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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招生专业及招生人数

学院 招生专业
招生人数

新生 插班生

人文大学

国语国文系

按招生专业, 

招收符合一定

条件的外国人

按招生专业, 

招收符合一定

条件的外国人

英语英文系

德语德文系

法语语言文学系

日语日文系

中国语中国学系

自然科学大学

数学系

物理学系

化学系

服装产业学系

海洋学系

消费者儿童学系

社会科学大学

社会福祉学系

新闻传播学系

文献情报学系

创意人才开发学系

全球政经大学

行政学系*

政治外交学系

经济学系

贸易学部

消费者学系

工科大学

机械工程系

MECHATRONICS工程系

电气工程系

电子工程系

产业经营工程系

安全工程系

新素材工程系

能源化学工程系

信息技术大学

计算机工程部

信息通信工程系

嵌入系统工程系

经营大学
经营学部

税务会计学系

艺术体育大学

造型艺术学部
韩国画专业 X
西洋画专业 X

设计学部 招收符合一

定条件的外国人公演艺术学系

体育学部 X
运动健康学部 X

都市科学大学

都市行政学系

按招生专业, 

招收符合一定

条件的外国人

都市环境工学部
建设环境工程专业

环境工程部

都市工程系

都市建筑学部
都市建筑学专业

建筑工程专业

生命科学技术大学

生命科学部
生命科学专业

分子医生命专业

生命工学部
生命工学专业

NANO-BIO专业

东 北 亚 国 际 通 商 学 部 韩国通商专业*

法学部

※选拔时，不受招生人数限制，考察考生的学习能力、语言运用能力等。

※请事先通过仁川大学网站了解所要申请专业的相关信息。

※由于学校组织结构和规模的调整，学科或所属单科大学的名称以后可能会有所更改，本科新生的专业在入学后按照单独的标准

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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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招生日程        

区分 日程 注意事项

网上提交申请书
2021.3.22(周一) 

~ 5.21(周五)

○申请方法：网上提交入学申请书

  进入本校入学网站（http://admission.inu.ac.kr）点击

‘外国人招生网上报名 Online Appl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填写入学申请表→点击【提交】按钮后报名完成

 ※ 访问或邮寄提交材料之后报名结束

○准考证号: 网上提交申请后, 准考证号自动生成

提交材料
2021.3.22(周一) 

~ 5.21(周五)

○邮寄或访问提交

  ※ 完成网上申请并提交所有材料后，报名全部结束

   （提交材料不退还）

  (只接收截止到2021.5.21(周五)前邮局发送出的材料）

招生日程

 (材料审查/

面试或实际考察)

2021.5.31(周一) 

~ 6.23(周三)

○面试将在申请时选择的地点进行

○面试地点(备考室)及面试时间会在学校网站上通知

  (2021.5月末预定)

※ 面试仅限材料审查合格者参加，

   未参加面试者不予选拔

校内

韩国语能力考试

2021.5.31(周一) 

预定 

○校内韩国语能力考试在本校进行，以TOPIK标准

  进行出题考试

○具体内容将在本校网站上通知

※ 此考试只限新生在网上入学申请时申请考试的报名者

   (但，国语国文系和韩国通商专业,插班申请者除外)

※ 根据情况,日程可能会有调整

合格者发表 2021.7.2(周五)
○本校入学网站 (http://admission.inu.ac.kr) 

(不另外通报)

登录金缴纳
2021.7.12(周一) 

~ 7.15(周四)

○给予个人虚拟账户(*本校入学网站上,可确认学费通知单)

○学费缴纳期限内，未缴纳者按不合格处理

开学 2021.9.1(周三) ○2021年第二学期开学

外国学生OT 2021.8月底 预定 ○学校生活及签证, 学事日程介绍

※以上日程均以韩国时间为准，具体日程可能会随本校安排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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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请资格

     v 符合以下国籍及学历资格, 并符合语言能力资格之一的人方可申请入学

 1. 新生

区分 申请资格

1.国籍资格

- 仅限父母均为外国人的学生

 ※ 获得韩国国籍的多重国籍者,不允许报名。

 ※ 学生在接受相当于我国（韩国）高中课程的教育阶段之前，学生本人及父母均为  

     外国国籍的，可以申请。

2.学历资格

- 申请者在国内或国外完成小学、初中、高中正规教育过程，顺利(预定)毕业的学生, 

或者具备以上同等学历的学生

 ※ 国内外自学考试，家庭教育，网络学习等的学历持有者不可申请。

 ※ 国内大学出身新生申请者，确定入学合格后，必须返回自己的国家重新申请签证。

3.语言能力资格

(1)韩国语能力标准(韩语Track)：符合下列要求之一的申请者(所有学科)

1) 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3级以上取得者

2) 仁川大学 INU语言中心(韩国语研修正规课程)4级以上结业者

3) 仁川大学校内韩国语能力考试合格者

(预计于2021.05.31 实施，只有在网上报名时申请的人方可以参加考试)

    ※国语国文系及韩国通商专业申请者只有取得国立国际教育院韩国语能力考试   

    (TOPIK)4级以上才能申请 

    ※毕业之前，只有取得国立国际教育院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4级以上，方可获  

    得学士学位证书毕业。

(2)英语能力标准(英语Track)：只限‘韩国通商专业’，‘行政学系’申请者

-TOEFL iBT 75, TOEIC 700, IELTS 5.5, PETS 4级以上者

※以英语为母语及法定语言国家(英国、美国、加拿大、爱尔兰、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非)

的国籍者，可以免除英语能力成绩证明，其他国家必须提交英语能力成绩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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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插班生

区分 申请资格

1.国籍资格

- 仅限父母均为外国人的学生

※获得韩国国籍的多重(双重)国籍者,不允许报名。

※学生在接受相当于我国(韩国)高中课程的教育阶段之前，学生本人及父母均为外       

   国国籍的，可以申请。

2.学历资格

插班年度 申请资格

 
共同申请

资格

-在国内外必须接受完小学、初中、高中正规教育，且顺利毕业的学生, 

 或者具备以上同等学历者

 ※ 国内外自学考试，家庭教育，网络学习等的学历持有者不可申请

 2年级
插班

①国内外4年制正规大学中完成1年(2学期，寒暑假班不计入正常学期)以上

课程的(预)结业者

(但英国式学制3年制大学的情况，须是完成1学年以上课程的(预)结业者)

②国内外2(3)年制专科大学(预)毕业者及其他法律上认可的同等以上学历持

有者

3年级
插班

①国内外4年制正规大学中完成2年(4学期，寒暑假班不计入正常学期)以上

课程的(预)结业者

(但英国式学制3年制大学的情况，须是完成2学年以上课程的(预)结业者)

②国内外2(3)年制专科大学(预)毕业者及其他法律上认可的同等以上学历持

有者

 ※ 与之前的大学专业无关，也可跨专业申请。

 ※“结业”是指已取得在各大学规定的每学年要求的一定学分，所以申请时请务必检查自  

  己是否结业

 ※ 一部分学科中，插班入学学分认证时，如认证学分不够，修学年限会有所延长，入学  

  后请留意自己所选择的科目及学分管理。

 ※ 插班生入学后必须最少要登录6个学期(2学年插班)，4个学期(3学年插班)以上。

 ※ 韩国内大学毕业申请插班者，确定入学合格后，必须返回自己的国家重新申请签证。

3.语言能力资格

(1)韩国语能力标准(韩语Track)：符合下列要求之一的申请者(所有学科)

-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4级以上取得者

 (2)英语能力标准(英语Track)：只限‘韩国通商专业’，‘行政学系’申请者

-TOEFL iBT 75, TOEIC 700, IELTS 5.5, PETS 4级以上者

  ※韩国通商专业插班生只以英语考试能力为准进行选拨。

  ※以英语为母语及法定语言国家(英国、美国、加拿大、爱尔兰、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非)的国  

  籍者，可以免除英语能力成绩证明，其他国家必须提交英语能力成绩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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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交材料

次序 提交材料 新生 插班生 中国学生 中国以外的学生

1

① 入学申请表
● ●

网上申请后,打印出①~③文件并亲笔签名后,
和以下文件一并提交② 报名资格审查申请表

③ (最终)学历调查同意书1) ● ●

学历调查同意书要盖此前毕业高中（大学）的印章

，并和其他入学材料一起提交。
※ 韩国国内的高中毕业生，以及提交中国教育部学历认

证书的免除此项

2

① 高中三年的成绩证明 ● 领事认证
APOSTILLE

或

领事认证

(部分国家外交部认证

时会需要其它材料)

② 高中(预定)毕业证明 ● ●
中国教育部发行的

学历认证

*中国学历认证申请:

www.chsi.com.cn

或www.cdgdc.edu.cn

③ 大学全学年成绩证明

※成绩证明上必须记载已修学分
●

④ 大学(预)毕业证明或者结业证明

※4年制大学在校生/结业/毕业生: 在学/结业/毕业证明

※国内外专科大学(预定)毕业生: (预定)毕业证明

●

3

语言能力证明文件

- 韩语能力考试(TOPIK)3级或以上成绩单

-或INU语言中心(韩国语研修正规课程)4级以上结业证

-或英语能力成绩证明

● ●
Topik成绩认证截止到75届的韩国语考试（提交
Topik考试申请证）
INU语言中心认证截止到2021年春季学期结业

※ 语言能力成绩证明仅在提交文件截止日期的有效期内有效
4 自我介绍书 ● ● 本校格式使用

5 学习计划书 ● ● 本校格式使用

6 推荐信 ● ● 本校格式或自由格式使用

7

亲属关系公证书

※中国(户口本)， 日本(户籍登本), 美国(出生证明)，

台湾(外国人登陆事实证明及华侨协会户籍登本)等

※父母有离婚或死亡的情况,需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的翻译公证件

● ●

户口本公证翻译

(韩语或英语)

※本人与父母不在同一个户

口本的情况,附加亲属关系

证明翻译公证件

公证翻译

(韩语或英语)

8 (本国)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或者护照(本人及父母) ● ●
公证翻译

(韩语或英语)

9 护照复印件(本人) ● ●

10 外国人登陆证反正面复印件 ● ● 仅限于外国人登陆证持有者

11 出入境事实证明(最近5年期间出入境记录) ● ● 仅限于在韩国居住的外国人,近一个月内发行的

12

银行存款证明（本人或父母以及配偶名义)

※相当于20,000美元的韩币或人民币等国内外银行存款证明

(以材料提交日为准3个月内发行的)

※银行存款证明如若有有效期限，认证至少有6个月的期限，

在材料提交的期限内必须有效

● ●
公证翻译

(韩语或英语)

13 彩色证件照(3㎝×4㎝)1张 ● ● 网上报名申请时需要上传的照片

附

加

材

料

D-4签证持有者(以后需变更成D-2留学签证的情况)

1.最终学历证明(领事认证,APOSTILLE或学历认证)

2.存款证明(韩国国内银行)

3.家族关系证明及父母收入证明(必要时提交)

D-4签证未持有者 - 截止到2021年7月底，（个人）准备

※更多附加材料与签证申请相关信息，请另行咨询本校国际支援中心

(请参阅第10条签证介绍)

※即使有与入学申请文件重复的材料,因也用于签证变更，所以必须提

交这些额外附加的文件

造型艺术学部，设计学部 (插班生)申请者必须提交作品集(portfolio)

(造型艺术学部 - A4竖向尺寸，包括作品照片7~10张，作品说明文，履历表，设计学部(插班生) - A4尺寸，10张以内)

※ 除了韩文、英文以外的材料外，其他语言材料均应翻译成韩文或者英文，并进行公证后提交。

※ 准备的材料中,如若没有特别标注，提交原件即可。

1) 韩国高中毕业生，无需提交中国教育部学历认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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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提交方法

(1)提交方法: 接受访问及邮寄登记提交

             ※ 完成网上申请后打印申请表格并与上述所需材料一并提交

(2)材料提交地址

- 韩文 : (우)22012 인천광역시 연수구 아카데미로 119 인천대학교 국제지원센터 

                   외국인 입학담당자(1호관 107호)

- 英文 : Incheon National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Service Center (BLD. #1, Room 107)

         119 Academy-ro, Yeonsu-gu, Incheon, 22012, South Korea

            
(3) 期  限: 2021年5月21日（周五）17:00前截止

 (以韩国时间为准,只接收截止到5月21日前邮局发送出的材料, 请保管好邮寄单)

(4) 报名费 : 无

2. 材料准备方法(学历证明)

  (1) 领事认证(毕业学校所在国的韩国领事或毕业学校所在国家的驻韩使馆领事认证)

   ① 原材料是英文的情况,不需要再次做翻译公证,可直接提交原材料去韩国领事馆做领事认证。

   ② 英语圈以外的国家必须将原件翻译(英文或韩文)公证后,到所属国家的驻韩国领事馆做领事认证。

  (2) APOSTILLE认证

    ① 将原件翻译(英文或韩文)公证后,到所属国的外交部APOSTILLE申请机关申请APOSTILLE认证。

    (只限于已加入APOSTILLE合作成员国, 如若不是成员国必须做领事认证)

    ② 中国因为不是APOSTILLE成员国，所以不需要APOSTILLE认证。(但必须有中国教育部学历认证书)

  (3)(中国学历认证取得者)学历认证报告书(中国教育部运营的学历/学位认证中心发行)

    ① 在中国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www.cdgdc.edu.cn)或者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

指导中心(www.chsi.com.cn) 申请签发(签发时间大约需要3~4周的时间), 必须办理英文版认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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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入学申请表填写方法

  (1)完成网上申请后，请点击屏幕上的申请表‘提交’按钮完成申请。

进入网站http://admission.inu.ac.kr

点击“外国人招生网上报名Online Appl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使用本人护照上的英文姓名，护照号码等个人信息进行注册

网上填写完入学申请表后，完成网上提交并打印申请表

（到2021年5月21日截止必须完成网上提交）

材料提交(包括网上申请表)请向仁川大学国际支援中心邮寄或者亲自访问提交

(材料提交时间：2021年5月21日截止)

  (2)应该毫无遗漏地，正确地填写申请表上的所有事项，因填写错误以及故意遗漏或者因变更的联系方  

     式，本校国际支援中心无法通知到学生本人等对申请造成的不利影响，责任由报名者本人承担。

  (3)英文名应与护照上的英文名一致。

  (4)只限目前居住在韩国的外国学生需填写外国人登陆证号码,如没有外国人登陆证号，请按以下示例填写。

     例如）1999年5月15日男(女)：990515-5999999(6999999)

     2000年5月15日(2000年以后出生的男(女)): 000515-7999999(8999999)

  (5)请填写与提交材料上信息相同的个人资料、学历、联系方式等信息。

  (6)如果学校在国外，则必须填写学校的官方英文名称。中国学生请填写学校正式的英文名称，

     而不是汉语拼音字母。

  (7)填写语言能力时，必须要用韩文或英文填写，所有的语言成绩必须在有效期内。

  (8)在申请期内,如若语言成绩分数未发布, 请填写考试日期。 

  (9)上传最近3个月以内拍摄的彩色照片(3㎝×4㎝)。

  (10)如果提供虚假信息或提交了伪造文件而被录取者，将取消其入学资格。

  本校对因入学申请表上记载内容出现的不准确或填写失误所造成的不利行为概不负责。

  (11)申请结束后, 不可取消以及变更招生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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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申请者注意事项

 1. 材料提交注意事项

 (1)在提交申请材料时,需要提交原件或翻译公证书。。

 (2)如若申请者所提交的材料中很难确认是否属实的情况, 根据需要, 可能会追加个别材料。

 (3)不可变更以及取消已受理的入学志愿书，提交的材料一概不予退还。

 (4)提交预定毕业(结业)证明的学生合格后,必须在学校指定的日期前将毕业(结业)证明和最终学历认证

材料(详情可以在合格介绍文中确认)提交到国际支援中心。
 2. 取消合格∙入学的相关事项

 (1)若因在申请书上所填写的联系方式(地址和电话号码)出现错误，或联系不通导致无法通知申请人时，

事后不可对取消合格的决定提出任何异议。

 (2)若在对合格者的国内外全部学历及居住事实进行调查后，判定其申请材料及记载内容存在虚假成分，

或发现其用不正当的方法取得合格时，将取消其入学资格。

 (3)若校方要求申请者协助进行学历调查，但对方不积极协助时，校方将视其学历存在问题，即便在入学

后，也会取消其入学资格。

 (4)申请条件不合格,或者发现使用不正当手段(材料作弊、伪造、不正行为等)而被录取者,将取消其入学资格。

 (5)合格者发表期间内，查询是否合格后，只有缴纳学费者，才是最终合格者。未缴纳学费时，视为自动

放弃入学，将自动取消入学资格。

 (6)入学申请时,作为预毕业(结业)者所提交的预毕业证明材料的学生，在入学前，最终未能毕业(结业)

者，将取消其入学合格资格。

 (7)被两所以上大学合格录取的申请者, 只能登录一所大学, 如若违反时, 所有大学的合格录取都会被取消。

 (8)即使是合格被允许入学者，如若出入境管理局或海外大使馆不允许发放签证时，将取消其合格入学资格。

 (9)招考成绩及评价内容不另外公开发布。

 3. 其他注意事项

 (1)根据本校的规定, 入学后的第一个学期, 无法申请一般休学。

 (2)本简章是以韩国语为准的翻译文件, 如若意义上有所冲突, 以韩国语招生简章为准。

 (3)本简章中的未尽事宜，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实行计划及本校大学入学招生管理委员会的决定,入学  

后所有事项都将受到校方政策的约束。

  4. 个人信息收集及使用说明

  (1)被收集并使用的个人信息中包括申请人的名字、出生年日、外国人登录号码、地址、毕业学校、电   

  话等会使用于入学招生、大学申请、奖学金申请、综合统计等相关内容的事项上。

 (2)以上内容待统计完成或者保存期限已过, 所收集的所有信息都会被销毁, 或除以上所述内容外, 未经

本人同意不得擅自使用。

 (3)考生应同意学校向考生的手机及邮箱发送SMS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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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招生方法及选拔

 1. 各招生要素评判比例

区 分
各招生要素 反映比例(%)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统 計

全系
（除公演艺术学系）

材 料

面 试 100%
评价学生对所选学科专业的理解力、人品、表达能力的一种
材料审查 
5个等级（A-100分, B-90分, C-80分, D-70分, E-60分）

公演艺术学系

面 试 50%
评价学生对所选学科专业的理解力、人品、表达能力的一种
口述面试 
5个等级（A-50分, B-45分, C-40分, D-35分, E-30分）

表 演 50%
自由表演，指定表演  
5个等级（A-50分, B-45分, C-40分, D-35分, E-30分）

 ※ 申请表及相关书面材料提交后，对满足申请资格者，实施选拔（材料，面试，表演）。

 2. 面试招生
① 本校面试地点(韩国居住者)

   - 根据新冠肺炎的情况有可能会进行视频面试，将在公告栏内另行通知。

② 韩国以外地区的居住者, 可申请个人视频面试(日程将随后公示)

 ※ 在规定时间内因没能取得联系而导致未及时参加面试者，将按不合格处理。

 ※ 面试地点及时间会有所变动, 具体事项会在本校网站上公布。

  ③ 考虑到新冠肺炎的疫情，关于实践考试将另行通知。

 3. 选拔方法
- 外国学生属于计划外选拔招生,不受人员限制,面试时主要考查学习能力以及韩国语运用能力等。

- 评价项目中“E”等级达到两项以上时,评定为未达到本校的韩国语运用能力以及学习能力者不予选拔。

  - 公演艺术系的情况，评价项目中“E”等级达到三项以上时，评定为未达到本校的韩国语运用能力以及  

    学习能力者不予选拔。

- 未达到学校规定的申请资格或者未参加面试者不予选拔。

※面试当日一定要携带身份证(护照等)可以识别本人身份的证件。

 4. 合格者发表及缴纳学费
- 合格者发表只在本校入学网站(http://admission.inu.ac.kr)上进行(不另行通知)。

- 合格者发表时，必须熟知合格者注意事项。

- 缴费期间内，查询是否合格后，可在本校主页上打印合格通知书、缴费单。

- 缴费期间内，不缴纳学费者, 将按不合格处理。

(※ 从国外汇款时发生的任何费用都将由本人承担)

- 不能重复登录: 被2所以上大学合格录取的申请者,必须只能登录一所大学,若违反时, 所有大学的合格录取都会  

被取消。

- 53 -



2021학년도 후기 외국인 신(편)입학 특별전형 모집요강

 5. 学费退款

❍ 被本校录取并缴费的申请人不想入本校学系时，应立即告知本校国际支援中心，只有提交放

弃入学保证书，才可退还学费。 

❍ 依据<关于大学学费的规则>（教育科学技术部令 第131号), 退还学费。

    ※ 关于入学放弃及学费退款申请的详细事项将在本校入学网站上公告

    ※ 要求向海外账户退款时，学生本人需负担手续费

8 学费

 1. 韩国语课程学费(以韩语能力为入学标准)

学院(系列) 学费(一个学期) 备注

人文/ 社会 2,557,000韩元
- 没有入学金

- 新生学费，按照TOPIK成绩的不同进行减免

- 在读生学费，按照上一学期成绩(平均学分)的不同进行减免

理科/ 体育 2,871,000韩元

工科/ 艺术 3,217,000韩元

 2. 英语课程学费(以英语能力为入学标准)

学院(系列) 学费(一个学期) 备注

韩国通商专业

2,823,000韩元

- 没有入学金

- 新生学费，按照英语成绩(IELTS等)的不同进行减免

- 在读生学费，按照上一学期成绩(平均学分)的不同进行减免行政学系

 ※ 上述学费是以2021年为准,可能会有所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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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奖学金

 1. 成绩奖学金

∙ 新(插班)生成绩奖学金支援对象及标准

- 韩国语课程: 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4级以上

- 英语课程: 英语能力考试(IELTS) 6.0以上，TOEIC700以上，TOEFL(iBT)82以上

※ 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生源，不给予英语成绩奖学金(但可申请TOPIK成绩奖学金)。

- 在校生根据平均学分给予奖学金 

- 奖学金发放标准

￭ 新(插班)生 ￭ 在读生

TOPIK IELTS TOEIC TOEFL
(iBT) 奖学金额 平均学分 奖学金额

6级 7.0 800 94 学费的 70% 4.2 以上 등록금의 100%

5级 6.5 750 87 学费的 50% 4.0 以上 등록금의  85%

4级 6.0 700 82 学费的 30% 3.5 以上 등록금의  50%

- - - - - 3.0 以上 등록금의  30%

※ 在校生在读期间，前一学期须获得15学分以上，平均学分3.2以上。

※ 成绩奖学金和财政奖学金中，可优先选择金额更多的奖学金制度。

 2. 财政奖学金

∙ 新生的话,韩国语课程需要有TOPIK4级以上/ 英语课程的话需要有IELTS 6.0,

  TOEIC 700, TOEFL IBT 82以上

∙ 在校生在上一学期必须取得15学分以上, 并且上一学期平均学分(GPA)在3.2以上。

∙ 提交材料：财政奖学金申请书, 家族关系证明, 父母在职及收入证明等相关材料。

（家族关系材料和父母所得相关材料需翻译成韩文或英文并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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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签证(VISA)相关介绍

有VISA的合格者

(D-4韩国居住者)

无VISA的合格者

(韩国外居住者) 

1) 学费缴纳

: 缴纳证明个人打印(学校网站)

2) 领取标准入学许可书

: 访问国际支援中心(ISC, 1号楼 107室)

3) 出入境管理局网上预约访问

:建议提前3~4周预约(http://www.hikorea.go.kr)

4) 附加材料个人准备

※语学堂在读生需要出勤与成绩证明

※即使在签证变更时所要提交的文件有与入学申请时所

提交的文件重复, 本校也一律不予返还，请学生提前

准备好须提交的这些额外附加的文件

（例如）学历认证书，银行存款证明等

5) 滞留资格变更/延长申请(学生→出入境管理局)

 ※ 在签证到期前以及入学前申请,签证完成

1) 学费缴纳证明个人打印(学校网站)

2) 领取标准入学许可书

(国际支援中心→ 邮寄到学生国外居住地址) 

3)访问所在国家的韩国大使馆并申请签证

(学生→大使馆)

※所需附加材料请亲自咨询所在国家的大使馆后进行准   

  备

4) 进入韩国

5) 申请外国人登陆证

(学生→出入境管理局)

※ 需提交的材料与申请签证的程序会根据相关法律的更正及机构的要求有所变动。

- 申请留学签证（D-2）时需要的材料，即使有包含在入学申请时提交的文件，请重新准备后提交, 已经提交给国际
支援中心的材料概不返还。

∙ 如果在开学日期之前没有更改签证或您的学校信息，将根据“出入境管理法”处以罚款。

  ※对于已经在韩国大学持有留学签证(D-2)的学生，必须在仁川大学入学合格后返回本国并重新申请留学签证(D-2)。

  ※即使学生已经通过大学的最终入学许可，如果大使馆或出入境管理局不允许发放签证(Visa), 学生入学资格将被  

  取消，大学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 关于签证的更多信息，请咨询出入境管理局1345或仁川大学国际支援中心

 （网址：http://isc.inu.ac.kr， 电话：+82-32-835-9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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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学事日程及宿舍介绍

 1. 学事日程

- 2021年第2学期课程申请时间: 预定于2021年8月中旬

     ※ 学号可以在选课期间之前在国际支援中心网站(http://isc.inu.ac.kr)上确认

- 2021年第2学期开课日期: 2021年9月1日

- 外国学生入学介绍: 预定于2021年8月末 (学校生活及签证, 学事等日程介绍)

 2. 宿舍情报

序号 区分 建筑物名 种类 金额(1学期为准)

1
校内 第1宿舍

2人室 760,000韩元

2 4人室 460,000韩元

3 校外 3人室 980,000韩元

 ※ 以上内容会有所变动, 合格后请参照仁川大学国际支援中心 (ISC, http://isc.inu.ac.kr)介绍进行申请。

 3. 国民健康保险(留学生保险)义务性加入及健康检查

 - 本校<外国留学生特别招生>中最终合格的学生,按照政府的方针必须义务加入国民健康保险。

 - 所有新生都必须按照学校安排的日程以及地点进行健康检查。

 ○ 仁川大学 外国人支援中心(ISSC)

(International Student Supporting 

Committee) 多国语言机器人聊天服务
- 网  站 : http://isc.inu.ac.kr  

- 电  话 : +82-32-835-9855, 9584

 <仁川大学 国际支援中心 联系方式>
  ◎ 地  址 : (22012) 韩国仁川市延寿区Academy路119仁川大学国际支援中心 (1号馆 107室)  

  ◎ 电  话 : +82-32-835-9281, 9856   邮箱 : admission@inu.ac.kr  传真: +82-32-835-0736

  ◎ 网  站 : http://inu.ac.kr (仁川大学)         http://admission.inu.ac.kr  (入学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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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1>   ※ 网上申请表标准样本  

照片
(3cmX4cm)

上传1张

  2021年第二学期 新(插班)生外国人招生

 国立仁川大学 入学申请表

 □ 新生              □ 2年级插班生           □ 3年级插班生

申请人 信息 准考证号:

姓名(韩文) 姓名(英文)

性别 □男     □女 出生日期

国籍 护照号码

联系方式
手机号码 E-mail

电话号码 外国人登陆证号

地址
国家 城市 邮政编码

详细地址

学  历 (新生及插班生填写)

高中毕业学校
韩文名 英文名

国家

学校地址

学校邮箱 学校电话

高中入学日期 高中(预)毕业日期

学  历 (只限插班生填写)

大学

(专科大学)

韩文名 英文名

国家 所属学科(专业)

大学地址 大学电话

大学邮箱 学籍状态

大学入学日期 毕业/结业日期

最终取得学分 GPA 平均学分

父母联系方式 姓名 国籍 电话号码

父亲

母亲

语言能力

韩国语 □ TOPIK_____级  □ 仁川大学INU语言中心4级以上结业   □ 校内韩国语能力考试申请

英语 □TOEFL IBT      分   □TOEIC      分    □IELTS      分     □PETS      级   □ 免除对象

面试场所 □仁川大学本部       □ 海外居住者视频面试

推荐机构

其他事项 是否在仁川大学INU语言中心(韩国语学堂)上过   □有  □没有

如上所述本人申请入学本校,并具备上述所指定的文件。

2021 年      月      日

  申请人:                           (签 名)

仁川大学校长贵下

※ 提交的原件材料必须通过邮件或访问提交(请参照招生简章)

※ 语言能力相关材料,如若未在招生简章上规定的截止日期前提交时, 将取消合格登录资格

※ 东北亚国际通商学部(韩国通商专业)插班生, 只通过英语能力进行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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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2> ※ 网上申请表标准样本 

 2021年第二学期 新(插班)生外国人招生

 报名资格 审查申请表
□ 新生              □ 2年级插班生           □ 3年级插班生 

个人信息 准考证号

姓名

(韩文)

英文名

(与护照一致)

出生日期 申请专业(学部)

学 历 – 小学, 中学, 高中, 大学(只限插班生)内容

相关教育课程 学 校 名 国 家
在校时间

(年/月/日)

总已修学期

(1年2/3个学期制等)

~

~

~

~

~

* 特别事项: 国外学校的学期制度（1年3学期制或1年4学期制等）, 国外学校的入学/转学/插班的过程中发生

的学期调整事项,重复选修, 跨级, 提前毕业等特别事项内容 

期 间 事 由

   以上记录事项确认属实。

2021 年     月      日

   
          申请人:                                     (签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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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3>  ※ 网上申请表标准样本  

 学历调查同意书
国立仁川大学 

外国学生 2021年9月入学

 学生学历调查 (Letter of Request)

下面学生被仁川大学录取为2021年第2学期的新(插班)生。学生提供的材料中记载了该生

毕业于贵校的信息。根据仁川大学管理条例，我们需要对该生提供的材料做再次确认。恳请

贵校协助我们完成学生的个人情况确认工作，并且用快递或传真或者电子邮件的形式给予答

复。期待您的答复。

 学生承诺书                  （学生填写）

本人已申请国立仁川大学本科课程,并授权行政人员或个人与他人协商,对本人向仁川大学所

提供个人资料上有关的个人信息等进行核实及披露。本人同意仁川大学向其他机构提供可能与

本人学历及证书有关的信息,并免除上述机构和个人在信息提供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

 学生姓名(中文) 学生姓名(英文)

    出生日期 学位(毕业)证号码

学校名称 学校官网

学校邮箱 学校电话

学校地址
所属省份 城市 邮编

入学时间
                                 

                       （年/月/日） 毕业(结业)时间
               
                （年/月/日）

   学生签名
 
                                            
                                               （年/月/日）

 学生信息核实                              (学校回信用) 

基本信息(学生信息） □ 属实 □ 不属实 参考事项 :

在校时间 □ 属实 □ 不属实 参考事项 :

毕业(结业)日期 □ 属实 □ 不属实 参考事项 :

确认者信息

姓名 职     位

部门 邮箱/电话

签名

 
 
                      （年/月/日）

学校盖公章

  

 
   学校地址 :  韩国仁川市延寿区Academy-ro119国立仁川大学国际支援中心 (1号馆 107室) 
   学校邮箱 : admission@inu.ac.kr 学校电话：+82-32-835-9281,9856 传真：+82-32-835-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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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4>  ※ 网上申请表标准样本

  자기소개서(自我介绍书)

개인정보(个人信息) 수험번호 (准考证号) 

성명(韩文) 생년월일
(出生日期) 성명(英文)

지원학과(申请学科)

자기소개(自我介绍)

*请用韩语写。英语track申请者可以用英语写。(Please TYPE or PRINT clearly in Korean or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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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5> ※ 网上申请表标准样本 

   수학계획서 (学习计划书)

개인정보(个人信息) 수험번호 (准考证号) 
성명 (韩文) 생년월일

(出生日期) 성명 (英文)

지원학과(申请学科)

수학계획(学习计划)

*请用韩语写。英语track申请者可以用英语写。(Please TYPE or PRINT clearly in Korean or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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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서식6> ※ This is a SAMPLE for the Online Application.   

 외국인입학 추천서 (外国人入学推荐信) 

  지원자 정보(申请者信息)

지원자성명  
(申请者姓名)

성(姓) 이 름 (名)  

국     적        
(国     籍)

생년월일      
(出生日期)

DD / MM / YYYY

지원학과   
(申请学科)

지원과정(申请课程) (‘V’로 체크하세요(请打‘V’))

 □ 신입학(新生)             □ 2학년 편입학(2学年插班)            □ 3학년 편입학(3学年插班)

  추천인 작성란 (推荐人 填写栏)

추천인 성명         
(推荐人 姓名)

직급/직위         
(职级/职位)

 소속기관             
(所属机构)

전화번호          
(电话号码) E-mail

* 입학지원자를 아래 항목에 따라 체크하여 평가하여 주세요.(请按照以下项目对入学申请者进行评价)

평가항목 (评价项目) 아주 좋음  
(优秀)

좋음        
(良好)

보통       
(一般)

나쁨        
(差)

아주 나쁨    
(很差)

학업 성취도(学业成就度)

분석 능력(分析能力)

학문적 동기(学业动机)

연구 능력(研究能力)

지적 능력(知识能力)

잠재적 리더십(潜在的领导力)

한국어(영어) 쓰기능력 
(韩语(英语)写作能力)

한국어(영어) 회화능력 
(韩语(英语)会话能力)
대인관계(人际关系)

상상력 및 창의력 
(想象力及创造力)

자신감(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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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얼마 동안 지원자를 알아왔으며 어떤 상황에서 지원자를 알게 되었습니까?
     (您认识了申请者多久，在什么情况下认识了申请者？)

  2. 추천인이 생각하는 지원자의 가장 뛰어난 재능 또는 특징은 무엇입니까?
     (推荐人认为申请者最出色的才能或特点是什么？)

  3. 추천인이 생각하는 지원자의 보완점은 무엇입니까? (推荐人认为申请者的补充点是什么？)

  4. 지원자의 향후 학습능력, 리더쉽, 또는 성공적인 지도자가 되기 위한 잠재력에 관하여 추가 의견이 있다면 기술해 주세요.  
     (关于申请者今后的学习能力、领导能力以及成为成功领导人的潜力，如果还有其他意见，请叙述一下。)

                                                                      DD/MM/YYYY              

                       추천인 서명(推荐人签名)                                        작성일(日期)

     ※ 봉인 후 겉봉투에 추천자가 서명 혹인 날인한 것만 유효함(封印后，推荐者在信封上签名或盖章后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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