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实大学全体在校生中有10%左右是留学生，人数约为1300多名。

崇实大学为他们的成功留学生活提供以下多种多样的项目。

专为外国留学生开设的教养科目授课体系

实行与韩语能力相关的优秀的奖学金制度

无接触预防犯罪宣传团体

预防犯罪教育

让留学生过上稳定的大学生活，精通外语的心理咨询师进行咨询。

尤其是，为了保持健康地精神实施’心理护理检查’，进行深层咨询。

外国留学生、交换生和本国学生互相交流以及作为

共同学习的空间场所。并制定了国际学生或交换生

向韩国学生介绍自己母校等可以用来增进互相关系的

International Day等多种交流项目。

向留学生提供韩国就业信息，开设可咨询入职申请书写作技巧

和面试策略的‘就业力量强化研讨会’和与成功就业的前辈留学生

座谈等方式支援就业。

为了提高留学生的韩语能力，具备特殊的教养进修体系，

支持韩国语能力团体报名考试(TOPIK)。

·入学后1~2学期集中培养韩国语能力及专业基础能力

·通过以学问为目的的韩语课和大学写作课来培养韩语能力

·教养选择科目: 重点编排韩国语学的理解、
韩国思想的理解等与韩语和韩国文化相关的课, 共12学分

TOPIK(韩国语能力考试) 报考支援

·开设TOPIK学习班，提高韩语能力

·成为TOPIK(韩国语能力考试)主管大学，尽量扩大应试机会

为了帮助留学生适应环境，支持’各国留学生自治团体’的构成，

实施韩国学生帮助留学生的’全球好友’项目，特别是为了

不让留学生受到电话诈骗等犯罪的牵连，正在运营以下项目。

·留学生宣传团对本国出身的留学生进行犯罪预防宣传和活动(铜雀警察局)

·预防留学生活中受到犯罪侵害, 应对犯罪方法的教育(铜雀警察局)·

以留学生学习力量诊断结果为基础，

提供针对性的学习力量强化项目。

外国本科生学习能力诊断

通过学习力量诊断工具(LCT-CMB)测定外国留学本科生的
崇实7大学习力量(认知、学习动机、学习行动)水平，
提供个别结果解说报告的同时提供针对性的学习力量强化项目。

外国本科生辅导

3~6名外国本科生和1名韩国或外国本科高年级学生
或研究生组成学习小组，进行指导活动

1:1学习咨询

留学生韩语竞赛

学士警告学生辅导

专业学习指导讲解学习/就业前途类型检查结果，

制定并实践针对性的学习战略，改善学习上的问题

在韩国语课目培养的韩语能力和非教课项目结合起来，增强韩语写作能力。

提供外国学生在课外完成一篇完整的文章的经验。

对前一学期学士警告学生，在学期中进行2次以内的各种指导，帮助提高成绩。



崇实大学教学理念和教学目的

❶ 教学理念(办学理念)
以基督教精神为基础, 以真理和奉献为教学理念

❷ 教学目的
立足于基督教精神和民族教育的根本理念, 教授深奥的
学术理论和应用方法, 以培养奉献于人类繁荣, 国家社会以及
教会的人才为教育目的。

* 本招生简章内容不会对申请人进行另行通知，
需本人正确了解各项内容。修改事项会在本校入学处
官网(admission.ssu.ac.kr)进行公告，请申请前后务必确认。
因未确认修改事项产生的不良后果，应由申请人本人负责。

* 本招生简章原版为韩文，后译成中文以及英文版。
同一内容解释不同时，以韩文版为准。

本校是以基督教精神为主旨而创办的大学，

因此全体学生必须修满规定的基督教课程和
Chapel（礼拜）课程。

http://admission.ssu.ac.k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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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学科及招生人数

大学 招生专业 系别 招生人数

人文

基督敎学

根据申请者的

学习能力进行

选拔

国语(国文)

英语(英文)

德语(德文)

法语(法文)

中语(中文)

日语(日文)

哲学

史学

*艺术创作学电影艺术专业 电影艺术专业

体育 生活体育专业，Sports science

法学
法学

国际法务

社会科学

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实践专业，社会福利政策·行政专业

行政学 行政学专业，行政信息管理专业

政治外交

信息社会学

舆论广告学

平生教育学

经济通商
经济学

全球通商

经营

经营学
HR & Marketing专业, OM & MIS专业, 

Financial Management专业

会计学

风险中小企业

金融学 Digital Finance专业，全球金融专业

自然科学

数学

物理

化学

信息统计․保险数理学

医学生命系统学 生命信息学专业，生命工学专业

工科

化学工程

有机新材料․纤维工程

电器工程 电器能量专业，测量信息处理专业

机械工程

产业․信息系统工程

*建筑学部建筑学·建筑工程专业 建筑学（5年课程）专业，建筑工程专业

IT

*计算机 系统软件专业，融合软件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工程

IT融合

*全球化媒体学 媒体工程专业，Contents工程专业

*软件 信息保护及软件专业，人工智能及大数据专业

※ 标注“*”符号的专业不招收插班生（只招新生）

※ 产业信息系统工程专业和软件专业受韩国工程教育院（ABEEK)工程教育认证,该专业（系）入学生义务修工程教育认证项目课程。

http://admission.ssu.ac.kr

http://iphak.ssu.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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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日程

1) 第一批招生

区 分 日 期 场 所 备 注

一批

招生

网上报名
2021.4.12.(周一) 10:00 ~ 

4.23.(周五) 17:00

www.jinhakapply.com

admission.ssu.ac.kr

iphak.ssu.ac.kr

▶交纳遴选(选拔)费(90,000韩币)

▶只接受网上报名

提交审査材料
2021.4.26.(周一) 10:00

~ 5.7.(周五) 17:00

发送至入学处邮箱: 06978

首尔特别市铜雀区上道路

369 崇实大学新阳馆

1楼 入学处 入学管理科

外国学生录取审核负责人

▶只接受邮寄递交，不接受入学处当面递交。

（规定时间内未收到申请材料时，按不合格处理）

▶周末和公休日不办公。

▶材料缺少或份数不足时，按不合格处理。

面试考试

(电影艺术申请者)

2021.5.17.(周一)

~ 5.21.(周五) 中1日以上
崇实大学内指定考场

▶考场和考试时间在2021.5.11.(周二)以后

可以在入学处网页确认

▶面试考试无须另外交纳费用

▶限于电影艺术专业考生

公布合格学生名单 2021.6.11.(周五)(預定)
admission.ssu.ac.kr

iphak.ssu.ac.kr

▶本校入学处网站公布

▶不进行个别通知

交纳预存款

(交纳预纳金)

2021.6.21.(周一) 

~ 6.25.(周五)(預定)

admission.ssu.ac.kr

iphak.ssu.ac.kr

▶公布名单后需本人在本校入学处网站打印

学费缴纳单后在规定期限内向指定的银行

账号汇款交纳学费

缴纳剩余学费
2021.7.21.(周三)

~ 7.28.(周三)(預定)

admission.ssu.ac.kr

iphak.ssu.ac.kr

▶即使缴纳了预存款，必须在这期间缴纳

剩余学费才算最终录取

▶日程有变动的话，变动事前进行通知

申请标准入学书

邮寄海外

2021.7.21.(周三)

~ 7.30.(周五)

发送至入学处邮箱

(iphak@ssu.ac.kr)

申请

▶申请e-mail(电子版)发送或邮寄原件(EMS)

▶申请邮寄时需填写收件人详细信息

(参考p.13)

▶限于海外居住者(韩国居住者直接领取)

发放标准入学许可书 2021.8.4.(周三)~
入学处入学管理科

(新阳馆1楼)

▶本人直接领取 (韩国居住者)

▶申请邮寄原件者的开始送派

追加提交材料
2021.8.16.(周一)

~ 8.31.(周二)
▶限于即将毕业者(毕业/成绩证明)

开学 2021.9.1.(周三)

※招生日程中的日期和时间以韩国时间为准

http://admission.ssu.ac.kr

http://www.jinhakapply.com/
mailto:iphak@ssu.ac.kr
http://iphak.ssu.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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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分 日 期 场 所 备 注

二批

招生

网上报名
2021.5.24.(周一) 10:00 ~ 

6.4.(周五) 17:00

www.jinhakapply.com

admission.ssu.ac.kr

iphak.ssu.ac.kr

▶交纳遴选(选拔)费(90,000韩币)

▶只接受网上报名

提交审査材料
2021.6.7.(周一) 10:00

~ 6.18.(周五) 17:00

发送至入学处邮箱: 06978

首尔特别市铜雀区上道路

369 崇实大学新阳馆

1楼 入学处 入学管理科

外国学生录取审核负责人

▶只接受邮寄递交，不接受入学处当面递交。

（规定时间内未收到申请材料时，按不合格处理）

▶周末和公休日不办公。

▶材料缺少或份数不足时，按不合格处理。

面试考试

(电影艺术申请者)

2021.6.23.(周三)

~ 6.30.(周三)中1日以上
崇实大学内指定考场

▶考场和考试时间在2021.6.21.(周一)以后

可以在入学处网页确认

▶面试考试无须另外交纳费用

▶限于电影艺术专业考生

公布合格学生名单 2021.7.14.(周三)(预定)
admission.ssu.ac.kr

iphak.ssu.ac.kr

▶本校入学处网站公布

▶不进行个别通知

缴纳学费
2021.7.21.(周三)

~ 7.28.(周三)(預定)

admission.ssu.ac.kr

iphak.ssu.ac.kr
▶日程有变动的话，变动事前进行通知

申请标准入学书

邮寄海外

2021.7.21.(周三)

~ 7.30.(周五)

发送至入学处邮箱

(iphak@ssu.ac.kr)

申请

▶申请e-mail(电子版)发送或邮寄原件(EMS)

▶申请邮寄时需填写收件人详细信息

(参考p.13)

▶限于海外居住者(韩国居住者直接领取)

发放标准入学许可书 2021.8.4.(周三)~
入学处入学管理科

(新阳馆1楼)

▶本人直接领取 (韩国居住者)

▶申请邮寄原件者的开始送派

追加提交材料
2021.8.16.(周一)

~ 8.31.(周二)
▶限于即将毕业者(毕业/成绩证明)

开学 2021.9.1.(周三)

http://admission.ssu.ac.kr

招生日程

1) 第二批招生

※招生日程中的日期和时间以韩国时间为准

http://www.jinhakapply.com/
mailto:iphak@ssu.ac.kr
http://iphak.ssu.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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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实大学韩语能力考试指南

2) 崇实韩语考试日程

区 分 日 期 场 所 备 注

一批

崇实韩语考试

网上报名

2021.3.22.(周一) 

~ 3.26.(周五)

www.jinhakapply.com

study.ssu.ac.kr

admission.ssu.ac.kr

iphak.ssu.ac.kr

▶交纳考试费(40,000韩币)

▶只接受网上报名

崇实韩语考试 2021.3.31.(周三) 网上口语考试
▶ 考场和考试时间在网上报名以后

可以在国际处网页确认

崇实韩语考试结果

通报
2021.4.7.(周三)

将会个别通知给本人

study.ssu.ac.kr

▶ 对合格学生，将会个别通知给本人(报名时考生

输入的电子邮件)

二批

崇实韩语考试

网上报名

2021.5.3.(周一) 

~ 5.7.(周五)

www.jinhakapply.com

study.ssu.ac.kr

admission.ssu.ac.kr

iphak.ssu.ac.kr

▶交纳考试费(40,000韩币)

▶只接受网上报名

崇实韩语考试 2021.5.12.(周三)

网上口语考试

或者

笔记考试

(疫情好起来的话)

▶考场和考试时间在网上报名以后

可以在国际处网页确认

崇实韩语考试结果

通报
2021.5.20.(周四)

将会个别通知给本人

study.ssu.ac.kr

▶对合格学生，将会个别通知给本人(报名时考生

输入的电子邮件)

※ 崇实韩语考试和本科招生另外进行报名

1) 崇实韩语考试指南

※ 本考试只为了检测崇实大学外国人的自主招生申请资格中语言合格而进行的。

※ 本考试的成绩只适用于崇实大学入学申请使用，并且只有在成绩单上标示的时间内有效。

http://iphak.ssu.ac.kr/
http://www.jinhakapply.com/
http://www.jinhakapp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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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程序

1) 国籍要求：申请人本人及其父·母均为外国人。

① 网上申请

(www.jinhakapply.com,

admission.ssu.ac.kr,

iphak.ssu.ac.kr,)

⇨
② 申请材料提交

(邮寄递交)
⇨

③ 材料审核评价与面试

(面试限于电影艺术专业

申请者)

⇩

⑥ 标准入学许可书发放

(用于签证申请或签证变更)
⇦

⑤ 学费缴纳

(汇款至学校指定帐户)
⇦

④ 最终录取名单公布

(admission.ssu.ac.kr,

iphak.ssu.ac.kr)

⇩

⑦ 新生·插班生入学教育

(校内生活指南及选课指导)
⇨

⑧ 补充材料追加提交

(毕业/结业预备者)
⇨ ⑨ 开学

申请资格: 申请时需符合以下所有条件

※对于申请人取得外国国籍的情况，须在韩国高中及同等级别学历教育开始之前，申请人及其父母均已取得外国国籍。

※持有韩国与外国双重国籍者不予承认以外国学生身份申请入学的资格。

※父母双方离婚的情况，需要提交离婚及子女抚养权相关证明材料，法律上拥有子女抚养权的一方在国籍方面

须符合以上对外国学生申请者父母国籍的要求。

2) 学历要求

申请类别 申请资格要求

新入学 在韩国国内或国外修满相当于韩国的小学､初中､高中全部课程的外国人。

插班生

第二学年

插班

在韩国国内或国外修满相当于韩国的小学､初中､高中全部课程以后，在韩国国内或

国外的大学修业一年以上，且所取得课程学分达到本校毕业要求学分总数的1/4(33学分)以上。

第三学年

插班

在韩国国内或国外修满相当于韩国的小学､初中､高中全部课程以后，在韩国国内或

国外的大学修业两年以上，且所取得课程学分达到本校毕业要求学分总数的1/2(66学分)以上。

※ 本校(崇实大学) 在读生以及在籍生(包括预毕业者)不允许报名。
※ 充足插班学历要求的考生报新入学的情况, 可赋予新入学资格。

※ 插班生申请者先前就读的大学未受到所属国家教育部认可的情况，或者申请者只持有大学毕业证而没有学位证书的情况，
均不能申请插班。上述情况即使通过插班录取，日后查出时也会取消申请人的入学资格。

※ 插班生申请者先前就读专科院校的的情况，只有获得大学专科学士学位者(毕业生或预备毕业生)方可申请。

※ 只认可所属国教育相关法规所认定的正规学校课程。家庭学校课程、继续教育课程、成人大学课程、网络教育课程等学历不可申请。

※ 韩国国内或国外自学考试者(美国、加拿大GED、中国自考等)不可申请。

※ 因申请人所在国学制原因导致其毕业时间比其他国家申请人毕业时间滞后一个月的情况(如日本、菲律宾等)，
对于这滞后的一个月毕业时间予以承认。

http://admission.ssu.ac.kr

http://www.jinhakapply.com/
http://iphak.ssu.ac.kr/
http://iphak.ssu.ac.kr/
http://iphak.ssu.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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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语言要求(需符合以下语学能力申请资格)

招生学科 语言能力申请标准

全部学科

(艺术创作学部

电影艺术专业除外)

※符合以下资格条件中一项以上者

•获得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 3级以上。

•在崇实大学国际教育院修完韩国语课程3级以上。

•在韩国四年制正规大学附属韩国语教育机构修完正规韩国语课程4级以上。

-申请者须在由1~6级课程内容所构成的正规韩国语课程教学体系中完全达到4级以上的结业标准

（出勤率和考试成绩等)，其语言能力资格才能予以认可。

在专科学校附属韩国语教育机构结业的情况不予认可。

(如果申请者修习的韩国语课程不是由1~6级的课程内容构成，则须提交与1~6级课程体系中4级课程

级别同等或以上的韩国语课程修习结业证明材料，然后通过本校审查以判断是否予以认可)

•崇实大学韩国语能力考试合格者（合格标准：成绩60分以上，满分为100分）

艺术创作学部

电影艺术专业
获取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 4级以上。

※ 所有录取生在毕业前需取得TOPIK4级以上的语言成绩才能毕业。

※ 通过外国学生招生录取的所有学生在入学后需修习本校指定的部分特别课程(학문목적한국어等指定科目)。

(详细内容在新生入学教育时会进行详细说明)

招生学科 招生方法 评价标准(评价项目)

全部学科 申请材料综合评价：100% 对申请者提交的自我介绍书，语言等级证书等申请材料进行综合评价。

艺术创作学部

电影艺术专业

材料评价 40% 对申请者提交的自我介绍书进行评价。

面试 60%
考试指南(时间及场所)会另行通知。

(包括考生注意事项的考试指南会在入学处网站公告事项里进行公告)

※ 不对外公开招生相关的审核过程。

※ 如果提交的材料不完整，申请资格将会被取消。

http://admission.ssu.ac.kr

招生方法

http://iphak.ssu.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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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材料 [最终录取(合格)者提交的资料经与签发机构确认系为伪造、编造后，根据认定结果会取消合格(入学)资格]

1) 新生申请材料

编号 申请材料 原件 复印件 翻译公证 学历认证 备注

1 自我介绍书 1份

·按照本校模板撰写(网上下载模板撰写后提交)。

·必须用韩文写。

·电影艺术专业申请者需按照特定的撰写要求和提交方

法另行进行。

(参考第21页“电影艺术专业自我介绍书撰写指南”)

2

语言能力证明材料

(TOPIK, 大学附属韩国语

教育机构结业证明)

1份 ·距申请日期2年内的语言成绩有效。

3 高中毕业证书 1份 必备 必备
·必须提交学历认证材料。

(详细内容参照第12页“学历认证材料申请指南”)

4 高中全年级成绩证明书 1份 必备 ·英文版成绩证明书原件可替代公证件。

5

家庭关系证明书

(由国家政府机关发行的

父母与学生的关系证明书)

1份 必备

·中国国籍

- 户口本公证件(全家在一起的户口本，户主为父亲或

者母亲中一人的情况)

- 亲属关系证明公证件+全家户口本复印件

(全家人户口本不在一起的或者户主不是父亲或母亲

的情况)

· 越南国籍

出生证明公证件+户口登记本公证件

· 其它国家国籍: 提交户口本或亲属关系证明书，出生

证明书等。

·需证明父母离婚、死亡、再婚、未婚母亲等情况时，

需补充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例：离婚证明、死亡(注销）证明、未婚母亲证明

6
本人及父·母身份证

(居民证)复印件
1份

7

取得外国国籍证明书及

丧失韩国国籍证明书

(本人、父、母)

1份 必备

·仅限取得外国国籍的申请者提交。

·韩国国内发行的文件 (除籍登记本、

国籍丧失证明书等) 需提交原件。

8 本人护照复印件 1份

9 本人外国人登录证复印件 1份 ·仅限现在韩国居留者提交。

10 银行存款证明书 1份 1份

·提交本人或父母名义的银行存款证明

(建议提交申请者本人名义的存款证明)

·账户余额 USD $20,000以上。

*申请入学时正在本校国际教育学院学习韩国语

课程的申请者，银行存款可得到一定金额的减免

（参考第11页注意事项第一条)。

·中国的银行提供的存款证明：存款冻结到

入学后一个月(到 2021.10.1.)。

·韩国的银行提供的存款证明：

距提交日一个月以内的证明有效。

·此外有有效期间的情况，认可到有效期间。

11 学历查询同意书 1份
·本校格式: 网上报名后打印学历查询同意书

样本，填写后提交。

12 韩国语教育机构结业(在学)证明 1份
·需要提交韩国语能力证明材料者或崇实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的在学(结业)学生可提交。

http://admission.ssu.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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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插班生申请材料

编号 申请材料 原件 复印件 翻译公证 学历认证 备注

1 自我介绍书 1份
·按照本校模板撰写(网上下载模板撰写后提交)。

·必须用韩文写。

2

语言能力证明材料

(TOPIK, 大学附属韩国语

教育机构结业证明)

1份 ·距申请日期2年内的语言成绩有效。

3 高中毕业证书 1份 必备 必备 ·必须提交学历认证材料。

4
大学(包括大专)毕业证书或

在读证明(预毕业者)
1份 必备 必备

·就读4年制大学的申请者提交结业证明书或在学证明书。

(申请第二学年插班者提交大学一年级结业证明书,

申请第三学年插班者提交大学二年级结业证明书)

·必须提交学历认证材料。

(详细内容参照第12页“学历认证材料申请指南”)

5 大学预毕业证明书 1份 必备 ·大学预毕业者提交。

6 大学全学年成绩证明书

·提交的成绩证明书上须登记有毕业规定所需学年/

毕业规定学分/成绩计算标准(学分)等信息。

·英文版成绩证明书原件可替代公证件。

7

家庭关系证明书

(由国家政府机关发行的

父母与学生的关系证明书)

1份 必备

·中国国籍

- 户口本公证件(全家在一起的户口本，户主为父亲或

者母亲中一人的情况)

- 亲属关系证明公证件+全家户口本复印件

(全家人户口本不在一起的或者户主不是父亲或母亲

的情况)

· 越南国籍

出生证明公证件+户口登记本公证件

· 其它国家国籍: 提交户口本或亲属关系证明书，出生

证明书等。

·需证明父母离婚、死亡、再婚、未婚母亲等情况时，

需补充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例：离婚证明、死亡(注销）证明、未婚母亲证明

8
本人及父·母身份证

(居民证)复印件
1份

9

取得外国国籍证明书及

丧失韩国国籍证明书

(本人、父、母)

1份 必备

·仅限取得外国国籍的申请者提交。

·韩国国内发行的文件 (除籍登记本、

国籍丧失证明书等) 需提交原件。

10 本人护照复印件 1份

11 外国人登录证复印件 1份 ·仅限现在韩国居留者提交。

10http://admission.ssu.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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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银行存款证明书 1份 1份

·提交本人或父母名义的银行存款证明

(建议提交申请者本人名义的存款证明)

·账户余额 USD $20,000以上。

*申请入学时正在本校国际教育学院学习韩国语

课程的申请者，银行存款可得到一定金额的减免

（参考第11页注意事项第一条)。

·中国的银行提供的存款证明：存款冻结到

入学后一个月(到 2021.10.1.)。

·韩国的银行提供的存款证明：

距提交日一个月以内的证明有效。

·此外有有效期间的情况，认可到有效期间。

13 学历查询同意书 1份
·本校格式: 网上报名后打印学历查询同意书

样本，填写后提交。

14 韩国语教育机构结业(在学)证明 1份
·需要提交韩国语能力证明材料者或崇实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的在学(结业)学生可提交。

※未能在提交材料期限内提交学历认证材料(Apostille、中国教育部学历认证书、大韩民国领事确认等)及银行存款证明的

情况，请在学费缴纳截止日前完成材料的提交(未提交时不可发放标准入学许可书并取消录取)。

※在申请入学时正在本校国际教育学院学习韩国语课程的申请者，在完成韩国语课程后直接进入本校

本科课程的情况下，银行存款证明书上开具的存款金额可以得到减免(银行存款金额 USD$10,000以上即可，

对新生和插班生都适用)。

※各招生阶段（第1、2批招生）所认可的TOPIK语言成绩仅限截至申请材料提交日期之前所提交的TOPIK成绩单，

申请材料提交截止日期后追加提交的TOPIK成绩单不会被做为任何招生审核工作的依据。(入学奖学金也不可提供)

※申请人取得外国国籍的情况，必须提交可以确认申请者本人及其父母取得该国国籍日期的相关材料。

特别是申请者本人或父母为韩裔的情况，必须补充提交可证明当事人放弃韩国国籍或丧失国籍的相关材料。

(未提交上述材料时，会认定为录取不合格并取消入学资格)

※网上申请时须缴纳报名费，报名费和提交的申请材料不予退还。

※缴纳报名费后，入学申请书不可进行修改或取消，所申请的学科专业不可更改。

※提交的申请材料原则上必须为原件，但公认语言成绩证明、预毕业证明书和毕业前成绩证明书可在入学处负责人

核对原件后提交复印本(在核对时申请人需同时出具原件和复印件以进行相互对照确认)。

11http://admission.ssu.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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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历认证材料申请指南

所属国家

(申请者国籍)

需提交的

学历认证材料
发放机关及联系方式

中国

普通高中, 大学,

大专毕业生

中国教育部

学历认证书

▶学历认证 : 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咨询及就业指导中心

(教育部学历认证中心 : www.chsi.com.cn)申请

▶ 学位认证 :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

(教育部学位认证中心 : www.cdgdc.edu.cn)申请

▶个人申请困难的情况，可通过韩国官方业务代理机构代理

申请首尔孔子学院(社团法人)， 韩中文化协力研究院 :

http://www.cis.or.kr, 02-554-2688)

▶新生入学报名的情况，尽可能提交高中毕业学历（学籍）

: 会考, 高考成绩也可以作为学历认证材料提供，但录取后申请

留学签证(D2)时，出入境管理局或韩国驻所属国大使(领事)馆

可能会要求追加补充材料 (高中毕业学历认证)， 这时相关补

充材料需由申请者本人自行负责。

职业高中毕业生

* 下述 ①, ②中选一

※ 没有所属教育厅认证的职业高中所发行的毕业证明书的领事认证无效

(不得作为学历认证材料使用)。

① 毕业高中发行的毕业证书的领事认证, - 需省教育厅 + 韩国大使(领事)馆确认

② 省教育厅发行的毕业证明书, - 需韩国大使(领事)馆确认

技术工业高中毕业生 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认证 + 韩国大使(领事)馆确认

Apostille签约国 Apostille确认书
所属国家政府

相关部门
Apostille签约国

非Apostille签约国 大韩民国领事确认
韩国驻所属国

领事馆
非Apostille签约国

http://admission.ssu.ac.kr

www.cdgdc.edu.cn
http://www.cdgdc.edu.cn/
http://www.cis.or.kr/
http://iphak.ssu.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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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ostille签约国现况(2020.06.23. 标准)

地区 加盟国

亚洲，

大洋洲

家庭关系证明澳大利亚、中国(香港, 澳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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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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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赫塞科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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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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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洲

美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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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圣卢西亚、圣基茨内维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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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斯瓦西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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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ssion.ssu.ac.kr

▣ 申请标准入学许可书相关指南

申请对象类别 申请时间 申请(领取)方法

录取者

(缴纳学费者)

韩国国内

居留者

参考招生日程

(第4页~第5页)

发放日期内申请人本人携带身份证(护照或外国人登录证)到入学处(崇实大

学新阳馆1楼)领取。

韩国国外居住者

* 申请时间内将入学许可书寄送申请邮件发送至入学处邮箱(iphak@ssu.ac.kr)。

- 邮件主题 : 申请标准入学通知书发送(考号, 姓名)。

- 申请事项：注明是请求电子扫描件还是原件邮寄。

- 申请原件邮寄时，需注明当地收件人信息(收件人英文姓名，手机号，

英文住址，邮编号）。

http://iphak.ssu.ac.kr/
mailto:iphak@ssu.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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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材料时的注意事项

1)  申请材料需在规定时间内准备完毕并提交。

2）入学申请书上登记信息有误、申请材料提交不完整以及无法联系到申请人的情况将会取消申请资格，

由此引发的不良后果将由申请者本人负责。

3）若申请者与提交的申请材料上的名字不一致时，必须提交所属国家法院或大使馆出示的证明

是同一人的补充材料。

4）语言能力材料审核只承认距申请日期2年以内的成绩证明为有效认证材料。

5）申请人取得外国国籍的情况，必须提交可确认申请人及其父母取得该国国籍日期的相关材料，特别是

申请者本人或父母为韩裔的情况，必须补充提交可证明当事人放弃韩国国籍或丧失国籍的相关材料。

6）以韩语之外的语言发行的所有材料需进行韩文或英文版公证以后提交，

且只认证距申请截止日期1年以内的公证本为有效材料。

7）入学后将按照申请者提交的"学历查询同意书"进行学历查询。入学两个月内未获得毕业学校回信时，

申请者本人应直接和毕业学校取得联系以协助查询。毕业院校最终没有回复时，将取消当事人入学资格。

8)   毕业(结业)预定者毕业(结业)后必须在规定期间内提交包含最后学期的最终学历证明书和成绩证明书，

如若未能提交，将会被取消入学资格。

9)   邮寄申请材料时必须确认所寄送的申请材料是否按期到达本校入学处。 ☞咨询 : 02)820-0050~4

10) 所提交的一切申请材料皆不予返还。如若需要提交本招生简章中所示材之外的其他资料时，

申请人必须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

1)   网上报名时需登记本人正确的电子邮箱地址(e-mail)及联系电话，以便我校入学处与申请者本人进

行联系。因无法通过申请者登记的联系方式(e-mail，联系电话等)与申请者取得联系所产生的后果，

由申请者本人承担。

在招生申请期间申请者联系方式若有变更，请告知入学处 ☞ 02)820-0050~4。

2)   缴纳网上报名费后，不可修改申请内容，不可取消申请，不可退还报名费。因此缴纳报名费前必

须慎重填写申请表，认真核对无误后再缴纳报名费。但，因自然灾害未能应考的情况以本校招生

管理委员会的决定退还报名费的一部或全部。

http://admission.ssu.ac.kr

网上报名时注意事项

http://iphak.ssu.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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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以及奖学金指南

招生专业 入学费 授课费(一个学期) 一共

人文

基督敎学 324,000 3,770,000 4,094,000

国语(国文) 324,000 3,770,000 4,094,000

英语(英文) 324,000 3,770,000 4,094,000

德语(德文) 324,000 3,770,000 4,094,000

法语(法文) 324,000 3,770,000 4,094,000

中语(中文) 324,000 3,770,000 4,094,000

日语(日文) 324,000 3,770,000 4,094,000

哲学 324,000 3,770,000 4,094,000

史学 324,000 3,770,000 4,094,000

*艺术创作学电影艺术专业 324,000 5,522,000 5,846,000

体育 324,000 4,558,000 4,882,000

法学
法学 324,000 3,770,000 4,094,000

国际法务 324,000 5,062,000 5,386,000

社会科学

社会福利 324,000 3,770,000 4,094,000

行政学 324,000 3,770,000 4,094,000

政治外交 324,000 3,770,000 4,094,000

信息社会学 324,000 4,256,000 4,580,000

舆论广告学 324,000 4,256,000 4,580,000

平生教育学 324,000 4,256,000 4,580,000

经济通商
经济学 324,000 3,770,000 4,094,000

全球通商 324,000 3,770,000 4,094,000

经营

经营学 324,000 3,770,000 4,094,000

会计学 324,000 4,256,000 4,580,000

风险中小企业 324,000 3,770,000 4,094,000

金融学 324,000 5,062,000 5,386,000

自然科学

数学 324,000 4,256,000 4,580,000

物理 324,000 4,558,000 4,882,000

化学 324,000 4,558,000 4,882,000

信息统计․保险数理学 324,000 4,256,000 4,580,000

医学生命系统学 324,000 4,558,000 4,882,000

工科

化学工程 324,000 4,970,000 5,294,000

有机新材料․纤维工程 324,000 4,970,000 5,294,000

电器工程 324,000 4,970,000 5,294,000

机械工程 324,000 4,970,000 5,294,000

产业․信息系统工程 324,000 4,970,000 5,294,000

*建筑学部 建筑学·建筑工程专业 324,000 4,970,000 5,294,000

IT

*计算机 324,000 4,970,000 5,294,000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工程 324,000 4,970,000 5,294,000

IT融合 324,000 4,970,000 5,294,000

*全球化媒体学 324,000 4,970,000 5,294,000

*软件 324,000 4,970,000 5,294,000

(单位： 韩币)

http://admission.ssu.ac.kr

(不包括学生会费，语学实习费等)

http://iphak.ssu.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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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学奖学金指南

奖学金
评定对象 奖学金评定标准 奖学金发放金额

新生

入学奖学金(A)

[语言优秀 1]

TOPIK 5级以上证书持有者 减免授课费100%

TOPIK 4级证书持有者 减免授课费70%

TOPIK 3级证书持有者 减免授课费40%

崇实大学韩国语能力考试合格者中成绩优秀者 减免授课费30%

入学奖学金(B)

[语言优秀 2]

在本校国际教育学院修完

4级以上韩国语课程的学生

(必须达到结业标准)

减免授课费40%

在本校国际教育学院修完一个学期以上

(含一个学期)韩国语课程的学生

(必须达到结业标准) 

免除入学金

☞可提供奖学金的学期: 新生8个学期，第二学年插班生6个学期，第三学年插班生4个学期(最长)

※奖学评定标准可因学校规定的变动而有所改动。

※入学奖学金获得时间为入学后的第一个学期。

※入学奖学金不可重复获得。但是，[语言优秀 2]中免除入学金和其它入学奖学金可重复获得。

１) 入学第一学期: 根据入学成绩等级提供奖学金。

２) 在学期间: 达到学校规定的奖学金评定标准的学生，按照成绩提供奖学金。

▣ 在读生奖学金指南

奖学金 评定 对象 奖学金评定标准

18学年度以后入学生

4.0 以上

(仅限TOPIK 6级以上取得学生)
减免授课费100%

3.5 以上

TOPIK 4级以上 未取得TOPIK 4级以上

减免授课费60% 减免授课费30%

少于3.0~3.5 减免授课费50% 减免授课费30%

少于2.5~3.0 减免授课费25% 减免授课费10%

① 不必申请, 按照成绩提供减免授课费(但, TOPIK成绩证明书必须提交给国际处。详细事项请向国际处咨询)

② 上一学期最少修12学分以上

http://admission.ssu.ac.kr

http://iphak.ssu.ac.kr/


17

生活馆(宿舍) : 已录取学生申请宿舍的时间另行通知

入学申请者注意事项

在申请者录取资格审查工作结束后，禁止申请者同时注册入学时间相同的两所以上的大学、产业大学、教育大学或专科学院的行为。

1) 禁止同时注册两所大学

2) 申请人注意事项

1）申请者需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全部申请材料, 未在规定期间内提交全部或部分相关材料将按照不合格处理。

(不接受未按时提交材料的补交，网上报名时上传的证件照片仅限半名片版的免冠照片，

上传带帽子的照片或者并非证件照的其他照片将被视为未提交，予以不合格处理)

2）网上申请时填写的内容，如有与事实不符、填写错误或遗漏等情况所产生的后果，应由申请者本人负责。

3）在材料审核中若发现有不符合报名资格以及提交材料中有弄虚作假、伪造等违规情况，即使在当事

人入学后也会取消其入学资格。

4）入学申请书一经提交,则不允许变更或取消入学申请书,报名费以及所有相关申请材料也一律不予退还。

5）网上申请时，需登记本人正确的电子邮箱地址(E-mail)及联系电话(禁止登记留学中介以及语学院的联系方式)，

以便我校入学处与申请者本人进行联系。因无法联系到申请者(E-mail，联系电话等)而产生的后果，

由申请者本人负责。

6）在招生期间，如有联系方式变更而未及时通知我校所导致的问题，由申请者本人负责。

7）录取名单会通过我校入学处网站进行公告，因未确认录取通知而产生不良后果时，须由申请者本人负责。

8）不公开申请者的招生成绩和评价内容。

9）申请者被录取后，若经调查发现申请材料中存在伪造事实、编造虚假信息、提供伪造证件等违规行为，

或者在出入境管理局(或驻所属国韩国大使馆或领事馆)发生拒签等情况，最终将会以录取不合格进行处理，

即使录取后也会取消当事人的录取资格。

10）开学后取消录取资格的情况，学费不一定能全额退还。

11）从韩国国外直接汇款缴纳报名费和学费时所引发的汇兑损失，由申请者本人负担(以韩元为基准的汇款原则)。

因超额汇款而引起的退款额低于汇款手续费时，不再予以退还。

12）本简章内未注明的事项，以本校招生管理委员会的最终决定为准。

* 本校第一学期录取者不可再申请第二学期

自2021年3月起，根据「国民健康保险法」及「该法执行规则」外国留学生将自动加入成健康保险
地方参保人。(入境后办完外国人登入则加入)
※细节内容即将通过合格者须知仅向合格者进行介绍

3) 外国留学生将自动加入成为健康保险地方参保人

http://admission.ssu.ac.kr

http://iphak.ssu.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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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报名及入学申请书填报方法 http://www.jinhakapply.com

入学申请书填写栏 填写方法

选择大学 ▶ 在申请学校中点击“崇实大学外国人特别录取招生” ‘숭실대학교 순수외국인 전형’。

会员注册 ▶填写电子邮件地址，完成会员注册。

注意事项须知 ▶仔细阅读网上申请的相关注意事项须知。

选择申请的学科 ▶确认学科后，正确填写。

姓名 ▶填写韩文、英文姓名，并与护照上姓名一致。

照片
▶必须上传本人证件照片(推荐上传本人护照照片)。

（上传带帽子的照片或者不是证件照的其他照片，按未提交进行不合格处理。）

出生的国家 ▶填写本人出生的国家(ex. 中国)。

国籍 ▶填写本人的国籍 (ex. 中国)。

外国语能力 ▶填写外国语能力（TOPIK 等）等级。

永住权（市民权）号码 ▶拥有外国永久居住权(市民权)者, 填写永久居住权(市民权)号码以及取得日期。

外国人登录证号码 ▶填写本人外国人登录证号码(需与提交的外国国籍证明书内容一致)。

护照号码 ▶必须与本人护照信息保持一致。

签证类型 ▶现持有韩国签证者，需正确填写相关内容。

签证有效期限 ▶现持有韩国签证者，需正确填写签证有效截止日期 (ex. : yyyy/mm/dd)。

毕业高中 ▶填写就读过的高中校名及毕业(预定)日期。

申请者地址 ▶填写本人现住址。

紧急联系方式

▶考虑到联络不上时会产生的不良后果，请正确填写可随时联系到申请者本人的通讯

方式(电话、手机、电子邮件)。

▶禁止填写留学中介的联系方式。

监护人 ▶准确填写申请材料中监护人(父,母)的信息。

缴纳报名费
▶请在缴纳报名费前, 再次确认信息填写无误后, 按照申请网站指定汇款方式缴纳

报名费。(缴纳报名费后,不得对所填写信息进行修改或取消，报名费一律不予退还。)

打印地址标签 ▶封装申请材料的信封上必须粘贴申请人地址标签，然后完成寄送或当面提交。

http://admission.ssu.ac.kr

http://www.jinhakapp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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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材料时注意事项

区分 项目

共同
以韩语之外的语言发行的所有材料需进行韩文或英文版公证以后提交。

只认证申请截止日期1年之内的公证本为有效材料。

自我介绍

填写姓名一定要用韩语写。

填写考号千万不要写错！

自我介绍一共有四个项目。提交材料之前一定要确认四个项目都写完。

语言能力证明材料

离网上报名开始日2年之内的成绩证明才有效。

在专科学校附属韩国语教育机构结业的情况不予认可。

提交材料截止日以后提交的TOPIK成绩单不予认可。

毕业证书 一定要提交学历认证材料(Apostille或领事认证)

成绩单
英文成绩单可以提交原件，其他语言成绩单要交翻译公证件。

预毕业者要补充提交包括最后一学期的成绩单。

学历认证材料

中国以外 需要Apostille或领事认证(Apostille未签约国家)

中国-普通学校 需要学信网学历认证材料

中国-职业高中
① 毕业高中发行的毕业证书的领事认证。： 需省教育厅 + 韩国大使(领事)馆确认

② 省教育厅发行的毕业证明书。： 需韩国大使(领事)馆确认

家庭关系证明书

中国

户口簿公证件(全家人在一起的户口簿, 户主为父亲或母亲中意人的情况)

亲属关系证明公证件+全家户口簿复印件

(全家人户口簿不在一起的情况或者户主不是父亲或母亲的情况)

越南 出生证明公证件+户口登记本公证件

其他国家 户口本或亲属关系证明书, 出生证明书等

共同

需证明父母离婚, 死亡, 再婚, 未婚母亲等情况时, 需要补充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尤其是家庭关系证明上缺乏父母或母亲的内容的情况以及内容和事实不符的话需要补充相

关证明

银行存款证明书

中国银行提供的存款证明: 存款东街道入学后一个月(到2021.10.1.)

存款证明上标记有效期间的情况, 认可到该有效期间。

韩国银行提供的存款证明离提交日一个月之内的证明有效

学历查询同意书 一定要包括传真号码,邮箱等信息

http://admission.ssu.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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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绍书 模板 - 艺术创作学部电影艺术专业外 所有专业申请者>

申请学科

姓名 准考证号

※ 必须用韩国语亲笔写。

※ 请使用黑色中性笔进行书写，不得使用铅笔进行书写。

1. 请简要叙述本人的成长过程。(500字以内)

2.请具体叙述读高中(插班申请者可以叙述专科大学或者大学)过程中如何努力学习的。(1000字以内)

3. 请叙述选择申请这个学科的初衷。(500字以内)

4. 请具体描述入学后的学习计划和大学毕业后的计划。(1000字以内)

2021-2学期 外国学生 入学申请 自我介绍书

http://admission.ssu.ac.kr

http://iphak.ssu.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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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绍书撰写指南 – 艺术创作学部 电影艺术专业申请者>

※ 填写时的注意事项

1. 请按Essay形式填写。

2. 字体及篇幅 : 11号字体，A4打印纸5张。

3.提交方法

-撰写完成后转换成PDF格式，于申请材料提交截止日期前发送至崇实大学入学处邮箱

(iphak@ssu.ac.kr)。

-电子邮件题目中注明申请人的考号和姓名。

: ex)崇实大学电影艺术专业外国人申请者自我介绍书（考号○○○○，姓名○○○○）

숭실대영화예술전공외국인지원자자기소개서(번호○○○○○,성명○○○)

※电子邮件题目中的申请人姓名必须与网上申请我校时填写的姓名（韩文或英文）一致。

4. 内容构成

- 必须要有题目。

- 以人生中有重要意义的三件事为中心展开描写，其中一件事请描写痴迷于一件事、一件东西、

或一个人的经历。

- 没有撰写格式要求(自由形式撰写，篇幅为A4纸5张)。

http://admission.ssu.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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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建筑分布图】

【崇实大学校 交通路线图(地铁)】☞地铁 7号线崇实大入口站❸号出口

http://iphak.ssu.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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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实大学入学处

06978 首尔市铜雀区上道路 369

Tel: (02)820-0050~4(入学咨询)

Fax: (02)820-0022

e-mail: iphak@ssu.ac.kr

http://admission.ssu.ac.kr

http://admission.ssu.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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