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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学材料 接收 流程

学科 及 专业 选择


入学材料 填写 及 准备提交要求材料


申请 学科(专业) 与希望指导教授（或者主任教授）商谈


申请 学科 指导预定教授(或者 主任教授)意见书 受领


材料接收期间内 接收(要求材料 包括) (※代办人可以接收)

▣ 接收流程

区 分 期间(时间) 场 所 备注(注意事项)

入学材料 接收

(网站·邮件·

访问 接收)

2016. 9. 5. (一) 09:00 ∼

9. 9. (五) 18:00

网站 及

访问·邮件 接收

▪网站 : 24小时 可以接收

http://www.jinhakapply.com

▪访问(本部 1楼 153号) : 09:00 ~ 18:00截

止

附加材料 提交

(访问 及 邮件接收)

2016. 9. 5. (一) 09:00 ∼

9. 9. (五) 18:00

本部 1楼(153号)
材料接收处

▪模板可以在我校网站下载

▪不接收传真

▪访问接收：周末，节假日 不接收

申请费 ￦50,000(韩元) ▪材料接收时 缴费

合格者 发表 2016. 10. 14. (五) 以前

学校网站

▪学校网站通知

▪不进行个人通知

合格通知书 发放 合格者发表日以后

▪在学校网站亲自打印
登录金 缴费单 发放

通知日∼

2017. 1. 17.(二)

登录金 缴费期间
2017. 1. 11.(三) ∼ 1.17.(二)

(银行下班时间截止)

本校

指定银行
▪未缴登录金的学生，合格取消

VISA 申请(发放) 登录金 缴费 后
本部 1楼(151号)

国际交流本部
▪咨询电话 : +82 - 43 - 261- 3890

选课申请 2017. 2. 1.(三) ∼ 2. 7.(二) 综合信息系统 ▪合格者发表时，通知时间

入学(开学) 预定日 2017. 3. 1.(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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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学科 及 招生人数

1. 硕士课程

学位
课程

课程
区分

系 列
(代码)

学 科(代码) 专 业(代码)

硕士

课程

普通

课程

人文․社会

(01)
国语国文学(C08905) 国语学(C10111)/ 现代文学(C10322)/ 古典文学(C10333)

英语英文学(C08906) 英语学(C10113)/ 英文学(C10114)/ 英语通讯学(C10440)

德语德文学(C08907) 德语学(C10115)/ 德文学(C10116)

法语法文学(C08908) 法语学(C10117)/ 法文学(C10118)

中语中文学(C08909) 中语学(C10327)/ 中文学(C10328)

历史学(C08911) 韩国史(C10122)/ 东洋史(C10123)/ 西洋史(C10124)

哲学(C08912) 西洋哲学(C10329)/ 东洋哲学(C10330)

俄语俄文学(C08981) 俄语学(C10396)/ 俄文学(C10397)

考古美术史学(C08982) 考古学(C10398)/ 美术学(C10399)

经济学(C08913) 经济学(C10125)

行政学(C08914) 行政学(C10126)

政治外交学(C08916) 政治外交(C10408)

心理学(C08915) 心理学(C10666)

社会学(C08969) 社会学(C10357)

会计学(C08920) 会计学(C10135)

国际经营学(C08980) 国际经营学(C10136)

经营学(C08922)
财务管理(C10299)/ 生产管理(C10300)/ 营销(C10301)/

人事․组织(C10302)

经营情报学(C08985) 经营情报学(C10358)

农业经济学(C08918) 农业经济学(C10180)/ 农业经营学(C10505)

法学(C08919)
公法(C10127)/ 社会法(C10213)/ 科学技术法(C10288)/

民事法(C10524)/ 刑事法(C10547)/ 刑法․基础法(C10571)

教育学(C08910)

教育心理及商谈(C10409)/ 教育史及教育哲学(C10413)/

教育行政(C10414)/ 教育社会及社会教育(C10556)/

教育课程․教育评价․教育工学(C10590)

国语教育学(C08995) 国语教育(C10291)

英语教育学(C08997) 英语教育(C10293)

伦理教育学(C08813) 伦理教育(C10591)

社会教育学(C08824) 社会教育(C10432)

历史地理教育学(C08825) 历史教育(C10434)/ 地理教育(C10435)

儿童福祉学(C08994) 儿童福祉学(C10585)

消费者学(C08819) 消费者学(C10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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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
课程

课程
区分

系 列
(代码)

学 科(代码) 专 业(代码)

硕士

课程

普通

课程

自然科学

(02)
数学(C08924) 数学(C10222)

物理学(C08925) 物理学(C10141)

化学(C08926)
物理化学(C10142)/ 有机及生化学(C10143)/

无机及化学分析(C10144)

生物学(C08927)
动物科学及및生化学(C10285)/

科学及环境生物学(C10286)

统计学(C08929) 信息统计学(C10241)

微生物学(C08930) 微生物及生命工学(C10548)

生化学(C08931) 生化学及分子生物学(C10415)

地球环境科学(C08973) 地质科学(C10377)

天文宇宙学(C08932) 大众天文科学(C10250)/ 天文宇宙学(C10308)

农学(C08949) 作物学(C10196)

森林学(C08805) 森林资源学(C10576)/ 森林环境管理学(C10577)

地区建设工学(C08803) 地区开发工学(C10573)/ 地区环境修理工学(C10583)

特用植物学(C08821) 研草学(C10609)/ 特用植物学(C10610)

生物系统工学(C08804) 生物生产工学(C10584)/ 能量及生物工程工学(C10586)

临床工学(C08959) 纸浆․造纸工学(C10311)/ 木材工学․保存科学(C10582)

畜产·园艺·食品工学部

[畜产学专业(C08845)] 畜产学(C10645)

[园艺学专业(C08846)] 园艺学(C10648)

[食品工学专业(C08847)] 食品工学(C10649)

农化学(C08952) 农化学(C10175)

农生物学(C08956) 植物病理学(C10183)/ 应用昆虫学(C10184)

科学教育学(C08990)
物理教育(C10560)/ 化学教育(C10561)/ 生物教育(C10562)/

地球科学教育(C10563)

数学教育学(C08996) 数学教育(C10292)

居住环境学(C08818) 居住环境学(C10597)

食品营养学(C08972) 食品营养学(C10371)

服装设计信息学(C08993) 服装设计信息学(C10284)

药学部

[新药开发专业(C08858)] 新药开发(C10659)

[制药产业专业(C08852)] 制药产业(C10653)

临床药学(C08961) 临床药学(C10191)

※ 志愿畜产·园艺·食品工学部 及 药学部的学生，需要在入学申请表上标明学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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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
课程

课程
区分

系 列
(代码)

学 科(代码) 专 业(代码)

硕士

课程

普通

课程

工学

(03) 土木工学(C08935)
构造工学(C10153)/ 手工学(C10154)/ 测量及地形空间信息工学(C10657)/

土质工学及建设管理(C10600)

建筑工学(C08938) 建筑工学(C10255)

材料工学(C08937) 材料工学(C10254)

机械工学(C08940) 机械工学(C10234)

安全工学(C08971) 安全工学(C10360)

工业化学(C08945) 工业化学(C10152)

土木系统工学(C08823) 计算构造工学(C10428)/ 系统及CAE(C10429)

精密机械工学(C08979) 精密机械工学(C10421)

环境․都市․化学工学部

[环境工学专业(C08854)] 环境工学(C10654)

[都市工学专业(C08855)] 都市工学9(C10655)

[化学工学专业(C08856)] 化学工学C10656)

电气․电子․信息․计算机学部

[电气工学专业(C08837)] 电气工学(C10634)

[电子工学专业(C08838)] 电子工学(C10637)

[信息通讯工学专业(C08839)] 信息通讯工学(C10638)

[电波通讯工学专业(C08840)] 电波通讯工学(C10641)

[机器人控制工学专业(C08841)] 机器人控制工学(C10642)

[半导体工学专业(C08842)] 半导体工学(C10643)

[计算机科学专业(C08843)] 计算机科学(C10644)

[计算机工学专业(C08861)] 计算机工学(C10667)

建筑学(C08809) 建筑学(C10339)

艺․体能

(04)
造型艺术学(C08828) 东洋画(C10416)/ 西洋画(C10417)/ 雕朔(C10418)

设计学(C08829) 设计(C10419)

体育学(C08965) 体育学(C10192)

医学

(05)
兽医学(C08967)

兽医形态学(C10312)/ 兽医预防学(C10313)/

生物效能评价学(C10340)/ 兽医技能学(C10364)/

兽医临床学(C10365)

医学(C08966)

解剖学(C10242)/ 外科学(C10243)/ 妇产科学(C10246)/

内科学(C10257)/ 泌尿科学(C10258)/ 胸部外科学(C10261)/

寄生虫学(C10263)/ 眼科学(C10273)/ 耳鼻咽喉科学(C10274)/

皮肤科学(C10275)/ 神经外科学(C10276)/ 整形外科学(C10278)/

神经科学(C10279)/麻醉疼痛医学(C10280)/ 诊断检查医学(C10281)/

医疗信息及管理学(C10282)/ 放射线肿瘤学(C10287)/

整形外科学(C10314)/ 病理学(C10317)/ 预防医学(C10319)/

医工学(C10320)/ 生理学(C10321)/ 再活医学(C10334)/ 牙科学(C10374)/

微生物学(C10520)/ 生化学(C10521)/ 药理学(C10522)/ 应急医学(C10599)/

细胞生物学及遗传学(C10611)/ 神经医科学(C10612)/

少儿青少年科学(C10614)/ 影像医学(C10615)/ 精神健康医学(C10628)

※ 志愿电气․电子․信息․计算机学部 及 环境․都市․化学工学部的学生，需要在入学申请表上标明学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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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
课程

课程
区分

系 列
(代码)

学 科(代码) 专 业(代码)

人文․社会

(01)
国际经营信息科学(C08863) 国际经营情报科学(C10669)

未来社会融合(C08864) 未来社会融合(C10670)

政府财政会计(C08865) 政府财政会计(C10671)

硕士

课程

学科间
合 作
课 程

自然科学
(02)

合成生物学(C08811) 合成生物学(C10588)

生物产学(C08801) 生物新药(C10566)/ 机能性食品(C10567)/ 生物新素材(C10569)

文化财科学(C08812) 文化财科学(C10589)

森林治愈学(C08822) 森林治愈学(C10613)

保健医生命融合学(C08826)
保健医疗政策(C10451)/ 医疗管理(C10452)/ 医疗产业

(C10453)/ 医生命工学(C10454)

工学
(03)

大规模数据(C08862) 大规模数据(C10668)

医融生体工学(C08975) 医融生体工学(C10555)

信息产学工学(C08984) 多媒体工学(C10410)/ 空间信息工学(C10601)

绿色能量工学(C08857) 绿色能量工学(C10658)

学研产
课程

工学
(03) [环境工学专业(C08854)] 环境工学(C10654)

2. 博士课程

学位
课程

课程
区分

系 列
(代码)

学 科(代码) 专 业(代码)

博士

课程

普通

课程

人文․社会

(01)

国语国文学(C08905) 国语学(C10111)/ 现代文学(C10322)/ 古典文学(C10333)

英语英文学(C08906) 英语学(C10113)/ 英文学(C10114)

历史学(C08911) 韩国史(C10122)/ 东洋史(C10123)/ 西洋史(C10124)

哲学(C08912) 西洋哲学(C10329)/ 东洋哲学(C10330)

考古美术史学(C08982) 考古学(C10398)/ 美术学(C10399)

经济学(C08913) 经济学(C10125)

行政学(C08914) 行政学(C10126)

心理学(C08915) 心理学(C10666)

政治外交学(C08916) 政治外交(C10408)

经营学(C08922) 财务管理(C10299)/ 生产管理(C10300)/ 营销(C10301)/ 人事․组织(C10302)

会计学(C08920) 会计学(C10135)

国际经营学(C08980) 国际经营学(C10136)

经营情报学(C08985) 经营情报学(C10358)

农业经济学(C08918) 农业经济学(C10180)/ 农业经营学(C10505)

教育学(C08910)
教育心理及商谈(C10409)/ 教育史及教育哲学(C10413)/ 教育行政(C10414)/

教育社会及社会教育(C10556)/ 教育课程․教育评价․教育工学(C10590)

国语教育学(C08995) 国语教育(C10291)/ 外国人韩国教育(C10438)

英语教育学(C08997) 英语教育(C10293)

历史地理教育学(C08825) 历史教育(C10434)/ 地理教育(C10435)

社会教育学(C08824) 社会教育(C10432)

伦理教育学(C08813) 伦理教育(C10591)

儿童福祉学(C08994) 儿童福祉学(C10585)

消费者学(C08819) 消费者学(C10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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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
课程

课程
区分

系 列
(代码)

学 科(代码) 专 业(代码)

博士

课程

普通

课程

自然科学

(02)
数学(C08924) 数学(C10222)

物理学(C08925) 物理学(C10141)

化学(C08926)
物理化学(C10142)/ 有机及生化学(C10143)/ 无机 及 化学分析

(C10144)

生物学(C08927) 动物科学及生物学(C10285)/ 植物科学及环境生物学(C10286)

统计学(C08929) 信息统计学(C10241)

微生物学(C08930) 微生物学及生命工学(C10548)

天文宇宙学(C08932) 大众天威科学(C10250)/ 天文宇宙学(C10308)

生化学(C08931) 生化学及分子生物学(C10415)

地球环境科学(C08973) 地质科学(C10377)

农学(C08949) 作物学(C10196)

森林学(C08805) 森林资源学(C10576)/ 森林环境管理学(C10577)

地区建设工学(C08803) 地区开发工学(C10573)/ 地区环境修理工学(C10583)

特用植物学(C08821) 研草学(C10609)/ 特用植物学(C10610)

生物系统工学(C08804) 生命生产工学(C10584)/ 能量及生物工程工学(C10586)

临床工学(C08959) 纸浆․造纸工学(C10311)/ 木材工学․保存科学(C10582)

畜产·园艺·食品工学部

[畜产学专业(C08845)] 畜产学(C10645)

[园艺学专业(C08846)] 园艺学(C10648)

[食品工学专业(C08847)] 食品工学(C10649)

农化学(C08952) 农化学(C10175)

农生物学(C08956) 植物病理学(C10183)/ 应用昆虫学(C10184)

数学教育学(C08996) 数学教育(C10292)

科学教育学(C08990)
物理教育(C10560)/ 化学教育(C10561)/ 生物教育(C10562)/

地球科学教育(C10563)

服装设计信息学(C08993) 服装设计信息学(C10284)

居住环境学(C08818) 居住环境学(C10597)

食品营养学(C08972) 食品营养学(C10371)

药学部

[新药开发专业(C08858)] 新药开发(C10659)

[制药产业专业(C08852)] 制药产业(C10653)

※ 志愿畜产·园艺·食品工学部 及 药学部的学生，需要在入学申请表上标明学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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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
课程

课程
区分

系 列
(代码)

学 科(代码) 专 业(代码)

博士

课程

普通

课程

工学

(03)
土木工学(C08935)

构造工学(C10153)/ 手工学(C10154)/ 测量及地形空间信息工学(C10657)/

土质工学及建设管理(C10600)

建筑工学(C08938) 建筑工学(C10255)

材料工学(C08937) 材料工学(C10254)

机械工学(C08940) 机械工学(C10234)

安全工学(C08971) 安全工学(C10360)

工业化学(C08945) 工业化学(C10152)

精密机械工学(C08979) 精密机械工学(C10421)

土木系统工学(C08823) 计算构造工学(C10428)/ 系统及CAE(C10429)

环境․都市․化学工学部

[环境工学专业(C08854)] 环境工学(C10654)

[都市工学专业(C08855)] 都市工学C10655)

[化学工学专业(C08856)] 化学工学C10656)

电气․电子․信息․计算机学部

[电气工学专业(C08837)] 电气工学(C10634)

[电子工学专业(C08838)] 电子工学(C10637)

[ 信 息 通 讯 工 学 专 业

(C08839)]
信息通讯工学(C10638)

[ 电 波 通 讯 工 学 专 业

(C08840)]
电波通讯工学(C10641)

[控制 机器人 工 学 专 业

(C08841)]
控制机器人工学(C10642)

[半导体工学专业(C08842)] 半导体工学(C10643)

[计算机科学专业(C08843)] 计算机科学(C10644)
[ 计 算 机 工 学 专 业

(C08861)]
计算机工学(C10667)

艺․体能
(04)

体育学(C08965) 体育学(C10192)

医学
(05)

兽医学(C08967)

兽医形态学(C10312)/ 兽医预防学(C10313)/

生物效能评价学(C10340)/ 兽医技能学(C10364)/

兽医临床学(C10365)

医学(C08966)

解剖学(C10242)/ 外科学(C10243)/ 妇产科学(C10246)/

内科学(C10257)/ 泌尿科学(C10258)/ 胸部外科学(C10261)/

寄生虫学(C10263)/ 眼科学(C10273)/ 耳鼻咽喉科学(C10274)/

皮肤科学(C10275)/ 神经外科学(C10276)/ 整形外科学(C10278)/

神经科学(C10279)/麻醉疼痛医学(C10280)/ 诊断检查医学(C10281)/

医疗信息及管理学(C10282)/ 放射线肿瘤学(C10287)/

整形外科学(C10314)/ 病理学(C10317)/ 预防医学(C10319)/

医工学(C10320)/ 生理学(C10321)/ 再活医学(C10334)/ 牙科学(C10374)/

微生物学(C10520)/ 生化学(C10521)/ 药理学(C10522)/ 应急医学(C10599)/

细胞生物学及遗传学(C10611)/ 神经医科学(C10612)/

少儿青少年科学(C10614)/ 影像医学(C10615)/ 精神健康医学(C10628)

※ 志愿电气․电子․信息․计算机学部 及 环境․都市․化学工学部的学生，需要在入学申请表上标明学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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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
课程

课程
区分

系 列
(代码)

学 科(代码) 专 业(代码)

硕․博
统合
课程

普通
课程

人文․社会 经济学(C08913) 经济学(C10125)

(01) 教育学(C08910) 教育课程․教育评价․教育工学(C10590)

经营情报学(C08985) 经营情报学(C10358)

消费者学(C08819) 消费者学(C10598)

自然科学 物理学(C08925) 物理学(C10141)

(02)
化学(C08926)

物理化学(C10142)/ 有机及生化学(C10143)/ 无机 及 化学分析

(C10144)

生物学(C08927) 动物科学及生物学(C10285)/ 植物科学及环境生物学(C10286)

统计学(C08929) 信息统计学(C10241)

微生物学(C08930) 微生物学及生命工学(C10548)

天文宇宙学(C08932) 大众天威科学(C10250)/ 天文宇宙学(C10308)

生化学(C08931) 生化学及分子生物学(C10415)

地球环境科学(C08973) 地质科学(C10377)

农学(C08949) 作物学(C10196)

地区建设工学(C08803) 地区开发工学(C10573)/ 地区环境修理工学(C10583)

畜产·园艺·食品工学部

[畜产学专业(C08845)] 畜产学(C10645)

[园艺学专业(C08846)] 园艺学(C10648)

[食品工学专业(C08847)] 食品工学(C10649)

农化学(C08952) 农化学(C10175)

农生物学(C08956) 植物病理学(C10183)/ 应用昆虫学(C10184)

科学教育学(C08990) 地球科学教育(C10563)

数学教育学(C08996) 数学教育(C10292)

服装设计信息学(C08993) 服装设计信息学(C10284)

居住环境学(C08818) 居住环境学(C10597)

食品营养学(C08972) 食品营养学(C10371)

药学部

[新药开发专业(C08858)] 新药开发(C10659)

[制药产业专业(C08852)] 制药产业(C10653)

学位
课程

课程
区分

系 列
(代码)

学 科(代码) 专 业(代码)

人文․社会
(01) 政府财政会计(08865) 政府财政会计(C10671)

博士

课程

学科间
合 作
课 程

自然科学
(02)

合成生物学(C08811) 合成生物学(C10588)

生物产学(C08801) 生物新药(C10566)/ 机能性食品(C10567)/ 生物新素材(C10569)

文化财科学(C08812) 文化财科学(C10589)

森林治愈学(C08822) 森林治愈学(C10613)

保 健 医 生 命 融 合 学

(C08826)

保健医疗政策(C10451)/ 医疗管理(C10452)/ 医疗产业(C10453)/

医生命工学(C10454)

工学
(03)

大规模数据(C08862) 大规模数据(C10668)

医融生体工学(C08975) 医融圣体工学(C10555)

信息产业工学(C08984) 多媒体工学(C10410)/ 空间信息工学(C10601)

学研产
课程

工学
(03) [环境工学专业(C08854)] 环境工学(C10654)

  

3. 硕․博士 统合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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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
课程

课程
区分

系 列
(代码)

学 科(代码) 专 业(代码)

硕․博
统合
课程

普通
课程

工学
(03) 土木工学(C08935)

构造工学(C10153)/ 手工学(C10154)/ 测量及地形空间信息工学

(C10657)/土质工学及建设管理(C10600)

建筑工学(C08938) 建筑工学(C10255)

材料工学(C08937) 材料工学(C10254)

机械工学(C08940) 机械工学(C10234)

精密机械工学(C08979) 精密机械工学(C10421)

土木系统工学(C08823) 计算构造工学(C10428)/ 系统及CAE(C10429)

环境․都市․化学工学部

[环境工学专业(C08854)] 环境工学(C10654)

[都市工学专业(C08855)] 都市工学C10655)

电气․电子․信息․计算机学部

[电气工学专业(C08837)] 电气工学(C10634)

[电子工学专业(C08838)] 电子工学(C10637)

[信息通讯工学专业(C08839)] 信息通讯工学(C10638)

[电波通讯工学专业(C08840)] 电波通讯工学(C10641)

[控制机器人工学专业(C08841)] 控制机器人工学(C10642)

[半导体工学专业(C08842)] 半导体工学(C10643)

[计算机科学专业(C08843)] 计算机科学(C10644)

医学
(05)

兽医学(C08967)

兽医形态学(C10312)/ 兽医预防学(C10313)/

生物效能评价学(C10340)/ 兽医技能学(C10364)/

兽医临床学(C10365)

▣ 招生区分 : 新入学 及 编入学

▣ 申请资格

1. 基本资格

一. 纯外国人 : 申请者本人和父母都是外国人

二. 前教育课程已修外国人 : 在外国修满初韩国的小学․初中․高中 教育和 大学教育的外国

人

2. 学历资格

一. 新入学

1) 硕士课程 : 满足以上“1”项的基本资格者中，持有以下学位者或预定持有者(2017. 2月为

止能够取得学位者)

- 纯外国人 : 在国内ㆍ外 大学取得大学学位（预定取得）者(2017. 2月 为止 取得学位者)或

者根据其他法令持有同等学历及以上学力资格者

- 前教育课程已修外国人 : 在外国取得正规大学学位者或预定取得大学学位者(2017. 2月

为止能够取得者)

2) 博士课程 : 满足以上“1”项的基本资格者中，持有以下学位者或预定持有者(2017. 2月为

止能够取得学位者)

- (申请者 共同) 在国内․外的正规大学修满硕士课程，并取得硕士学位者，或预定取得

硕士学位者 (2017. 2月为止能够取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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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硕․博士统合课程 : 满足以下条件其一者

- 满足硕士课程申请资格者

- 必须是本校的普通大学院硕士课程的在校生，并取得15学分以上者，或预定取得者

(2017. 2月为止能够取得者)

※ 2017年 2月 毕业预订者不能申请.

二. 编入学(★编入学 学期 : 硕士 ·博士课程的第三个学期)

1) 硕士课程 : 满足以上“1”项的基本资格者中，已修满（预定修满）2个学期以上， 在国内

ㆍ外 大学院的志愿学科相同，或者类似的硕士课程者 (2017. 2月为止)

2) 博士课程 : 满足以上“1”项的基本资格者中，已修满（预定修满）2个学期以上， 在国内

ㆍ外 大学院的志愿学科相同，或者类似的博士课程者 (2017. 2月为止)

3. 语言能力 申请资格 : 满足以下条件其一者

一. 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 4级以上者

二. 英语能力考试 TOEFL(PBT 550, CBT 210, iBT 80), TEPS 550分, IELTS 5.5,

TOEIC 675分以上者

三. 在毕业之前有能力提交以下记载的语言能力证明书者

▸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 4级以上资格证

▸与以上第二条记载的英语能力考试，有同等资格证书者

※ 提交语言能力相关证明书时，必须要提交有效期在材料接收截止日以前的成绩表。

▣ 评分方法 及 合格者 录取方法

1. 评分方法 : 材料评价[5等级(1~5等级) 评价]

依据参考申请者提交的以下学位课程的全学年成绩(但是, 申请变入学的，只需要符合学位课

程的全学年的成绩, 自我介绍 及 学业(研究)计划书, 本校 志愿学科 指导预定教授(或者 主

任教授)意见书等材料为基础，综合地评价授课能力(1~5等级)。

一. 评委 : 学科(群) 主任教授和 评价委员 1名(评委共2人)一起评分。

※ 建筑工学的情况，有1名主任教授和2名评价委员（共3人）一起评分。

二. 评分日 : 2016. 9月中

2. 合格者 录取方法 : 依据以上评分方法，评分为1~4等级为合格，5等级, 未满足申

请资格者, 要求材料未提交者, 作弊行为者将不合格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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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接收 及 提交材料

1. 材料接收

一. 接收时间 : 2016. 9. 5.(一) 09:00 ~ 9. 9.(五) 18:00截止

二. 接收方法 : 网站․邮件․访问 接收 (传真材料不接收)

【http://www.jinhakapply.com】

三. 接收时 注意事项

- 网站接收时,必须要确认接收材料截止时间，在2016. 9. 9. (五) 18:00以后将无法网站接收，

因此，必须提前接收完毕。 (接收网址请参考以上二项 )

- 访问 及 邮件 接收时, 接收处与以下“2“项的提交处相同.

- 邮件材料只接收处理到 2016. 9. 9.(五) 18:00为止收到的邮件.

- 申请费结账（转账/刷卡）完毕后，将无法修改材料内容及接收取消。

- 材料接收完毕后，必须把包括入学申请书在内的所有申请材料通过邮件，或者访问，在期

间内提交。

2. 申请材料提交 : 访问 或 邮件提交

一. 访问提交 : 大学本部 1楼 153号(本人 或者 代办人 亲自访问学校提交)

二.邮件提交 : 2016. 9. 9.(五) 18:00 为止收到的邮件有效。

地址 : 28644 충북 청주시 서원구 충대로 1 충북대학교

대학본부 1층 국제교류본부(151호)

3. 申请费 缴费

一. 申请费 : 50,000韩元 或 50美元

二. 申请费 缴费方法 : 利用网站接收网址里的结算系统 或者 转账/直接缴费

区 分 转账(在韩国转账) 转账金额(在国外转账) 访问接收 及 缴费

银行名 农协
Nong Hyup Bank(Korea)

※Swift Code : NACFKRSEXXX
※Approved code : 304050

․时间 : 入学材料 及

附加材料 接收时

․场所 : 大学本部 1楼

材料接收处(153号)

․方法 : 亲自缴费

50,000韩元

银行账户 301-0005-4924-71 301-0005-4924-71

收款人 忠北大学 国际交流本部 CHUNGBUK NATIONAL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转账金额 50,000韩元 50美元

其他 ※ 转账后，必须 把转账收据用邮箱(woojinia@cbnu.ac.kr) 或者 用传真
(043-268-2068)发送.

4. 申请材料

※ 没有用韩国语，英语制成的材料，都必须要翻译成韩国语，并进行公证后提交。

※ 提交入学材料时，所有的材料都必须要提交原件。有一部分材料，如果申请者需要时，原件对照之

后会返还。

※ 必要的情况，也有可能向申请者要求其他材料。

※ 其他详细事项请咨询担当老师(☏ 043 - 261 - 3841, e-mail : woojinia@cbnu.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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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交 材 料

▪入学材料 及 接收(考试)证 各 1份[证件照片(3㎝×4㎝) 各 1张 粘贴]

※ 在本校网站下载模板后，整洁地用韩国语填写。

▪自我介绍 及 学业计划书 1份.

※ 在本校网站下载模板后，整洁地用韩国语填写。

▪学历调查 同意书 <注意) 根据本校模板填写。

<硕士>

▪出身大学毕业证 或 预定大学毕业证 1份
※ 在韩国以外的大学毕业预定者，必须在大学入学以后，

将大学毕业证（位证）提交到国际交流本部。

※ 在中国大学毕业的学生，需要提交大学毕业证，学士学

位证，中國高等xin敎育學歷认证報告 或者 使用

apostille 确认书可以证明。

<博士>

▪出身大学硕士毕业证 或 预定毕业证 一份
※

在韩国以外的大学毕业预定者，必须在大学入学以后，

将硕士毕业证（学士学位证）提交到国际交流本部。

※ 在中国大学（院）毕业的学生，需要提交硕士毕业证，

学士学位证，中國高等敎育學歷认证報告 或者 使用

apostille 确认书可以证明。

<硕士>

▪出身大学全学年成绩证明书一份
※ 毕业预定者提交毕业之前的全学年成绩证明书

※ 编入生还需要提交之前大学的全学年成绩证书

<博士>

▪出身大学硕士课程全学年成绩证明书一份
※ 毕业预定者提交毕业之前的全学年成绩证明书

※ 编入生还需要提交之前硕士的全学年成绩证书

<硕士>

▪出身大学教授推荐书一份

▪本校志愿学科预定指导教授（或 主任教授）意见

书
※ 意见书由预定指导教授（或 主任教授）书写，志愿者

将它领取之后提交。

▪portfolio(造型艺术学 及 设计学 志愿者)

- portfolio 纸张规格为 A4大小, 作品照片自由构成，

制作10张以内

- 提交的portfolio均不返还

<博士>

▪出身大学硕士课程的教授推荐书一份

▪本校志愿学科预定指导教授（或 主任教授）意见

书
※ 意见书由预定指导教授（或 主任教授）书写，志愿者

将它领取之后提交。

▪父母和志愿者间的家庭关系 及 能够证明外国人的材料一份。
※ 中国志愿者需要提交志愿者本人及父母的户口本一份(翻译成韩国语，并公证)

※ 父母和志愿者不在同一个户口本上的情况，必须附加提交两份户口本和亲属关系证明书。

▪护照复印件一份. <※ 在韩国滞留者按时提交，没有护照的志愿者在签证申请之前提交即可。>

▪外国人登陆证复印件一份. <※ 持有外国人登陆证者 >

※ 父母离世，离婚等情况，需要提交确认材料一份。

※ 所有与国籍相关的证明材料，都必须是在所属国家频发的材料。

※ 所有与国籍相关的证明材料，有效期需在接收日前3个月以内。

<※ 仅持有者提交即可>

▪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 4级以上成绩证明书一份。

▪英语能力考试(TOEFL (PBT, CBT, iBT), TEPS, IELTS, TOEIC) 成绩证明书一份。

※ 语言能力相关材料，必须要提交有效期在接收日截止日以前的。

▪ 学研合作课程，只有被与本校签订MOU机关的推荐者才能申请。

- MOU签订机关推荐书一份(学研产课程志愿者)

※ 被学研合作课程合格录取者，如果在推荐机关退出时，将被退学处理。

※ 有关学研合作课程的详细内容请咨询(043-261-3841).

一 - 1. 新入学(纯外国人)

一 - 2. 新入学(前教育课程已修外国人)

以上 “一 - 1“ 项的所有材料 及小学․初中․高中 教育课程 及

大学的全学年成绩证明书及毕业证各一份。（附加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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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交 材 料

▪入学材料 及 接收(考试)证 各 1份[证件照片(3㎝×4㎝) 各 1张 粘贴]

※ 在本校网站下载模板后，整洁地用韩国语填写。

▪自我介绍 及 学业计划书 1份.

※ 在本校网站下载模板后，整洁地用韩国语填写。

▪学历调查 同意书 <注意) 根据本校模板填写。

<硕士>

▪硕士学位 持有者 : 硕士学位证明书一份

▪硕士课程修满（预定修满）2个学期以上者 : 硕士

课程2个学期修满（预定修满）证明书一份。 

※ 修满预订者将在 2016年 8月为止，把2学期以上修满的

证明材料提交到国际交流本部。

<博士>

▪博士学位 持有者 : 博士学位证明书一份.

▪博士课程修满（预定修满）2个学期以上者 : 硕士

课程2个学期修满（预定修满）证明书一份。

※ 修满预订者将在 2016年 8月为止，把2学期以上修满的

证明材料提交到国际交流本部。

<硕士>

▪出身大学全学年成绩证明书一份
※ 毕业预定者提交之前学期为止的成绩证明

※ 编入学者，还需要提交之前大学的成绩证明书

<博士>

▪出身大学硕士课程的全学年成绩证明书一份

※ 毕业预定者提交之前学期为止的成绩证明

※ 编入学者，还需要提交之前大学的成绩证明书

<硕士>

▪出身大学教授推荐书一份

▪本校志愿学科预定指导教授（或 主任教授）意见

书
※ 意见书由预定指导教授（或 主任教授）书写，志愿者

将它领取之后提交

▪硕士课程编入学志愿者 相同(类似)专业认定书 一份

※ 认定书由预定指导教授（或 主任教授）书写，志愿者

将它领取之后提交。

<博士>

▪出身大学硕士课程的教授推荐书一份

▪本校志愿学科预定指导教授（或 主任教授）意见

书
※ 意见书由预定指导教授（或 主任教授）书写，志愿者

将它领取之后提交。

▪博士课程编入学志愿者 相同(类似)专业认定书 一份

※ 认定书由预定指导教授（或 主任教授）书写，志愿者

将它领取之后提交。

▪父母和志愿者间的家庭关系 及 能够证明外国人的材料一份。
※ 中国志愿者需要提交志愿者本人及父母的户口本一份(翻译成韩国语，并公证)

※ 父母和志愿者不在同一个户口本上的情况，必须附加提交两份户口本和亲属关系证明书。

▪护照复印件一份. <※ 在韩国滞留者按时提交，没有护照的志愿者在签证申请之前提交即可。>

▪外国人登陆证复印件一份. <※ 持有外国人登陆证者 >

※ 父母离世，离婚等情况，需要提交确认材料一份。

※ 所有与国籍相关的证明材料，都必须是在所属国家频发的材料。

※ 所有与国籍相关的证明材料，有效期需在接收日前3个月以内。

<※ 仅持有者提交即可>

▪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 4级以上成绩证明书一份。

▪英语能力考试(TOEFL (PBT, CBT, iBT), TEPS, IELTS, TOEIC) 成绩证明书一份。

※ 语言能力相关材料，必须要提交有效期在接收日截止日以前的

二. 编入学(纯外国人)

二 - 2. 编入学(前教育课程已修外国人)

以上 “二 - 1“ 项的所有材料 及小学․初中․高中 教育课程 及

大学的全学年成绩证明书及毕业证各一份。（附加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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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者 注意事项
1. 申请书上的项目都要填写。修订时，申请者使用印章或者签名的方式修订。

2. 已接收的材料，申请取消或内容修正不可。缴纳的报名费全部不予返还。

3. 材料填写上的错误 或者署名与申请者的认证（签名）不一致的情况发生时,所产生的消

极影响，将全部由申请者负责。

4. 入学申请书上写的联系方式出现变更的情况，一定要告知国际交流院。

5. 外国人特别选拨合格时，将不能申请定时招生和追加招生，如果违反的话，将合格·入学

取消。（但，在随时招生 在外国民和外国人选拨中，根据各个大学可以进行2次申

请。）

6. 申请者个人信息不会用于入学选拨以外的地方，个人信息材料在入学选拨结束后将合法作废。

7. 对于采取不正当行为者，将把当年的考试作无效处理，入学申请书填写的内容与事实不

符或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合格者，即使是在在学中也会取消入学。

8. 入学成绩全部不予以公开。

9. 在本招生简章中没有标明的外国人特别选拨的详细事项，将根据本校规定及外国人入学

选拨委员会制定的内容处理。

▣ 合格者 发表 及 登录
1. 合格者 发表
一. 时间 : 2016. 10. 14. (五) 以前

二. 方法 : 在本大学网上公布(http://www.cbnu.ac.kr)

2. 登录金 缴费
一. 时间 : 2017. 1. 11.(三) ~ 1. 17.(二) 银行下班时间为止

二. 场所 : 本校 指定银行

三. 缴费方法 : 在本校网站打印缴费单后，缴费。
※ 在获得全额奖学金学费为“0”元的情况下必须去农行盖章才有效。

※ 在规定期间内不缴费，将取消合格。

※ 禁止同时申请2所以上入学时间相同的大学，如有违反，将取消入学资格。

3. 放弃登录
一. 放弃登录 时间 : 2017. 1. 23.(一) ~ 2. 24.(五)(周末，节假日除外)

二. 放弃登录 对象(理由)

- 作为预定毕业者，未在 2017. 2月为止毕业者

- 韩国以外的滞留者中，在学费缴纳以后，到入学前， 因为签证没有发给或者拒绝发给签证的不能

入境者

- 因为个人原因及其他原因等，想放弃登陆者。

三. 提交材料（括号内为代理人缴费情况）

- 登录放弃书

- 学费缴费收据原件（代理人的经费负担证明书，国际交流院准备）

- 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缴费者的身份证复印件）

- 本人名义的存款存折复印件（代理人缴费者名义的存款存折复印件）

四. 注意事项

- 想放弃登录者，必须在期间内提交登录放弃书才能退还登录金全额。

- 如果是在以上所说的登录放弃书提交期间以后，放弃登录的情况，需要提交自退原因，已缴费的学

费将依据本校的校规及规定，一定的金额扣除后返还。

- 提交登录放弃书者，不能将它重复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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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ostille 确认书提交介绍

1. Apostille 协约： 在协约国之间，为了使公文书相互间的认证变得容易，代替废止的

外国公馆确认等复杂的认证程序，公文书发行国家把确认的内容

作为重点进行的多者间的协约。

2. . Apostille确认对象文书： 外国政府机构发行的文书和公证人公证的文书

① 外国政府机构发行的文书：亲属关系证明书，国公立学校发行的成绩证明书等

② 公证文书：私立大学发行的公证书，诊断书，公司及银行发行的文书等

※ 只限于Apostille 协约加入国（协约未加入国的公证文书等在领事确认后提交）

3. 发给方法： 对于在外国学校等发给的各种证明书， Apostille 认证书的情况，向学校

所属国指定政府机关申请后发给（韩国的情况：外交通商部）

4. 相关机关： 外交通商部 海外安全旅行 网站（www.0404.go.kr）

商谈电话：02-2100-7500，领事客户服务中心：02-3210-0404

5. Apostille 加入国 现状(2013. 11月 基准 105个国家)

地区 国家

亚洲,
澳洲 (16)

澳大利亚, 中国(澳门, 香港), 日本, 韩国, 新西兰, 文莱, 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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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
(51)

阿尔巴尼亚, 奥地利, 白俄罗斯, 比利时, 波斯尼亚 , 保加利亚,

克罗地亚, 塞浦路斯, 捷克,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乔治亚, 德国,

马耳他,希腊, 匈牙利, 冰岛, 爱尔兰, 意大利, 拉脱维亚, 立陶宛,

卢森堡,摩纳哥, 蒙特内格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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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洲 (1) 美国

南美洲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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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拉纳达, 洪都拉斯, 圣文森特岛,

秘鲁,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圣卢西亚, 圣基茨和尼维斯, 哥斯达黎加, 乌拉圭,

尼加拉瓜

非洲
(10)

南非共和国, 博茨瓦纳, 莱索托, 利比里亚, 纳米比亚,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斯威士兰, 马拉维, 佛得角, 塞舌尔

中东 (3) 阿曼, 以色列, 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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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格者签证申请 及 发放介绍

没有签证的合格者（韩国以外的滞留者）

1. 申请 及 发放程序

•合格者发表 [2016. 10. 14.(五) 以前]

→ 登录金缴费 [2017. 1. 9.(一) ∼ 1. 13.(五)]

→在本校的国际交流本部发给标准入学许可书，通过邮件寄给合格者

→合格者拿着以下所需要的材料去驻中国韩国大使馆（或韩国领事馆）申请签证

→驻中国韩国大使馆（或韩国领事馆）发行签证

→合格者韩国入境  

2. 提交材料

※ 有关材料会根据法律的改定及有关机关的要求会有些变更。

1. 签证发给认证申请书（表格5）

2. 证明照片 1张

3. 标准入学许可书 1份（由学校国际交流本部发行通过邮件发送至本人）

4. 护照

5. 最终学位证明书 1份

6. 最终成绩证明书 1份

7. 学校的商业登记证(由学校国际交流本部通过邮件发送至本人)

3. 材料提交处： 驻中国韩国大使馆（或韩国领事馆）

4. 外国人登陆证申请(☎ + 82 - 43 - 261 - 3890)

一. 申请方法 : 入学者到韩国以后，必须要在2周以内访问国际交流本部申请外国人登陆证

二. 提交材料

•外国人登陆证发给申请书(国际交流本部准备)

•证件照片(3.5cm × 4.5cm) 1张

•肺结核诊断确认书

•申请费 30,000韩元

•护照

•忠北大学在校证明书 及 学费缴费单 一份

•滞留地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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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签证的合格者（韩国内滞留者）

1. 签证变更 及 延长程序

※ 有关材料会根据法律更新，可能部门要求材料时，会有些变动。

•合格者 发表 [2016. 10. 14.(五) 以前]

→ 登录金缴费 [2017. 1. 9.(一) ∼ 1. 13.(五)]

→ 签证到期日（语言班课程毕业日）开始，在2周以内准备以下材料，提交到国际交流本部。 

→ 国际交流本部把学生申请签证变更材料，提交到出入境管理所申请签证变更及续签。

→ 变更完毕的外国人登陆证，学生亲自访问国际交流本部领取。

※ 即使签证期限还有剩余的情况，滞留地（住所）发生变化时，必须在14日以内改地址。

2. 提交材料

签证变更者 (D-4 → D-2) 签证延长者 (D-2 → D-2)

1. 签证变更申请书(国际交流本部准备)

2. 标准入学许可书（国际交流本部发放）

3. 证件照片 1张(3cm × 4cm)

4. 登录金缴费收据 及 学费收据证明书

5. 外国人登陆证

6. 护照

7. 韩国语研修课程已修证明书

 8.含出勤率的韩国语研修课程成绩证明书

 9.滞留地证明

10.肺结核诊断确认书

11. 申请费 : 130,000韩币

1. 签证变更申请书(国际交流本部准备)

2. 标准入学许可书（国际交流本部发放）

3. 登录金缴费收据

4. 外国人登陆证

5. 护照

6. 最终学历过程毕业证明书原件

7. 最终学历过程成绩证明书原件

8. 滞留地证明

9. 肺结核诊断确认书

10.申请费 60,000韩币

3. 材料提交处 ： 国际交流本部行政室 （+ 82-43-261-3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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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介绍 担当部门 及 电话号码 

1. 管理部门介绍

※ 国家区号(+82) / 市区号(043)

担当业务 部门介绍 电话号码(043) 备注

入大学管理

签证 及 出入境 相关

留学生管理中心 运营

国际交流本部

261-3925

261-3841

261-3890

FAX :

268-2068

成绩 等 学籍管理 本科支援科 261-2012~3

选课 申请 本科支援科 261-2015~6

登录金 财务科 261-2047

俱乐部, 学生会 管理 学生科 261-2019~22

奖学金, 学者金融者(银行) 推荐书 学生科 261-2027~8

残疾学生担当 残疾人支援中心 261-3566~7

兵役业务 预备军联队 261-2956~7

休学․复学, 学生证, 开各种证明书 综合服务中心 261-3305~8

就业 相关业务 综合人力开发院 261-3554~5

保健诊疗 保健诊疗院 261-2921~2

学生生活馆 管理

学生生活馆 本馆 261-2926, 3193

学生生活馆 (BTL) 261-3674, 3675

学生生活馆 留学生生活馆 261-2932

学院

人文学院 261-2084~6 第一行政室

社会科学学院 261-2174~6 第二行政室

自然科学学院 261-2234~6 第三行政室

经营学院 261-2324~6 第四行政室

工科学院 261-2364~7 第五行政室

电子信息学院 261-2386, 3203 第五行政室

农业生命环境学院 261-2504~7 第六行政室

生活科学学院 261-2698, 2759 第七行政室

兽医学院 261-2393, 2394 第八行政室

医学院 261-2834~6 第八行政室

忠北大学 网址 http://www.cbnu.ac.kr

国际交流本部 网址 http://cia.cbnu.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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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院 学科 电话号码

学院行政室
(电话号码)

招生学科办公室 学院行政室
(电话号码)

招生学科办公室

招生学科(部)名 电话号码 招生学科(部)名 电话号码

人文学院

(261-2084)

国语国文学 261-2090

农业生命

环境学院

(261-2505)

农学 261-2510

中语中文学 261-2102 特用植物学 261-2518

英语英文学 261-2120 生物系统工学 261-2579

德语德文学 261-2131 森林学 261-2532
法语法文学 261-2139 临床工学 261-2540
俄语俄文学 261-2383 地区建设工学 261-2572

哲学 261-2147 畜产·园艺·食品工学部
历史学 261-2156 (畜产学专业) 261-2544

考古美术史学 261-2163
(园艺学专业) 261-2525

社会科学学院

(261-2174)

社会学 261-2180
(食品工学专业) 261-2565

心理学 261-2188
农化学 261-2559

行政学 261-2196
农生物学 261-2552

政治外交学 261-2204
农业经济学 261-2587

经济学 261-2213

生物产业合作课程 261-2565(사)
261-3354(주)

自然科学学院

(261-2234)

数学 261-2240

统计学 261-2255
文化财科学合作课程

261-2540(사)
261-2541(주)物理学 261-2265

天文宇宙学 261-2312
森林治愈学合作课程

261-2532(사)
261-3371(주)地球环境科学 261-3136

法学院

(261-2614)
法学(学术硕士课程) 261-2620化学 261-2279

生物学 261-2291

师范学院

(261-2645)

教育学 261-2650微生物学 261-2299
国语教育学 261-2661生化学 261-2306
英语教育学 261-2671体育学 261-3263

历史地理教育学
历史教育 261-2683

合成生物学合作课程
261-2299(사)
261-2301(주) 地理教育 261-2693

经营学院

(261-2324)

会计学 261-2347 社会教育学 261-2700

经营学 261-2330 伦理教育学 261-2706

国际经营学 261-2339 数学教育学 261-2715

经营情报学 261-2355 科学教育学 261-2723

生物信息技术合作课程 261-2355(사)
261-3258(주)

生活科学学院

(261-2698)

食品营养学 261-2742

儿童福祉学 261-2793

工科学院

(261-2364)

化学工学 261-2370
服装设计信息学 261-2792

工业化学 261-2487
居住环境学 261-2749机械工学 261-2441

消费者学 261-2744精密机械工学 261-2448

土木工学 261-2377 兽医学院

(261-2394)
兽医学 261-2595

材料工学 261-2411

建筑工学 261-2427

药学院

(261-2806)

약학부

建筑学 261-3247 (药物素材专业) 261-3264

安全工学 261-2457 (药物机能专业) 261-3264

环境․都市工学
环境工学 261-2465 (临床专业) 261-3264

都市工学 261-2493 (制药产业专业) 261-3264

土木系统工学 261-2409 临床药学 261-3264

电子信息学院

(261-3210)

电气․电子․信息․计算机学部

医学院

(261-2835)

医学 261-2835
(电气工学专业) 261-2419

医融生体工学合作课程 261-2841(사)
(电子工学专业) 261-2473

保健医生命融合学合作课程 261-2869(주)(信息通讯工学专业) 261-2480

(电波通讯工学专业) 261-3143

融合群

(261-2084)

造型艺术学 261-2750

(控制机器人工学专业) 261-3225 设计学 249-1733

(半导体工学专业) 261-3221 数码信息融合学 261-2785
(计算机科学专业) 261-2260

信息产业工学合作课程 261-2785(사)
261-2252(주)计算机工学 261-2449

※学科间合作课程的 “(사)”- 主任教授 办公室电话号码/ “(주)”- 主任教授 研究室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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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度 大学院 新入生 登录金 现状
※2016年度 登录金 可能有变动 (单位 : 韩元, 1个学期 )

系 列 学科(部) 入学金 授课费 计

人文·社会

国语国文学, 英语英文学, 中语中文学, 德语德文学,

法语法文学, 历史学, 哲学, 俄语俄文学, 考古美术史学, 经济学,

行政学, 政治外交学, 社会学, 会计学,

国际经营学, 经营学, 经营情报学, 农业经济学, 法学, 教育学, 国

语教育学, 英语教育学, 历史地理教育学, 伦理教育学,

社会教育学, 儿童福祉学, 消费者学

175,000 1,898,000 2,073,000

心理学 175,000 1,928,000 2,103,000

理学·体育

物理学, 化学, 生物学, 统计学, 微生物学, 生化学, 地球环境科学,

天文宇宙学, 农学, 森林学, 地区建设工学, 特用植物学,

生物系统工学, 临床工学, 农化学, 农生物学,

畜产·园艺·食品工学部(畜产学专业, 园艺学专业, 食品工学专业),

科学教育学, 居住环境学, 食品营养学, 服装设计信息学, 体育学,

合成生物学合作课程, 生物产业合作课程, 文化财科学合作课程,

森林治愈学合作课程,

保健医生命融合学合作课程

175,000 2,283,000 2,458,000

数学, 数学教育学 175,000 1,908,000 2,083,000

工学·艺术

土木工学, 建筑工学, 材料工学, 机械工学, 安全工学, 工业化学,

土木系统工学, 精密机械工学,

环境․都市․化学工学部(环境工学专业, 都市工学专业, 化学工学

专业), 建筑学, 计算机工学,

电气․电子․信息․计算机学部(电气工学专业, 电子工学专业,

信息通讯工学专业, 电波通讯工学专业, 控制机器人工学专业,

半导体工学专业, 计算机科学专业), 数码信息融合学,

造型艺术学, 设计学, 信息产业工学合作课程,

生物信息技术合作课程, 医融生体工学合作课程

175,000 2,430,000 2,605,000

医学 兽医学, 医学 175,000 2,907,000 3,082,000

药学
药学部(药物素材专业, 药物机能专业, 临床专业,

制药产业专业), 临床药学
175,000 2,580,000 2,755,000

※2017年度学费会有所出入,专业也有可能会变更

▣ 外国留学生 校内奖学金制度 介绍 （大学院）

1. 选拔对象 : 大学院 外国人 合格者

2. 奖学金授予对象 及 授予 内容

区 分 对象 减免 及 授予 内容(学期) 备注

特别

奖学生

外国人

大学院生

신입생 및

편입생

<本校 本科课程 毕业后 硕士 新入生 入学学期>

B1级 : 韩国语能力考试 5级以上(平均成绩 A
o
)以上

B2级 : 韩国语能力考试 5级以上(平均成绩 B+ )以上

<本校 硕士课程 毕业后 博士 新入生 入学学期>

B1级 : 韩国语能力考试 5级以上(平均成绩 Ao )以上

B2级 : 韩国语能力考试 5级以上(平均成绩 B+ )以上

<硕博士 共同> C级 : 新入生 及 编入生

문의

(261-

3841)

在学生

B1级 : 韩国语能力考试 5级以上(平均成绩 A
o
)以上

B2级 : 韩国语能力考试 5级以上(平均成绩 B+ )以上

C级 : 韩国语能力考试 4级 以上(平均成绩 B+)以上

※ 但是, 必须要在 2017. 2月为止提交留学生保险证明（保险卡），未提交者即使被选拔为奖学金授予对象，也不

能拿到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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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生活馆介绍

1. 学生生活馆现状 ※可能会有变动

区 分 男 女 合计

本馆

开成斋 309 226 535

桂英院 - 415 415

合 计 309 641 950

养性斋（BTL） 明德馆, 新民馆, 至善馆 967 645 1,612

养贤斋 灯笼馆 88 82 170

养真斋(BTL) 仁义馆,艺智馆 702 662 1,364

总 计 2,066 2,030 4,096

2. 学生生活馆申请

一. 入宿资格 及 选拔方法(新入生)

- 优先选拔外国留学生, 法定传染病患者 及 不符合团体生活者从选拔对象中除外

- 本科新入生的情况，如果申请学生生活馆，大多数学生都可以入住。

二. 宿舍申请

- 材料接收时，是否申请宿舍仪栏及申请宿舍名，一定要注意填写。

3. 宿舍费 现状

项目
2016. 2学期 基准(113天), 养贤斋

备注
一周7天供餐（包括周末) 一周5天供餐（周末除外)

住宿费, 餐费 包括 ￦ 1,087,500 ￦ 969,540 一天三餐

※ 2017学年 宿舍费可能会有变更

4. 学生生活馆 入宿咨询

一. 学生生活馆 网址 http://dorm.chungbuk.ac.kr)

二. 学生生活馆 行政室(043-261-2926, 3675, 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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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北大学 介绍

1. 忠北大学 访问方法

交通 出发地 到达地 目的地

高速大巴
首尔, 东首尔, 尚峰, 大邱,

釜山, 广州高速大巴站
清州高速大巴站

* 距离 : 约 4㎞

* 打车费 : 约 4,000 ~ 5,000韩元

* 市内大巴 : 基本费(道厅, 市厅, 上堂公园, 微平行)

市内大巴 各城市市外大巴站 清州市外大巴站

* 距离 : 约 4㎞

* 打车费 : 约 4,000 ~ 5,000韩元

* 市内大巴 : 基本费(道厅, 市厅, 上堂公园, 微平行)

火车

京釜线

湖南线

忠北线

鸟致院站

清州站

五松站

* 距离 : 约 15㎞

* 车站前市内大巴10分钟有一趟

个人车辆 各城市

1. 清州I.C→清州方向→工业区第5街道直行

→忠北大学四条街(右转)→忠北大学

2. 西清州I.C→松林公园(右转)→工业区第5街道(左转)

→忠北大学四条街(右转)→忠北大学

3. 清源I.C(左转)→清州方向(直行)

→微平四条街(左转)→忠北大学医院(左转)→忠北大学

2. 简易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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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园地图

국제교류원

28644 충청북도 청주시 서원구 충대로 1

국제교류본부 Tel. (043)261-3841, FAX. (043)268-2068

http://www.chungbuk.ac.kr / http://cia.chungbuk.ac.k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