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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语讲座说明

. 东亚大学自1946年建校以来便以 “自由,

真理,正义” 为校训, 为社会各界培养了优

秀人才约20余万名. 是韩国极具代表性的

名牌私立大学之一. .

本韩国语课程是我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

重要部分, 是以希望在东亚大学学习、进

修或者学习韩国语和文化的外国学生为

对象的, 通过教授韩国语及带领学生体验

韩国传统文化和大众文化等多样活动,加

深学生对韩国文化的理解, 并为学生提供

在韩国生活时所需要的各种信息. 另外,

为想要读大学或者研究生的学生们提供

关于韩国各学科深层次的相关信息, 从而

为他们在韩国学习生活提供一个好的起

点. 

语言是学生们实现未来梦想的必备条件,

学习其他国家的语言可以开拓自己的眼

界, 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东亚

大学愿通过韩国语学习为学习者打开世

界和未来的大门. 希望通过韩国语课程的

学习, 能够在把学生们培养成为国际化的

人才的同时，实现其梦想。



|  韩国语课程入学指南2

教学介绍

学期
一年 四个学期

（一学期10周）
课程时数 20小时 × 10周 = 200小时

星期 周一~周五 （每天4小时） 课程构成 韩语，特别活动

上课人数 15名左右

学费
一学期 1,200,000韩币

※ 报名费 50,000韩币 只需要在入学时交付一次即可

级别和上课时间
初级1,2  下午班 ( 13:10 ~ 17:10) 

中级 1,2及高级1、2上午班(09:00 ~ 13:00) 
上课时间根据级别变更

01 概要

02 教学过程

阶段 学习内容

初级1
•掌握韩语基本的元音、辅音以及发音，基础词汇和语法。
•学习一些关于家族、工作等个人以及一些非正式的主题和日常生活中必备的词汇

初级2
•学习助词，被动语态等的语法以及习惯性的、抽象性的及日常性的表达方式
•学习传说、神话故事，节日等韩国文化

中级1
•学习韩国的时事（经济，社会，政治等） 以及其他一些各类商务用语及知识等
•学习在各式语言环境下的语言格式的表达方式

中级2
•可以自然地进行日常对话，学习韩国人的惯用语言表达从而理解韩国人的思考方式
•通过文化，运动，演艺等话题和体验韩国文化来了解韩国。

高级1
•掌握词汇的多样变化和应用，自然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
•能听新闻和看报纸，为了听懂大学和研究生的课程打基础。

高级2
•培养讨论和辩论的能力，实际练习使用一些独特的表达方法，提高构词能力。
•练习书写各样主题和专业性的调查和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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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语课程日程安排

01 2019学年度

02 2020学年度 

学期 上课时间 申请时间
开学典礼和入学说

明会

1 学期 2019.03.04(周一) ~ 2019.05.10(周五) 2018.12.24.(周一)~2019.01.11(周五) 2019.03.04.(周一)

夏季学期 2019.06.03.(周一) ~ 2019.08.09.(周五) 2019.03.18.(周一)~2019.04.05.(周五) 2019.06.03.(周一)

2 学期 2019.09.02.(周一) ~ 2019.11.08.(周五) 2019.06.17.(周一)~2019.07.05.(周五) 2019.09.02.(周一)

冬季学期 2019.12.02. (周一) ~ 2020.02.07.(周五) 2019.09.16.(周一)~2019.10.04.(周五) 2019.12.02.(周一)

学期 上课时间 申请时间
开学典礼和入学说

明会

1 学期 2020.03.02.(周一) ~ 2020.05.08.(周五) 2019.12.23.(周一)~2020.01.10.(周五) 2020.03.02.(周一)

夏季学期 2020.06.01.(周一) ~ 2020.08.07.(周五) 2020.03.16.(周一)~2020.04.03.(周五) 2020.06.01.(周一)

2 学期 2020.08.31.(周一) ~ 2020.11.06.(周五) 2020.06.15.(周一~2020.07.03.(周五) 2020.08.31.(周一)

冬季学期 2020.11.30.(周一) ~ 2021.02.05.(周五) 2020.09.14.(周一)~2020.10.02.(周五) 2020.11.30.(周一)

申请者即使在正常申请时间结束后，若可以在开学典礼之前得到语言研修签证，另行咨询。

水平测试在开学典礼之后进行。

已在韩国内及不需要签证的申请者，申请时间可延长到开学典礼两周前。

韩国语课程均以韩语进行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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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语课程成绩考核、特别活动、 特别班

开课时间 定期考试 3~ 4周 前 上课时数 3个小时 × 8次 = 24个小时

上课次数 2次/周（每次3小时） 课程构成
韩国语能力考试中级/高级 模拟考

试题集锦

上课人员 15名左右

学费
每期 144,000韩币

※ 短期语言研修、大学生及研究生等在校生 减免50%学费。

申请方法 现场申请

所需材料 申请书， 护照复印件（含有签证图章的页面）

01 成绩考核

02 特别活动 – （ 插入相关照片）

03 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准备班（特别班）

期中考试 期末考试 作业 成绩总计

成绩 45分 45分 10分 100分

出勤 100分 为满分 (迟到2次 = 1次 旷课/ 上课天数按照100分钟来换算)

合计
成绩 70分 以上 + 出勤率 80% 以上

(两个中的任何一个不合格都无法升级到下一阶段)
※ 出席率未满60分的情况下，无法升级到下一阶段进行学习。 

A . 各种大会 : 韩国语演讲大会，韩语写作大会, 运动会, K-POP演讲大赛, 金钟挑战
B . 文化体验 : 制作韩国食物, 文化探访, 体验传统文化,国际日, 一对一语言伙伴。 
C . 其他活动 : 各种传统文化和多种文化公演， 参加本校和外校的庆典活动以及其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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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退费

01 韩国语课程费用

02 缴纳方法 :

03 退款流程

需申请语言研修签证者必须申请2学期以上的课程

出生国家不同，可申请的签证不同，请提前咨询。

— 美国，东亚，法国，澳洲等需申请两个学期

— 俄罗斯，蒙古，东南亚，中亚等需申请四个学期

申请费必须在提交申请资料时一起缴纳

教科书费用(约 50,000韩币)—入学后购买

以申请者的名义缴纳（ 申请材料结果公布时会同时发出INVOICE及一些缴费指南）
海外汇款时产生的手续费由学生承担，出现差价则入学后结算。）

. 放弃入学的申请者填写退款申请书并提交至语言教育院

学费根据以下退款条件进行退款，根据入住日期返还住宿费，其他费用一律不返还。

取得签证后未入学的情况，将向出入境管理中心通报，签证会自动被取消

退费条件

退款时需提交的资料 ：申请书，银行存折复印件，标准入学通知书（签证取得之前）

. 有关退款的详细资料以语言教育院的内部规定为准。

取得签证之后未入学的情况，签证会自动被取消。

明细 金额 期限

学费 1,200,000韩币 一学期

学费(需申请语言研修签证者) 2,400,000韩币 两学期

报名费 50,000韩币

期  限 金 额

签证被拒、或开设课程与学生水平不符的情况 全部返还

其他原因

开课前 返还学费全部

总课时的三分之一前 返还学费的三分之二

总课时的三分之一后 返还学费的二分之一

总课时的二分之一后 不予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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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语课程入学申请

01 申请资格 : 高中毕业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历获得者。 

02 材料提交 : 原则上需要通过快递邮寄或者现场报名的方式提交原件。

A . 共同材料（韩国国内滞留者只需提交共同资料）

中国学生需要提交由中国教育部提供的最终所在学校认证报告书

4. 国外滞留者追加资料

1) 学习计划书

2) $9,000 美元以上的银行存款证明

3) 本国的监护人的在职证明和收入证明

4) )家族关系证明书（申请者户口簿上面家族关系完整则只需提交户口簿）

5) 父母和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可以确认国籍的身份证）

6) 成绩证明（ 汉语或者英文/ 韩语课程以后要入学的学生）

提交材料时， 英语，中文以外的外语资料需要翻译成英文或者韩语并将原件也一起提交。

必要时，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需要提交的资料

03 报名流程

提交资料 备注

东亚大学韩语课程申请书 可在http://global.donga.ac.kr下载

最终学历证明书 公证或者中国教育部认证

护照复印件和外国人登陆证复印件 仅持有外国人登陆证者提交

证件照 5张 (3cm×4cm) – 黑白背景

报名费 50,000韩币 不可退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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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

01 语言研修签证(D-4)

02 短期综合签证(C-3) 

中国学生需要提交由中国教育部提供的最终所在学校认证报告书

1. 对象 : 语言研修在6个月以上需要申请语言研修签证。

    (本人申请，最终学校所在地是中国的学生请另行咨询。)

2. 申请地点 : 学生居住地或者最终学校所在地的韩国使领馆

3. 基本提交的资料

    - 签证申请书, 护照, 照片, 手续费,东亚大学入学通知书

-   学校准备的资料（缴纳学费后学校会发给学生）: 东亚大学入学通知书、学费缴纳证明书, 课程计划]

    书, 企业登记证明书

    - 最终学历证明书

    - 财产证明书( 9,000美元以上):存款证明，在职证明，收入证明

    父母财产能力证明提交时需同时提交家族关系证明。

   - 结核诊断书

家族关系 证明材料 表样

中国 : 户口本 或者亲属关系证明

以上材料是申请签证时所需材料, 根据各国驻外大使馆的不同,申请材料有可能不同, 请一定确认后

再申请签证. 

已经向学校提交的证明材料不予退还，签证申请时所需的材料需另行准备

1 对象: 在韩国90日以内短期滞留者. 

2. 学生居住地的韩国使领馆.

3. 韩国语研修生,在没有取得外国人登陆证的情况下，90天以后必须出境. 

4 持有C-3-9 签证者入境后不可以在韩国国内变更为D-4 签证. 

03 其他语言研修可能的签证 : 根据滞留资格须通过本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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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说明

留学生保险

01 设施和费用

02 申请方法

房间状态 费用（略算) 设施 餐费

双人间
6个月

1300美元 左右

公用设施: 咖啡厅, 洗衣房, 厨房
个别: 洗手间, 冷气暖气, 书桌, 椅子， 书架, 床，, 鞋柜,
衣柜, 晾衣架, 电话, LAN提供（有线网）

不包含

宿费在学生到韩国后根据通知单向宿舍银行账号汇款即可，不可按月支付住宿费。

不含餐费，可使用公用厨房。

不提供床上用品，本人自行准备。

提供有线网络使用，使用无线网的情况需要本人自行购买路由器。

新到韩国的学生必须在学生宿舍居住（六个月）。如若六个月期间内退舍时，将终止研修。

寒暑假期间，要申请宿舍的学生请另行咨询。 

宿舍可住期间：6个月（根据宿舍的当时情况会有所变化）

1. 对象 : 除了90天以下的语言研修生，其他所有的留学生

2. 类型 : 健康保险, 民间保险, 本国医疗保险(可在韩国使用的) 中，学生自行选择

3.缴纳金额 : 团体民间保险130000韩币左右

4.缴纳方法 : 团体民间保险申请者在抵达韩国后交纳保险费。

本国医疗保险，需在入境后提交证明书

2015年3月开始根据韩国政府方针要求，所有外国学生必须加入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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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生活

01 学校设施

02 出入境管理中心说明 

图书馆

    - 使用学生证可以使用图书馆设施. 

    图书馆根据不同主题归类,共有藏书132万册, 730余种的学术期刊及其他6万8千余册图书资料. 非图书资料

    只可阅览，不可外借。

Global-Zone 

    在下端、富民校区分别设置的，为韩国学生和外国学生进行自由交流的场所。

    可收看海外电视剧、新闻，也可阅览英文报纸、图书等。 

    学生们可以参加在此举行的各类特别的活动。 

健身房

    位于富民校区国际馆地下一层， 可免费使用。 

    备有跑步机等各种运动器材。 

校车

    各校区之间校车可免费使用。 

    每学期放假期间（6月-8月/ 12月-2月） 和 周末（周六/周天）， 国庆节等不可使用。

A . 相关业务 ：发放外国人登陆证，签证延期， 变更滞留资格， 变更居住地，等各种登记业务。 

B . 电话号码 : 代表电话 (无国籍1345 /综合信访中心 종합민원센터 051-461-3120~6)

C . 具体位置

地铁 : 1号线釜山站2号口或者中央洞站14号出口，

大韩航空大厦（中央洞）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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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语课程访谈

01 毕业生访谈

曾家珩 (观光经营学/中国) 

大家好，我是观光经营大学院硕士在读的曾家珩。我在大学二年级时有幸

以交换生的身份来到东亚大学并开启了韩语学习的路程。语学院的老师打

破了我对老师的看法，上课时使用生动的表情，肢体语言等容易使人理解

的方式传授知识，下课后又可以跟学生像朋友一样相处聊天。经过这样半

年的学习，我的韩语能力得到提升，掌握了学习韩语的方法的同时接触到

很多外国的朋友，了解了各个国家的文化。对我来说在语学院学习的这段

时期是一辈子忘不了的珍贵回忆。 

NGUYEN THI BICH NGOC(国际贸易系2年级/越南) 

我来韩国已经两年多了，但在这期间里有着最美好记忆就是学习韩语的

那段时间了。刚来韩国时，不管是生活还是学习韩语对我来说都很困难。

但是待的越久，我知道了怎样更好的学习韩语。想要阅读能力增强的话，

每天可以多看书，把书里出现的比较难的单词和语法记下来，还有把在

书里最经常出现的语法和句子记下来，用作自己写作练习。通过经常看韩

剧时听里面的台词，口语和听力也会慢慢变得熟练。虽然在韩国的生活有

些累，但非常有意思。通过国际交流处的老师们推荐的一对一指导活动，

为了外国学生开设的 Daily活动，还有给外国学生专门的文化体验活动

等，我认识了很多韩国朋友，韩语水平也得到了大大的提高。

Dita (经营大学院/印度尼西亚) 

在东亚大学学习韩语是我最棒的体验了。最开始所有的课程全部都是通过韩

语进行的，这对我而言十分困难。但是，一旦出现我们难以理解的内容，老

师会通过肢体语言解释说明直到我们理解为止。

韩语课期间也会有体育大会，博物馆访问等室外活动。在课堂上我们可以遇

到从别的国家来的新朋友。我们不仅仅学习到了语言，还通过认识新朋友学

习到别的国家的文化。韩语课堂还开设了可以认识韩国朋友的global men-

tor的活动。还有，在学习韩语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现在除了英

语我又学到了一门新的语言。希望所有来学习的学生都可以快乐的学习以及

获得比我更丰富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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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研究生入学

01 大学申请说明

02 大学院入学说明

03 备注：本校韩国语课程后申请入学者可以查看最初提交的材料原件，如内容没有变动入学
相关部门可根据情况减少需要准备的材料。 

A. 一般大学院

前期 后期

入学时间 3月 9月

申请时间 12月 6月

申请资格
完成正规小学，初中，高中12年以上的教育过程并毕业者或者高校预
毕业者，并且韩国语达到指定级别者。 

○ 插班生说明： 关于插班生的相关事项请另行咨询。 
○ 入学相关主页： http://global.donga.ac.kr

※ 咨询电话： 82-051-200-1493.contact@donga.ac,kr

前期 后期

入学时间 3月 9月

申请时间 12月 6月

申请资格

硕士学位过程
国内或者国外四年制大学取得学位者或者预备取得学位者， 韩国语或
者英语使用能力到达规定水平以上。 

博士学位过程
国内或者国外正规的大学院（研究生院）取得硕士学位者，或者预备取
得学位者。 韩国语或者英语能力达到规定的水平以上者。 

○ 专门大学院（法学专门大学院， 经营大学院， 国际专门大学院 等）请另行咨询各大学院
○ 入学相关主页： http://global.donga.ac.kr

※ 咨询电话: +82-51-200-1493.  contact@donga.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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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 +82-51-200-6446

○ 脸书（facebook） : +82-51-200-1494

○ kakaotalk : dongakorean

○ 地址 :

(600-074) 부산광역시 중구 대청로30-1, 동아대학교 석당글로벌하우스 

(600-074) Dong-A University Seokdang Global House, 30-1, Daecheng-ro, 

Jung-gu, Busan, South Korea

○ http://www.donga.ac.kr (东亚大学) 

○ http://global.donga.ac.kr (东亚大学 国际交流处)

○ E-mail : koreanedu@donga.ac.kr 

咨询 ：东亚大学国际交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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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

○ 法务部 通告 21个国家

    中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越南，泰国，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印

     度，缅甸，尼泊尔，伊朗，乌兹别克斯坦，卡扎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加纳，埃

     及，秘鲁

○ 结核高危险国家

    尼泊尔, 东帝汶, 俄罗斯, 马来西亚,蒙古，缅甸，孟加拉国, 越南，斯里兰卡，乌兹别

     克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柬埔寨，吉尔吉斯斯坦, 泰国，巴基斯坦，菲

     律宾, 老挝

○ 兼职（Part-time jobs）

    依照大韩民国出入境管理法满足以下条件的D-4（语言研修生签证）的所持者可以进

     行兼职。（2018年10月之后）

     - 最初6个月内不允许兼职

     - (最少6个月以后)全部学期出勤率达到90%以上的情况

     - (最少6个月以后)拿到韩语等级2级证书者

     注意，在未取得韩语能力的情况时，公休日和放假期间对兼职没有限制。无论是

     否在学，兼职时间应在规定时间的1/2之内。

     以上内容是根据相关规定制定的，当出现不同情况时，适情况而定。

○ 上课地点

    在从富民校区徒步5分钟就到达的外国人留学生专用宿舍‘石堂国际馆’进行。新入生

     最初6个月必须住在宿舍，在同一建筑内进行韩语课程。如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上

     课地点也会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