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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引领韩流文化的 西京大学语言文化教育学院。”    

西京大学自建校于1947年以来，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及实践教育为基础致力
培养于全球型领导人才。

随着21世纪国际化与全球化的浪潮中,社会更加多样化的背景下，我校正面临
着超越民族大学、先进大学培养能够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领导者跨入名牌大
学的关键时期。我校在十几年来与美国、英国、日本、中国、俄罗斯、台湾等海外
姊妹学校实施了共同学位制及交换生制度，已有很多外国人在西京大学学习。
为确立相符65年历史的大学地位，2016年新设了语言文化教育学院。 

我们西京大学语言文化教育学院拥有语言学方面的专业教授队伍、沟通为
主的实践教育、最尖端的教育设施和体系，多种的教育课程。并且语言文化教
育学院的所有成员会弹性灵活应对社会的骤变、研究、教育并尽全力为大家
服务。 

今后，不仅是韩国人而且外国人也会在我们大学里通过语言和素质教育可成
长为创新型人才，具备竞争力。

希望通过美丽的韩国语，愿你们在世界舞台上实现自己美好的梦想!

西京大学语言文化教育学院 院长 

具  滋   亿

院长寄语



1.课程介绍
西京大学语言文化教育学院（以下简称语言文化教育
学院）的“韩国语课程”是专门为以下学生开设的课程。
系统地学习韩国语后，想考入韩国的大学或者研究生
院者,为了贸易，求职能够说出流利的韩国语的外国人
及侨胞。

学期日程

学期 学期 开学

春季  2016. 11. 14(周一) 〜 12. 23(周五) 2017.  3. 6(周一)

夏季  2017.  3. 13(周一) 〜  4. 21(周五) 2017.  6. 5(周一)

秋季  2016.  6. 20(周一) 〜  7. 22(周五) 2016.  9. 5(周一)

冬季  2016.  8. 22(周一) 〜  9. 30(周五) 2016. 12. 5(周一)

* 本日程安排根据具体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动。 
* 详细的入学日程请参考主页。

▶ 中国国籍学生的新入学申请(在中国当地申请D-4签证)需
要两个月以上的时间(以开学为准)，详细内容请咨询语言
文化教育学院。

▶ 各国的当地学生必须报读两个学期(6个月)以上才能申请
语言研修签证(在韩国的学生报读一个学期也可。)

正规课程（上午课程/下午课程） 
•每学期 200个小时（每天 4个小时 x 每周 5日 x 10周）

授课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周5日），每课程10周

上课时间 09:00~13:00 [上午课程], 13:30~17:30 [下午课程] （1天4小时）

等级 初级班[1-2级]，中级班[3-4级]，高级班[5-6级]

人数 一个班由15名左右学生组成

美容艺术专业的韩国语课程 （上午课程/下午课程）
•每学期 200个小时（每天 4个小时 x 每周 5日x10周）

授课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周5日），每课程10周

上课时间 09:00~13:00 [上午课程], 13:30~17:30 [下午课程] （1天4小时）

等级 初级班[1-2级]，中级班[3-4级]，高级班[5-6级]

人数 一个班由15名左右学生组成

强化课程 (夜班) 
•每学期 60个小时（每天 3个小时 x 每周 2日 x10周）

授课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周2天），每课程10周

上课时间 18:30~21:30 (1天 3个小时)

等级 初级班[1-2级]，中级班[3-4级]，高级班[5-6级]

人数 一个班由15名左右学生组成

* 授课星期根据具体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动。 
* 注意：只有申请和选课是注册失败。必须提交所需申请材料才能进行审查。

▶ 强化课程(夜班)是不可续签的，所以只有拥有韩国登录证
的学生才能报名。

特别课程

授课时间 暑假(6月中旬~8月中旬)或寒假(12月中旬~2月中旬) 4周-8周内

上课时间 未定

等级 未定

人数 一个班由15名左右学生组成

※ 每课程以先后次序登记为原则。
※ 每课程的学员未满10人时不开设课程。

研修标准 
•得到每课平均70分以上的学生 (不及格分数:60分以下)
•每学期学习成绩是根据期中考试、期末考试、考勤分数和

其他综合评定。
•考勤必须80％以上，无故旷课四次以上时不颁发结业证书。

韩国语课程

SEOKYEONG UNIVERSITY



2. 注册及入学
申请资格
•正规课程、美容艺术专业的韩国语课程、强化课程  :

高中毕业或相应同等学历以上的外国人及海外同胞
•特别课程 : 根据报名时间和课程特性，另行规定申请资格。

注册步骤

提交材料
•中国国籍的学生

1) 申请表 (照片一张) 1份 

2) 护照(或外国人登录证) 复印件 1份

3) 最终学校毕业证复印件 1份 

4) 最终学校的教育部学历认证书或毕业证领事认证原件1份

5) 最终学校英文成绩证明书原件1份
※ 如没有英文证明书时必须提交翻译公证书

6) 本人名义的银行存款证明原件 (US $9,000以上)
※ 如提交父母名义的银行存款证明时，

必须提交亲属关系证明书

7) 学生和父母的户口簿复印件1份
※ 如果父母离婚或死亡，

必须提交亲属关系证明书和离婚或死亡证明资料。

8) 保险证书

* 申请者所提交的材料，学校一律不返还。

▶ 在中国的学生，需要通过学校办理语言研修(D-4)签证的
新生必须开具2份学历认证书和学生名义的银行存款证
明书。1份原件提交给语言文化教育学院，另外的1份请本
人妥善保管，在领事馆办理签证时，需要向领事馆提交。

留学生保险
1) 所有学生必须购买保险，在本国加入保险的学生务必把相

关证明文件提交到语言文化教育学院。
2) 语言文化教育学院注册者必须提出韩国民间企业保险或

可在韩国使用的本国医疗保险一份。

分班考试
•入境后, 必须要参加分班考试。 
•开学一周前实施分班考试。 
•分班考试主要由写和说两个部分组成。

入境韩国 分班考试

报名 缴纳报名费 提交入学材料
(e-mail或邮件) 审查材料

通知结果
(e-mail或邮件) 缴纳学费 发给标准录

取通知书 申请签证

Language & Culture Education Center  SeoKyeong University

•申请书请在网上下载，申请书用邮政或者e-mail发出，
或者报名结束后学生单独交上申请书和报名学费。
(请确认一下附件)

•入学申请书与其他所需材料扫描后通过电子邮件(lcec@
skuniv.ac.kr)提交。(如有需要，学校要求学生提供原件)

•中国学生必须邮([02173]首尔特别市城北区西京路124
西京大学语言文化教育学院教学科)寄原件。

•资料审查后，以邮寄方式通知结果，大约需要2-3周左右。
•发送入学通知书，学生本人在中国各地的韩国领事馆办

理签证，大概一个星期后会拿到签证。

缴纳学费
•个别通知通过审查的学生缴纳学费的方法。 
•学费应汇款到个人专用帐号(另有通知)。 
•必须用报名者本人姓名缴纳。



注册本校语言文化教育学院学生的特殊待遇
•想报考本校美容艺术专业的学生我们提供可参观本科实

习的机会。

•入本科前，可以参加语言文化教育学院的学习社团提前
学习有关美容艺术专业的基本知识。 

缴纳学费

正规课程  1,200,000韩元 (另缴报名费50,000韩元)

美容艺术专业的韩国语课程  1,200,000韩元 (另缴报名费50,000韩元)

强化课程 (夜班)  600,000韩元 (另缴报名费50,000韩元)

西京大学语言文化教育学院奖学金
1) 在校生奖学金

本校的外国人在校学生或交换学生注册时，
授予一学期学费的40%。

2) 成绩优秀奖学金
各个等级成绩最优秀的学生1名，授予下学期学费的50%。

3) 教职员家属奖学金
教职员子女注册时，授予一学期学费的50%。

4) 兄弟姐妹奖学金
兄弟姐妹注册时，给双方授予一学期学费的10%。

西京大学语言文化教育学院奖学金
•祝贺入学奖学金

首先至少结业三个学期以上的课程，获得韩国TOPIK4级
(美容艺术专业3级)后，升入本校的本科时，授予第一学
期学费的50%。

邮件提交地址
[02173] 首尔特别市城北区西京路 124 
西京大学语言文化教育学院教学科
Language & Culture Education Center SeoKyeong University
Seokyeong-ro 124, Sungbuk-gu, Seoul, 136-704, Korea

咨询
西京大学语言文化教育学院教学处
Tel : 82-2-940-7671
Fax : 82-2-940-7021
e-mail : lcec@skuniv.ac.kr

西京大学语言文化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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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

从仁川机场到访
西京大学
的路线

机场大巴篇

仁川国际机场 12A乘车站 > 乘坐6011路大巴 >
吉音站下车 > 乘坐1164路公车 >
西京大学本馆前下车

所需时间1小时30分钟

乘坐仁川国际机场站机场地铁专线 > 首尔站下车 > 
换成4号线 > 吉音站下车 > 乘坐1164路公车 >
西京大学本馆前下车

总站数 19站机场地铁篇

交通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