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3月入学
外国学生本科招生简章

中央大学校



- 2 -

目录

Ⅰ。 招生日程 ······················································································································· 3

Ⅱ。 申请资格 ······················································································································· 3

Ⅲ。 招生专业与招生人数 ··································································································· 4

Ⅳ。 录取方法 ······················································································································· 8

Ⅴ。 合格者选拔标准 ········································································································· 8

      
Ⅵ。 实技考试课题 ············································································································· 9

        
Ⅶ。 入学申请书接收方式 ······························································································· 11

Ⅷ。 申请费 ······················································································································· 11

Ⅸ。 提交申请材料 ············································································································· 12

Ⅹ。 提交资料注意事项 ····································································································· 14

Ⅺ。 标准入学许可书申请材料 ························································································· 14

Ⅻ。 D2签证申请 ··············································································································· 15

XIII。外国学生奖学金及学费 ···························································································· 15

XⅣ。教育国际化能力认证大学名单 ················································································ 16



- 3 -

 

I。招生日程
区  分 日　　程 备　　注 

2022年
3月

入学者

接收入学申请书
2021.9.8.(周三) 上午 9点
 ～10.1.(周五) 下午 6点

仅限网上申请
访问国际处网站后点击Korean>입학>
공지사항(http://oia.cau.ac.kr)

提交材料
2021.9.8.(周三) 上午 9点
 ～10.1.(周五) 下午 6点

邮寄 : 06974
首尔市 铜雀区 黑石路 84
中央大学 本馆 1楼 国际交流部

医学部 面试考试 2021.10.9.(周六)
将于2021.10.6.(周三)在中央大学国际处
网页发布考生注意事项

体育艺术类　实技考试 2021.10.16.(周六) 作品审核

合格者发表 2021.10.29.(周五) 下午 2点 在中央大学国际处网页公布
(http://oia.cau.ac.kr)

申请标准入学许可书 2022.1月中 合格者注意事项通知

人民币学费在线缴纳时间 2022.1月中 合格者注意事项通知

学费缴纳时间 2022.1月中 合格者注意事项通知

合格者说明会 2022.2.22.（周二) 具体事项将于日后公布
开学日 ： 2022.3.2.（周三) 

II。申请资格  ：申请者必须满足如下要求
区分 申请资格 共同资格

新入学生
本人与父母均为非韩国国籍，并毕业（预毕业）于国
内外的高中，或具有同等以上学历者 ※具有双重国籍者(韩国国籍外国国籍)将

不认定为外国籍。

※取得外国国籍者中，仅入小学前取得外
国国籍的学生，具有申请资格。

※自考考生不具有报名申请资格。

※医学部：必须具有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
K)6级以上证书

插班二年级
本人与父母均为非韩国国籍，并在国内外的4年制正规本
科大学，修完2学期(1年)以上正规课程，或者毕业(预毕业)
于国内外的正规专科大学，或具有同等以上学历者

插班三年级

本人与父母均为非韩国国籍，并在国内外的4年制正
规本科大学，修完4学期(2年)以上正规课程，或者毕
业(预毕业)于国内外的正规专科大学，或具有同等以
上学历者

http://oia.cau.ac.kr
http://oia.cau.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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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招生专业与招生人数
 1。新入学

大学 招生专业 开设专业 所在地 人数

人文

国语国文 首尔

不定

英语英文 首尔

    ⁕欧洲文化 德语文学／法语文学／俄语文学 首尔

⁕亚洲文化

日语文学/汉语文学
-汉语文学不收持有中国国籍者

-日语文学不收持有日本国籍者

首尔

哲学 首尔

历史 首尔

社会科学

政治国际 首尔

公共人才 行政 首尔

心理 首尔

文献信息 首尔

社会福利 首尔

Media Communication
(旧名：新闻广播学部)

新闻言论信息/数码媒体内容

(Digital Media Contents)
首尔

社会学 首尔

城市规划房地产学 首尔

经营经济

经营 经营 首尔

经济 首尔

应用统计 首尔

广告宣传 首尔

国际物流 首尔

自然学科

物理 首尔

化学 首尔

生命科学 首尔

数学 首尔

生命工科
     ⁕生命资源工学 动物生命工学／植物生命工学 安城

    ⁕食品工学 食品工学／食品营养 安城

工科

社会基础系统工程 建筑环境系统工程／城市系统工程 首尔

建筑
建筑学(5年制)*1 首尔

建筑工程学(4年制) 首尔

化学新材料工学 首尔

机械工学 首尔

创意ICT工科 电子电机工学 首尔

软件 软件 首尔

医学 医学*1 首尔 4

艺术 设计 工艺 安城 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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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医学部， 建筑学(五年制),艺术工学部只选拔新入学者。

*2申请带有“⁕”标记的系的学生,可于大二时由个人喜好选择细分专业方向. 
*3设计学部的室内环境设计和服装专业,无需额外的实际技术考试，并依据人文系列选拔基准进行选拔。
•中国正式入学合作机构
山东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Uwaychina，地球村，国际MI

产业设计 安城

视觉设计 安城

室内环境设计*3 安城

服装*3 安城

    ⁕国际艺术

传媒编导与表演专业 安城

实用音乐 安城

Game Contents& Animation

(游戏动漫)
安城

体育     ⁕体育科学*2 生活∙休闲体育/体育产业 安城

艺术工学 艺术工学部*1 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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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插班入学（2年级和3年级）

大学 招生专业 开设专业 所在地 人数

人文

国语国文 首尔

不定

英语英文 首尔

欧洲文化 德语文学／法语文学／俄语文学 首尔

亚洲文化

日语文学/汉语文学
-汉语文学不收持有中国国籍者

-日语文学不收持有日本国籍者

首尔

哲学 首尔

历史 首尔

社会科学

政治国际 首尔

公共人才 行政 首尔

心理 首尔

文献信息 首尔

社会福利 首尔

Media Communication
(旧名：新闻广播学部)

新闻言论信息/数码媒体内容

(Digital Media Contents)
首尔

社会学 首尔

城市规划房地产学 首尔

经营经济

经营 经营 首尔

经济 首尔

应用统计 首尔

广告宣传 首尔

国际物流 首尔

自然学科

物理 首尔

化学 首尔

生命科学 首尔

数学 首尔

生命工科
生命资源工学 动物生命工学／植物系统科学 安城

食品工学 食品工学／食品营养 安城

工科

社会基础系统工程 建筑环境系统工程／城市系统工程 首尔

建筑 建筑工程学(4年制) 首尔

化学新材料工学 首尔

机械工学 首尔

创意ICT工科 电子电机工学 首尔

软件 软件 首尔

艺术

设计

工艺 安城

产业设计 安城

视觉设计 安城

室内环境设计 安城

服装 安城

    国际艺术 传媒编导与表演专业 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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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计学部的室内环境设计和服装专业，无需额外的实际技术考试，并依据人文系列选拔基准进行选拔。
• 中国正式入学合作机构
   山东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Uwaychina，地球村，国际MI

实用音乐 安城
Game Contents& Animation

(游戏动漫)
安城

体育 体育科学 生活∙休闲体育/体育产业 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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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录取方法
1. 各类别详细录取方式

类 别 录取方式
人文／自然 材料审核

体育艺术 专业实技及材料审核

医学 面试及材料审核

2. 特殊事项
 1) 开学之前，语言能力不足者，入学后立即休学，并在本校语学院接受指定的韩国语课程(前6个月必须在安城校
    区语学院受讲)。
 2) 开学之前，若提交以下相关证件之一者，可入(复)学。
   （1）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4级以上证书
       （设计学部/国际艺术学部中实用音乐和游戏动漫 GameContents& Animation：TOPIK3级以上）
   （2）本校语学院韩语4级以上结业
   （3）在韩国教育国际化能力认证大学语学院5级以上结业-只适用于入学时
       （参考P15页教育国际化能力认证大学名单/根据各大学的韩国语教育课程运营情况可变动）
 3) 入学及复学后，未提交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5级以上的时，在校期间需要按规定义务修Academic韩国
语课程.
 4) 相关者必须遵守以上事项，若违反时，会受到不利影响。

Ⅴ。合格者选拔标准
  1. 根据报名相关专业的学生的各项总分顺序來决定合格者。
  2. 材料审查结果被认定为不符合入学资格者不予以录取。
  3. 成绩相同时，将全员录取。
  4. 如果被拒发签证时会取消入学资格，已经缴纳的登录金按照学校的返还基准予以退还。
  5. 未提交材料、內容不属实、伪造、代替考试等有不良行为者和不具备报名资格者，即使成绩合格也不

予以录取。已录取者经核实属不符合要求者，也一律取消其入学资格。



- 9 -

Ⅵ。实技考试课题          
大学 招生专业 实技考试课题 分数

艺术 

设计
学部

工艺

◉以本人制作的作品集来进行审查
作品应包括以下内容，须系统性地表现出原创作品（最多为12项）。
01.作品应包含4个精密素描，最多由12项原创内容（item）构成。
02.作业过程较为重要。要表现出从思考到完成作品之间的过程，并通过作品阐述是如何发展自

身的想法。
03.作品规格统一为A4（210×297mm，横向，竖向自由选择）。
04.如提交CD/DVD，文件格式为“jpg(image files)”,“pdf(image files)”,mov(video files)”或者

“mp3 (audio files)”
05. 如包含视频或音频资料，应提交2分钟以内内容。
06. 面试由视频介绍代替.（Video Introduction），
    包含自我介绍书（Personal Statement）与自我介绍视频
    - 所需时间：2分钟以内
    - 直接面对摄像头介绍(先说自己的名字然后在进行自我介绍)
    - 用韩国语进行自我介绍
    - 存储文件格式为.mov
    - 无使用特殊效果或画面覆盖
07. 他人代替完成的作品，或者剽窃他人的作品者，一旦发现，就算是已录取者，也将立即取

消录取资格。
 ※入学所需资料和作品一同提供给学校，中央大学不再另行组织专业考试。

100%产业设计

视觉设计

国际
艺术

传媒编导与
表演专业

◉作品应包括以下内容，并系统性地表现出原创作品
01. 视频介绍（Video Introduction）
    自我介绍书（Personal Statement）与自我介绍视频
    自我介绍用视频制作的情况时，可以用汉语进行但是需要一起提交韩语的翻译文。
    -自己想学的专业及对于提交的作品集进行的说明（报名动机，想在学校学什么，毕业后希

望做什么，有关作品集的说明或者自己的角色等）以此为中心来介绍
    - 所需时间：至少30秒、最多90秒
    - 直接面对摄像头介绍(先说自己的名字然后在进行自我介绍)
    - 作品的制作意图，制作过程和背景，本人负责的角色说明（必须要翻译成韩语或者添加到视频

的字母当中）
    - 存储文件格式为.mov　
    - 无特殊效果或画面覆盖
02. 作品由1项以上5项以下原创内容（item）构成在下面的样式中选择(可以重复选择)
    *传媒编导与表演专业/Game Contents& Animation：3D work(modeling),paint ing, 

printmaking, sculpture, collage, drawing & sketch(book), character design, interactive 

design or websites, graphic, illustration, typography, photography, 2D or 3D digital art, 

invention, game design documents, cartoon, storyboards, computer programming, 

writing, animation, real time film,  performance video

      *实用音乐专业：作曲（音频材料）composition/ 编曲(音频材料) arrangement / 演奏(视频) 

playing a instrument(本人亲自演奏的视频)-drum, bass, guitar, piano, brass, perc 乐器中

选择 / 歌唱(视频) singing(本人直接演唱的视频）

    -唱歌时，只能提交未经Auto Tune处理的作品.

* 如果提交视频或音频资料内容的情况应提交在2分钟左右。
*是多人协同完成的作品时，请标识报名者本人的角色
  (个人演奏或独白，单人演出视频，无需标识)
  ex) 视频开始时的字幕下，标明如“演出-000“报名者本人的角色和姓名
* 提交文件格式为“jpg(image files)”、“pdf(image files)”、mov(video files)”或
  “mp3 (audio files)”
* 他人代替完成的作品，或者剽窃他人的作品者，一旦发现，就算是已录取者，也将
  立即取消录取资格。
 ※入学所需资料和作品一同提供给学校，中央大学不再另行组织专业考试。

100%

实用音乐

Game 

Contents& 

An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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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招生专业 实技考试课题 分数

体育
体育

科学部

◉ 个人作品集需要包含以下内容并且一起提交

01. 自我介绍
- 简单自我介绍
02. 体育活动经历
-  中学⦁高中及运动社团活动经验以及今后目标及计划 
03. 各种体育活动实际成绩
- 中学⦁高中 校内体育大会中获奖证明

- 各种地方运动大会项目中参赛经历及运动资格证
*个人作品及集以及入学申请材料一起提交无须参加中央大实技考试
*提交材料如果发现内容不属实或者伪造，即使成绩合格也不予录取

*个人作品集及获奖证明需要提交韩文翻译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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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入学申请书接收方式

 入学申请一律实行网上申请，校方不提供任何纸制材料、也不接受访问提交。

中央大学国际处网页
(http://oia.cau.ac.kr)


选择申请志愿书


确认申请志愿书及注意事项


填写申请志愿书

(填写所有相关事项后保存)
※入学申请基本信息填写结尾处。

(填完所有相关事项，并完成"保存"操作的
状态)
- 至截止日下午五点之前，在网上填写申
请并保存相关资料的信息，方可认定为受
理申请。即使填写完了，但未进行保存操
作，则无法受理。



缴付申请费用
(信用卡或者转帐或支付宝)


确认申请完毕之后

打印入学申请书以及考号


邮寄所需资料

Ⅷ。申请费 

※ 申请期限结束后，将不受理取消申请和申请费用退款。
※ 设计学部的室内环境设计和服装专业，属于人文系列。

区分 申请费
人文 / 自然科学类 130,000韩元

体育艺术类 180,000韩元

医学部 150,000韩元

http://oia.cau.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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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提交申请材料

程序 所 需 材 料 新入学 插班入学 公证书  备 注 

1 入学申请书 ○ ○
网上填写后打印并提交

2 学历调查同意书以及学历调查委托书 ○ ○
3 高中毕业证或预毕业证明书 ○ ○

*预毕业者:以提交材料日期为
基准3个月以内办理的公证书.4

高中成绩证明书
※ 须标注GPA百分率（若无百分制成绩，需标注满
分分数 )

○ ○

5
政府机关认证的亲属关系证明书
※持有中国国籍的学生递交户口复印件，亲属
关系证明书公证件各一分

○ ○ ○ -以提交材料日期为基准6个月以
内办理的公证书

6 身份证复印件(本人，父，母) ○ ○
7 本人护照复印件 ○ ○
8 本人外国人登录证复印件(前后复印) 持有者 持有者

9
韩国家族关系证明书以及脱离国籍申报确认书 相关者 相关者

放弃韩国国籍后取得外国国籍者
外国市民权取得证明 相关者 相关者

10
领养证明书及外国市民权取得证明（须标注取
得日期） 相关者 相关者 被领养后取得外国国籍者

脱离韩国国籍申报确认书 相关者 相关者

11 大学招生考试成绩表
-如，高考(高等学校招生考试),SAT 等 持有者

12
公认语言成绩证明 
(TOEIC, TOEFL IBT,　IELTS，JLPT, HSK)
※ 须为有效期限内的成绩证明

持有者 持有者 -只认可有效期限内的成绩证明
-不认可母语成绩证明

13 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成绩表或国内大学
韩国语言学院课程结业证 持有者 持有者 ※ 须为有效期限内的成绩证明

14 本科在校证明书 ○ ○ 以提交材料日期为基准3个月以内
办理的公证书 

15
本科/专科成绩证明书 
※须标注毕业要求学分及GPA百分率（若无百分制
成绩，需标注满分分数)

○ ○ *预毕业者:以提交材料日期为
基准3个月以内办理的公证书.

16 本科/专科毕业或预毕业证明书 ○ ○

17  自我介绍书及学业计划书 ○ ○ 需使用本校指定样式(17页)

18 作品集 持有者 持有者
仅限于设计(工艺/产业设计/视觉
设计)者/国际艺术系/体育科学专
业报名者(参考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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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有特殊原因，所有翻译公证书须在国籍所在国办理。
注1) 所提交的资料不是韩语或英语时，必须附带用韩文或英文翻译的公证书。
注2)在国外取得(预)毕业证书、在学证明书的学生，需要到该学校所在国家指定的政府机关办理‘Apostille确认书’后再

提交。但，该学校所在国不为Apostille协议囯时，需到所在国家的大韩民国领事馆办理“领事认证”后提交其原件。
截止日期: 2022.1.21.(周五)（中国学历所持者参照下面的参照表提交材料)

< 为了办理签证需要的学历认证材料提交通知 >
  □ 各学历需要提交的材料

学历

所 需 材 料

高中毕业证明
4年制大学

在学(结业)证明

4年制大学/
专门大

毕业证明

高中 毕业 ○

4年制大学 在学 ○ ○

4年制大学/
专门大

毕业 ○

关于上述的各种证明书，请参考以下表格。
 □ 学历认证各材料的认证方法 

学历认证材料

学历认证方法

中国
海牙认证
(Apostille)

协约国

海牙认证
(Apostille)
非协约国

高中毕业证明

■ 一般高中:由中国教育部运营的学历·学位认证
中心发行的毕业学历认证报告书
(发行机关 : www.chsi.com.cn)
■ 中专，技校，艺校等 : 以下 ①, ② 中其一
① 相应学校发行的毕业证明书
（省/市教育部和驻中公馆韩国领事认证必须）
② 省/市教育部发行的毕业证明书
 (驻中公馆 韩国领事认证必须)
※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人力保障部所属的技术类高中，必须提

交人才资源社会人力保障部认证+驻中韩国领事馆领事
认证。 

海牙认证
(Apostille)

确认材料提交

提交所在国韩
国领事馆
‘领事认证’

  4年制大学
在学(结业)证明 中国教育部发行的学历․学位 认证报告书

(发行机关 : www.chsi.com.cn)4年制大学/专门
大学毕业证明

       

□ 提交学历认证书注意事项 
    • 已毕业者的情况，需提交上述的学历认证文件。
    • 预毕业者的情况，在毕业后应尽快提交与毕业相关的学历认证文件。
    • 不能提交学历认证文件时，签证发放受到限制并且取消入学资格。
    • 以上标准根据出入境事务所相关规定可能会有所变动

http://www.cdgd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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Ⅹ。提交材料注意事项
1.所有材料均以提交原件为原则。若有特殊原因而无法提交原件时，需接受中央大学国际交流部招生处工

作人员的原件对照及确认。
2. 若所提交的材料不是韩语或英语时，必须附带用韩文或英文翻译的公证书。
3. 申请者在指定网站上完成申请之后，应打印邮寄所需的封皮纸，并贴在信封上，

 然后将入学志愿书连同其他申请材料一并邮寄到以下地址:
   ㆍ 提交申请材料日期 : 2021.9.8.(周三)上午 9点~10.1(周五) 下午6点
   ㆍ 地址 ：서울특별시 동작구 흑석로 84 중앙대학교 본관 1층 국제교류팀(06974)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in Bldg. 1st floor, Chung-Ang University, 84 
Heuksuk-Ro, Dongjak-Gu, Seoul, Korea（06974）
4. 若提交材料中的姓名与申请时的姓名不一致，则应提交法院出具的事实证明。
5. 最终录取者当中，预毕业者须在开学日之前将毕业证与成绩证明书提交到国际交流部。
   ※ 未提交者，将被取消入学资格。
6. 除提交本简章所指定的材料以外，根据情况，校方有可能要求申请者提交其它相关证明材料。
7. 若入学申请书上有虚假信息或所提交的相关材料不符合要求，则取消申请资格。 
8. 提交的材料概不退还。
9. 本简章中未被提及的内容，均以本校大学招考管理委员会的规定为基准。 
10. 最后合格者入境以后自动加入国民健康保险。.

11.在国外取得(预)毕业证书、在学证明书的学生，需到该学校所在国家指定的政府机关办理‘Apostille确
认书’，并提交到国际交流部。若该学校所在国家不属于Apostille协议囯，则需到所在国家的大韩民国
领事馆办理'学历认证'，并提交其原件到国际交流部. (中国学生请参考P13页)

   ㆍ 提交材料截止日期 : 2022.1.21.(周五) 下午5点
    ※ 未提交学历认证相关资料的申请者，将被取消入学资格。
   ㆍ 地址 ：서울특별시 동작구 흑석로 84 중앙대학교 본관 1층 국제교류팀(06974)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in Bldg. 1st floor, Chung-Ang University, 84 
Heuksuk-Ro, Dongjak-Gu, Seoul, Korea（06974）

Ⅺ。标准入学许可书申请方法
1. 合格者登录注册后，为申请留学签证（D-2）所需的“标准入学许可书”，必须在国际处网站在线申请标准
   入学许可书。
2. 标准入学申请书申请时注意事项
  1) 如本人护照或外国登陆证变动时，必须将护照或外国登陆证的复印件交到国际部。
  2) 因未及时申请或输错信息而造成的后果，由本人承担。
  3) 根据出入境管理法规定，如果不能顺利拿到留学签证的同学不能来我校学习。同学本人只能申请入学放
     弃，并且根据我校退学费准则，可以返还学费。
3. 申请标准入学许可书时间 

区分 日程 备注

申请标准入学许可书 2022年 1月中旬 仅限于国际处网站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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Ⅻ。D-2 签证申请

XIII。奖学金及学费
  1. 第1学期

 ※ 上述奖学金，不针对医学学部新生。
  2. 从第2学期至学业年限:根据学校内部规定，向成绩优秀者给予奖学金

•若丧失外国国籍，将被取消外国人奖学金发放对象的资格。

•以上奖学标准可能会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及校内外情况发生变动。

1) 法务部长官公示国家(21国) : Ghana, Nigeria, Nepal, Myanmar, Bangladesh， Vietnam, Mongolia, Sri 

Lanka, Uzbekistan, Ukraine, Iran, Egypt, India, Indonesia, China, Kazakhstan, Kyrgyzstan, Thailand, 

Pakistan, Peru, Philippines
2) 留学生重点管理国家(5国) :  Guinea, Mali, Ethiopia, Uganda, Cameroon

区分 实施对象 实施方式
入学金奖学金 就读本校国际教育院达到5级以上结业者 免除学费50万韩元

学费奖学金
持有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 5级 学费减免50%

持有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 6级 学费减免100%

支付额 支付期间
    (1) 前学期平均分 4.3 以上者 减免全额学费

   (2) 前学期平均分 4.0 以上者 减免50%学费

 (3) 前学期平均分 3.7以上者 减免30%学费

   (4) 前学期平均分 3.2 以上者 减免20%学费

至学业年限

国籍区分 D-2签证申请材料 备注

1)法务部长官公示国家 
(21国)

及
2)留学生重点管理国家 

(5国)

• 本校出具的标准入学许可书
• 最终学历认证材料 (㉮, ㉯, ㉰ 中选1 (中国必须
  采用㉰)
  ㉮ 获得海牙认证的学位认证材料(Apostille) 
  ㉯ 在出身国家所属的驻韩领事馆或驻韩公馆得到
     的领事认证学位材料
  ㉰ 中国 : 中国教育部运营的学历学位认证中心发
     放的学位等认证报告书
• 本人或财政担保人（父母)的2万美元以上的 存款证明
- 以申请签证日为基准的30天以内发给的材料
- 中国的银行发放的存款证明冻结时间最少30天以上

韩国出入境外国人厅或者在
外公馆（大使馆或领事馆）
签证签发处也许会要求补充
提交材料，申请前请咨询签
证发放中心，如需要其他材
料请尽快准备.

其他国家 提交本校发放的标准入学许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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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学费

XⅣ. 教育国际化能力 认证大学名单

区分 大学名

一般大
学

(89个)

最新认证
(21个)

강릉원주대, 계명대, 광운대, 광주여자대, 국민대, 남서울대, 대진대, 목원대, 부경대, 

부산대, 상명대, 서울여자대, 성신여자대, 순천향대, 숭실대, 창원대, 청운대,

한경대, 한서대, 한성대, 홍익대
2018年认证

(6个)
덕성여자대, 세한대, 울산과학기술원, 포항공과대, 한국교통대, 한국해양대

2019年认证
(62个)

가천대, 가톨릭대, 건국대, 건양대, 경남대, 경동대, 경북대, 경희대, 고려대,고려대

(세종), 고신대, 광주대, 군산대, 나사렛대, 단국대, 대구가톨릭대, 대구대, 대전대, 

동서대, 동아대, 명지대, 배재대, 부산외국어대, 서강대, 서경대, 서울과학기술대, 

서울대, 서울시립대, 서울신학대, 선문대, 성균관대, 세명대, 숙명여자대, 순천대, 

신라대, 아세아연합신학대, 아주대, 연세대, 연세대(미래), 영남대, 우송대, 이화여

자대, 인제대, 인하대, 전북대, 전주대, 제주대, 중앙대, 충남대, 충북대, 한국기술

교육대, 한국산업기술대, 한국외국어대, 한남대, 한밭대, 한세대, 한신대, 한양대, 

한양대(ERICA), 호남대, 호서대, 호원대

大学 入学金 学费

人文, 社会学科, 经营经济

353,000韩元

4,017,000韩元

自然科学, 生命工学 4,680,000韩元

工科, 创业ICT, 软件, 艺术工学 5,328,000韩元

医学 6,483,000韩元

艺术 5,364,000韩元

体育 4,812,000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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자기소개 및 학업계획서
※ 한국어로 작성

년    월    일                

 수험번호:                성명:           (서명)

1. 자기소개

2. 중앙대학교 입학 후 학업계획

3. 특별활동경험

   - 국제기구, 공공기관 등에서 특별한 활동 경력이 있는 경우 구체적으로 작성 (※증빙서류 첨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