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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招生日程
区 分 日 程 备 注

网上报名 2021.04.05.(周一)~  04.23.(周五) 18:00
英文  http://www.kangwon.ac.kr/english

中文 http://www.kangwon.ac.kr/chinese

提交材料
2021.04.05.(周一)~  04.23.(周五) 18:00

※ 网上报名后, 打印入学申请书, 并和其他材料一起提交
(邮局邮戳在截止日期内均为有效）

  春川：邮编）24341 江原道春川市江原大学路1 (孝子洞)
江原大学春川校区国际交流科 

  三陟：邮编）25913 江原道三陟市中央路346 
江原大学三陟校区企划支援科

                (绿色能源研究馆 910号)
面试 · 技能

考试
2021.05.24.(周一)~06.04.(周五) 

※ 在学习计划书, 成绩证明, 语言及技能能力的基础上, 
通过面试及技能考试, 进行综合评价

※ 居住在外国的申请者可进行电话或视频面试
公布录取

结果 2021.06.16.(周三) ※ 在本校网站(英文, 中文)的公告事项上发布
合格者

缴纳学费
2021.06.17.(周四)~2021.06.24.(周四) ※ 公布录取结果时通知

  ※ 根据教学事务运营等，上述日程可能发生变动

Ⅱ. 招生类别
  1. 新生
  2. 插班生（2年级，3年级，4年级）

Ⅲ. 招收对象
  父母均为外国人的外国学生
    - 申请人与父母均为外国国籍持有者(报名学生在接受相当于韩国高校教育课程之前

父母以及学生均获得外国国籍的情况)
    - 完成相当于韩国小学, 初中全部教育课程的高中以上(预定)毕业生, 具备报名资格

者(参照‘Ⅳ.报名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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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报名资格
分类 报 名 资 格

共同
事项
(新·

插班生)

在下列语言能力和条件中至少满足一项的学生(新·插班生共同）
※ 参考外国人留学生以及语言研修生标准业务处理要领（教育部方针, 2019.4.30. 改订）
1. 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3级以上获得者（在有效时间内）
2. 江原大学韩国语研修课程4级班以上结业者
3. TOEFL(PBT 530, CBT 197, iBT 71), IELTS 5.5, CEFR B2, TEPS 600(新 TEPS 326), 

TOEIC 700分以上的公认英语考试成绩持有者(在有效时间内)
4. 在韩国大学进修1年以上韩国语课程的艺·体能系列专业学生
 - 体育科学系，设计学系, 多媒体设计学系, 休闲体育学系除外
5. 政府邀请奖学金生, 外国政府支援奖学金生，出生于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者(美国，加拿大，英

国，南非共和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爱尔兰)
6. 已报考上述1~4项考试的学生及韩国语课程预定结业者
   (但是须在2021.08.20.(周五)之前提交资格证及结业证等)
  ※ 语言资格条件尚未合格的学生在2021.08.20.(周五)之前无法提交语言资格相关证明资料的情况， 

但如果能在2022年春季学期招生简章要求的相应时间内提交语言资格相关证明资料的话，即可认定
其为2022年春季学期合格者。

  ※ 所有外国新生必须在毕业之前满足外国留学生毕业语言资格条件。

插班生

具备上述新生报名资格和以下学历条件的学生
1. 2年级插班：在韩国或海外一般4年制大学里(预定)修完1年(两个学期)以上课程，并取得

33学分以上的学生 1))
2. 3年级插班：在韩国或海外一般4年制大学里(预定)修完2年(四个学期)以上的课程，并取

得65学分以上的学生 2))
3. 4年级插班：① 幼儿教师3年制教育专科学位(预定)获得者，并持有幼师(2级)资格证的

学生(幼儿教育学系)
               ② 医疗人力养成(放射线师，物理治疗师，作业治疗师，口腔卫生师)3年制

教育专科学位(预定)获得者，并持有相应领域专业资格证的学生(放射
线学系, 物理治疗学系, 作业治疗学系, 口腔卫生学系)

4.  外国或韩国国内专科大学(社区学院)(预定)毕业生
  ※ 本校春川、三陟、道溪校区在校生及休学生不可报名（但2021年8月预定毕业生可报名）

   ※ 为了防止伪造语言成绩，将会采取验证程序，所以请考生务必提交成绩单原件
 
1)) 指取得在各大学内完成一年(2个学期)以上标准课程所规定学分。
2)) 指取得在各大学内完成两年(4个学期)以上标准课程所规定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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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招生院系（定员以外)
  1. 春川校区

学院 系列 招生院系 (学系, 专业)
新生 2年级插班 3年级插班

经营
学院

人文
社会

经营﹒会计学部
(经营学专业)
(会计学专业)

经营﹒会计学部
(经营学专业)

经营﹒会计学部
(经营学专业)

经营﹒会计学部
(会计学专业)

经营﹒会计学部
(会计学专业)

经济﹒信息统计学部 
(经济学专业)
(信息统计学专业)

经济﹒信息统计学部 
(经济学专业)

经济﹒信息统计学部 
(经济学专业)

自然
科学

经济﹒信息统计学部 
(信息统计学专业)

经济﹒信息统计学部 
(信息统计学专业)

人文
社会

观光经营学系 观光经营学系 观光经营学系
国际贸易学系 国际贸易学系 国际贸易学系

农业
生命
科学
学院

自然
科学

生物技术产业工学部
(生物技术系统工学专业)
(食品生命工学专业)

生物技术产业工学部
(生物技术系统工学专业)

生物技术产业工学部
(生物技术系统工学专业)

生物技术产业工学部
（食品生命工学专业）

生物技术产业工学部
（食品生命工学专业）

生物资源科学部
(植物资源应用科学专业)
(应用生物学专业)

生物资源科学部
(植物资源应用科学专业)

生物资源科学部
(植物资源应用科学专业)

生物资源科学部 
(应用生物学专业)

生物资源科学部 
(应用生物学专业)

园艺﹒农业资源经济学部
(园艺科学专业)
(农业资源经济学专业)

园艺﹒农业资源经济学部
(园艺科学专业)

园艺﹒系统工学部
(园艺科学专业)

人文
社会

园艺﹒农业资源经济学部
(农业资源经济学专业）

园艺﹒农业资源经济学部
(农业资源经济学专业）

自然
科学

地区建设工学系 地区建设工学系 地区建设工学系
环境融合学部
(生物技术资源环境学专业)
(生态环境科学专业) 

环境融合学部 
(生物技术资源环境学专业)

环境融合学部 
(生物技术资源环境学专业)

环境融合学部
(生态环境科学专业) 

环境融合学部
(生态环境科学专业) 

动物
生命
科学
学院

自然
科学

动物产业融合学系 动物产业融合学系 动物产业融合学系
动物应用科学系 动物应用科学系 动物应用科学系
动物资源科学系 动物资源科学系 动物资源科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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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系列 招生院系 (学系, 专业)
新生 2年级插班 3年级插班

文化
艺术‧
工科
学院

工学

建筑学系(5年制) 建筑学系(5年制) 建筑学系(5年制)

建筑﹒土木﹒环境工学部
(建筑工学专业)
(土木工学专业)
(环境工学专业)

建筑﹒土木﹒环境工学部
(建筑工学专业)

建筑﹒土木﹒环境工学部
(建筑工学专业)

建筑﹒土木﹒环境工学部 
(土木工学系）

建筑﹒土木﹒环境工学部 
(土木工学系）

建筑﹒土木﹒环境工学部 
(环境工学系）

建筑﹒土木﹒环境工学部 
(环境工学系）

机械医用﹒机电﹒材料工学部
(机械医用工学专业)
(机电工学专业)
(材料工学专业)

机械医用﹒机电﹒材料工学部
(机械医用工学专业)

机械医用﹒机电﹒材料工学部
(机械医用工学专业)

机械医用﹒机电﹒材料工学部
(机电工学专业)

机械医用﹒机电﹒材料工学部
(机电工学专业)

机械医用﹒机电﹒材料工学部
(材料工学专业）

机械医用﹒机电﹒材料工学部
(材料工学专业）

艺体能

设计学系 设计学系 设计学系
舞蹈学系 舞蹈学系 舞蹈学系

美术学系
美术学系
(韩国画专业)
(西洋画专业)
(雕塑专业）

美术学系
(韩国画专业)
(西洋画专业)
(雕塑专业）

体育科学系 体育科学系 体育科学系

工学
能源资源﹒产业工学部
(产业工学专业)
(能源资源工学专业)

能源资源﹒产业工学部
(产业工学专业）

能源资源﹒产业工学部
(产业工学专业）

能源资源﹒产业工学部
(能源资源工学专业）

能源资源﹒产业工学部
(能源资源工学专业）

文化
艺术‧
工科
学院

人文
社会 影像文化学系 影像文化学系 影像文化学系

艺体能

音乐学系
(管弦乐专业-管乐)
(管弦乐专业-弦乐)
(声乐专业)
(作曲专业)
(钢琴专业) 

音乐学系 
(管弦乐专业-管乐)
(管弦乐专业-弦乐)
(声乐专业)
(作曲专业)
(钢琴专业) 

音乐学系
(管弦乐专业-管乐)
(管弦乐专业-弦乐)
(声乐专业)
(作曲专业)
(钢琴专业)  

工学
化工生物工学部
(生物工学专业)
(化学工学专业)

化学生物工学部
(生物工学专业)

化学生物工学部
(生物工学专业)

化学生物工学部
(化学工学专业)

化学生物工学部
(化学工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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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系列 招生院系 (学系, 专业)
新生 2年级插班 3年级插班

师范
学院

自然
科学 家庭教育系 家庭教育系 家庭教育系

人文
社会

教育学系 教育学系 教育学系 
历史教育系 历史教育系 历史教育系
英语教育系 英语教育系 英语教育系 
伦理教育系 伦理教育系 伦理教育系
一般社会教育系
地理教育系 地理教育系 地理教育系

社会
科学
学院

人文
社会

文化人类学系 文化人类学系 文化人类学系
房地产学系 房地产学系 房地产学系
社会学系 社会学系 社会学系
新闻广播学系 新闻广播学系 新闻广播学系
政治外交学系 政治外交学系 政治外交学系 
行政﹒心理学部 
(心理学专业)
(行政学专业)

行政﹒心理学部
(心理学专业)

行政﹒心理学部
(心理学专业)

行政﹒心理学部
(行政学专业)

行政﹒心理学部
(行政学专业)

山林
环境
科学
学院

自然
科学

山林科学部
(山林经营学专业)
(山林资源学专业)
(山林环境保护学专业)

山林科学部
(山林经营学专业)

山林科学部
(山林经营学专业)

山林科学部
(山林资源学专业)

山林科学部
(山林资源学专业)

山林科学部
(山林环境保护学专业)

山林科学部
(山林环境保护学专业)

山林应用工学部
(山林素材工学专业)
(造纸工学专业)

山林应用工学部
(山林素材工学专业)

山林应用工学部
(山林素材工学专业)

山林应用工学部
(造纸工学专业)

山林应用工学部
(造纸工学专业)

生态造景设计学系 生态造景设计学系 生态造景设计学系

医学
生命
科学
学院

自然
科学

分子生命科学系 分子生命科学系 分子生命科学系
生物医素材工学系 生物医素材工学系 生物医素材工学系
生命健康工学系 生命健康工学系 生命健康工学系 
医学生命融合学部 
(系统免疫科学专业)

医学生命融合学部 
(系统免疫科学专业)

医学生命融合学部 
(系统免疫科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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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学校情况，上述招生专业可能发生变动

(医学生命工学专业) 医学生命融合学部 
(医学生命工学专业)

医学生命融合学部 
(医学生命工学专业)

人文
学院

人文
社会

人文学部
(国语国文学专业)
(德语德文学专业)
(法语法文学专业)
(史学专业)
(英语英文学专业)
(日本学专业)
(汉语中文学专业)
(哲学专业)

人文学部
(国语国文学系）

人文学部
(国语国文学系）

人文学部
(德语德文学系）

人文学部
(德语德文学系）

人文学部
(法语法文学系）

人文学部
(法语法文学系）

人文学部
(史学系）

人文学部
(史学系）

人文学部
(英语英文学系）

人文学部
(英语英文学系）

人文学部
(日本学系）

人文学部
(日本学系）

人文学部
(汉语中文学系）

人文学部
(汉语中文学系）

人文学部
(哲学系）

人文学部
(哲学系）

自然
科学
学院

自然
科学

物理学系 物理学系 物理学系
生命科学系
数学系 数学系 数学系
地质﹒地球物理学部
(地球物理学专业)
(地质学专业)

地质∙地球物理学部
(地球物理学专业)

地质∙地球物理学部
(地球物理学专业)

地质∙地球物理学部
(地质学专业)

地质∙地球物理学部
(地质学专业)

化学∙生化学部
(化学专业）
(生化学专业）

化学∙生化学部
(化学专业)

化学∙生化学部
(化学专业)

化学∙生化学部
(生化学专业）

化学∙生化学部
(生化学专业）

IT学院
工学

电机电子工学系 电机电子工学系 电机电子工学系
电子工学系 电子工学系 电子工学系

计算机工学系 计算机工学系
计算机学部
(计算机信息通信工学专业)

自然
科学

计算机学部
(计算机科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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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三陟校区 

学院 系列 招生院系 (学系, 专业)
新生 2年级插班 3年级插班

工学
学院 工学

建设融合学部
(建筑工学专业)
(建筑学专业)
(土木工程学专业)

建设融合学部
(建筑学专业)

建设融合学部
(建筑学专业)

建设融合学部
(土木工程学专业)

建设融合学部
(土木工程学专业)

机械系统工学部
(机械工学专业）
(机械设计工学专业）

机械系统工学部
(机械工学专业)

机械系统工学部
(机械工学专业)

机械系统工学部
(机械设计工学专业)

机械系统工学部
(机械设计工学专业)

多媒体软件·产业工学部
(产业经营工学专业)
(多媒体软件融合专业) 

多媒体软件·产业工学部
(产业经营工学专业)

多媒体软件·产业工学部
(产业经营工学专业)

多媒体软件·产业工学部
(多媒体软件融合专业) 

多媒体软件·产业工学部
(多媒体软件融合专业) 

新素材工学系 新素材工学系 新素材工学系

能源工学部
(能源资源融合工学专业)
(能源化学工学专业)

能源工学部
(能源资源融合工学专业)

能源工学部
(能源资源融合工学专业)

能源工学部
(能源化学工学专业)

能源工学部
(能源化学工学专业)

电气控制测算工学部
(电气工学专业)
(控制测算工学专业)

电气控制测算工学部
(电气工学专业)

电气控制测算工学部
(电气工学专业)

电气控制测算工学部
(控制测算工学专业)

电气控制测算工学部
(控制测算工学专业)

电子信息通信工学部
(电子工学专业)
(信息通信工学专业)

电子信息通信工学部
(电子工学专业)

电子信息通信工学部
(电子工学专业)

电子信息通信工学部
(信息通信工学专业)

电子信息通信工学部
(信息通信工学专业)

地球环境系统工学系 地球环境系统工学系 地球环境系统工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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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学校情况，上述招生专业可能发生变动.

3. 三陟校区(道溪)
学院 系列 招生院系 (学系, 专业)

新生 2年级插班 3年级插班 4年级插班
工学
学院 工学 消防防灾学部(消防防灾工学专业)(灾难管理工学专业)

消防防灾学部(消防防灾工学专业) 消防防灾学部(消防防灾工学专业)
消防防灾学部(灾难管理工学专业) 消防防灾学部(灾难管理工学专业)

保健科学学院
自然
科学

护理学系 护理学系 护理学系
物理治疗学系 物理治疗学系 物理治疗学系 物理治疗学系
放射线学系 放射线学系 放射线学系 放射线学系
生药资源开发学系 生药资源开发学系 生药资源开发学系 
食品营养学系 食品营养学系 食品营养学系
眼镜光学系 眼镜光学系 眼镜光学系 
应急救援学系 应急救援学系 应急救援学系 
作业治疗学系 作业治疗学系 作业治疗学系 作业治疗学系
牙齿卫生学系 牙齿卫生学系 牙齿卫生学系 牙齿卫生学系

人文社会‧设计体育学院

人文
社会

观光学系 观光学系 观光学系 
社会福利学系

艺体能 戏剧电影学系 戏剧电影学系 戏剧电影学系
人文
社会

幼儿教育学系
日语系 日语系 日语系

  

   ※ 根据学校情况，上述招生专业可能发生变动。

学院 系列 招生院系 (学院, 专业)
新生 2年级插班 3年级插班 4年级插班

人文社会‧设计体育学院

人文社会

全球人才学部
(公共行政专业)
(英语专业)
(地域经济专业)

全球人才学部 
(公共行政专业）

全球人才学部 
(公共行政专业）

全球人才学部 
(英语专业）

全球人才学部 
(英语专业）

全球人才学部 
(地域经济学专业）

全球人才学部 
(地域经济学专业）

社会福利学系 社会福利学系
幼儿教育学系 幼儿教育学系 幼儿教育学系

艺体能
休闲体育学系 休闲体育学系 休闲体育学系
多媒体设计学系 多媒体设计学系 多媒体设计学系
生活造型设计学系 生活造型设计学系 生活造型设计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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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选拔方式
  1. 考核项目

考核项目招生单位 学习计划 面试考试 技能考试
一般院系 ○ ○
音乐学系 ○ ○ ○

  2. 面试技能考试
   甲. 面试时间：2021.05.24.(周一) ~ 06.04.(周五) 
   乙. 面试方法：在学习计划书, 成绩证明, 语言及技能能力的基础上, 通过面试及技能考试, 进行

综合评价
     ※ 居住在外国的申请人可进行电话或者视频面试。
   丙．所申请院系办公室会另行通知学生具体面试时间及地点等。
  ◦ 音乐学院专业技能考试指定乐曲

细分专业 课 题

作曲 1. 作曲技能考试 - 两段曲式或三段曲式的钢琴曲作曲
2. 钢琴技能考试 - 演奏一首经典钢琴曲（自由曲）

钢琴 1. 演奏一首自由曲（Sonata的情况，演奏快乐章的一个乐章）
2. Etude中演奏一首

声乐  1. 一首意大利歌曲（原文演唱)
2. 一首德国歌曲（原文演唱)

管弦乐
1. 弦乐技能考试 - 演奏一首自由曲（快乐章）
2. 管乐技能考试 - 演奏一首自由曲（快乐章）
⋇ 打击乐的情况, 需小军鼓, 马林巴（或木琴）, 定音鼓各演奏一曲, 不可 
   携带个人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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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报名及提交材料
  1. 报名(网上报名)  
   甲. 报名时间：2021.04.05.(周一) ~ 2021.04.23.(周五) 18:00
   乙. 网站网址

春川 ·三陟校区 英文 http://www.kangwon.ac.kr/english
中文 http://www.kangwon.ac.kr/chinese   

       ※ 学校网站上将会登载网上报名的网址链接。
丙. 报名流程：填写申请表 → 缴纳报名费→ 打印入学申请书

  2. 报 名 费 5万韩元(包括网上报名手续费)，报名后网上支付
  3. 提交材料 打印入学申请书，并和其他材料一起邮寄到报考的校区
  4. 邮寄地址
   甲. 春川校区：邮编）24341 江原道春川市江原大学路1（孝子洞）

江原大学国际交流科
   乙. 三陟校区：邮编）25913 江原道三陟市中央路 346 

江原大学企划支援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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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提交材料

提交材料目录 提交对象 备注新生 插班生
1. 入学申请书1份 ○ ○ 格式1
2. 高中毕业(预定)证明(复印件，翻译件)各1份 ○
3. 毕业大学学历(毕业，预毕业，结业)证明(复印件，翻译件)各1份 ○
4. 高中成绩证明(原件，翻译件)各1份 ○
5. 毕业大学成绩证明（原件，翻译件)各1份
 - 请务必提交具有明确学分(或课程时间)标识的成绩证明书
 - 预毕业的插班生需在2021.07.30.(周五)之前提交最终成绩单

○

6. 学习计划书1份 ○ ○ 格式2

7. 语言能力
(选其一)

- TOPIK成绩证明1份
○ ○ 格式3

- 公认英语考试成绩证明1份
- 本校语言研修科韩国语研修课程4级结业证明1份
- 语言资格提交承诺书1份(只限未提交语言成绩的学生)

8. 财政证明1份
 - 财政担保人(父母)或本人1.8万美元以上的银行存款证明(在中国当地银行

开具的存款证明要有6个月有效期限限制)或汇款证明或外汇兑换证明
○ ○ 格式4

9. 财政担保人在职证明1份
 - 财政担保人是本人的情况不需要提交
 - 财政担保人为外国人时，应注明工作单位，职务，月收入和公司电话号码

○ ○

10. 技能考试 - 技能考试期间居住在海外时，须提交本人演奏的录像及DVD ○ ○ 音乐学系
11. 护照复印件1份 ○ ○
12. 外国人登陆证(在韩国居住的学生)复印件1份 ○ ○
13. 本人及父母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 ○ ○
14. 政府机关发行的家族关系证明书及译本1份

- 中国申请人要提交包含所有家庭成员的户口本复印件和译本1份
(标明家庭成员的英文名字)

- 申请人和父母不在同一个户口本的情况，须提交亲属关系证明(复印件及公证)
- 本校毕业生不用提交

○ ○



- 12 -

※ 最终合格者需要提交相应的学历(学位)证明材料(以下任选其一)
区 分 材 料

加入认证协议

国家的学生

□ 提交材料：毕业证的“认证书”

□ 发行机构：各国政府指定的机关(韩国外交部)
 * 各国的认证机构信息可在www.hcch.net-Specialised sections-Apostille Section查询

未加入认证协议
国家的学生

□ 提交材料：领事馆认证的学历证明材料

□ 发行机构：各国的韩国领事馆或各国驻韩领事馆

在中国获得学历

和学位的学生

□ 提交材料
 - 本科新生(以下任选其一)
1.普通高中(以下任选其一)
 ① 高考成绩单及毕业证的教育部认证书
 ② 会考合格证或成绩的教育部认证书
 ③ 获得韩国驻华大使馆领事认证的毕业证
2.职业高中(以下任选其一)
 ①省教育部(或市教育局)发行的毕业证书(需经过韩国驻华大使馆领事认证)
 ②学校发行的毕业证书[需经过省教育部(或市教育局)+韩国驻华大使馆领事认证]
 - 插班生：学历学位认证书，学历证书电子注册表

□ 发行机构：中国教育部运营的学历学位认证中心(www.cdgdc.edu.cn)，
学信网(www.chsi.com.cn)及韩国驻华大使馆

□ 中国教育部学历认证报告有效时间：2021.09.29.(周三)截止

提交时间 2021.08.27.(周五）（务必要提交原件，如果没有提交将取消入学资格）

   ※ 在韩国大学取得学位的情况不用提交学历认证(提交学位证复印件）

Ⅷ. 公布录取结果及缴费
  1. 公布录取结果
   甲. 时间： 2021.06.16.(周三) 
   乙. 地点：请参考学校网站(英文，中文)
  2. 缴纳学费
   甲. 缴纳时间： 2021.06.17.(周四) ～ 2021.06.24.(周四)
   乙. 缴纳方法：公布录取结果时通知
  3. 返还学费
   甲. 申请人交纳学费后，如果在入学  前根据法令需要放弃入学或者因签证失败，不

得已要放弃入学时，学校会根据校规返还已交纳的学费。
   乙. 返还学费请到报名校区(春川国际交流科，三陟企划支援科)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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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学费金额(以2021学年度第一学期新生为基准)
        （单位：韩元）

系列 人文社会系列 理学系列 工学系列 体育系列 艺能系列 备注

学费 1,712,000 1,915,000～2,100,000 2,218,000 2,218,000 2,309,000 包含入学金
   ※ 根据学校情况，上述学费可能发生变动。

Ⅸ. 申请人注意事项
  1. 所有材料需提交韩国语或英文原件，韩国语或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材料需

要另附一份韩国语或英语的翻译件。
  2. 不能提交原件时，须提交发行机构等发行的原本对照复印本和公证件。

(提交原件的情况，待对照后返还)
  3. 审查材料(第一阶段)时，入学申请书等信息填写错误或提交材料不全时，

将按“否”处理，且不能参加面试及技能考试。
  4. 申请人通过伪造报名资料，编造报名内容等不正当方式被录取或入学的情况，

即使已入学，也将全部取消其录取和入学资格，且不退换已缴纳的学费。
  5. 不会公开入学成绩，且不会返还提交材料(记录材料)。
  6.  材料接收后，不能变更或取消申请事项。网上报名时，因记载失误，错误

或遗漏等原因产生的后果由申请人承担，因此报名时须谨慎填写。
  7. 合格者要在指定时间内交纳学费，否则将被取消入学资格。
  8. 被录取的预定毕业生需在2021.8.27.(周五)之前提交毕业证及学历证明材料，

否则将被取消录取和入学资格。
  9. 在海外滞留，且要向大使馆申请签证的留学生，校方可以向其发送标准入

学通知书。
  10. 缴纳学费后，因为不得已因素，不能入学或要放弃入学时，学校会根据校

规返还已交付的学费。
  11. 为预防意外事故或疾病的发生，报名者必须购买从入境当日起生效的伤害

保险. (在校期间须持续投保)
      根据国民健康保险法，自2021年3月起外国人留学生必须要义务加入韩国

国民健康保险。
  12. 财政担保人为本人，父亲或母亲中一人的情况，获取BEST-KNU奖学金

支援的情况除外。
  13. 其他没有规定的事项，由“招生委员会”协议决定。
  14. 该招生简章分为韩文，中文和英文版本，如有翻译上的差异请以韩语版本

为准。



- 14 -

Ⅹ. 奖学金制度

新生
·

插班生

新生特别奖学金
- TOPIK4级获得者：免除约60%的学费
- TOPIK5级以上获得者：免除全额学费 
-本校语言研修科毕业的学生中，TOPIK3级以上取得者或是已经完成韩国语研修课程4级的学生：  
  减免约35%的学费
  (仅限，在语言研修科学习6个月以上，并在全部学期期间出席率达到80%以上的学生）
- 在外同胞奖学金: 在外同胞在国内教育过程中通过合作大学事务入学的学生：免除约35%的学费。

在校生

成绩优秀奖学金
- 前一学期修满12学分以上，平均成绩在2.5以上，并取得TOPIK4级以上成绩时
· 前1%学生 学费全免
· 前5%学生 免除约70%的学费
· 前10%学生 免除约35%的学费
· 前30%学生 免除约20%的学费

  ※ 拥有上述奖学金资格条件，根据Ⅸ.申请人注意事项 11 号，必须购买伤害保险。
  ※ <成绩优秀奖学金>根据学校预算情况减免金额会发生变动

 <向三陟和道溪校区学生支付额外奖学金>
  1. 减免约40%的学费(新生和插班生的入学第一学期)
  2. 住宿费补贴
   - 所有新生和插班生
   - 仅入学第一学期定额支付100万韩元 （与是否入住宿舍无关）

Ⅺ. 审查原则
  1. 各学系(专业)的面试技能考试招生委员会根据3名委员评分的平均分，

选拔录取人。
  2. 在面试技能考试招生委员会3名委员的评分中，获得两个及以上“超差”成

绩的申请者，将按“不合格”处理。
  3. 对属于以下情况的考生不予以录取结果
   甲. 申请资格未达到者
   乙．附加材料未提交者
   丙．面试技能考试缺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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Ⅻ. 韩国语研修课程简介
  1. 课程简介
   1) 江原国立大学语言研修科韩国语研修课程是为希望系统学习韩国语的外国人开设的。
   2) 尤其是，可为在韩国进修大学或研究生院的学生，提供最佳的学习环境。
   3) 另外, 还会提供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活动, 即在学习韩国语的同时, 可自然
       学习韩国文化的项目。
   4) 韩国语进修课程根据学生语言能力，分为6个阶段，并在春季，夏季，秋季，冬季都会

开设学习班。新生要参加语言测试，进修符合自己水平的课程。
  2. 资格 拥有高中毕业以上或者相当于高中毕业学历的学生
  3. 上课日程

学期 上课时间 分班考试 申请时间
（申请D-４签证）

申请时间
（未申请D-４签证）

2021
学年度

春 2021.03.15~05.25 2021.03.04. 随时申请 ~ 2021.03.05.

夏 2021.06.15~08.20 2021.06.03. 随时申请 ~ 2021.06.04.

秋 2021.09.13~11.24 2021.09.02. 随时申请 ~ 2021.09.03.

冬 2021.12.13.~2022.02.23 2021.11.29. 随时申请 ~ 2021.11.30.
  

  ※ 根据学校情况，上述上课日程可能发生变动。
 4. 申请方法
   春川校区
   - 准备好入学申请书及其他材料后，发送到下列邮箱或选择邮寄
   - 地址：Division of Language Education，Kangwon National University

Gangwondaehak-gil 1, Chuncheon, Gangwon-do 24341, Republic of 
Korea.

   - 网站：http://language.kangwon.ac.kr
   - 咨询电话：+82-33-250-7153，250-7156   FAX：+82-33-259-5692
   - E-mail：langcntr@kangwon.ac.kr
   - 办公室：江原大学 语言研修科（国际交流处 210号)

   三陟校区
   - 准备好入学申请书及其他材料后，发送到下列邮箱或选择邮寄
   - 地址：Division of Operating planning，Kangwon National University at 

http://language.kangwon.ac.kr
mailto:langcntr@kangwon.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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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cheok 346 Joongang-ro, Samcheok-si, Gangwon-do 25913，
Republic of Korea.

   - 网站： http://www.kangwon.ac.kr/english/contents.do?key=1425&
   - 咨询电话：+82-33-570-6891～2 
   - E-mail：applyknu@kangwon.ac.kr

  5. 提交材料
   1）申请书(申请书及自我介绍，学习计划书，入学许可证发放申请书)
      ⋇ 使用文字编辑器编辑后提交(使用网站格式)
   2）护照复印件1份
   3）最后学历认证报告原件及韩国语译本（中国）
   4）毕业证和成绩证明原件及韩国语译本 
   5）家庭成员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
   6）户口本原件，复印件和韩国语译本各1份
   7）亲属关系证明公证书(必须得到中国外交部认证)及韩国语译本
     ※ 银行存款余额证明的名义是本人时，可省略亲属关系证明
   8）财政证明材料：身份证明文件及银行存款余额证明
     ※ 财政担保人(父母)或本人都名义的10,000美元以上的银行存款余额证明
       (如果没有额外的有效期限，就是指1个月以内)
     ※ 担保人及其与本人的关系证明
   9） 翻译人员确认书(网站上有格式)及其身份证复印件1份
   10）3张照片（护照照片，3.5×4.5cm，白底，6个月以内照片）
   11）报名费：70,000韩元（不予退款）

   6. 注意事项
   - 各校区单独招生，且招生时间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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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1><Form I>

2021학년도 후기 외국인 입학지원서
 Appl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Fall 2021

성명
Full Name

성(Family name): 
이름(First name): 

수험번호
Application

Number

Photo
사진

3cm×4cm 

국적
Nationality

생년월일
Date of Birth 년(Year) 월(Month

) 일(Day)
    외국인등록번호(소지자에 한함)
 Alien Registration Number (If any)

성별 
Gender 

□ 남 M  
□ 여 F

핸드폰
Mobile Phone

 이메일
E-mail

주소
Mailing Address * Please write your address precisely to receive your Certificate of Admission

학위과정
Category of 
Admission

학부 Undergraduate
 □ 신입      First-Year           □ 2학년편입 Sophomore Transfer 
 □ 3학년편입 Junior Transfer    □ 4학년편입 Senior Transfer

지원 대학/학과
College/Department

대학
College

학과
Department

학력사항
Academic History

학교명(Name of School) 기간(From~To~) 전공(Major)

학력조회 동의 Consent for academic background check : □ 동의 Agree □ 동의하지 않음 Disagree

한국어능력시험 성적
TOPIK Test Score

TOPIK(    )급 공인영어시험 성적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Score

기숙사 신청
In-campus Housing

□ 예 Yes  □ 아니오 No

비상연락처
Emergency Contact 보호자(Parent/Guardian) 한국(In Korea)
  개인정보 수집 동의
  Agreement to Access to Private Information □ 예 Yes        □ 아니오 No

본 지원자는 위 기재사항이나 제출된 정보가 허위 또는 부정확한 경우 입학이 취소될 수 있으며 등록금을 반환받지 못
함을 이해합니다. 
  I certify that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application form and in all application materials are 
complete and accurate, and I understand that submission of inaccurate information may be a sufficient 
cause for terminating my enrollment and the tuition fees cannot be refunded.

                           Date 날짜                                   
    Applicant's Signature 지원자 서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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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ps for the Application Form / 작성요령 / 填写要领

      

1. The Application Form should be filled in Korean or English. 

한국어 또는 영어로 작성 

请用韩国语或英语填写。

2. You must check the box "Agree" in the 'Consent for Academic 

Background Check'.

학력조회 동의 여부 필히 표시

必须选择是否同意查询学历。

3. For the Emergency Contact in Korea, you may provide your friend's 

contact information in Korea. 

한국 내 비상연락처는 친구의 연락처 기재

韩国紧急联系人请填写朋友的联系方式。

4. Please write your phone number in the following order.

 ; country code + area code + local phone number    

전화번호는 (국가)+(국내지역번호)+(통화가능전화번호) 순서로 기재

电话号码请填写（国家）+（国内区号）+（可通话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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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2><Form 2>

 수 학 계 획 서  Study Plan 

 ❑ 자기소개  Self-Introduction

 

 

 

1/2



- 20 -

 ❑ 입학 후 수학계획  Study Plan After the Entrance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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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3 ><Form 3>

Confirmation of submission of document on language qualifications
언어자격 제출 확약서

□ 考号 수험번호：                       
□ 姓名 성    명：                        
□ 国籍 국    적：                        
□ 专业 전    공：                         

申请人须在2021.8.20.(周五)之前提交外国留学生入学审查资料中的语言
资格相关证明资料，否则即使被江原大学录取，也会被取消其录取资格。

상기 본인은 외국인 입학 전형의 언어자격 관련 증빙 서류를 2021.8.20(금) 이전까지 제

출할 것을 확약하며 만약 제출하지 못할 경우 강원대학교의 입학전형에 합격하였더라도 합격이 

취소됨을 감수하겠습니다.

      日期 날짜                       

                    签名 서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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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4><Form 4>

财 政 担 保 函
재  정  보  증  서

■ 申请人 지원자 정보

• 考号 수험번호：

• 姓名 성 명：

• 学位 학위과정：

• 专业 전 공：

■ 财政担保人 재정보증인
• 姓名 성 명：

• 与申请人的关系 지원자와의 관계：

• 职业&公司 직업 & 회사：

• 地址 주소：

• 电话号码 전화번호：

• 担保人账户余额 보증인 계좌 잔고： ______________USD

 * 必须附加1.8万美元以上的银行存款余额证明。
미화 18,000달러 이상의 은행 잔고증명서가 첨부되어야 합니다.

申请人本人或申请人财政担保人愿意承担学业期间的一切经费。

 지원자 본인 혹은 지원자의 재정보증인은 학업기간 동안 소요되는 일체의 경비 부담을 보증합니다.

            日期 날짜：                

     担保人签名 보증인 서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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설 문 조 사

Applicant Surveys

○ 본 설문조사는 강원대학교에 지원하는 학생들에게 더 나은 서비스를 제공하고자 제작되었습니다.  

   의견을 내어 주신다면 적극적으로 반영하겠습니다. 감사합니다.

※ 설문 외 용도로는 활용하지 않습니다.

This survey i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o want to apply for Kangwon National Univerisity to 

provide better quality of service. If you respond to our survey, we will reflect your opinions actively. 

Thank you.

※ We do not use your opinions for other purposes.

※ The Survey should be filled in Korean or English.

■ 인적사항

지원자 성명 
(Full Name)

 Family name:
 First name:

국적
(Nationality)

지원학과
(Department)

학위과정
(Type of Degree)

  □ 학부 Undergraduate             □ 대학원 Graduate

■ 강원대학교 외국인 전형 입시 설문조사

1. 당신의 나이는?

(What is your age?)

① 18 to 22 ② 23 to 27 ③ 28  to 32 ④ 33 or above

2. 강원대학교에 입학하게 된 경로는?
(How did you apply to Kangwon National University?)
① 지인 또는 졸업생 소개 (Referral from acquaintance/alumni)

② 학교 추천 (Referral from home school/university)

③ 유학박람회(사이버 유학박람회 포함) (Study Abroad EXPO or Cyber-Study Abroad EXPO)

④ 인터넷 검색 (On-line searching and KNU website)

⑤ 기타( ) [Oth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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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강원대학교를 지원하는 가장 큰 이유는?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you applied to Kangwon National University?)

① 전공의 다양성(Diversity of major) 

② 합리적인 학비(Affordable tuition fee)

③ 학교의 역사, 시설, 서비스 (History, facilities and service of KNU)

④ 지리적 이점(서울과 가깝다는 점) (Accessibility to Seoul)

⑤ 기타( ) [Other( )] 

4. 나의 한국어 구사 능력은?
(What is your Korean language proficiency?)
① 전혀 못함 (None)

② 조금 할 줄 앎 (Satisfactory)

③ 보통 (Good)

④ 유창함 (Fluent)

⑤ 아주 유창함 (Native)

5. 한국에 있는 어학원에서 한국어 공부를 한 적이 있나요?

(Have you ever taken any Korean language course/program in the language institute in 

Korea?)

① 예(Yes) ② 아니오(No)

5-1. (5번에 ‘예’로 답하신 분들만) 어학원에 다니신 적이 있다면, 그 기간은?

(If you have answered ‘Yes’ to the question number 5,) How long did you take the language 

course/program?

① 3개월 미만 (within 3 months)    

② 3개월 이상 ~ 6개월 미만 (from 3 months to less than 6 months)    

③ 6개월 이상 ~ 1년 이하 (from 6 months to less than 12 months)

④ 1년 이상 (1 year or above)

6. 대학생활과 관련하여 가장 걱정이 되는 부분은?

(What is the biggest concern about university life in Korea?)

① 한국문화 적응 어려움 (Difficulties in adjusting to Korean culture)

② 한국어 실력 부족으로 인한 수업 적응 어려움 (Difficulties in adjusting to classes due to the 

language problem)

③ 생활비 부담 (Living expenses)

④ 기타( ) [Oth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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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입학 후 가장 참여해보고 싶은 활동은?

(What kinds of activity programs are you the most interested to participate in after 
enrollment?)
① 한국 친구들과의 교류 (Exchange activities with Korean friends)

② 한국문화 체험 (Various Korean culture activities)

③ 무료 한국어 수업 (Free Korean language class)

④ 학업지원 서비스 ‘튜터링 프로그램’(Tutoring program)

⑤ 기타( ) [Other( )]

8. 학교생활에서 본인이 가장 중요하다고 생각하는 항목을 선택해주세요(2개까지 선택가능)

(Please select multiple answers up to two choices) What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you 
consider for campus living life?)
① 안전한 환경 (Safe environment)

② 넓고 잘 관리되는 기숙사 (spacious, well maintained dormitory)

③ 편리한 교통시설 (Convenient School’s shuttle service/public transportation) 

④ 학교 편의시설 (Convenient and various facilities on campus)

⑤ 잘 정비된 학교 행정시스템 및 서비스 (Excellent academic system and service)

9. 강원대학교에 바라는 점이 있다면 자유롭게 기술해주세요.

(Any comments or suggestions you may have)

감사합니다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