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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招生流程

招生程序 招生日程 

报名

2021. 5. 17.(星期一) 10:00 ~ 5. 28.(星期五) 17:00

✓100% 网上报名(邮寄或访问提交均无效)

✓24小时皆可申请(2021. 5. 17.(星期一)和5. 28.(星期五)除外)

✓外国留学生申请之前必须与研究生院教学部进行入学咨询

提交材料

2021. 5. 31.(星期一) 17:00 截止
✓邮寄或访问提交(入学申请表和材料同寄)

✓必须网上报名后，访问提交申请材料
✓若提交材料不齐, 或期间内未提交者均不能参加面试 

✓已提交的所有材料均不予退还

面试

2021. 6. 19.(星期六) 10:00

✓面试之前，须参照[研究生院网站-入学指南-入学公知]的相关内容
✓学科(专业)将通知申请人
✓具体面试日程时间安排将根据申请人数进行调整

录取结果 
公布

2021. 7. 1.(星期四) 下午
✓在[研究生院网站-入学指南-录取结果查询]确认录取名单并查询
及打印录取证与学费通知单

录取生注册
2021. 7. 2.(星期五) ~ 7. 8.(星期四)

✓学费应在规定期限内向企业银行(기업은행)录取生虚拟账户缴纳
✓若未按时缴纳学费，均自动不合格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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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招生学科及专业

○ 一般研究生院(昼间)

※ 因为有些学科(专业)不招新生, 所以请在网上报名时确认具体招生学科(专业)

研究生院 学位课程 系列 学科 专业

一般研究生院

博士

人文

韩国语文学科 国语学, 国文学, 韩国语教育, 文化内容

英语英文学科(不招生) 英文学, 英语学

历史学科 韩国历史, 东方历史, 西方历史

文献信息学科 文献信息科

社会

经营学科 人事组织, 财务管理, 服务运营管理, 营销,

会计学, 经营信息, 餐饮经营

行政学科 行政学, 政策学

贸易学科 国际贸易实务, 国际经济学, 国际经营学

经济ㆍ房地产学科 经济学, 房地产经济学, 房地产学

工学

产业经营工学科 建模&模拟, 经营工学, 生产ㆍ品质经营, 

安全及人类工学 

信息计算机工学科 计算机工学, 信息通讯工学, 信息系统工学

机械系统工程学科(不招生) 机械系统工程学, 产业卫生工学

艺术体育 媒体设计学科 视觉ㆍ影像传达, 动画片ㆍ产品设计, 

室内设计ㆍ设计理论, 美容设计管理

学科间 
协同课程 知识服务&咨询学科 管理咨询, 融合咨询

硕士

人文

韩国语文学科 韩国语文学, 文化内容, 韩国语教育

历史学科 韩国历史, 东方历史, 西方历史

英美文化学科(不招生) 英语学, 英美文化内容, 英语教育

文献信息学科 文献信息科, 记录管理学

社会

贸易学科 国际经济, 国际经营, 国际贸易实务

经营学科 人事组织, 财务管理, 服务运营管理, 营销, 

会计学, 经营信息

行政学科 行政学, 政策学

经济学科 经济学, 房地产经济学, 支付结算ㆍ新金融

国际贸易经济学科(英语Track, 
不招生)

国际贸易市场, 国际电子贸易实务

工学

产业经营工学科 产业经营工学

计算机工学科 计算机工学

电子信息工学科 电子信息工学

IT融合工学科 IT融合工学

机械系统工程学科(不招生) 机械系统工程学, 产业卫生工学

艺术体育

绘画科 东方画和浓彩画, 现代美术

服装时尚产业学科(不招生) 服装构成及设计, 服装科学, 服饰史和时尚营销

舞蹈学科 舞蹈表演, 舞蹈理论, 基督教舞蹈, 芭蕾教学法

媒体设计学科
视觉传达设计, 动画片, 室内设计, 

产品设计, 影像传达设计, VMDㆍ展示设计

学科间协
同课程

新媒体广告推广学科 新媒体广告推广

国际移民协力学科 国际移民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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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研究生院(夜间)

※ 因有些学科(专业)不招新生, 所以请在网上报名时确认具体招生学科(专业)

3. 申请资格

博士课程 在韩国或外国正规研究生院取得硕士学位者或预计于2021年8月毕业者

硕士课程 在韩国或外国正规大学取得学士学位者或预计于2021年8月毕业者

详细要求

国籍 申请人本人及其父母双方均持有外国(非韩国)国籍

韩语 
能力

申请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中的一个以上
① 取得韩语能力考试(TOPIK)成绩3及以上
② 取得韩国国内4年制正规大学学士以上
③ 学科(专业)主任教授推荐的韩国政府邀请奖学金获得者或外国政府支援奖学金

获得者
④ 学科(专业)主任教授推荐的交换学生
※ 符合条件①, ②, ③的人必须在毕业之前(约毕业典礼两个月前)取得韩语能力考

试（TOPIK）4级以上

外国语
能力

国际贸易经济学科(一般研究生院硕士课程)要求TOEFL 530(CBT 197, iBT 71), 

IELTS 5.5, CEFR B2, TEPS 600(改定TEPS 327)以上 

参考事项
Ÿ 申请的研究生院学科（专业）与本科专业不一致也可以申请
Ÿ 因专业特殊性，有些学科（专业）不会招新生
Ÿ 插班(再入学)申请时，必须先与相关学科(专业)主任教授面谈

研究学院 学位课程 系列 学科 专业

经营研究生院 硕士 社会

经营学科 经营管理

酒店旅游餐饮经营学科 酒店经营, 旅游经营, 餐饮经营

国际经营学科 国际化营销, 国际化经营

行政研究生院 硕士 社会

行政学科 行政学, 政策学

社会福利学科 社会福利, 老人福利, 银发产业, 社会福利咨询

警察行政学科(不招生) 警察行政学

毒品酒精学科(不招生) 预防中毒ㆍ咨询

民政咨询学科(不招生) 民政咨询

社会安全学科 社会安全政策, 社会安全管理

艺术研究生院 硕士 艺术体育
美容艺术学科 化妆艺术, 发型设计, 美容美学, 

美容色彩学(不招生), 婚礼策划(不招生)

美容产业融合学科 艺术治疗(不招生), 艺术经营福利(不招生), 化妆品产
业

国防科学研究生院
(不招生)

硕士 社会

安保战略学科 国际安保, 国防政策, 军事战略

安保政策学科 安保政策, 智能国防经营

国防系统学科 国防M&S, 国防信息系统

知识服务&咨询
研究生院 硕士 社会

知识服务&咨询学科 管理咨询, 融合咨询, 智能工厂咨询

未来融合咨询学科
创业&特许经销咨询, 文化融合内容商务咨询(不招生), 融
合设计咨询(不招生)

房地产研究生院 硕士 社会 房地产金融ㆍ资产管理, 房地产城市开发ㆍ管理, 韩中房地产,

智能房地产ㆍ房地产科技

教育研究生院 硕士 人文 教育行政&领导力, 心理咨询学, 幼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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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录取方法
区分 内容

外国留学生
(外国人特别典型-定员外)

若申请材料合格, 根据面试分数(100%)进行选拔

参考事项
Ÿ 申请人的学业能力被判定为不合格时，即使未达到计划招生人数都将不予

录取
Ÿ 不参加面试会自动处理为不合格

5. 报名费
区分 金额 备注

外国留学生(硕士课程, 博士课程) 85,000韩元 报名费含网上报名手续费(5,000韩元)

6. 申请材料

○ 基本材料: 须由申请人一齐提交

材料 博士 硕士 详细内容

入学申请表 1份 ○ ○
打印网上申请表并提交 
Ÿ 网上报名时，必须填写聊天软件ID

照片 1张 ○ ○ 网上申请时，必须上传电子版照片
大学毕业(预计)证明书
1份

以报名开始的当日为准，

一年以内颁发的文件(公
证书)

○ ○

明示4年制大学毕业学士(Bachelor) 学位证明
Ÿ 中国大学毕业：必须要翻译公证，中国外交部认证，领事认证
Ÿ 韩国大学毕业：必须提交原件
Ÿ 如果提交预计毕业证明书，开学之前须补交毕业证明原件

大学成绩证明书 1份

以报名开始的当日为准，

一年以内颁发的文件(公
证书)

○ ○

明示4年全部课程成绩的成绩证明
Ÿ 如果是学士插班生，必须补充提交所有大学(包括前绩)成绩证明 
Ÿ 中国大学毕业：必须要翻译公证，中国外交部认证，领事认证
Ÿ 韩国大学毕业：必须提交原件

研究生院毕业(预计)证明
书 1份

以报名开始的当日为准，

一年以内颁发的文件(公
证书)

○

明示2年制研究生院毕业硕士(Master)学位证明
Ÿ 中国研究生院毕业：必须要翻译公证，中国外交部认证，领事认证
Ÿ 韩国研究生院毕业：必须提交原件
Ÿ 如果提交预计毕业证明书，开学之前须补交毕业证明原件

研究生院成绩证明书 1份

以报名开始的当日为准，

一年以内颁发的文件(公
证书)

○

明示2年全部课程成绩的成绩证明
Ÿ 如果是硕士插班生，必须补充提交所有研究生院(包括前绩)成绩证

明
Ÿ 中国研究生院毕业：必须要翻译公证，中国外交部认证，领事认证
Ÿ 韩国研究生院毕业：必须提交原件

护照复印件 1份 ○ ○ 护照个人信息页及签证页复印件

外国人登录证复印件 1份 ○ ○
复印外国人登录证前后两面
Ÿ 若没有外国人登录证，请到研究生院教学部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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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材料: 仅限于以下学科(专业)申请人提交

材料 博士 硕士 详细内容
学业计划书 1份
(本校规定格式) 

○ ○
一般研究生院韩国语文学科(硕士, 博士), 历史学科(硕士, 博士), 行政
学科(博士), 经济ㆍ房地产学科 房地产学专业(博士)申请人

作品集 2份
(USB 1个, 打印件 1份)

○

一般研究生院绘画学科(东方画和浓彩画/现代美术), 媒体设计学科(视
觉/影像/动漫片/产品/室内设计/VMDㆍ展示设计) 
Ÿ 作品集: 能展示申请人个人作品的材料，没有大小或页数限制
Ÿ 作品集USB: 提交材料时, 应向研究生院提交存有电子版作品集的

USB
Ÿ 作品集打印件: 面试当日必须携带

○ 补充材料: 仅限于在中国大学取得学士或硕士学位的申请人提交

材料 博士 硕士 详细内容
国家公认学位证明 1份
(认证报告)
以报名开始的当日为准，

一年以内颁发的文件(公
证书)

○ ○

Ÿ 在中国大学取得学士或硕士学位的申请人：提交教育部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发展中心颁发的英文"认证报告"

 - 网址：http;//www.cdgdc.edu.cn
Ÿ 在韩国大学(研究生院)取得学位者无需提交

毕业院校(研究生院)网站
主页画面打印件 1份

○ ○
Ÿ 截图打印件必须含有大学的联系电话，传真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
Ÿ 在韩国大学(研究生院)取得学位者无需提交

材料 博士 硕士 详细内容

家族关系证明书 1份 ○ ○
证明本人与父母的家族关系证明书（中国国籍：户口簿，亲属关系证
明书翻译公证书）

韩语能力证明书 1份 ○ ○

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中的一个以上
① 取得韩语能力考试(TOPIK)成绩3级以上
② 取得韩国内4年制正规大学学士以上
③ 学科(专业)主任教授推荐的韩国政府邀请奖学金获得者或外国政府

支援奖学金获得者
④ 学科(专业)主任授推荐的交换学生

外国语能力证明书 1份 ○
国际贸易经济学科(一般研究生院硕士课程)要求TOEFL 530 (CBT 
197, iBT 71), IELTS 5.5, CEFR B2, TEPS 600(改定TEPS 327) 以上 

财政能力证明书 1份
(银行存款证明书应以报
名日为基准30天以内颁
发的原件)

○ ○

本人或者父母的银行存款证明
Ÿ 银行最低存款额必须是20,000美元或者23,000,000韩元以上, 存放

期限至少到2021年9月1日

自我介绍书 1份
(本校规定格式) 

○ ○
写出自己的申请动机和学习计划
Ÿ 韩语自我介绍书， 英语仅限于特殊情况

誓约书 1份
(本校规定格式) 

○ ○ 关于外国留学生所有事项的誓约

推荐信 1份
(本校规定格式) 

选择提交
○ ○

毕业(预计)大学(研究生院)教授的推荐信, 最多两张
Ÿ 收件人标写为 ‘한성대학교 대학원장(汉城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Ÿ 非韩文或英文的文件，必须附翻译公证
材料提交目录 1份
(本校规定格式)

选择提交
○ ○ 网上申请后打印材料提交目录，自己标记提交的材料(○, X)后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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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奖学金指南

受惠内容

Ÿ 硕士课程：第一学期到第四学期(教育研究生院：第一学期到第五学期)减免学费的50%以
内。 博士课程：第一学期到第六学期减免学费的40%以内。 但, 若第三学期开学之前未
提交韩语能力考试(TOPIK)4级以上的成绩证明，硕士课程减免学费的30%以内, 博士课程
减免学费的24%以内。

Ÿ 入学以后, 第二学期开始所有奖学金是根据之前学期成绩(成绩未满3.0: 无奖学金)颁发
Ÿ 本校国际交流院的韩语课程毕业生：若提交国际交流院长的推荐书，减免入学金 

500,000韩元
Ÿ 此后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可能会变更

8. 注意事项

报名

Ÿ 留学生(外国人特别典型)网上报名前，必须向本校研究生院教学部咨询，网上报名后访问
提交材料 

Ÿ 网上报名费付款后才可完成网上报名申请 
Ÿ 完成报名申请并支付完报名费后，不能取消或退款

提交材料

Ÿ 已提交的所有材料均不予退还
Ÿ 在中国大学取得学士或硕士学位的申请人：提交毕业证明和成绩证明的公证书
 - 必须提交中国国家认可的公证机构颁发的翻译(英文或韩文)公证
 - 翻译的公证书必须得到中国外交部认证及驻当地韩国领事馆的领事认证
Ÿ 对未在期限内提交材料者，取消录取资格

面试
Ÿ 面试之前， 须参考[研究生院网站-入学指南-入学公知] 相关内容
Ÿ 学科(专业)将通知申请人
Ÿ 面试当日，必须携带身份证(护照, 外国人登陆证) 及准考证

签证

Ÿ 签证种类和滞留期限等问题请向出入境事务所咨询。 若持有D-2（留学）及D-4（一般研
修）以外的签证，必须由本人向出入境事务所咨询，对被拒绝签证者本校不负任何责任

Ÿ 被录取并已缴纳学费者若申请更改签证种类或滞留期限，须通过本校申请
※ 外国人综合咨询中心 联系电话：+82-1345 (无区号)
※ 负责本校的出入境事务所(首尔出入国·外国人厅世宗路办事处) 联系电话 : +82-2-731-1799 

保险
Ÿ 2021年第一学期开始外国留学生在校期间内应义务加入国民健康保险(取得地域参保人

的资格), 学校不办理国内保险公司和外国留学生投保申请

其他

Ÿ 外国留学生不能同时获得双重学籍, 即不能同时上两个大学，若被发现双重学籍，取消本
校学籍, 并根据本校规定只退还部分学费

Ÿ 入学的第一学期不可休学。 但自然灾害及传染病、疾病、兵役、海外及地方调动、怀孕·

生育·育儿等除外
Ÿ 若发现以虚假文件或其他不正当方法被录取，不仅取消所有资格，同时会受到韩国相关法

律的处罚
Ÿ 对提交虚假学历认证材料的申请人一律不退还已缴纳的学费和入学金。同时要负因提交虚

假材料所引起的民事和刑事上的所有责任（向韩国及申请人国籍国教育部、大使馆、警察
局等通报相关事实）

Ÿ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情，研究生院课程会并用线上和线下讲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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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咨询处

○ 各研究生院学科(专业)联系方式                                                例) 02-760-XXXX

一般研究生院

系列 学科(专业) 电话 系列 学科(专业) 电话

人文系

韩国语文学科 5702

社会系

经营学科 5727

行政学科 4077
英语英文学科, 英美文化学科 4027

贸易学科 4057

历史学科 5703 经济学科,

经济ㆍ房地产学科

经济学, 

房地产经济学,

支付结算ㆍ新金融 
4067

文献信息学科 4087
经济ㆍ房地产学科 房地产学 4427

工学系

产业经营工学科 5777

艺术 
体育

绘画科 4117

服装时尚产业学科 4147
计算机工学科,

信息计算机工学科
计算机工学 4438 舞蹈学科 4107

媒体
设计
学科

视觉·影像传达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影像传达设计
4157

电子信息工学科 电子信息工学
5774

信息计算机工学科 信息通讯工学
动画片·产品设计,

动画片, 产品设计
4422

IT融合工学科 IT融合工学
4436 室内装饰·设计理论,

室内设计,

VMDㆍ展示设计
5792信息计算机工学科 信息系统工学

机械系统工程学科 4327 美容设计管理 4413

学科间
协同
课程

博士 知识服务&咨询学科 5693
学科间
协同
课程

硕士
新媒体广告推广学科 4413

国际移民协力学科 4056

特殊研究生院

研究生院 学科(专业) 电话 研究生院 学科(专业) 电话

经营
研究生院

经营学科, 酒店旅游餐饮经营学科,

国际经营学科
5844

知识服务&

咨询
研究生院

知识服务&咨询学科 5957

行政
研究生院 

行政学科, 社会福利学科,

警察行政学科, 毒品酒精学科,

民政咨询学科, 社会安全学科
5845 未来融合咨询学科 5657

艺术
研究生院 

美容艺术学科, 美容产业融合学科 5970
房地产

研究生院

房地产金融ㆍ资产管理, 房地产城
市开发ㆍ管理, 韩中房地产,

智能房地产ㆍ房地产科技
5876

国防科学
研究生院

安保战略学科, 安保政策学科,

国防系统学科
4318

教育
研究生院

教育行政&领导力, 心理咨询学, 

幼儿教育
5878

○ 研究生院教学部联系方式及地址

电话 +82-2-760-4271 传真 +82-2-760-4273 网站 http://gs.hansung.ac.kr

地址 Hansung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Academic Affairs Office, 116, Samseongyo-ro 16-gil, Seongbuk-gu, Seoul 02876
02876 서울특별시 성북구 삼선교로 16길 116 한성대학교 대학원 교학팀(상상관 1002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