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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展情况，以下招生运作以及考核方法等有可能出现变动。 
 

    

1. 招生日程 (根据学校安排，以下日程可能会有变动。时间以韩国时间为标准。) 

流程 日期 

网上报名 2021. 9. 2(周四) 13:00 ~ 10. 14(周四) 17:00 

提交申请材料(访问或邮寄) 2021. 9. 2(周四) 13:00 ~ 10. 14(周四) 17:00 

公布录取和奖学金结果 2021. 12. 17(周五)之前 

缴纳学费 2022. 1 ~ 2月 

• 具体的内容和方法将在录取结果公布后，通过个人邮件进行通知。 发放标准入学许可书 

 

 

 

2. 申请程序  

 
① 网上报名 

(http://isa.ewha.ac.kr/oisa/ 

1442/subview.do) 

→ 
② 提交申请材料 

(邮寄或访问) 
→ 

③ 材料审查 

（必要时进行面试） 

     ↓ 

 ⑥ 缴纳学费  ← ⑤ 提交入学确认书 ← ④ 公布录取及奖学金结果  

 ↓    

 ⑦ 发放标准入学许可书 

（只发给已缴纳学费的新生） 
→ ⑧ 办理签证及入境  → 

⑨ 新生入学说明会、 

选课及开学  

 

 

 

 

 

 

 

 

※ 网上申请之后，必须将相关申请材料提交到‘国际学生组办公室’，访问或邮寄的形式提交。 

• 访问提交（周六、日，公休日除外）： 梨花女子大学 ECC B329 

- 提交时间:09：00～12：00， 13：00～17：00(工作日) 

• 邮寄提交 

- 材料的截止时间以材料到达办公室的时间为准。 

- 邮寄地址：(邮政编码: 03760)ECC B329, Ewha Womans University, Ewhayeodae-gil 52, 

Seodaemun-gu, Seoul, Korea 

(收件人: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dmissions Officer, 电话: +82-2-3277-3818) 

 

 

 

 

 

 

 

 

 

 

 

 

 

01. 招生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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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人数不限，综合学习能力等条件进行选拔。 

本科新生 / 插班 
 

※ 招生专业（或学部、学科）之后可能变动。 

※ 本科申请者应选择“专业”进行申请。如果下表中没有专业，则选择“学部/学科”进行申请。 

※ 本校本科专业中，国际学部(国际学专业、全球化韩国学专业)的所有专业课程均用英文授课。除国际学部以

外，其他专业的英文授课课程开设比例不一，但韩语授课的课程所占比例较大。 

 

学院 学部/学科 专业 

人文科学学院 

韩语语言文学  

汉语语言文学  

法语语言文学  

德语语言文学  

史学  

哲学  

基督教学  

英语语言文学部  

社会科学学院 

政治外交学  

行政学  

经济学  

文献信息学  

社会学  

社会福利学  

心理学  

消费者学  

传播·传媒学部  

自然科学学院 

数学  

统计学  

物理学  

化学生命分子科学部 
化学·纳米科学 

生命科学 

ELTEC 工科学院 

软件学部 
计算机工学 

网络安全学 

次世代技术工学部 

电子电气工学 

食品生命工学 

(插班:食品工学) 

化工新材料工学 

(插班:化学新材料工学) 

未来社会工学部 

建筑学（5 年课程） 

建筑城市系统工学 

环境工学 

气候·能源系统工学 

人类机械生物工学部  

音乐学院 

键盘乐器学  

管弦乐器学  

声乐学  

作曲学  

韩国音乐学  

舞蹈学  

02. 招生院系及招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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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学部/学科 专业 

造型艺术学院 

造型艺术学部 

东洋画学 

西洋画学 

雕塑学 

陶瓷艺术学 

设计学部  

纤维与服装设计学部 
纤维艺术学 

服装设计学 

经营学院 经营学部  

新产业融合学院 

融合内容学  

服装产业学  

国际事务学  

食品营养学  

融合保健学  

体育科学部 
运动科学 

全球化运动产业学 

护理学院 护理学部 
护理学 

全球化健康护理学 

斯克兰顿学院 国际学部 
国际学 

全球化韩国学 
 

  

* 2022 年插班专业、制度及课程安排按照 2020 年新生入学标准实行。 

* ELTEC工学院建筑城市系统工学专业通过了韩国工学教育认证院的审核，获得了工程学教育认证，建 

筑学专业获得了韩国建筑学教育认证院授予的建筑学教育认证资格。因此，相关专业的学生在入学的

同时均自动参与“认证项目”，相关学分要求及变更事项，根据各个项目的规定决定(根据认证审核

结果与专业情况可能会出现变动) 

* 护理学院通过了韩国护理教育评价院的认证评价，即可获得护理学教育认证资格。 因此，护理学院 

专业学生在入学的同时均自动参与“护理学认证项目”。 

* 经营学院通过了韩国经营教育认证机构的认证评价，获得了经营学教育认证资格。此外，也连续 3 次 

获得了国际商协会（AACSB, 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 of Business）授予 

的经营教育认证（Business Accreditation）,有效至 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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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 (硕士、博士、硕博连读) 

※ 本招生只限一般研究生院。专门及特殊研究生院招生，请向各研究生院咨询。 
※ 招生专业（或学部、学科）之后可能变动。 

※ 申请研究生者应选择细分专业进行申请。 

※ 本校一般大学院课程中，只有亚洲女性学专业的专业课是全英授课。此外，根据专业的不同英语授课比例也有

所不同，但是大部分课程用韩语授课。 

 

领

域 
学科 （学部） 

专业 

硕士学位课程 博士及硕博连读课程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韩语语言文学学科** 韩国语学，韩国文学 韩国语学，韩国古典文学，韩国现代文学 

汉语语言文学学科 汉语语言文学 中国文学，汉语语言学 

英语语言文学学科 英语文学，英语语言学 英语文学，英语语言学  

法语语言文学学科 法语文学，法语语言学， 法语文学，法语语言学 

德语语言文学学科** 德语文学，德语语言学， 德语文学，德语语言学 

基督教学科 基督教学，宗教咨询心理学 
圣经神学，系统神学，基督教伦理学，基督教教育

学，传教学，宗教咨询学，教会史，礼拜学 

哲学科 西洋哲学，东洋哲学 西洋哲学，东洋哲学 

历史学科 韩国史，东洋史，西洋史 韩国史，东洋史，西洋史 

美术史学科** 美术史及美术馆学 
韩国美术史，中国美术史，文艺复兴时期美术史，

现代美术史 

政治外交学科 政治外交学 政治思想，比较政治，国际政治，韩国政治 

行政学科 行政学 公共管理，公共政策 

经济学科 经济学 

产业组织，劳动经济，消费者经济，财政学，货币

金融，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计量经济，金融经

济，环境经济 

文献信息学科 文献信息学，记录管理学 文献信息学，信息学，文献学，记录管理学 

社会学科 社会学 社会学 

社会福利学科 社会福利学 社会福利学 

心理学科 心理学 
发育及发育临床心理，咨询心理学，认知心理学，

消费者及广告心理学，心理测量 

消费者学科 消费者学 消费者学 

传播·传媒学科 传播·传媒学 舆论信息，战略传媒, 影像/文化传媒 

女性学科 女性学 家庭，劳动，性，女权理论，女性政策 

儿童学科 儿童学 儿童学 

北韩学科 北韩学 北韩政治，北韩经济, 北韩社会文化，统一与和平 

教育学科 教育学 

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行政，教育课程，教

育测定及评价，教育心理，终身教育，教育商谈及

心理，教育大数据 

幼儿教育学科 幼儿教育学 幼儿教育课程，幼儿教育运营管理 

初等教育学科 初等教育学 教育课程及教师教育，儿童发展及指导理论 

教育工学科 教育工学 教育工学，HRD 

特殊教育学科 特殊教育学 

智力障碍，情绪及行动障碍，学习障碍，听觉障

碍，视觉障碍，肢体或多重障碍，语言障碍，超常

儿童，早期特殊骄教育,自闭障碍 

英语教育学科 英语教育学 英语教育学 

社会教育学科 历史学，地理学，一般社会教育学 历史及历史教育，一般社会教育，人文及自然地理 

韩国语教育学科 韩国语教育 韩国语教育 

语言病理学科 语言病理学 语言障碍，发言障碍，听力障碍 

法学科 法学 
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劳动法，国际

法，基础法，知识产权法，经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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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域 
学科 （学部） 

专业 

硕士学位课程 博士及硕博连读课程 

工商管理学科 工商管理学 
工商管理科学，市场营销，财务管理，人事管理/

战略，会计学，经营信息系统 

融合内容学科 影像内容，媒体设计，媒体工程学 影像媒体，媒体设计，媒体工程学 

国际事务学科** 国际事务学 国际事务学 

音乐治疗学科 音乐治疗学 音乐治疗学 

自

然

科

学 

数学科 数学 
代数学，分析学，拓扑学及几何学，数值分析，密

码学，应用分析学 

统计学科 理论统计学，应用统计学 
概率过程论，统计推论，线性模型论，资料分析

论，统计计算 

物理学科 物理学 
粒子物理学，核子物理学，凝聚态物理学，凝聚学

实验，天体物理学，光学，应用物理学 

化学·纳米科学学科 

物理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

学，生化学，纳米·生物化学，纳米材料化

学，高分子化学，磁共振复合材料 

物理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生化

学，纳米·生物化学，纳米材料化学，高分子化

学，磁共振复合材料 

生命科学学科 生命科学 生命科学 

药剂学科 药学 药学 

制药产业学科 制药产业学 制药产业学 

科学教育学科 科学教育学 科学教育学 

数学教育学科 数学教育学 数学教育学 

融合保健学科 融合保健学 融合保健学 

护理科学学科** 

护理学，老年人专门护理学，精神病护理

学，临床护理学，临终关怀护理学，统一护

理学，健康系统工程融合专业 

成人护理学，女性健康护理学，儿童护理学，精神

护理学， 基础护理学， 地区社会护理学，护理行

政学，健康系统工程融合专业 

食品营养学科 食品营养学，健康系统工程融合专业 食品营养学，健康系统工程融合专业 

生态学部 

生态科学（分类，进化，行为） 

生态科学（生态，环境） 

生态科学（融合科学） 

生态科学（分类，进化，行为） 

生态科学（生态，环境） 

生态科学（融合科学） 

医科学科 

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药

理学，预防医学，寄生虫学，脑神经学，医

学教育学，分子医学，保健学，医学工程，

医学伦理学，职业环境医学，健康系统工程

融合专业，核医疗学 

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药理学，

预防医学，寄生虫学，脑神经学，医学教育学，分

子医学，保健学，医学工程，医学伦理学 ，职业

环境医学，健康系统工程融合专业，核医疗学 

生物融合科学科 生物融合科学（生命科学） 生物融合科学（生命科学） 

大脑·认知科学科 神经科学，认知科学，脑医药学 神经科学，认知科学，脑医药学 

工 

学 

  

人工智能·软件学

部 
计算机工程，网络保安 电脑工程，网络保安 

电子电气工程学科 电子电气工学, 智能工厂融合专业 电子电气工学, 智能工厂融合专业 

食品工学科 食品工学 食品工学 

化学新材料工学科 化学新材料工学，健康系统工程融合专业 化学新材料工学，健康系统工程融合专业 

建筑学科 建筑理论，建筑设计 建筑学 

建筑城市系统 

工学科 
建筑城市系统工学 建筑城市系统工学 

环境工学科 环境工学 环境工学 

气候˙能源系统 

工学科 
大气科学工学，能源系统工学 大气科学工学，能源系统工学 

人类机械生物 

工程学部 

融合机械工程学，医疗生命工程学，生物数

据工程学，智能工厂融合专业，健康系统工

程融合专业  

融合机械工程学，医疗生命工程学，生物数据工程

学， 智能工厂融合专业，健康系统工程融合专业 

艺

体

音乐学部 

(音乐学院) 

键盘乐器（钢琴，管风琴，大键琴，钢琴伴

奏），管弦乐（管弦，管弦指挥），声乐

键盘乐器（钢琴，管风琴），管弦乐（管弦），声

乐（声乐，合唱指挥），作曲（作曲，音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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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域 
学科 （学部） 

专业 

硕士学位课程 博士及硕博连读课程 

能 （声乐，合唱指挥），作曲（作曲，音乐理

论），韩国音乐，音乐学 

论），韩国音乐**，音乐学 

造型艺术学部 

(造型艺术学院) 

东洋画，西洋画，雕塑，纤维艺术，陶瓷艺

术，艺术学 

东洋画，西洋画，雕塑，纤维艺术，陶瓷艺术，艺

术学，融合美术治疗学** 

设计学部 

(造型艺术学院) 

空间设计，视觉设计，智能科技设计，服装

设计，交互设计，色彩设计 

空间设计，视觉设计， 智能科技设计，服装设

计，交互设计，色彩设计 

服装产业学科** 服装产业学 
服装素材，服装构成/开发，传统服饰，时尚营销

管理/市场营销，服装设计 

舞蹈学科** 

(音乐学院) 
舞蹈实技，舞蹈理论 舞蹈实技 

体育科学学部 体育学，健康系统工程融合专业 体育学，健康系统工程融合专业 

医

学 
医学科* 

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药理学，病理

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预防医学，医学

教育学，脑神经学，分子医学，保健学，医

学工程，医学伦理学，职业环境医学，内科

学，小儿科学，精神科学，皮肤科学，外科

学，妇产科学，骨科学，神经外科学，泌尿

科学，眼科学，耳鼻喉科学，麻醉疼痛医

学，影像医学，整形外科学，诊断检查医

学，牙科学，胸部外科学，放射线肿瘤学，

神经科学，康复医学，家庭医学，急救医

学，核医疗学 

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药理学，病理学，微

生物学，寄生虫学，预防医学，医学教育学，脑神

经学，分子医学，保健学，医学工程，医学伦理

学，职业环境医学，内科学，小儿科学，精神科

学，皮肤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骨科学，神经

外科学，泌尿科学，眼科学，耳鼻喉科学，麻醉疼

痛医学，影像医学，整形外科学，诊断检查医学，

牙科学，胸部外科学，放射线肿瘤学，神经科学，

康复医学，家庭医学，急救医学，核医疗学 

跨

学

科

课

程 

生命伦理政策研究 生命伦理政策 
生命医疗法，生命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政策及管

理，生命伦理学教育 

东亚研究 东亚研究 传统思想，比较政治经济，社会研究，国际关系 

英才教育学科 英才教育学 英才教育学 

多文化·互动文化 多文化·相互文化研究 多文化·相互文化研究 

EcoCreative 
生态科学，生态教育，环保设计，生态

传媒 
生态科学，生态教育，环保设计，生态传媒 

生物信息学 生物信息学 生物信息学 

大数据分析学 大数据分析学 大数据分析学 

行为社会经济学科 行为社会经济学 行为社会经济学 

社会经济学科 社会经济学 社会经济学 

BT融合 
食品工学-BT融合专业, 食品营养学-BT

融合专业,微生物学-BT融合专业 

食品工学-BT融合专业, 食品营养学-BT融合

专业,微生物学-BT融合专业 

Smart Curation** 

Fashion Trend Curation, Food 
Curation, Fashion Technology 
Curation, Health·Sports Curation, 
Contents Curation 

Fashion Trend Curation, Food Curation, 
Fashion Technology Curation, 
Health·Sports Curation, Contents 
Curation 

计算机医学 计算机医学，健康系统工程融合专业 计算机医学，健康系统工程融合专业 

亚洲女性学 亚洲女性学  

Posthuman Studies Posthuman Studies Posthuman Studies 

Transformation 

Design 
Transformation Design Transformation Design 

* 外国学生申请医学硕博连读课程仅限于基础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药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寄

生虫学，预防医学，医学教育学，脑神经学，分子医学，保健学，医学工程，医学伦理学，职业环境医学）。 

* 本科医学科（包括医学专门大学院）及其它学科毕业生可以申请医学科基础医学（招生简章上从解剖学到职业环境医学）。 

* 医科学科是全日制学科，医学科有可能不是全日制。 

* 医科学科和医学科的学费会有所不同 。 

**标志的专业不招收硕博连读生(韩语语言文学、德语语言文学、美术史学、国际事务学、护理学、造型艺术学部 

(融合美术治疗学) 、服装产业学、舞蹈学、 Smart Curation、音乐学部(韩国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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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满足以下各项条件，即可申请。 

 

1. 国籍: 申请人(只限女性)与父母均为外国国籍持有者 
※ 申请人与父母中，只要有任何一位是持有韩国国籍的双重国籍者，都不具备申请资格。 

※ 申请人与父母都必须在申请人接受与韩国高中教育同级别的教育课程之前取得外国国籍，才有申请资格。  

※ 本人及父母中至少一人曾取得韩国国籍时，须提交丧失韩国国籍及取得外国国籍的相关证明，在报名起始日

之前，申请人本人及父母必须都已经丧失或放弃韩国国籍。 

例如：明确记载申请人及父母丧失国籍事实的亲属关系证明，除籍证明或者申请人与父母的国籍丧失事实证

明，2011 年之后取得的外国人登录事实证明等可以印证已不再持有韩国国籍的相关证明材料。 

 *不承认丧失国籍事实申报受理证及申报书 

※ 父母离异或离世等情况须提交相应证明材料/父母离异时，须提交报名者的抚养权证明 

 

2. 学历: 申请各项目时分别满足以下资格者。 

申请项目 资格 

本科生 

新生 

2022 年 2 月末之前*高中毕业（预期）者 

※海外高中同等学历认证考试（GED）或韩国高中同等学历认证考试，家庭学

校，网络学校等高中学历认证方式不能申请。 

插班生 
2022 年 2 月末之前*至少完成 4 年制大学 2 年级以上大学课程(4 个学期，不含假

期学期)，并想直接编入大学三年级者 
*若专科大学，须获得(预期)专科学位 

研究生 

硕士, 

硕博连读 
2022年 2 月末之前*完成四年制大学或同等级别大学课程、并获得（预期）学士学

位者 

博士 2022 年 2 月末之前*完成硕士研究生课程并获得（预期）硕士学位者 

 

* 如果所属国家学制学年和开学时间比韩国晚一个月以内，截止到 2022 年 3 月，可作为例外情况而被视为符合

条件。 

 

3. 语言能力: 申请者需至少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① 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3 级以上取得者(本科新生)/4 级以上取得者(本科插班生，研究生) 

② 在梨花女子大学语言教育院完成 4 级或 4 级以上韩国语集中课程 

③ 英语能力考试 TOEFL(PBT 550, iBT 80), IELTS 6.0, New TEPS 326 以上取得者 

④ 从用韩语或英语授课的高中或大学完成学业者 

⑤ 本校认可有“①”～“④”所要求的韩语或英语语言能力者 

※ 申请全英文授课专业者，需提交③或④英语能力测试成绩 

 - 本科:国际学部(国际学专业，全球化韩国学专业) 

 - 大学院:亚洲女性学跨学科课程 

※ 所提交的语言成绩必须在有效期之内。（有效期必须保持到申请材料的提交截至日） 

※ 所有本科新生，须在毕业之前取得 TOPIK 4 级以上，未取得 TOPIK 4 级者毕业将受到限制。(不包括

专业课程全英文授课的国际学部) 

  

4. 研究生项目各专业其他要求： 

一. 法学科： 

需具有 3 年以上的实际工作经验，才能申请硕博连续课程。 

二. 护理科学学科： 

老年人护理学专业、精神病护理学专业及高级临床护理学专业，需有与此专业有关的 3 年以上的临

床经验，才能申请硕士学位课程。 

三. 医学科：- 医学类专业毕业生才能申请临床医学。 

- 牙科专业毕业生才能申请牙科学。 

四．幼儿教育学科：  
需具有幼儿教育相关的实际工作经验，才能申请博士学位课程的幼儿教育运营管理专业。 

03. 申请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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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拔方式：以申请人递交的材料为基础，对申请人的学业能力、外语能力、专业适配度、学习动机

等进行综合的评价选拔。 

※ 必要时可能进行面试（国外居住者将通过电话或视频面试）。 

 

2. 申请费：150,000 韩元（USD $150）（网上申请时缴纳） 

一．网上申请时产生的手续费由本校承担。 

二．成功递交网上申请后不可取消，也无法返还申请费。但是由本校入学委员会认定申请者无法申请时

（自然灾害、招生部门的过失、以及其他非本人过失的原因），可返还申请费的一部分或全额。 

三．根据高等教育法第 34 条第 4 则第 5 项规定，招生相关的收支中产生剩余金额时，可退还一部分申

请费。 

四．退还费用时，若选择通过金融机构账户转账的方式，转账过程中产生的手续费将从总额中扣除。若手续费金额

高于转账总额时，则无法退款。 
 

 
 

序号 必交与

否 
提交材料 备注  

1 必交 
入学申请书1份 

[标准式样 1] 

•需用英语或韩语填写 

•网上报名后，必须打印已填好的入学申请书，并提交 

2 必交 

入学申请书补充材

料 

& 奖学金申请书 1

份 

 [标准式样 2] 

• 需用英语或韩语填写 

• 网上报名后，必须打印已填好的入学申请书，并提交 

• 需同时提交与入学申请书内容相关的证明材料（需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的原

件，获得本校或发行机关原件认证的复印件也可视为原件） 

3 必交 

毕业（预期）证明

书 

成绩证明书 

各1份  

[原件] 

*本科插班和大学

院：成绩证明提交2

份 

[原件及复印件各1

份] 

• 本科新生: 毕业证明(或预毕业证明)及高中成绩证明 各1份 

• 本科插班生：大学毕业证明或2年级以上的结业证名(预结业证明)1份, 大学

成绩证明2份。 

  ※申请本科插班者，若已完成4年制大学本科的2年课程，取得结业(含预结

业)，需要提交高中毕业证明(用于确认最终毕业学历) 

• 硕士，硕博连读： 学位（预期）证明书1份，学士课程成绩证明2份 

• 博士：学士学位证明书1份，学士课程成绩证明2份 

        硕士学位(预期)证明书1份，硕士课程成绩证明2份 

※从国外学校取得的毕业及成绩证明，需要按照本简章pp.10～11<外国学校

学历认证确认材料提交说明>的要求提交 

4 必交 

语言能力证明材料

2 份 

[原件及复印件各1

份] 

• TOPIK 3级(本科新生)，TOPIK4级(本科插班、研究生)以上成绩单 

※ 需在申请截止日期之前提交成绩单。但网上报名时外语能力选择‘TOPIK 

취득예정’并且在2021年11月28日凌晨24:00之前提交第78届(2021.10.16.～ 

10. 17)TOPIK考试成绩者承认其报名资格。 

• 梨花女大语言教育院韩国语集中课程4级以上结业证  

※ 只认证申请截止日期前提交4级以上结业证者。

但网上报名时外语能力选择‘이화여대 언어교육원 한국어집중과정 4급 

이상수료’并在2021年11月28日凌晨24:00之前提交4级结业证者承认其报名资

格  
※ 语言教育院韩国语优秀者奖学金申请者必须同时提交本校语言教育院结业

证（3个学期以上，包括6级结业证） 

• 英语能力考试成绩 

① TOEFL(PBT 550/iBT 80)以上 

② IELTS 6.0以上：可提交电子成绩单 

③ New TEPS 326以上 

※若 TOEFL 和 IELTS 成绩单的接收人为梨花女子大学(TOEFL 接收人代码：8229)

时，报名时须告知本人英文姓名，考试日期和成绩，IELTS需提交 TRF Number，

若没有告知，则无法进行成绩核对，责任自负。 

※英语能力考试(TOEFL, IELTS, New TEPS)成绩须在报名截止前到达国际学生组 

04. 选拔方式  

 

05. 提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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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必交与

否 
提交材料 备注  

• 高中或者大学教育课程介绍资料（以确认使用韩语或者英语） 

5 持有者 

入学申请书补充材

料 

填写内容相关证明

文件 

[原件] 

※ 大学院(硕博连读)法学专业、护理学大学院专业报名者必须提交相关工作

经历证明 

• 针对报名材料 2{入学申请书补充材料}的相关证明文件： 

(1) 学业能力：高中毕业考试，大学入学考试或其它标准化考试(SAT, ACT, 

A Level, IB, 高考, National Center Test for University 

Admissions 等)  

(2) 获奖及活动经历：奖状，学位论文摘要，研究实绩，经历证明书等(须为

英语或韩语公证件) 

6 必交 

申请者与父母的护

照 

（国籍证明材料） 

各 1 份 

[复印件] 

• 没有护照时可以用国籍证明材料代替(若申请者申请时未提交护照复印件，合

格后必须提交 ) 

• 中国籍申请者提交 ①本人中国身份证复印件 1 份  ②父母中国身份证复印

件 1 份 ③全家人户口本复印件，各 1 份 

• 其他材料： 

① 本人及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曾获得韩国国籍时，须提交丧失韩国国籍以及

取得外国国籍的证明材料(如：亲属关系证明、除籍滕本、国籍丧失证

明书等） 

② 父母离异或离世等情况须提交相应证明材料/父母离异时，须提交报名

者的抚养权证明 

7 必交 

可证明申请者与父

母 

亲属关系的材料 

[原件或公证件] 

• 中国籍申请者：全家人户口本及亲属关系证明书 

• 中国以外其他国籍申请者：申请人出生证明书，户籍謄本，居民登录謄本，

家族关系证明书等可以确认申请者与父母关系的材料  

• 若材料非韩语或英语，需翻译成韩语或英语并公证  

8 必交 

银行存款证明 

(USD 20,000) 

[原件] 

• 请务必提交本人或父母名义的存款证明书（不可提交存折复印件或交易记录） 

• 认可相当于 2 万美金的其他货币金额。（人民币约 140,000, 韩币约 2,300

万等） 

• 存款冻结时间截止至开学前（2022 年 3 月以后） 

9 

艺体能

及融合

内容学

科大学

院媒体

设计专

业申请

者必交 

实技能力证明资料 

（服装产业学科除外） 

[原件] 

• 艺体能系列（造型艺术学院，音乐学院，体育科学部）及融合内容学科大学

院媒体设计专业申请者必交 

[音乐学院] 必须打印出歌曲目录，并提交 
键盘乐器专业 时长为30分钟的自选曲目的演奏视频（DVD或USB） 

管弦乐专业 时长为30分钟的自选曲目的演奏视频（DVD或USB） 

声乐专业 时长为20分钟的艺术歌曲或歌剧咏叹调的演唱视频 DVD或USB） 

作曲专业 

（本科） 

1.本人创作的具有三段式乐曲结构的钢琴曲谱 

2.本人创作的二重奏以上室内乐曲谱 

1、2均须提交（此外还可附加提交录音与视频） 

 

（研究生院） 

1.本人创作的室内乐作品曲谱 

2.本人创作的大型乐曲曲谱 

1、2均须提交（此外还可附加提交录音与视频 ） 

韩国音乐专业 时长为20分钟的自选曲目的演奏视频（DVD或USB） 

舞蹈系 
作品集和3分钟以上独舞视频等尽可能提交的所有材料（DVD或US

B） 

[造型艺术学院] 用 A3或 A4 纸将作品打印，页数不超过 20 

[除音乐学院和造型艺术学院以外的其他专业] 

格式不限 如：作品集，视频等皆可 
 

※ 须在所有材料右上方记入自己的准考证号与姓名后按顺序整理后提交材料。 

※ 标准式样 1-2 可参考国际学生组网站 (http://isa.ewha.ac.kr)，标准样式 1-2 在报名时必须在网上填写完整

后打印并提交。 

※ 非韩语或英语材料需提交办理公证的韩语或英语翻译件 。     

※ 所有申请材料均不返还。若为不可再发行材料，请提交获得本校/发证机构/领事认证/海牙认证的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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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交材料的说明  
一．网上申请后，把申请材料以邮寄或访问的方式提交。  

二．本校一律不退还已交材料。需提交原件的材料，如果原件有且只能有一份，在递交材料期间内，可

以在我校进行原件对照。若是海外邮寄材料的情况，则可以提交经过发行机关出具的原件确认副件

或者领事认证及海牙认证副件。 

三．如必交报名材料不齐全，或没有在规定截止日内提交，或者没有缴纳报名费，则不予审查。 

四．本招生简章明示的提交材料以外，可能因确认申请资格等相关事实而需要追加提交其它材料。 

 

[海外院校毕业学历认证确认材料提交说明] 

 
提交海外院校颁发的各种证书(学位证明，毕业证明，成绩证明、在读证明等)时，需要按照以下规定流

程进行认证后，在报名截止日之前进行提交。若由于不得已的原因导致无法在报名期间提交，必须在公

布录取结果后于2021年12月29日之前将认证材料提交至国际学生组。 

 

一．按申请类别提交材料说明 
  

1. 本科新生 

<毕业(含预毕业)于非中国的其他国家高中者> 

- 请参考韩语版或英语版的招生简章。 

<毕业于中国高中者-普通高中> 

- 高中毕业(含预毕业)证明:学信网在线验证报告打印件(英文) 

- 高中成绩证明:领事认证 

<毕业于中国高中者-中专、职业高中、技校> 

- 毕业(含预毕业)证明:以下2项择1提交 

 ①学校颁发的毕业证明(须获得省教育厅以及韩国领事馆馆领事认证) 

 ②省教育厅办法的毕业证明(须获得韩国领事馆领事认证) 

- 成绩证明:领事认证 

 

2. 本科插班 

<在读或毕业于非中国的其他国家院校者> 

- 请参考韩语版或英语版的招生简章。 

<在读或毕业于中国院校者> 

- (四年制本科)毕业/预毕业/在读证明:学信网在线验证报告打印件(英文) 
※若为4年制本科的2年结业(含预结业)者，需要提交高中毕业证的学信网英文在线验证报告(用于确认最终学历) 

※若已在4年制本科院校取得学士学位者，需要提交标注‘Type of Degree’和‘Year of Degree Awarded’的

学信网在线验证报告(英文)打印件或学位网学位认证电子报告(英文) 

- (大学专科)毕业/预毕业/在读证明:学信网在线验证报告打印件(英文) 

- 成绩证明:学信网在线验证报告打印件(英文)或领事认证 

 

3. 大学院硕士及硕博连读 

<毕业(含预毕业)于非中国的其他国家院校者> 

- 请参考韩语版或英语版的招生简章。 

<毕业于中国院校者> 

- 学士学位证明: 以下2项择1提交 

 ①学位网学位认证电子报告(英文) 

 ②标注‘Type of Degree’和‘Year of Degree Awarded’的学信网在线验证报告(英文)打印件 

   (预毕业者提交预毕业证明) 

- 本科成绩证明:学信网电子验证报告打印件(英文)或领事认证 

 

4. 大学院博士 

<毕业(含预毕业)于非中国的其他国家院校者> 

- 请参考韩语版或英语版的招生简章。 

<毕业于中国院校者> 

- 硕士学位证明: 以下2项择1提交 

 ①学位网学位认证电子报告(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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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标注‘Type of Degree’和‘Year of Degree Awarded’的学信网在线验证报告(英文)打印件 

   (预毕业者提交预毕业证明) 

- 硕士成绩证明:学信网电子验证报告打印件(英文)或领事认证 

- 学士学位证明: 以下2项择1提交 

 ①学位网学位认证电子报告(英文) 

 ②标注‘Type of Degree’和‘Year of Degree Awarded’的学信网在线验证报告(英文)打印件 

   (预毕业者提交预毕业证明) 

- 学士成绩证明:学信网电子验证报告打印件(英文)或领事认证 

 

二. 学历认证方法介绍 

 
1. 海牙认证(Apostille) 

 

※海牙认证办理程序 

1)官方文件(国立/公办院校等) 

 

办理校方 
出具文件  

⇨ 
访问海牙 
认证机构 

⇨ 
申请办理 
海牙认证 

⇨ 
海牙认证机 
构文件审查  

⇨ 签发海牙认证 

 

2)私人文件(私立院校等) 

[海牙公约成员国]                                                2020.06.23.标准 

2. 所在国韩国领事馆或驻韩本国领馆的领事认证 

 

3. 中国教育部颁发的相关学位与学历认证报告(仅限在中国取得学位与学历者) 

1) 学位网 

• 认证机构：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 网址: http://www.cdgdc.edu.cn 

• 电话: +86-10-8237-9480 (传真: +86-10-8237-8718) 

2) 学信网 

• 认证机构：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 

办理校方 
出具文件  

⇨ 
访问所在地区公 
正机构办理公证 

⇨ 
访问海牙 
认证机构 

⇨ 
申请办理 
海牙认证 

⇨ 
海牙认证机 
构文件审查  

⇨ 签发海牙认证 

地区 海牙公约成员国名单 

亚洲， 

大洋洲 
澳大利亚、中国部分地区(澳门、香港)、日本、韩国、新西兰、文莱、蒙古国、库克群岛、斐济、 

印度、马绍尔群岛、毛里求斯、瓦努阿图、萨摩亚、汤加、纽埃、塔吉克斯坦、帕劳、菲律宾 

欧洲 

阿尔巴尼亚、奥地利、白俄罗斯、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 

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马耳他、希腊、匈牙利、爱尔兰、冰岛、意大

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摩纳哥、黑山、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俄罗斯、罗马尼亚、塞

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吉尔吉斯斯坦、马其顿、乌克兰、英

国、安道尔、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列支敦士登、圣马力诺、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科索沃 

北美 美国(包括关岛、莫里群岛、塞班岛、波多黎各) 

中南美 

阿根廷、墨西哥、巴拿马、苏里南、委内瑞拉、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巴巴多斯、伯利兹、哥伦比 
亚、多米尼加联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格林纳达、洪都拉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

丁斯、秘鲁、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圣卢西亚、圣基茨和尼维斯、哥斯达黎加、乌拉圭、尼加拉瓜、巴拉

圭、巴西、智利、危地马拉、玻利维亚、圭亚那 

非洲 
南非、博茨瓦纳、布隆迪、莱索托、利比里亚、纳米比亚、圣多美普林西比、斯威士兰、马拉维、佛得 
角、塞舌尔 

中东 阿曼、以色列、巴林、摩洛哥、突尼斯 

http://www.cdgd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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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 https://www.chsi.com.cn 

• 电话: +86-10-8219-9588 

※ 若在韩国申请办理相关认证材料，可咨询首尔孔子学院 

- 网址: http://www.cis.or.kr -> 중국학력학위 인증센터 

- 电话: +82-2-554-2688, 电子邮箱: cis88@cis.or.kr 

 

 

 

1. 2022年外国人特别招生新生奖学金  

奖学金名称 对象 内容 受惠期间 

EGPP奖学金 
(Ewha Global 

Partnership Program) 

来自发展中国家并有潜力成为优秀女性领导者

的外国学生， 

根据本校外国人特别招生章程申请入读本科或

研究生院的新生 

全额学费(包

含入学金)、

校内宿舍费

用、生活补

贴等 

• 本科新生：最多8学期* 

• 本科插班：最多4学期* 

• 硕士课程：最多4学期* 

• 博士/硕博连读：最多6

学期* 

 

外国留学生 

奖学金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cholarship) 

ISS F4  

(4年全额学费) 

申请本校外国人特别录取招生的本科新生 

(包括具备外国人特别招生报名资格的海外同

胞) 全额学费 

（含入学

金） 

最多8学期* 

ISS F2 

(2年全额学费) 
申请本校外国人特别招生录取的本科新生、插

班生及研究生院新生（硕士、博士、硕博连

读） 

最多4学期* 

ISS F1 

(1年全额学费) 
      最多2学期 

ISS FH1 

(1学期全额学费) 

TOPIK6级成绩持有者中入学评价优秀者  

* 仅限申请期间以内提交有效 TOPIK 成绩单的

申请者 

全额学费 

（含入学金） 
入学第一学期 

语言教育院 

韩语优秀者 

在本校的语言教育院接受3个学期以上韩语集中

课程，并通过韩语6级课程的本科（新入学）申

请者 

部分学费 入学第一学期 

优秀梨花校友 

本校本科应届毕业生(前一学期毕业)及预毕业

生，累计平均绩点3.75以上（4.3满分），且申

请本校一般大学院人文社会和艺体能专业的硕

士或硕博连读课程 

全额学费 1年** 

优秀梨花理工科校友 

本校本硕毕业生 含预毕业），满足下列所有要

求的一般大学院理工科系（申请学科为准）博

士课程新入生 

- 一般、专门、特殊大学院毕业(预毕业)的硕

士生皆可申请 

- 博士升学年限：本校研究生毕业后3年(6学

期)以内 

* 22-1学期新生：在2019年8月至2022年2月

期间取得硕士学位者 

- 硕士毕业绩点：本校硕士毕业累计平均绩点

3.75以上（4.3满分） 

- 本科毕业绩点：本校本科毕业累计平均绩点

3.50以上（4.3满分） 

全额学费 1年** 

本校本科应届毕业生(前一学期毕业)或于毕业

生，累计平均绩点在3.50以上（4.3满分）的，

一般大学院理工科硕士或硕博连读课程新入生 

※可申请 EGPP 奖学金申请的国家目录，请参考 OECD官网并搜索 DAC List of ODA Recipients 

(http://www.oecd.org/dac/financing-sustainable-development/development-finance-

standards/daclist.htm) 

*有持续受惠要求:(本科:学分和成绩要求/大学院:成绩要求) 

**持续受惠标准:前一学期的平均为4.0以上(4.3满分)，休学时奖学金不会进行转移(但怀孕生产休学除

外) 

06. 奖学金  

 

https://www.chsi.com.cn/
http://www.cis.or.kr/
mailto:cis88@cis.or.kr
http://www.oecd.org/dac/financing-sustainable-development/development-finance-standards/daclist.htm
http://www.oecd.org/dac/financing-sustainable-development/development-finance-standards/dac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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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请方法 
 

① 提交材料：网上报名时，将填写完的“入学申请表补充材料&奖学金申请书”打印提交 

② 提交时间：与提交申请材料时间一致（2021.9.2～10.14） 

*优秀梨花校友奖学金，优秀梨花理工科校友奖学金会根据申请人是否满足条件直接判定，不会进行

单独申请。除此以外的奖学金需要申请者提交申请。 

 

(2) 选拔方法 
以提交的材料为基础，从作为世界女性领导者的素质和潜能，可对国际交流做作出贡献的潜在力等

方面进行综合评审选拔。 

 

(3) 奖学金结果公布 

邮件通知。 

 
 

(4) 注意事项 
① 奖学金评审过程中,有可能会通过电话对申请人进行面试。 

② 若因在校期间成绩未达到持续受惠标准，发生无法继续学业的情况或有违反学生本分的行为等致

使奖学生资格不充分时，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委员会可经审核后做出减少或取消奖学金的决定。 

③ 所有获得奖学金的学生按规定必须加入国民健康保险和商业保险。 

 

2. 2022年外国人在校生奖学金 

奖学金名称 对象 奖学金额 申请方法 

ISS M 
(Merit-based) 

_本科 

外国人特别招生录取入学的正规注册本科在校生，之

前学期无不及格科目，修满15学分以上，成绩优秀者 
※ TOPIK4级以上成绩持有者 （例外：国际学部学生） 

部分学费 

(按排名发放) 

无需申请, 

自动选拔 

ISS M 
(Merit-based) 

_一般大学院 

外国人特别招生录取入学的正规注册一般大学院在校

生，之前学期成绩在3.5以上(4.3满分)者中，成绩优

秀者 
※ TOPIK4级以上成绩持有者 （例外：亚洲女性学） 

部分学费 

(按排名发放) 

在每学期申请期

间内，通过国际

学生组网页上申

请 

ISS V 
(Volunteer-

based) 

持有外国国籍的正规注册的本科或一般大学院在校

生，之前学期修满10学分（本科生）或6学分（研究

生）以上，之前学期成绩在2.00（满分4.30）以上的

学生中  

※ TOPIK4级以上成绩持有者 （例外：国际学部学生, 亚洲女性学） 

※ 奖学金生职责：在国际学生组工作或参与网络宣传大使 

部分学费 

(按类型发放) 

在每学期申请期

间内，通过国际

学生组网页上申

请 

 

※ 以上奖学金内容有可能更改。 

※ 在校生奖学金只有学生在该学期都加入国民健康保险和商业保险的情况下才有资格申请和受惠。 

※ 奖学金发放及相关事项将遵照本校“奖学金给予规定”。 

※ 联系方式: 国际学生组 (ECC B329, ☎ +82-2-3277-6989, isadmit@ewha.ac.kr) 

mailto:isadmit@ewha.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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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注意事项  
 

一．如若需要补交报名材料或需要电话联系时，学校会向学生进行单独联系。因此，当您填写入学申请 

书时，必须填写申请者本人或父母的正确的联系号码及邮箱地址，以便紧急通知。若发生联系号码

或邮箱地址有误或与申请者联不上等问题时，一切责任及后果由申请人自负。 

二. 本招生简章未明示的关于外国人特别招生一切事项将依照本校入学委员会的决定进行。 

三. 入学招生考核内容及成绩不予公开。 

四. 未达到申请资格以及发现所提交（包括委托提交）材料中有虚假、伪造等不正当行为及事实时，即

使对录取结果没有影响，也将取消其录取或入学资格。被取消录取或入学资格的申请者可能之后都

无法入学本校。 

五．本招生简章有韩文版、英文版和中文版，若三种版本中的内容出现不一致，则以韩文版为准。 

 

录取后注意事项  

 
 

录取后将按照如下程序进行入学注册。 

每个阶段的具体内容（时间、方法等）会以个人邮件的形式通知。 

※ 请在提交申请材料时务必提供一个正确的电子邮箱地址。 
 

 

1. 提交入学确认书 

一．有意愿入学的学生需在指定期间内提交入学确认书。  

二．只有提交入学确认书的学生才能进入下一阶段的入学程序。 

   

2. 加入医疗保险或提交保险证明 
一．根据国民健康保险法以及教育部有关政策的规定，外国留学生需义务加入国民健康保险。 

二．加入健康保险的外国人必须每月按时缴纳保险费，如未缴纳，在签证延期等各种滞留许可的申请上

会受到限制。 

三．外国留学生在学期间，必须一直保持加入国民健康保险和商业保险的状态。 

四．详细内容，日后将针对录取者单独进行通知。 

 

3. 缴纳学费  
一．录取并确定入学者需要在指定期间(1-2月之内)在指定银行缴纳学费。 

二．在韩国同时收到2所以上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学生必须选择一所进行入学注册，否则将取消入学资

格。 

 

4. 录取合格者补充材料提交  
一．在报名截至之前，若无法按时提交海外院校的各项证明(学位、毕业、在读、成绩等)，必须在发布

录取通知之后于2021年12月29日之前补交至国际学生组办公室。 

二．申请时提交预毕业（结业）证明者， 应在开学前（2022年2月28日）前提交毕业（结业）证明书。 

 

5. 发放标准入学许可书和申请留学签证  
一．只有在提交登陆预定书时进行了标准入学许可书申请，同时完成学费缴纳并以提交所有学历相关认

证材料者，才可获得标准入学许可书。 

二．留学签证的申请或变更需本人亲自完成。 

三．关于是否具备留学的资格依据出入境外国人政策本部的规定，有可能变更或根据个人情况而不同，

请本人直接与出入境外国人政策本部确认。 

 

 

07. 申请人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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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宿舍申请及入住 
一．在提交入学确认书时申请宿舍。 

二．在入学确认书上申请过宿舍的录取者中，按申请顺序分配宿舍，申请结果将个别通知。 

※ 关于宿舍的详情参照第16～17页内容。 

 

7. 新生入学说明会和选课  
计划于2022年2月进行新生入学说明会和选课指导。 

 

8. 开课和体检  
2022学年度入学新生必须接受本校大学健康中心实施的身体检查。如发现影响学业的疑难疾病及身体缺

陷时，要遵从学校所做的休学等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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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宿舍信息  
(※以下费用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保持社交距离0阶段的价格，根据社交距离的变化，入住人数限制及费用可能出现变动) 

 E-House I-House 

费用 

1) 学期：以 21-1 学期（119 晚）为准 

房型 宿舍费 

1 人间(A) 1,769,890 韩元 

1 人间(B) 1,587,220 韩元 

2 人间(A) 1,498,210 韩元 

2 人间(B) 1,357,670 韩元 

2 人间(独立房间) 1,440,500 韩元 

3 人间(A) 1,357,670 韩元 

3 人间(B) 1,316,850 韩元 

4 人间 1,232,010 韩元 
 

1) 学期：以 21-1 学期（118 晚）为准 

建筑 房型 宿舍费 

A/B 栋 

2 人间 1,203,250 韩元 

1 人间 1,871,720 韩元 

2 人间(B) 1,507,100 韩元 

C 栋 
2 人间 1,592,170 韩元 

1 人间 2,698,190 韩元 

D 栋 2 人间 1,592,170 韩元 
 

2）2022 年暑假，2022 年第 2 学期，2022 年寒假：另外缴纳 

-2022 年暑假 ：2022 年 5月通知 

-2022 年第 2 学期：2022 年 7 月通知 

-2022 年寒假：2022 年 11月通知 

设施 

1) 房间类型: E-House 1-4人间，I-House 1-2人间 

2) 主要设施 

- 宿舍内: 床（床垫），书桌，椅子，书柜，衣柜 

- 公用客厅：桌椅，冰箱，鞋柜，校内专用电话(内线) 

- 公用: 厨房，健身房，读书室，休息室，洗衣室，祈祷室，食堂，便利店，美发店，每层设置的

简易厨房等  

宿舍食堂 

费用 

1）E-House 201 栋地下二楼开设宿舍餐厅 

   I-House 内没有餐厅，可在临近的生活环境馆学生食堂就餐 

2）餐费：可选 

用餐次数(每月) 每餐费用 

50 餐 3,400 韩元 

40 餐 3,800 韩元 

30 餐 4,100 韩元 

自由餐 4,300 韩元 

-餐费不包括在宿舍费之内（餐费可能有所变动） 

-申请包餐及缴纳费用请参考宿舍主页通知 
 

 

2. 入住资格 
2022年春季外国人特别招生录取者 

※ 国际处在第1学期帮外国人学生申请优先入宿。学校尽量给外国学生安排宿舍，但如果没有空房有可

能无法安排宿舍。 

※ 宿舍最多可保障一年入住，此外，在申请2022年第1学期优先入宿时，请务必确认是否同时申请2022

年度第1学期/2022年度暑假/2022年度第2学期/2022年度寒假的入住。 

※ 第1学期及第2学期：必须申请入住/ 暑假和寒假：可自由选择入住。 

※ 从2023学年度第1学期开始，外国留学生将于韩国学生一样申请入住，并由电脑随机进行选拔。 

※ 注意事项： 

08. 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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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学期中无法额外申请假期宿舍，因此请务必提前考虑申请与否 

② 如果在2022年第1学期中途退宿，2022年暑假/2022年第2学期/2022年寒假的优先入住资格将一并丧

失。之后可以以一般入宿申请者（非住宿生）申请宿舍，但由于采取选拔制度，因此无法保障入住。 

③ 如果申请2022年暑假入住后中途取消，那么在2023学年度无法以“一般入住申请者”资格申请第1学

期第1轮宿舍申请（可从第2轮申请） 

④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进展情况，以上介绍的内容可能会发生变更，确定入住宿舍后，请务必参

考查询宿舍公告（http://my.ewha.ac.kr/dorm）。 

 

3. 入住者选拔及结果公布 
提交入学确认书时申请 → 按申请者先后顺序选拔(2022年2月初 通过个人邮件通知)→ 入宿 

※ E-House 1～4人间，I-House 1～2人间）房间根据电脑抽签安排 

 

4. 注意事项  
1)E-House的宿舍构造是单元形式的，一个单元内有1-4人间的卧室、共同使用的客厅、卫生间和浴室等

设施。I-House根据房型不同，有可能为共同使用的洗手间和洗浴室。 

※宿舍主页（http://my.ewha.ac.kr/dorm) －> 设施介绍－> 房间介绍－> 照片及平面图 

2) 生活检查对象:本科生(大学院生无宵禁管制规定) 

※宿舍宵禁时间:凌晨(00:00)-05:00 

3）宿舍作为共同生活的空间，因为生活噪音，语言交流问题，和室友的生活差异等多样性可能会带来

各种不便。 

4)为了检修设施，会有（男性）工作人员出入卧室和公用空间的情况。 

 

5. 咨询  

一．主页： http://my.ewha.ac.kr/dorm ☎ 82-2-3277-5905(E-House)/6001(I-House) 

二．邮箱：(本科生）dmtry@ewha.ac.kr,(研究生) dmtrygr@ewha.ac.kr (I-House)ihouse@ewha.ac.kr  

 

 

 
 

咨询事项  负责部门 联系方式  

入学事项 国际学生组 
网址 - http://isa.ewha.ac.kr 

电子邮箱 - isadmit@ewha.ac.kr ☎ 82-2-3277-3818 

   外国留学生管理及 

   在校留学生奖学金 
国际学生组 

网址 - http://isa.ewha.ac.kr 

电子邮箱 - isadmit@ewha.ac.kr ☎ 82-2-3277-6989 

宿舍 宿舍 

宿舍网址 - http://my.ewha.ac.kr/dorm  

(本科生) dmtry@ewha.ac.kr  

(研究生) dmtrygr@ewha.ac.kr 

(I-House) ihouse@ewha.ac.kr  
☎ 82-2-3277-5905 (E-House), 82-2-3277-6001 (I-House) 

韩国语课程 语言教育院 
网址 - http://elc.ewha.ac.kr/  

电子邮箱 - kfl@ewha.ac.kr ☎ 82-2-3277-6958 

 

 

 

 

 

 

 

 

 

09. 相关部门及联系方式 

 

http://my.ewha.ac.kr/dorm
http://my.ewha.ac.kr/dorm
http://my.ewha.ac.kr/dorm
mailto:dmtry@ewha.ac.kr
mailto:dmtrygr@ewha.ac.kr
mailto:ihouse@ewha.ac.kr
http://isa.ewha.ac.kr/
mailto:isadmit@ewha.ac.kr
http://isa.ewha.ac.kr/
mailto:isadmit@ewha.ac.kr
http://my.ewha.ac.kr/
mailto:dmtry@ewha.ac.kr
mailto:dmtrygr@ewha.ac.kr
mailto:ihouse@ewha.ac.kr
http://elc.ewha.ac.kr/
mailto:kfl@ewha.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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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校园地图 

 

 

 

★国际学生组

（ECC B329） 

★梨花语言教育院 

 

★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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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申请材料核对清单(Document Checklist) * R/A: R – Required, A – only if Applicable 

No. R/A 제출서류 점검사항 및 서류정리 순서 (Required Documents & Order) Check Remarks 

1 R 입학지원서 Application Form    

2 R 
입학지원서 추가자료 및 장학금 신청서 

Application Supplement & Scholarship Application 

  

3 R 

학부신입 

Undergraduate 

Freshman 

고등학교 졸업(예정)증명서 

Certificate of (expected) Graduation from high School 

  

고등학교 성적증명서 Official high school Transcripts   

학부편입 

Undergraduate 

Transfer 

대학교 졸업(예정)증명서 또는 2학년 이상 수료(예정)증명서 

Certificate of Graduation or (expected) Completion of at least 

2 academic years from undergraduate institution 

  

4년제 대학교 2학년 이상 수료(예정)자의 경우 고등학교 

졸업증명서 추가제출 필수 (최종학력 증명용) 

* Applicants who have completed or are expected to 

complete 2 or more academic years and have not yet 

graduated: a high school graduation certificate 

  

대학교 성적증명서 2부 (원본 1부, 사본 1부) 

Official undergraduate transcripts (1 original, 1 copy) 

  

석사, 석·박사통합 

Master’s, Combined 

Master’s and Doctoral 

대학교 졸업(예정)증명서 (Prospective) Bachelor’s degree   

대학교 성적증명서 2부 (원본 1부, 사본 1부) 

Official undergraduate transcripts (1 original, 1 copy) 

  

박사 

Doctoral 

대학교 졸업증명서 Bachelor’s degree   

대학교 성적증명서 2부 (원본 1부, 사본 1부) 

Official undergraduate transcripts (1 original, 1 copy) 

  

석사과정 학위(예정)증명서 (Prospective) Master’s degree   

석사과정 성적증명서 2부 (원본 1부, 사본 1부) 

Official master’s transcripts (1 original, 1 copy) 

  

4 R 

어학자격서류 

(원본 1부, 사본 1부)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Score Reports 

Or Certificates 

(1 original, 1 copy) 

한국어 어학자격 서류 2부 (원본 1부, 사본 1부) 

Certificate of Korean language proficiency  

(TOPIK, Ewha Language Center) (1 original, 1 copy) 

 Test: 

Level: 

영어 어학자격 서류  

Certificate of TOEFL or IELTS or New TEPS Score  

 Test: 

Score: 

고등학교 또는 대학교 교육과정 소개자료(한국어 혹은 영어) 

High School or University’s curriculum (Korean/English) 

 Korean / English 

5 A 
기타서류 Officially recognized academic test score, published papers, awards, former 

employment certificate, etc. 

  

6 R 

지원자와 부모 여권 사본(국적증명서류) 

Applicant and both parents’ passport copies or other documents verifying the 

nationality of applicant and both parents 

  

7 R 
지원자와 부모의 가족관계 입증서류  

Family relation certificate (applicant and both parents) 

  

8 R 은행잔고 증명서 Bank Balance Certificate showing minimum balance of USD 20,000   

9 A 

* Required for applicants to “Art & Athletic Fields(excluding Fashion Industry) 

and “Graduate Program in Media Design of Content Convergence”  

실기능력 입증자료 Portfolios or video materials, etc. (for Art & Athletic field applica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