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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国大学

东国大学国际语学院

东国大学始建于1906年5月8日, 以佛教文化为底蕴的东国大学正以培养为实现民族与人类社会理想而奋斗的领导型人才不
断努力。

2020年, 东国大学迎来了建校115周年华诞。今天的东国大学已经成长为一所不仅拥有悠久历史的高等学府, 而且作为韩国
的创新型教育机构,树立了以学生为中心, 未来指向型的核心教育目标。

东国大学坐落于首尔市中心, 目前在首尔校区、庆州校区、高阳校区拥有1所一般研究生院、3所专门研究生院、11所特殊研
究生院、21所本科学院。包含了100多个专业的2万8千余名在校生。并且在日山、庆州、盆唐地区运营着大学附属医院,在高
阳校区还设有药学专业, 生物能源系统专业, 医学专业, 以及韩医学专业。

东国大学国际语学院下属的韩国语教育中心设立于2002年, 旨在为想要学习韩国语的外国人和海外侨胞提供专门的语言教育
课程。 
韩国语课程共分为六个等级, 涵盖了语言和韩国文化历史等方面知识的学习。东国大学国际语学院拥有优秀的教师阵容和最
新的专业教学方式, 课程使用东国大学独家教材, 针对学生的特点进行系统的教学。通过现代化的教学方式和丰富的课业内容, 
力求使外国人不仅能够更高效地学习纯正的韩国语, 也使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韩国文化, 更快地适应韩国生活。另外, 对于在
东国大学国际语学院修完四级课程的学生, 即使没有韩国语能力等级考试(TOPIK)三级成绩, 也依然具有报考东国大学本科课
程的资格。

在东国大学国际语学院, 除了一般的语言课程以外, 我们还设有<文化体验项目>。通过亲身参与各种活动, 使外国学生能更多
更好的了解韩国。我们还通过韩语语伴(GLOBAL BUDDY)计划为外国人提供和本校韩国学生进行定期交流的平台, 从而提高
学生们的语言交流能力。此外, 我们还有很多和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交换生成为朋友的机会。

[04620] 首尔特别市中区笔洞路1街30号 东国大学惠化馆五楼501号 国际语学院行政组
(서울특별시 중구 필동로 1길 30 혜화관5층 501호 국제어학원 행정팀)

行政组 +82-2-2260-3471(中文), 3758(越南), 8796(英文)
传真 +82-2-2260-3879
邮箱 klc@dongguk.edu
官网 http://interlang.dongguk.edu 



正规课程

签证申请

各级教材简介

正规课程教材介绍

学费缴纳方法(汇款)

韩语语伴 (Global Buddy Program)

正规课程学费

特别课程

文化体验活动

宿舍

中央图书馆

申请资格 有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者

- 本院格式申请书, 存款证明, 最终学历证明书, 护照复印件, 中国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电子版照片
- 存款证明是父母名义需追加亲属关系公证；毕业超过2年者需追加空白期证明 材料

1. 学历认证

2. 银行存款证明
  - 申请日起30天内签发
  - 根据注册学期数, 存款金额及冻结时间不同(但必须冻结至课程结束以后)
3. 根据不同的原因, 有可能被要求提交追加材料
4. 已提交的材料不可返还
5. 申请表和韩国人身份保证书等表格可在学校官网下载

※ 课程每学期为10周(每周5天), 每年4个学期
※ 授课时间为4小时/天。中高级班: 09:10~13:00；初级班: 13:10~17:00
※ 不需要D-4签证的学生, 所持的签证有效期必须包含申请的所有授课时间
※ 分班考试将在开学前10天左右, 以网上测试的方式进行(考试日期另行通知)

年度 学期 授课时间
报名截止日期

需要D-4签证者 不需要D-4签证者

2020年

春 2020.03.23. ~ 2020.06.04 2020.02.03 2020.02.28

夏 2020.06.22. ~ 2020.08.28 2020.05.04 2020.05.22

秋 2020.09.14. ~ 2020.11.26 2020.07.27 2020.08.14

冬 2020.12.14. ~ 2021.02.25 2020.10.26 2020.11.14

2021年 春 2021.03.22. ~ 2021.06.02 2021.02.01 2021.02.22

由东国大学研究开发的《一

起学习韩国语(함께 배워요 

한국어)》是一套为了提高

韩语学习者的沟通能力及

学术韩语能力而编写的国

际语学院正规课程教材。 

本教材以每天4节课为标准,根据课堂流程进行教授与学习, 并

提供多种练习和课题活动, 供学习者自主学习, 并透过延伸前

面的学习内容, 反复提示, 是一种能使学习者自然熟知内容的

螺旋式教育方式。

为了帮助学生提升语言能力和达成不同的学习目标,

学生可免费报读韩语字母班、补充班、备考班。也可

免费利用自习室等设施。

为了理解韩国及韩国文化, 每个学期都安排各种文化

课和参观活动(每学期一次)

注册了正规课程的学生可申请东国大学的宿舍(南山

学舍), 先到先得

注册了正规课程的学生, 可利用图书馆借书、查询资

料等

由本校本科在校生作为韩语志愿者为留学生提供的

服务, 对学生在学习韩语及全面理解韩国文化方面会

有很大的帮助

• 初级(1-2级) : 透过与日常

生活紧密相关的主题学习

基础语言能力

• 中级(3-4级) : 为理解日常

生活中会接触到社会和文

化方面的主题, 学生能透过

练习和活动自如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 高级(5-6级) : 加深学术和社会方面等专业领域, 提高讨论、辩

论、演讲和撰写报告书等升读大学(或研究生院)时所需的能力

申请材料

※ 报名者注意事项

学历认证材料

普通高中 毕业生

※ 任选其一

- 教育部中等学历认证

- 会考成绩单(教育部认证)及毕业证复印件

- 高考成绩单(教育部认证)及毕业证复印件

- 毕业证的领事认证

*申请签证时,大使馆/领事馆有可能要求追加提交「毕业证明书的领事认证」/
「教育部中等学历认证」(各大使馆/领事馆需要的文件可能不同)

职业高中/中专高中/

(三校生)
毕业生

※ 任选其一

- 毕业证明书(学校颁发): 需要所在省教育厅盖章后做领事认证

- 毕业证明书(省教育厅颁发): 领事认证

* 需申请2份 (学校1份, 大使馆1份)

一般大学/大专
预毕业生 /在读学生

- 高中毕业证复印件, 大学/大专在学证明, 学籍在线认证报告

*五年一贯制的学生, 距离毕业一年以内, 不需提交高中毕业证复印件, 
 需提交预毕业证明及学籍在线认证报告

毕业生 - 大学/大专毕业证复印件, 学籍在线认证报告

- 只有注册两个学期及以上, 才可发放标准入学许可证

- 签证申请是学生自行去所在领区的大使馆/领事馆申请

- 报名费 60,000(韩币)
- 注册费 1,670,000(韩币)/学期 
※ 报名费和保险费将不被退还
※ 注册费中包含教材费和保险费
※ 学校会为读正规课程的学生购买团体保险
    (不适用于交换生和本校在校生)

※  退还学费: 根据相关法令(终身教育法施行令)进行退款

银行名 Shinhan Bank
(Dongguk university Branch)

地址 Dongguk Univ., Pildong-ro 1-gil 
30, Choong-gu, Seoul, Korea

账户号码 140-006-285088

收款人 KOREAN PROGRAM

SWIFT CODE SHBKKRSE

 

缴纳学费和
报名费

审查材料后个别
通知录取结果

提交申请材料
(邮寄或亲自递交到办公室)

发放标准入学许
可书和学费缴纳

证明

分班考试
(网上)

入境
(新生注册)

在当地大使
馆/领事馆
办理签证

申请程序

教材介绍 校园生活

学费课程安排

正规课程报名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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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特别课程
- 用2~4周牢牢掌握韩国语基础后, 通过每周的文化体验课, 体验到韩国文化的非常有学习效果的课程。

- 可选择K-POP舞蹈特别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