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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招生日程

类别 日程

1 网上受理入学申请书

▪ 2021. 10. 1.(周五) 10:00 ~ 11. 26.(周五) 18:00 * 韩国时间
 ▸ 忠南大学校招生办网页
    ≫ (http://ipsi.cnu.ac.kr/html/uadm)

 ▸ 报名费结算之后才能正常接收申请书
 ▸ 不支持窗口和邮件申请
 ▸ 24小时受理

 ▸ 报名费: 60,000韩元或60USD(包括网上报名手续费)

2 提交申请材料

▪ 2021. 10. 1.(周五) 10:00 ~ 11. 26.(周五) 18:00 * 韩国时间
 ▸ 公休日除外

 ▸ 一定要在网上报名后，以邮件的方式或直接提交到国际交流本部

    (※无法通过电子邮件提交材料)

 ▸ 以材料到达的日期为准

 ▸ 提交材料处: (邮) 34134 大田广域市儒城区大学路99 

忠南大学国际语言教育院(E1-1) 215室 

 ▸ 提交材料请参考第6~7页

3
国际语言教育院主办的

韩国语能力考试

▪ 2021. 10. 26.(周二) 18:30 ~ 20:20  * 韩国时间
 ▸ 忠南大学国际语言教育院(E1-1)

 ▸ 查询事项及受理请参考第4页下端

4 专业学习能力评价

▪ 第1志愿: 2021. 12. 14.(周二), 14:00~ * 韩国时间
▪ 第2志愿: 2021. 12. 17.(周五), 14:00~ * 韩国时间 

 ▸ 在各系进行材料评价或面试考试
 ▸ 详细项目请参考第8~9页

5 公布合格者名单

▪ 2022. 1. 4.(周二) 15:00 * 韩国时间
 ▸ 在忠南大学校招生办网页公布

    ≫ (http://ipsi.cnu.ac.kr/html/uadm)

 ▸ 输入本人的准考证号及出生年月进行查看

 ▸ 不单独通知

6 缴纳学费

▪ 2022. 1. 11.(周二) ~ 1. 14.(周五)

 ▸ 如果未在期间内缴纳学费的话，将被取消入学资格

 ▸ 缴费银行: KEB韩亚银行, 农协, 友利银行

 ▸ 详细信息请在公布合格者时查看‘合格者注意事项’

7 发放标准入学许可书
▪ 2022. 1月中

 ▸ 韩国滞留者: 申请换签和延签时发放

 ▸ 海外滞留者: 发送至申请书上所写的地址

※ 上述日程根据学校内的情况会有所变更
※ 只有在网上报名期间内支付报名费，才会被认定为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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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招生单位 ※ 专业授课大部分用韩语进行（国际学除外）

类别 学院 招生单位

新生

∙
插班生

人文系

人文学院
国语国文系, 英语英文系, 德语德文系

法语法文系, 中语中文系, 日语日文系, 汉文系

历史学系, 韩国史学系, 哲学系, 考古学系, 语言学系

社会科学学院
社会学系, 文献信息系, 心理学系, 行政学部

政治外交系, 言论信息系, 社会福利系

经商学院 经济系, 经营学部, 贸易系

农业生命科学学院 农业经济系

国际学院 国际学(英语课程), 韩国文化学¹⁾

自然系

自然科学学院
数学系, 信息统计学系, 物理学系, 天文宇宙科学系

化学系, 生化系, 地质环境科学系, 海洋环境科学系

工科学院

建筑系(5年), 建筑工程系²⁾, 环境工程系²⁾, 土木工程系, 

机械工程学部, 海洋船舶工程系, 机械电子工程系²⁾, 
航空宇宙工学系, 新材料工程系, 电气工程系, 

电子工程系²⁾, 无线电与信息通信工程系²⁾, 
应用化学工程系, 有机材料工程系, 智能城市建设工程系

自主驾驶系统工学系,

农业生命科学学院

植物资源系, 园艺系, 森林环境资源系, 环境材料工程系, 

动物资源科学部, 应用生物学系, 生物环境化学系, 

食品工程系, 地域环境土木系, 生物系统机械工程系

生活科学学院 服装系³⁾, 食品营养学系³⁾, 消费者学系

护士学院 护士系²⁾

生命系统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系, 微生物·分子生命科学系

艺·体能系 自然科学学院 舞蹈系, 体育系

1) 仅限韩国文化学可申请第二志愿（韩国文化学以外招生单位不得申请第二志愿）

2) 建筑工程系、环境工程系、机械电子工程系、电子工程系、无线电与信息通信工程系及护士系只在上半学年招收

3) 服装系和食品营养学系只招收新入学生

※ 未载入上栏的专业不招生

03/ 招生人数
由内部招生单位内部考虑后进行除固定招生名额以外的超额选拔

※ 如果判断报名者未达到忠南大学要求的学历标准时，不计招生人数，不予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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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报名人员注意事项
内容

填写志愿

▪ 校内志愿仅限填写一个招生单位，填写两个以上招生单位时，所有志愿均视为无效。

  ※ 仅限韩国文化学可申请第二志愿

▪ 网上报名完成后无法取消，不能修改申请专业和申请书的内容。

▪ 在报名期间，请正确填写可以联系的电话号码，地址及手机号码，若因填写事项错误，

   漏填，误填等而导致的不利后果(取消合格资格等)，其责任归咎与报考人员本人。

提交材料

▪ 提交的所有材料必须是原件，不能补发原件材料的情况，必须在复印件上取得签发机关的

   原件代替确认章或提交在相关公证处办理的翻译公证件原件。

▪ 非韩文或英文的材料必须提交韩文或英文的翻译公证件原件。

▪ 提交的材料一律不予返还，被核实通过提交虚假材料及面试替考等不正当行为而被录取的，

   将取消合格或入学。

▪ 如果报名者提交的材料有无法核实的情况，会要求追加提交所需材料，所需材料不足的

   情况下，则按不合格处理。

▪ 报名时的预毕业生或预结业生(报名时还未毕业或未结业)到2022. 2. 25(周五)之前必须将
   毕业或结业证明提交至忠南大学国际交流本部，如未能按时提交，可能会被取消合格者资格

其它

▪ 如同时通过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时，首先选拔第一志愿

▪ 专业课为韩语进行（国际学专业除外），具体事项请向专业办公室询问
▪ 在招生期间中，报名人员一定要查看忠南大学招生网站 (http://ipsi.cnu.ac.kr/html/uadm)

   发布的公示和通知事项且遵守各事项，若因为查看公示及通知事项而产生的不利后果，

   其责任归咎于报考人员本人。

  ※ 各专业学习能力评估以及公布合格者名单等招生录取相关事项不另行通知

▪ 原则上报名费不予返还，但对于非本人责任范围内的不可避免的事由*，可以退还报名费的

一部分

  * 不可避免的事由: 自然灾害, 考生因疾病住院等

  ※ 但, 报名者个人原因导致不能参加专业学习能力评价面试的情况，报名费一律不返还
▪ 入学考试成绩一律不对外公开
▪ 合格者被要求配合查询学历时，应积极协助配合，未回复者可能会被取消合格和入学资格

▪ 入学期间同时报名两所以上的大学时，则取消合格及入学
▪ 新生在第一学期不可以休学
▪ 本招生简章中未明示的具体事项将根据忠南大学的规定进行处理

▪ 其它详细事项请查询国际交流本部[☎042-821-8825]

http://ipsi.cnu.ac.kr/html/uadm


- 4 -

05/ 申请资格 ※ 各项必须全部满足

申请资格

国籍

本人及父母均为外国国籍的外国人

 ※ 本人及父母中的一方为韩国国籍时，不能申请
 ※ 申请者在开始接受我国高中教育课程中相对应的教育课程前，父母与报名者必须取得外国国籍

 ※ 申请者必须提交本人和父母的国籍证明，证明本人和父母关系的材料，父母离婚或死亡的情况，

    须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含有亲权或抚养权的离婚证明，死亡证明等)

学历

新入生 在国内(韩国)或国外高中毕业(包括2022年2月末预备毕业生)的学生

插班生

▪ 二年级插班入学: 在国内外四年制大学修完一年以上的教育课程后取得规定学分的

学生(包括2022年2月末预结业生), 或国内外专科大学毕业生(包括2022年2月末预
备毕业生)

▪ 三年级插班入学: 在国内外四年制大学修完两年以上的教育课程后取得规定学分的

学生(包括2022年2月末预结业业生),或国内外专科大学毕业生(包括2022年2月末预
备毕业生)

语言

能力

▪ 以下4个招生单位除外: 持有下列事项中任一语言成绩者
 ▸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3级以上持有者 
 ▸忠南大学国际语言教育院主办的韩国语正规课程4级以上结业者
 ▸忠南大学国际语言教育院举行的韩国语能力考试*合格者

▪ 国语国文系: 持有下列事项中任一语言成绩者
 ▸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4级以上持有者
 ▸忠南大学国际语言教育院主办的韩国语正规课程5级以上结业者

▪ 经营学部: 持有下列事项中任一语言成绩者

 ▸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4级以上持有者

 ▸忠南大学国际语言教育院主办的韩国语正规课程4级以上结业者

 ▸忠南大学国际语言教育院举行的韩国语能力考试*合格者

▪ 国际学: 公认英语成绩持有者
 ▸TOEIC 700, TOEFL(CBT 197, iBT 71), New TEPS 326, IELTS 5.5分以上持有者
 ▸未注明公认英语资格证有效期的，只承认2019.11.26.以后取得的成绩
  ※ 英语为母语或使用法定通用语言国家的国籍持有者：没提交英语相关语言成绩也可以申请

▪ 韩国文化学: 持有下列事项中任一语言成绩者
 ▸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3级以上持有者
 ▸忠南大学国际语言教育院主办的韩国语正规课程2个学期以上结业者中3及以上结业者
 ▸忠南大学国际语言教育院举行的韩国语能力考试*合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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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能力

附条件入学者的正规入学条件

▪ 以下事项中符合某一个条件的人入学时，毕业前需取得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4级以上或

   TOEIC 700、TOEFL（CBT 197、iBT 71）、New TEPS 326、IELTS 5.5分以上的成绩

▸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3级以上提交者

▸忠南大学国际语言教育院主办的韩国语正规课程3级以上结业者 

▸忠南大学国际语言教育院举行的韩国语能力考试*合格者  

※ 国际语言教育院举行的校内考不予认证
※ 部分专业要求毕业时必须提交TOPIK成绩，合格后请向所属系办公室查询

不予

申请
▪ 通过学历认证考试和家庭教育，网上学习取得学历的人

▪ 毕业于韩国国内的外国人学校的韩国国籍报考者

* 国际语言教育院韩国语能力认证考试
 ▸ 报名期间: 2021. 10. 4.(周一) 9:00 ~ 10. 8.(周五) 17:00

 ▸ 考试时间: 2021. 10. 26.(周二) 18:30 ~ 20:20  ※ 18:10前进入考场
 ▸ 考试地点: 忠南大学国际语言教育院(E1-1) 101室, 506室 ※ 受报考人数影响考场变更时，以短信的方式提醒

 ▸ 报名费: 20,000韩元

 ▸ 考试查询事项及报名: 忠南大学国际语言教育院(E1-1) 209室(☎042-821-8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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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提交资料 

提交材料
申请课程

备注
新入 插班

1 入学申请书1份 ○ ○

▪ 完成网上报名后可以打印

▪ 申请者的英文名称必须与护照上的一致

▪ 韩国签证持有者需注明 ‘在韩居住’

▪ 预备入学期间，没有有效签证并滞留国外时，

须明确写上本国住址并加上邮编

2 护照照片1张 ○ ○ 白底(3.5cm × 4.5cm)

3 自我介绍书 1份 ○ ○
[Form 2] 下载模板直接填写后提交

 ※ 2志愿报名者按学科分别提交1份（共2份）

4 学习计划书 1份 ○ ○
Form 2] 下载模板直接填写后提交

 ※ 2志愿报名者按学科分别提交1份（共2份）

5 语言能力证明材料 ○ ○

▪ 有效期限必须在报名截止日之前的，材料提交

   结束前必须打印成绩单
▪ 参考第4页

6 高中毕业(预备毕业)证书 ○ ×
应届毕业生必须提交注明应届毕业日期的应届
毕业证明书

7 高中全学年成绩证明 ○ × 成绩证书上应标明科目名

8 大学毕业或结业(预备毕业)证书 × ○
应届毕业生必须提交注明应届毕业日期的应届
毕业证明书

9 大学全学年成绩证明 × ○ ※ 必须提交带有学分或学时的成绩证明

10 学历认证材料* ○ ○

▪ 参考第7页
▪ 必须在材料提交期限内提交

  ※ 预备毕业生须在毕业后提交学历认证材料

  ※ 韩国国内学校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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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本人和父母身份证复印件 ○ ○

▪ 确保申请者和父母的国籍可查看

▪ 中国: 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 中国以外: 身份证/护照

12 亲属关系证明 ○ ○

▪ 必须明确标记出申请者和父母的关系

▪ 以材料提交截止日为准一年内颁发的证明

▪ 中国以外: 亲属关系证明, 出生证明等

▪ 中国: 户口本，*亲属关系公证明

  ※ 与父母不在同一个户口本时，须提交亲属关系证明

13 护照复印件 ○ ○
※ 乌兹别克斯坦的学生护照需要更新为”FA“开头
   的新护照后提交

14 外国人登陆证复印件 △ △ 仅韩国滞留者提交(签证持有者)

15 留学经费负担誓约书1份 ○ ○ [Form 4] 财政担保人只能是本人或父母

16 银行存款证明 ○ ○

财政担保人的18,000美元的国内外存款证明

 ※ 存款冻结期: 到2022. 2. 28.为止

 ※ 当存款证明上没有存款冻结期时，需提交在

    报名期间办理的存款证明

 ※ 下发签证和标准入学许可书时，由于汇率的

    变动，之后可能会有额外的要求

17 在职证明或企业营业执照 △ △
财政担保人的在职证明或企业营业执照

 ※ 财政担保人为非在职时，可以不提交

* 学历认证材料

  ▪ 针对外国学校材料(毕业和成绩证明)，在下列方法中必须选择一项提交

    ▸ 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书 1份
       ≫ http://www.chsi.com.cn 或 http://www.cdgdc.edu.cn

       ※ 未发放学位等认证报告书的中专毕业生需提交相应学校发行的毕业证明书[省教育厅（或市教育局和

          驻华公馆韩国领事认证]或省教育厅（或市教育局）发行的毕业证明书（必须确认驻华公馆韩国领事）  

   ▸ Apostille认证
    ▸ 从驻在国在外公馆(韩国领事馆或大使馆)或驻韩自国公馆取得的领事认证
  ▪ 但, 在韩国内的学校取得学位(学历)时，可以不做上面的官方认证
  ▪ 预备毕业生毕业后必须提交学历认证材料

  ▪ 未提交最终学历认证材料时，将取消入学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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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专业学习能力评价
1. 选拔方式
  根据报名者提交的材料，综合评价报名者的专业学习能力,专业能力适应性,学习态度和素养等

招生单位 选拔方式 评价方法

所有招生单位
(以下招生单位除外)

面试或材料评价
▪ 韩国境内居住报名者: 面试
▪ 韩国境外居住报名者: 材料评价

贸易学系

面试考试*

▪ 韩国境内居住报名者: 视频面试
▪ 韩国境外居住报名者: 视频面试

中语中文系

▪ 韩国境内居住报名者: 面试
▪ 韩国境外居住报名者: 电话面试

服装设计系

船舶海洋工程系

应用生物学系

英语英文系

▪ 韩国境内居住报名者: 面试
▪ 韩国境外居住报名者: 视频面试

社会学系

社会福利学系

机械电子工程系

食品工程系

▪ 韩国境内居住报名者: 面试
▪ 韩国境外居住报名者: 材料评价或

电话面试

※ 专业学习能力评价时，如果持有有效签证，将被视为国内(韩国)报名者，国内(韩国)报名者因未参加面试而导致的

   不利后果，由报名者本人负责。

※ 舞蹈系在进行专业学习能力评价时将计划实行实践能力考试
※ 根据新冠肺炎等不同情况，专业修学能力评价方法可能会发生变化

2. 专业学习能力评价日程
 1) 第一志愿专业: 2021. 12. 14.(周二) 14:00~

 2) 第二志愿专业(韩国文化学): 2021. 12. 17.(周五) 14:00~

  ※ 报名者须在专业学习能力评价开始前30分钟到达指定场所

  ※ 各专业具体的场所之后将在忠南大学招生办网页通知 ≫ http://ipsi.cnu.ac.kr/html/uadm

http://ipsi.cnu.ac.kr/html/uadm


- 9 -

3. 准备物品: 准考证及身份证
 ※ 准考证可在网上报名后打印

 ※ 报名者须携带能证明本人身份的准考证及身份证，并在考官确认时出示，未携带时不得进入考场

4. 选拔方法

  1. 评分

评估项目 总分 备注

专业(包括外语)学习能力

100分 两名评审人评分的平均数专业能力适应性

学习态度和素养

  2. 2位专业学习能力评价评审人(各100分满分)的平均60分以上者，将选拔为合格者

  3. 不合格处理准则
    1) 专业学习能力评价平均分未满60分者

    2) 国内(韩国)居住报名者中面试考试缺考者

    3) 未提交申请材料者

    4) 申请资格审核不合格者

08/ 发表合格者

内容

日期
▪ 2022. 1. 4.(周二) 15:00
 ※ 在忠南大学招生办网页通知 ≫ (http://ipsi.cnu.ac.kr/html/uadm)

 ※ 不单独通知

注意事项

▪ 最终合格者一定要在规定期间内缴纳学费，未缴纳时将取消合格的资格
▪ 预备毕业生毕业后必须提交学历认证材料，在规定时日内无故未提交相关证明时
   取消入学的资格

▪ 合格者须严格遵守本校招生办网页上公告的‘合格者注意事项’，以免产生被取消录取

   资格等不利后果



- 10 -

09/ 缴纳学费                   [查询: 财务处 ☎042-821-5133]

内容

缴费期间 ▪ 2022. 1. 11.(周二) ~ 1. 14.(周五) *09:00 ~ 16:00

打印通知书

▪ 2022 1. 7.(周五) 

 ▸ 忠南大学网页(http://plus.cnu.ac.kr) → 대학생활(大学生活) → 학생민원서비스

    (学生信访服务) → 신입생 등록금고지서(新生学费通知书)

 ▸ 需缴金额为0元(全额减免奖学生等)的合格者也要到规定的银行窗口提交学费通知书盖章

    之后才能办理注册手续

缴费方法

在国内(韩国)缴费

▪ 银行窗口缴费 
 ▸ KEB韩亚银行, 友利银行, 农协银行全国支行访问缴费
▪ 虚拟账号缴费
 ▸ 在全国所有银行(使用转账, 网银, 手机银行, CD/ATM等)向学费通书上
    明示的学生个人KEB韩亚银行, 友利银行, 农协银行固定账号转账
 ▸ 缴费时间: 09:00~16:00
 ▸ 非学生本人名义也可以缴纳

在海外(本国)缴费

▪ 由海外向忠南大学汇款账号转账
▪ 存折信息将单独通知当事人
▪ 汇率基准: 1,100KRW = 1USD (可能变动)
▪ 两国银行间手续费(USD 100)另外支付
▪ 在海外(本国国内)汇款后如有剩余金额之后将予以返还

分期缴费

▪ 针对在国内(韩国)缴纳学费者，不可海外汇款

▪ 由于经济问题无法全额支付的学生可以申请
▪ 1期: 课时费1期分

▪ 2期: 所属学院相对应的课时费余额
▪ 有关分期缴费申请期间和其它事项之后通知

学费说明

系别 招生单位 学费(课时费)
人文学院 全招生单位 1,819,000

社会科学学院 全招生单位 1,819,000

自然科学学院
数学系 2,017,500
舞蹈系 2,513,000

其他招生单位 2,209,000
经商学院 全招生单位 1,807,500
工科学院 全招生单位 2,572,000

农业生命科学学院
农业经济系 1,819,000

其他招生单位 2,193,500
生活科学学院 全招生单位 2,193,500

生命系统科学学院 全招生单位 2,193,500
国际学科 全招生单位 2,469,000

※ 以上金额以2021年度为准，可能会有变更

http://plus.cnu.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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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公布录取者后入境程序       
                              [查询: 国际交流处☎042-821-8822(中国)，8824中国外)]

内容

下发期间 2022. 1月中

下发机关 忠南大学国际交流本部

下发对象
滞留于韩国境外，需要申请有效入境签证
  ※ 韩国境内滞留中的录取者并非为标准入学许可书下发对象，录取者根据入学申请书上所

    记载的是否持有有效签证而分为韩国境外或境内合格者

下发手续

录取合格人员

↓

缴纳学费

↙ ↘

韩国滞留者(持有签证时) 韩国滞留者(持有签证时)

至国际交流本部变更签证类型
或延长滞留时间 

至国际交流本部变更签证类型
或延长滞留时间 

↓

持签证所需材料至韩国驻本国大使馆
申请办理学生签证(D-2)

↓

至国际交流本部申请外国人登陆证
(入境后90天内)

注意事项

▪ 因提交材料期间未提交公证后的最终学历认证材料(中国学历学位认证报告,Apostille或领事确认)

   的学生不可在忠南大学申请签证签发认证书,请于所属国家的驻外公馆单独申请签证。

▪ 根据外国留学生签证签发及滞留管理方针, 限于国内统一学位课程, 学校变更受限, 因此 

   相关学生在发表合格者后, 需回国后取得留学签证后再返回韩国。

  ※ 限制示例

   1) 国内(韩国)其他大学退学后, 入学忠南大学本科

   2) 国内(韩国)其他大学学士毕业后, 入学忠南大学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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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奖学金制度
※ 根据奖学金支付处理的情况, 选拔标准、人员、制度明细等可能发生变动

内容

校内奖学金

[查询: 学生处 ☎042-821-5081]

奖学名 选拔标准 选拔人员 奖学金额

外国人
(学部)

新入·插班生: 入学成绩优秀的外国留学生 预定注册人员的
30%以内

学费的一部分
(学费1) 

在读生: 之前学期平均分2.25以上, 
且修满15学分以上的外国人留学生

※ 以开学日为准，学生国籍为韩国时则除外
合格者 学费的一部分

(学费1)

校内优秀 在读生: 之前学期平均分3.25以上,
       修满15学分以上的学生中的成绩优秀者

预定注册人员的
4%以内 学费全额

校内鼓励 在读生: 之前学期平均分2.25以上, 修满15学分 
以上的学生中的成绩优秀者

预定注册人员的
20%以内

学费的一部分
(学费1)

国际语言教育院
奖学金

[查询: 国际语言教育院 ☎042-821-8817]

奖学名 选拔标准 选拔人员 奖学金额

学部入学奖励
奖学金

新入生: 忠南大学韩国语正规课程修满4个学期以
上者中学部入学前两个学期结业者 合格者 500,000韩元

〚附录 2〛 办理外国人留学生保险 
  依据国民健康保险法修订，入境韩国后，从外国人登陆日起，须义务加入国民健康保险（获
得国民健康保险资格日：外国人登陆日，再入境时以再入境日为准）

  ※ 详细事项后期以合格者为对象进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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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学生生活馆         [查询: 学生生活馆 ☎042-821-6181]

※ 以下事项根据学生生活馆情况可能会有变动。

內 容

规 模

▪ 单间公寓：中间为走廊，走廊两侧为宿舍，宿舍内配有独立的洗手间、盥洗室

▪ 走廊型: 中间为走廊，走廊两侧为宿舍, 共用洗手间、盥洗室

▪ 公寓型: 6人共用一个客厅和阳台的公寓式形态，12人共同使用洗手间、盥洗室

▪ 已婚者宿舍(单间公寓)：已婚夫妇使用的单间公寓式构造，完备洗手间、浴室、烹调设施

区分 形式 特点 定员 备注

直应

1栋 · 6栋 二人一室 公寓型  649名 1栋 男 / 6栋 女
2栋 · 3栋 二人一室 单间房  498名 2栋 女 / 3栋 男

3栋 一人一室 单间房 10名 3栋 男
4栋 二人一室 走廊型  195名 男

5栋
二人一室 公寓型  91名

男
三人一室 单间房

 48名
已婚者室 16名 可以烹饪（以已婚"夫妇"在校生为前提）

이인구人才馆
一人一室

单间房
18名

准备考公务员室二人一室 32名
已婚者室 4名

1批BTL
7·8·9·11栋 一人一室 单间房

 14名 7栋(女) 残疾人室(7名) / 8栋(男) 残疾人室(7名)
二人一室 2,478名   7栋 · 11栋 女 / 8栋 · 9栋 男

10栋 已婚者室 单间房 96名 可以烹饪（以已婚"夫妇"在校生为前提）

2批BTL

12栋
二人一室 单间房

101名 男

已婚者室
34名

可以烹饪（以已婚"夫妇"在校生为前提）两房 15名

13栋
一人一室

单间房
 95名

女
二人一室 352名
残疾人室   4名 残疾人室(女)

直应
 ·

2批BTL
보운관

一人一室 公寓型  89名
医科大学生活馆

(文化洞校园)
二人一室 单间房

110名
二人一室  40名

总 4,989名

※ 已婚者室申请者未达时，可接纳普通在校生
   新冠肺炎因此上位'备注'栏中明示的宿舍楼运营内容可能会发生变动。

入住资格
▪ 我校确定入学者中，在入学志愿书上申请者中只选拔一定的人员
   但, 学生生活馆入住者发表日合格者查询后，仅限于缴纳生活馆费者赋予入社资格
▪ 栋分配由任意分配，此绝对不可变更

生活馆费
▪ 2022学年度生活管费 ≫ [学生生活馆网页(http://dorm.cnu.ac.kr)]]-[생활관비(生活管费)]

▪  除了已婚者室、第2批BTL生活馆、보운관以外，一般事实饮食形态是选择性义务式（4种中，选1）
   平日2餐义务餐（早餐&中餐中1餐，石餐），周末选择餐

入住者
发表日期

▪ 2022. 1. 26.（周三）14:00 ≫ [学生生活馆主页(http://dorm.cnu.ac.kr)]-[합격자조회(查询合格者)]

▪ 生活管费缴纳日: 2022. 2. 3.(周四) ~ 2. 4.(周五) 09:00∼23:00
   两天内个人虚拟账户转账或信用卡缴纳(KEB韩亚银行, 友利银行, 新韩银行, 国民银行)
    ※ 请参考学生生活馆入住者注意事项
    ※ 所有合格者入住前必须提交的材料(结核诊断书等)确认后必须提交(未提交时不能入住)

查询处
▪ 综合办公室: ☎042-821-6181(代表)

▪ 相关设施请参考学生生活馆网页(http://dorm.cnu.ac.kr)-[생활관 살펴보기(生活馆查看)] 

 ※ 上述事项可能因学生生活馆情况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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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查询部门及电话号码

学院 学系
电话号码

(区代码: 042)
学系网页

入学
国际交流本部

821-8825 http://ipsi.cnu.ac.kr/html/uadm

签证
821-8822(中国)

821-8824(中国外)
http://cnuint.cnu.ac.kr/

学费缴纳及退款 财务处 821-5133

奖学金 学生处 821-5081, 5084

休学等学籍管理 学事支援处(学籍) 821-5032~4, 5036

选课及学分认定 学事支援处(选课) 821-5042~4

学生生活馆入住 学生生活馆 821-6181 http://dorm.cnu.ac.kr

人文学院

国语国文系 821-5321 http://korean.cnu.ac.kr

英语英文系 821-5331 http://english.cnu.ac.kr

德语德文系 821-5341 http://german.cnu.ac.kr

法语法文系 821-5351 http://french.cnu.ac.kr

中语中文系 821-5361 http://cnucn.cnu.ac.kr

日语日文系 821-5371 http://cnujapan.cnu.ac.kr

汉文系 821-5381 http://sinokor.cnu.ac.kr

历史学系 821-5391 http://history.cnu.ac.kr

韩国史学系 821-6311 http://koreanhistory.cnu.ac.kr

哲学系 821-6321 http://philosophy.cnu.ac.kr

考古学系 821-6381 http://cnuarchaeology.cnu.ac.kr

语言学系 821-6391 http://cnulinguistics.cnu.ac.kr

社会科学学院

社会学系 821-6331 http://socio.cnu.ac.kr

文献信息系 821-6351 http://lis.cnu.ac.kr

心理学系 821-6361 http://homepage.cnu.ac.kr/cnupsy

行政学部 821-5841 http://lapa.cnu.ac.kr/cnupublic

政治外交系 821-5851 http://politics.cnu.ac.kr

言论信息系 821-6371 http://comm.cnu.ac.kr

社会福利系 821-6471 http://welfare.cnu.ac.kr

经商学院
经济系 821-5521 http://cem.cnu.ac.kr/economic

经营学部 821-5531 http://cem.cnu.ac.kr/biz

贸易系 821-5551 http://cem.cnu.ac.kr/trade

自然科学学院

数学系 821-5421 http://math.cnu.ac.kr

信息统计学系 821-5431 http://stat.cnu.ac.kr

物理学系 821-5451 http://physics.cnu.ac.kr

天文宇宙科学系 821-5461 http://astro1.cnu.ac.kr

化学系 821-5471 http://chem.cnu.ac.kr

生化系 821-5481 http://biochemistry.cnu.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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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学系
电话号码

(区代码: 042)
学系网页

自然科学学院

地质环境科学系 821-6421 http://geo.cnu.ac.kr

海洋环境科学系 821-6431 http://ocean.cnu.ac.kr

体育科学系 821-6451 http://sports.cnu.ac.kr

舞蹈系 821-6481 http://dance.cnu.ac.kr

工科学院

建筑系(5年课程) 821-6280 http://archi.cnu.ac.kr

建筑工程系 821-5621 http://archi-eng.cnu.ac.kr

土木工程系 821-5671 http://civileng.cnu.ac.kr

环境工程系 821-6671 http://envi.cnu.ac.kr

机械工程学部 821-5641, 6641 http://me.cnu.ac.kr

海洋船舶工程系 821-6621 http://ship.cnu.ac.kr

机械电子工程系 821-6871 http://mec.cnu.ac.kr

航空宇宙工学系 821-6681 http://aero.cnu.ac.kr

新材料工程系 821-6631 http://mse.cnu.ac.kr

电气工程系 821-5651 http://elec.cnu.ac.kr

传播信息通讯工程学系 821-6861 http://rice.cnu.ac.kr

应用化学工程系 821-5681 http://ceac.cnu.ac.kr

有机材料工程系 821-6661 http://omeng.cnu.ac.kr

智能城市建设工程系 821-5961 http://smartarchi-eng.cnu.ac.kr

自主驾驶系统工学系 821-7221 http://avse.cnu.ac.kr

农业生命科学学院

植物资源系 821-5721 http://crop.cnu.ac.kr

园艺系 821-5731 http://horti.cnu.ac.kr

环境材料工程系 821-5751 http://wood.cnu.ac.kr

森林环境资源系 821-5741 http://forestry.cnu.ac.kr

动物资源科学部 821-5771, 5781 http://animal.cnu.ac.kr

应用生物学系 821-5761 http://abio.cnu.ac.kr

生物环境化学系 821-6731 http://bec.cnu.ac.kr

食品工程系 821-6721 http://fst.cnu.ac.kr

地域环境土木系 821-5791 http://are.cnu.ac.kr

生物系统机械工程系 821-6711 http://bme.cnu.ac.kr

农业经济系 821-6741 http://agrieco.cnu.ac.kr

生活科学学院

服装系 821-6821 http://cloth.cnu.ac.kr

食品营养学系 821-6831 http://fdnutri.cnu.ac.kr

消费者学系 821-6841 http://cli.cnu.ac.kr

护士学院 护士系 580-8321 http://nursing.cnu.ac.kr

生命系统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系 821-5491 http://cbb.cnu.ac.kr/biology

微生物·分子生命科学系 821-6411 http://cbb.cnu.ac.kr/micro

国际学科
国际学专业 821-5960 http://cnusis.cnu.ac.kr

韩国文化学 821-5960 http://cnusis.cnu.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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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忠南大学校园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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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1〛                                                 ※ 完成网上报名后可以打印

Application Form for Undergraduate School Admission (Spring, 2022)

수험번호
Application No.

인적사항
Personal

Information

성명
Name

한글/Korean

사진/Photo
(3×4cm)

영문/English

거주
Residence

Out of
Korea

In Korea
Alien

Registration No.
Visa

Status
Visa

Validity
-

생년월일
Birthday

어학연수기관
Institute of Korean 
Language education

성별/Sex □ 남/Male
□ 여/Female

여권번호
Passport No.

국적/Nationality 이메일/E-mail
전화번호/Phone 휴대폰/Mobile

주소/Mailing Address
(Home or in Korea)

보호자/Guardian 성명/Name 휴대폰/Mobile
지원정보/Application Information

지원구분
Application Category

□ 신입학/Freshman                            □ 신입학(2지망)/Freshman(2nd choice major)
□ 2학년 편입학/Sophomore Transfer            □ 3학년 편입학/Junior Transfer

지원 모집단위(학과)
Desired Major 대학/college                    학과/department

언어능력
Korean/English

Proficiency Level

한국어능력/Korean Proficiency 영어능력/English Proficiency

□ TOPIK   급
□ 국제언어교육원 한국어능력인정시험   급
□ 국제언어교육원 한국어정규과정   단계

□ TOEIC     점
□ TOEFL(CBT   점, iBT     점)
□ New TEPS     점
□ IELTS     점

기숙사 신청
Dormitory □ Yes     □ No

학력기록(연대순으로 작성)
Educational Background(Please write chronologically)

교육과정
Level of Education

학교 이름
Name of School

나라(도시)
Country(City) 학습기간/Period of Education

~
~
~

상기 입학원서 및 제출하는 서류의 모든 내용은 사실이며, 추후 본 서류에서 허위 또는 잘못 기재된 사실이 있을 경우에는 귀교
의 결정에 따를 것을 서약합니다.
I affirm that the information I have provided on this application, including personal statements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is complete and accurate and is my own work. I understand that submission of incomplete or 
inaccurate information is sufficient cause for revocation of admission or enrollment.

                         날짜/Date:                    (yyyy-mm-dd)
                         지원자 성명/Name of Applicant:                    (서명/Signature)

충남대학교 총장 귀하
To the President of Chungnam Nation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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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2〛 자기소개서(Personal Statement)
※ 반드시 한글 또는 영문으로 작성 / Fill out this form in Korean or English(4~500byte)

▪ English Name:                    ▪Department:                   
    (Same in passport)

1. 성장배경: 자신의 경험을 통한 성장과정을 기술하시오.
   Background: Describe your background including difficult experiences or hardship you 

went through with some explanations.

2. 관심분야: 지원한 전공과 관련하여 관심과 적성을 보였던 분야에 대하여 기술하시오.
   Interested Field: Describe your interest and aptitudes in relation to your selected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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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3〛 수학계획서(Study Plan)
※ Fill out this form in Korean or English (Fill it out in one page)

▪ English Name:                    ▪Department:                   
    (Same in passport)

1. 충남대학교를 선택한 이유와 전공을 선택하기까지의 과정을 종합적으로 기술하시오.
   Describe a reason why you chose Chungnam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the process 

how you chose the major.

2. 입학 후 자신이 성취하고자 하는 학업목표를 설명하고 그와 관련하여 졸업 후 진로를 자세
하게 기술하시오.

   Describe your study objectives upon your admission and your future plan after 

graduation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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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4〛 유학경비부담서약서(Affidavit of Financial Support)

▪ 지원자 정보(Applicant Information)

 ▸ 성명(Name):

 ▸ 생년월일(Date of Birth):

 ▸ 국적(Nationality):

귀하의 유학경비를 부담할 재정보증인(본인 또는 부모님)의 이름을 쓰시오.

(Please write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the sponsor-yourself or parents-who will 

provide all the funds during applicant’s studies)

▪ 재정보증인 정보(Sponsor Information)

 ▸ 성명(Name):

 ▸ 관계(Relationship with the Applicant):

 ▸ 직업(Occupation):

 ▸ 주소(Address):

 ▸ 전화번호(Phone Number):

본인은 상기 지원자의 유학기간 중 일체의 경비 부담을 보증합니다.

(I hereby guarantee to provide all the funds to the above applicant during his/her 

studies at Chungnam National University.)

             날짜(Date):                    

            보증인 이름(Name of the Sponsor):                    서명(Signature)

충남대학교 총장 귀하

To the President of Chungnam National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