三批合格者学费缴纳日期 2022.01.26.(周三) ~ 01.28.(周五)

2. 录取生注意事项
   A. 合格结果将不会另⾏通知，需申请者本人在本校官网自⾏确认。 
   B. 关于学费缴纳具体日程及⽅法将通过合格者注意事项进⾏另⾏通知。
   C. 若发现使⽤伪造材料填写虚假内容等不正当的⽅式合格(入学)时, 将取消入学。对此
      我校概不退还学费。
   D. 如在缴纳期间内未缴纳学费时将自动取消入学资格。

3. 学费退还
  录 取 本 校 并 缴 纳 完 学 费 的 学 ⽣ ， 因 个 人 原 因 放 弃 入 学 并 希 望 退 还 学 费 时 ， 需 在

2022.02.11.（周五）之前携带入学放弃申请书，本人身份证复印件，银⾏存折复印件到
本校国际交流部申请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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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费金额
   本校学费如下，2022年度学费可能根据物价上涨和教育环境改善等因素产⽣变动。

(单位 : 韩币)

招生单位 入学金※ 学费
(一学期) 合计

 国际人文地域学院
社会科学学院(媒体·广告学系除外)
法学院
经商学院

175,000 3,805,000 3,980,000

社会科学学院 媒体·广告学系
经营学院 经营学系 国际经营专业
         经营信息学系
         财务金融.会计学系

175,000 4,080,000 4,255,000

经营学院 经营学系 经营学专业 175,000 3,943,000 4,118,000

经营学院 KMU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175,000 5,369,000 5,544,000

 创新工科学院
 汽车融合学院
 软件融合学院

175,000 4,969,000 5,144,000

 科学技术学院 ⼭林环境系统学系
              林产⽣命工程学系
              情报安全密码数学系

175,000 4,429,000 4,604,000

 科学技术学院 纳⽶电⼦物理学系
             应⽤化学系
             ⻝品营养学系
             ⽣物发酵融合学系

175,000 4,637,000 4,812,000

造型学院 
建筑学院 
艺术学院 美术学系

175,000 5,126,000 5,301,000

艺术学院 音乐学系
         公演艺术学系 175,000 5,643,000 5,818,000

体育学院 175,000 4,485,000 4,660,000

※ 入学金只需在入学第⼀学期缴纳⼀次即可。
※ 对于新设招⽣单位（AI大数据融合经营学系，人工智能学系，未来移动学系，AI设计学系）的学费事后另⾏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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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学金

1. 新入学奖学金 (仅限于第一学期提供)
   新⽣的奖学金如下，凡是符合两种以上奖学金⽀付条件者，则仅会⽀付金额更高的奖学金。
    ※ 奖学金⽀付标准及⽀付金额可根据学校奖学金制度变动
    ※ 政府邀请学⽣及本国政府奖学金获得者等不属于本校奖学金发放对象

   A. 入学成绩优秀奖学金

      

专业分类 资格标准 支付比例

国际人文地域学院
社会科学学院
法学院
经商学院
经营学院
造型学院
艺术学院
体育学院

‣ TOPIK 6级持有者
* [KIBS 申请者] IELTS 8.0以上

或同等英语成绩持有者
学费的 100%

‣ TOPIK 5级持有者
* [KIBS 申请者] IELTS 7.5以上

或同等英语成绩持有者
学费的 70%

‣ TOPIK 4级持有者
* [KIBS 申请者] IELTS 7.0以上

或同等英语成绩持有者
学费的 50%

‣ TOPIK 3级持有者
* [KIBS 申请者] IELTS 6.5以上

或同等英语成绩持有者
学费的 30%

创新工科学院
科学技术学院
软件融合学院
汽车融合学院
建筑学院
未来移动学系

‣ TOPIK 6级持有者 注册金及学费的 100%

‣ TOPIK 5级持有者 学费的 100%

‣ TOPIK 4级持有者 学费的 70%

‣ TOPIK 3级持有者 学费的 50%

       ※ 入学成绩优秀奖学金是根据申请报名期间内提交的材料为基准(TOPIK或IELTS等)。
       ※ 只有申请KMU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的学⽣，是根据英语成绩评估的。

   B. 国⺠大学韩国语教育中心进修奖学金

     

资格标准 支付比例
‣ 本校韩国语教育中心六级进修者 学费 100%

‣ 本校韩国语教育中心五级进修者 学费 70%

‣ 本校韩国语教育中心四级进修者 学费 50%

‣ 本校韩国语教育中心三级进修者 学费 30%

‣ 本校韩国语教育中心二级以下进修者 入学金 100%

       ※ 选定的对象必须在提交相关材料的截止日期之前完成2个学期以上的正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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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学奖学金

 奖学种类 支付标准 支付比率(金额) 备注

成绩奖学金

省谷

按照各学系名
次来提供 30%~100%

*以下条件都符合时，会在外国留学⽣之间, 
根据平均成绩来进⾏相对评价后选拔奖学金⽀
付对象
- 前学期修满12学分以上
  (韩国语研修课程阶段者，
  需要取得各级课程必修学分以上)
- 未取得(F)学分者
- 前学期的平均绩点为2.5以上者
- 按照学年要求的TOPIK获得者
- 已加入保险者

首席

成绩1类

成绩2类

TOPIK优秀奖学金 TOPIK4级~6级 50万~200万

-适⽤下列基准

※ 但，已经获得了TOPIK优秀奖学金的学⽣，比原先
   TOPIK等级取得了更高的级别时，扣除已⽀付的金额
   后，提供余额。

 追加获得的
  TOPIK 成绩

入学时提交的 
TOPIK 成绩 

4级 5级 6级

3级 以下 100万韩元 150万韩元 200万韩元
4级 - 50万韩元 100万韩元
5级 - - 50万韩元
6级 - - -

※ 关于成绩奖学金的其他事项
   - 韩国语研修课程期间，不属于省谷奖学金⽀付对象范围。
   - 政府邀请奖学⽣的奖学金是根据国立国际教育院的奖学金⽀援标准来提供，享有本国政府奖学⽣不属于成
     绩奖学金⽀付对象范围。
   - 海外优秀外国人邀请奖学⽣依据另⾏指南授予奖学金。
※ 奖学金提供标准与金额将会根据奖学金制度⽽会有所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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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韩语考试报考指南

▲无TOPIK(韩语能力考试)成绩证明书或▲在本校或者其他大学附属的韩国语学
堂没有结业以及没有获得成绩单者，如果参加本校韩国语考试并合格時，将同
样视为符合语言条件

1. 应试对象 :  需要满足语言条件的插班生
   ※ KMU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申请者无需应试
   ※ 韩国语考试结果公布后，申请人必须亲自将“韩国语能力考试认证书”提交到国际交

流处（国际中心(W3) 203号，ENTERKMU@kookmin.ac.kr）才能认可语言条件

2. 考试日程

   

考试回次 申请期间 考试日 考试场所 结果发表

第五届 2021.09.15.(周三)
~ 10.02.(周六)

2021.10.16.
(周六) 本校以及

国外考场

2021.10.22.
(周五)

第六届 2021.10.22.(周五)
~ 11.06.(周六)

2021.11.20.
(周六)

2021.11.26.
(周五)

※ 上述日程会根据本校的情况会变动的可能，有变动时会另行通知
※ 本校韩国语考试成绩有效期为考试当天起一年以内

3. 申请方法 : 通过本校国际教育院主页上的链接进行线上申请
   ※ 详细信息请参考本校国际教育院主页的通知(https://IIE.kookmin.ac.kr)

4. 考试费 : 50,000韩元
   ※ 网上转账 : 友利银行 1005-601-214635 국민대학교

      * 一定要以本人名义(英文名字)汇款
      * 信用卡/借记卡不能直接付款

5. 相关咨询

   

部门名 主页 邮箱地址 电话
国民大学

国际教育院 https://IIE.kookmin.ac.kr ADOM@kookmin.ac.kr +82-2-910-5837

※ 地址 : 首尔市城北区贞陵路77国⺠大学Global Center(W3)205室 国际教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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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入学许可书及签证

1. 关于发⾏标准入学许可书

   A. 标准入学许可书发⾏日（预定）
      1）第⼀批/第二批合格者 ：2022.01.21.(周五) 韩国时间14:00以后
      2）第三批合格者        ：2022.02.11.(周五) 韩国时间14:00以后

   B. 标准入学许可书发放地点 ：本校国际交流部（W3）203室
       ※ 直接领取，海外滞留的学⽣将通过国际快递寄送。

   C. 所需提交材料 ：银⾏存款证明书（下列选项中可选其⼀）

      ➀ 提交海外银⾏发⾏的银⾏存款证明书时需冻结US$20,000(CNY(人⺠币)140,000)以上, 
以本人或⽗⺟名义冻结至2022.04.01.日之后即可。

           ※ 存款证明中有明确的财产冻结期限的情况，需提交  2021.10.01.日以后的发⾏件。
           ※ 存款证明中没有明确的财产冻结期限的情况：
             -第⼀批/第二批合格者： 需提交2021.12.21.日以后的发⾏件。

             -第三批合格者： 需提交2022.01.11.日以后的发⾏件。

      ➁ 韩国境内居住者可以提交韩国当地银⾏冻结2,400万韩币或US$20,000以上, 以本人
或⽗⺟名义开具的银⾏存款证明书。

           ※ 第⼀批/第二批合格者：需提交办理日为2021.12.21.日之后的发⾏件。

              第三批合格者：需提交办理日为2022.01.11.日之后的发⾏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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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签证变更、申请须知

   A. 韩国居住者：在本校领取标准入学许可书之后访问出入境管理事务所（世宗路办事处），
                  变更‘滞留资格’或者‘登陆事项’。
       ※ 访问之前，必须在韩国出入境事务所（世宗路办事处）网上预约，www.HIKOREA.go.kr

   B. 海外居住者：在本校领取标准入学许可书之后访问当地韩国大使馆·领事馆申请‘留学
                  签证（D-2）’。
       ※ 在访问韩国大使馆·领事馆之前，需电话咨询当地大使馆·领事馆在办理签证的步骤和所需材料。
      1) 海外居住者需在缴纳学费后通过邮件(E-mail : ENTERKMU@kookmin.ac.kr)申请海
         外邮寄标准入学许可书。
           * 需提供以下信息：➀邮编，➁地址，➂收件人，➃联系⽅式
      2）海外滞留者为了避免耽误入境韩国后的日程，需要在领取标准入学许可书之后尽
         快申请签证。

※ 其他详细事项在录取⽣公布后，参考"录取⽣注意事项"。
※ 如果在开学之前没有延签或者改签，根据出入境管理法将罚款处理。
※ 如有其他疑问, 请咨询出入境管理所(拨☎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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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舍

1. 设施现况

区分 校内生活馆 校外生活馆

规模 4栋楼 256室  3栋楼 220室

容纳人数 1,020人  703人

便利设施
 - ⻝堂，休息室, 洗衣室
 - 空调ㆍ暖气
 - 各房间具备LAN宽带及卫⽣间及洗浴室

 - 厨房，休息室, 洗衣室
 - 空调ㆍ暖气
 - 各房间具备LAN宽带及卫⽣间及洗浴室

2. 申请入住及选拔方法
   A. 申请⽅法 : 公布合格者名单后邮箱申请。
   B. 选拔⽅法 : 申请人超过容纳人数时, 根据入学成绩依次选拔住宿。
   C. 其他事项 ：根据韩国语分班考试结果，另⾏通知宿舍分配结果。
   D. 宿舍官网 : https://DORMITORY.kookmin.ac.kr

■ 保险及体检

1. 保险
   根据相关法律自2021年3月起，所有外国人留学⽣需义务加入国⺠健康保险，因此需要

每月缴纳保险金，相关事项会在‘新⽣·插班⽣预备大学’上将进⾏详细说明。

2. 体检
   A. 为了留学⽣的健康管理和疾病预防, 以所有的新⽣·插班⽣为对象进⾏体检，时间及场
      所将另⾏通知。
   B. 针对体检结果中患有传染性疾病的学⽣，根据学校规定进⾏休学或其他⽅式处理。
       ※ 详细内容可咨询 ：外国留学⽣⽀援中心(Global Center(W3)105室. 02-910-5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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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语水平等级教育课程

1. 分班标准
   按照韩国语分班考试结果及韩国语⽔平，来为新入学的学⽣们制定韩国语必修课程。

2. 根据韩国语水平级别安排以下教育课程
课程 对象 韩国语教育课程 备注

本科课程

⁃ TOPIK4级以上取得者
⁃ 本校韩国语中心4级以上结业者
⁃ 本校韩国语考试4级合格者
⁃ 其他大学韩国语学堂5级以上结
  业者
⁃ 经营学系国际经营专业以及KMU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专业合格者

‧ 无 可自由选择课程

韩国语
研修课程Ⅱ

⁃ TOPIK3级取得者
⁃ 本校韩国语学堂3级结业者
⁃ 本校韩国语考试3级合格者
⁃ 他校韩国语机构4级以上去取得者

‧ 指定科⽬ 18学分
   - 韩国语沟通4
   - 韩国语沟通3
   - 韩国文化理解2
   - 实⽤韩国语2
   - 韩国语写作2
   - 韩国语发表和讨论2
   - 通过人物和事件看待韩国史或
     基础数学（二择⼀）

韩国语研修课程期间
，除指定课程外，其

他课程无法授课

韩国语
研修课程Ⅰ

⁃ TOPIK2级以下取得者
⁃ 本校韩国语中心2级以下结业者
⁃ 本校韩国语考试2级合格者
⁃ 他校韩国语学堂3级以下结业者

‧ 指定科⽬ 17学分
   - 实⽤韩国语1
   - 韩国语沟通2
   - 韩国语沟通1
   - 韩国文化理解1
   - 韩国语写作1
   - 韩国语发表和讨论1
   - English Conversation

3. 注意事项
   A. 因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原因无法进⾏韩国语分班考试时，将根据提交报名材料

时提供的韩国语⽔平证明材料来进⾏韩国语⽔平级别有关教育课程的分配。
   B. 韩国语研修课程学⽣不能修习专业课程，只能修本校指定的韩国语课程及基础教
      养课程。
   C. 韩国语研修课程中具体的课程及选课⽅式会在预备大学时进⾏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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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部门与官方⽹站

1. 入学相关咨询

部门名 邮箱 官⽹ 电话

国际交流部 ENTERKMU
@kookmin.ac.kr https://IAT.kookmin.ac.kr +82-2-910-5823

※ 地址 : (우)02707 서울특별시 성북구 정릉로 77 국민대학교
          글로벌센터(W3) 203호 국제교류팀 외국인유학생 입학 파트
          International Admissions Sec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Division, Office #203, 

Global Center (W3), Kookmin University, 77 Jeongneung-ro, Seongbuk-gu, 
Seoul, Korea (Postal Code: 02707)

※ 问询时间：(开学期间) 09:00~17:00 ❘ (放假期间) 10:00~16:00

2. 国际交流部官⽹介绍 https://IAT.kookmin.ac.kr

     在网⻚输入 국민대학교 국제교류팀 搜索    
      ※ 国际交流部官网可以确认提交材料, 入学关联公告以及录取⽣公布 。  
      ※ 扫描二维码（推荐使⽤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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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位置 / 路线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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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학년도 1학기] 부․모․학생 외국인 신·편입학 특별전형

자기소개서 및 학업계획서

모집단위

(학부‧과)
수험번호 성명

<작성시 유의사항>
1. 지원자 본인이 사실에 입각하여 작성해야하며, 대필 또는 표절 사실이 발견될 경우, 

평가 결과와 관계없이 불합격 처리됩니다.
2. 한국어로 작성하시기 바랍니다.
3. 용지가 부족할 경우, 추가로 출력하여 작성할 수 있습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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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U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Applicants Only]

[SPRING SEMESTER 2022] International Undergraduate Freshman·Transfer Admissions

Self-Introduction and Study Plan

Admission 

Unit

KMU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jor)

Application

No.
Name

<Writing Instructions>
1. Applicant should write this essay by oneself based on facts. If this document is 

found to be plagiarized or written by someone else, your admission will be revoked.
2. This document must be written in English.
3. If you need more space, print out and use additional p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