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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大学

   招生单位(新入学)     招生专业

建筑工学部(4年制)

建设环境工学

音乐学院

声乐

经济金融学院 经济金融学 人文社会

人文科学学院

国语国文学

人文社会

舞蹈学 艺术
韩国舞蹈,现代舞蹈,芭蕾

(入学后不可变更专业)

首尔校区（韩文课程）

学院 学系/学科
系别

（学费标准）
专业

工科学院

建筑学部(5年制》

工科

※不招插班

产业工学

未来汽车工学 ※该专业进行附加审核

原子能工学

化学工学

生命工学

新材料工学部

计算机软件工学部 ※该专业进行附加审核

信息系统学

电气生体工学部 电气工学,生物医学工程（入学后不可变更专业)

城市工学

资源环境工学

融合电子工学部 ※该专业进行附加审核

中文系 ※中国籍的学生不可参加大二第二学期的实地教学项目

英语英文学

德语德文学

有机纳米工学

能源工学 ※该专业进行附加审核

机械工学部

历史学

哲学

社会科学学院

政治外交学

人文社会
社会学科

媒体通讯学 只能作为第一志慰申请(第二志愿不可申请)

旅游学

自然科学学院

数学

理科体育
物理学

化学

生命科学

政策科学学院
政策学

人文社会 ※该专业进行附加审核
行政学

生活科学学院

服装学

理科体育食品营养学

室内建筑设计学

经营学院
经营学

人文社会
只能作为第一志慰申请(第二志愿不可申请)

金融经营学 ※该专业进行附加审核

音乐

作曲

钢琴

管弦乐

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巴松管,

萨克斯管,号角,小号,次中音长号,低音长号,大号,打击乐

(入学后不可变更专业)

民乐

伽椰琴,玄鹤琴,笛子,大笛,溪琴,牙筝,打击乐,正歌,盘索里,京西道,

作曲,理论

(入学后不可变更专业)

体育产业科学部 理科体育
新入:  体育管理学,体育科学(入学后不可变更专业)

插班:  体育学,运动产业学(入学后不可变更专业)

话剧电影学 艺术
电影(导演),戏剧演出(编导),表演(演技)

(入学后不可变更专业)
艺术体育学院



汉阳大学

国际学部

不招插班生

机械工学部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不招插班生

学院 学系/学科

※汉阳大学首尔校区提供英语授课课程。申请英语授课课程的学生必须提交标准英语成绩。

新材料工学部 Sustainable Materials Engineering

※以上所有专业外国学生都可以进行申请。

※每个招生专业会根据系内部需求有所变动,网上申请时请务必确认申请专业。

※外国留学生录取之后无法转专业如需要变更专业时,需重新申请入学,所以选专业时请务必慎重考虑。

[首尔校区-英语课程]

国际学部 人文社会 International Studies

数据科学学部 Data Science 不招插班生

经营学院 经营学部 人文社会 Global Management 不招插班生

学系

（学费标准）
专业 备注

工科学院

融合电子工学部

工科

Electronic Engineering 不招插班生

   招生单位(新入学)     申请资格

<申请资格相关注意事项>

     ※ 提交与申请资格有关的虚假材料时,即使被录取也会被取洎入学资格。

     ※ 在材料审查过程中,如有必要,要求附加材料,则需提交相应的材料。必要时,可个别联系报名者。联系方式不对或者因联系不到

申请者而产生的不利影响,是申请者本人的责任。

     ※ 对于预毕业生,如果在预毕业证明书上注明的毕业日期未能毕业,即使被录取也将会取消入学。

1.与国籍有关的注意事项

甲. 父母或本人中具有韩国国籍的多重国籍者不认可为外国人,不得申请外国人入学项目。确认为多重国籍者时,合格后也将取消入学

资格。

乙. 与家庭关系有关的下列特殊情况(离婚/再婚/未婚/死亡/失踪/获得韩国国籍等),必须提交与此相关的证明材料。如,离婚证明、亲

属关系证明、未婚证明、死亡证明、失踪证明、获得韩国国籍的证明等。

     ※ 父或母与韩国国籍者再婚时,必须要提交与父或母再婚的韩国国籍配偶的亲属关系证明书。

丙. 家庭关系变动相关的认定期间

     ※ 本科新入仅限于高中入学前离婚,收养的情况

     ※ 本科插班:仅限以网站申请开始日为准满3年以前离婚,领养的情况

2.学历相关注意事项

甲. 不认可海外家庭学校网络学习,成人教育韩国鉴定考试等学历。

乙. 中国5年一贯制学校的学生不能申请首尔校区。

类型 申请资格

新生

1. 国籍: 父母及本人为非韩国国籍的外国人。

     ※ 高中入学前本人及父母均取得外国国籍者则被认定为外国人。

     ※ 高中入学前多重国籍者本人及父母均失去韩国国籍时被认定为外国人。

2. 学历: 高中毕业生或者预毕业生。

插班

1.国籍: 父母及本人为非韩国国籍的外国人。

     ※ 以网上申请开始日为准,三年前本人与父母均取得外国国籍时被认定为外国人。

     ※ 多重国籍者以网上申请开始日为准,三年前本人与父母均失去韩国国籍时被认定为外国人。

2.学历: 在国内外4年制大学读完2年(4个学期不包括假期课程)以上课程,在先前就读大学修满2年以上所有课程并取

得学分者,可以申请本校三年级。

     ※ 专科学历者只有毕业生或预毕业生方可申请。

     ※ 如学生毕业于未获得国家教育部许可的院校,或在先前大学未结业两年的课程的学生则不可申请插班,即使被录

取也将会取消入学。

3.专业: 申请与之前专业相关学科。



汉阳大学

区分 备注

参考合格者指南

参考合格者指南学费汇款到本人虚拟账号

具体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

2022年第二学期(9月入学)

202203.04

2022.03.28~2022.04.20

2022.0617

开学

学费缴纳

新生选课说明会

全体新生说明会及

入学典礼

合格者发表

在线韩国语考试

公布招生指南

网上申请

及提交材料

另行通知

2022年7月(预计)

各学科另行安排

(学科另行通知)

2022.08.26(预计)

2022.0901

   招生单位(新入学)     申请材料

2

11
英文成绩单

(TOEFL, IELTS)

◆ 有成绩者可以提交。

◆ 英语授课课程申请者必须提交。

       国际学部: TOEFL IBT 89以上,ELTS 6.5以上

       其他英语授课专业:TOEFL IBT80以上,ELTS6.0以上

◆ 来自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以韩国外交部公告为标准)的申请者则不需提交英语成绩单。

◆ 英文成绩有效期应晚于网络申请开始日

12

7 本人及父母护照复印件

<中国国籍申请者>

◆ 必须提交本人及父母的身份证复印件

◆ 提交本人及父母的护照复印件

8

学历查询同意书

及誓约书各一份
打印网上申请书时学历查询同意书会自动打印出来。

3
自我介绍

和学习计划书各一份

本科新生

申请人与父母的

亲属关系证明书

<中国国籍申请者>

◆ 必须提交亲属关系证明(限于2020.91以后开具的韩文或英文翻译公证件)

◆ 提交本人以及父母戶口本复印件(限于201711.以后开具的文件)

9
银行存款证明书原件

(2万美元以上)

◆ 必须提交银行存款证明书。(不可提交存折复印件)

◆ 可提交等值于2万美元的其它货币。(约人民币14万,韩币2,300万等)

◆ 存款证明书上若有显示有效期,存款有效期一定要在入学日以后

(3月入学:2022年3月以后,9月入学:2022年9月以后)

10

达到韩国语标准

有关材料

(TOPIK,汉阳大学国际教

育院结业证书）

◆ 有成绩者可以提交。

◆ 申请英语授课课程者除外。

◆ TOPIK成绩有效期应晚于网络申请开始日

◆ 提交汉阳大学国际教育院结业证书时,必须一起提交韩文版的成绩证明。

※英文或者韩文填写(其他语言填写时请附上翻译本)。

※双重申请者按专业需各提交一份。

4
会考(或高考)成绩单复印

件或者认证书
只适用于中国国籍(持有者)

5 高中毕业(预定)证明书

<中国国籍申请者・普通高中>

◆ 毕业证明书

        ①毕业者:学信网认证书(中国中等教育学历验证报告)打印件

        ②预毕业者:领事认证(韩文或英文)

◆ 高中全年成绩证明书

        领事认证(韩文或英文)

<中国国籍申请者・中专,职业,技术高中>

◆ 毕业证明书二选一

        由学校出具的毕业证明书(需要省教育局的认可与领事认证)

        由省教育局出具的毕业证明书(领事认证)

◆ 高中全年成绩证明书

        领事认证(韩文或英文)

6 高中全学年成绩证明书

顺序 提交材料 备注

1 申请书一份

作品及作品提交确认书

(仅限于必须提交

作品的专业)

◆ 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专业都需要提交作品时,需要准备两个志愿专业的作品

13
失去国籍证明材料

(放弃韩国国籍者提交)

◆ 本人及父母全部放弃(失去)韩国国籍的情况需要提交证明材料。

      ※证明书上需要有失去国籍的内容以及日期。

   招生单位(新入学)     招生日程



汉阳大学

本科插班

顺序 提交材料 备注

1 申请书一份

4
先削就读大学毕业

(在读/预定)证明书

<中国国籍申请者>

◆ 学信网认证书(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打印件

※4年制本科太学在校生必须提交高中毕业证明的学信图认证书(普高)打印件或領事认证(中专,

职业,技术高中)(用为证明最终学历)

5 先前大学成绩证明书

<中国国籍申请者>

◆ 領事认证(韩文或英文)或者学信网在线认证书打印件(英文)

※为进行学分认证,需提交标有全学年成绩及学分的成绩单

※如成绩单上未标记学分则无法进行学分认证

2
学历查询同意书

及誓约书各一份

3
自我介绍和

学习计划书名一份

※英文或者韩文填写(其他语言填写时请附上翻译本)。

※双重申请者按专业需各提交一份。

8
申请人与父母的

亲属关系证明书

<中国国籍申请者>

◆ 必须提交亲属关系证明(限于202091以后开具的韩文或英文翻译公证件)

◆ 必须提交本人以及父母戶口本复印件(限于201711以后开具的文件)

9
银行存款证明书原件

(2万美元以上)

◆ 必须提交银行存款证明书。(不可提交存折复印件)

◆ 可提交等值于2万美元的其它货币。(约人民币14万,韩币2,300万等)

◆ 存款证明书上若有显示有效期,存款有效期一定要在入学日以后

(3月入学:2022年3月以后,9月入学:2022年9月以后)

6
先前大学最终毕业

学分明示材料

◆ 先前就读大学所属专业)毕业已修学分明示的有关材料。(英文)

(可以提交先前就读大字官网上的内容或者先前大字的确认证明)

7 本人及父母护照复印件

<中国国籍申请者>

◆ 必须提交本人及父母的身份证复印件

◆ 提交本人及父母的护照复印件

12
作品及作品提交确认书

限必须提交作品的专业
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专业都需要提交作品时,需要准备两个志愿专业的作品

13
失去国籍证明材料

放弃韩国国籍者提交

◆ 本人及父母全部放弃(失去)韩国国籍的情况需要提交证明材料。

◆ 证明书上需要有失去国籍的内容以及日期。

10 达到韩国语标准有关材料

◆ 有成绩者可以提交

◆ 申请国际学部者除外。

◆ TOPIK成绩有效期应晚于网络申请开始日

◆ 提交汉阳大学国际教育院结业证书时,必须一起提交韩文版的成绩证明。

11

TOPIK

汉阳大学国际教育院

结业证书

英文成绩单

(TOEFLIELTS)

◆ 有成绩者可以提交。

◆ 国际学部申请者必须提交。(TOEFL IBT 9以上,IELTS 6.5以上)

◆ 来自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以韩国外交部公告为标准)的申请者则不需提交英语成绩单。

◆ 英文成绩有效期应晚于网络申请开始日



汉阳大学

   招生单位(新入学)     审核方法

话剧电影学

表演(演技)

戏剧演出(编导)

材料审核+作品审核+技术面试

艺术体育学院

方法2：

    材料审核+作品审核

学院 专业 审核方法

生活科学学院 室内建筑设计学

材料审核+作品审核
音乐学院

声乐   作曲   钢琴

管弦乐   民乐

舞蹈学

话剧电影学

电影(导演)专业

钻石学科(7个专业)

融合电子工学部

计算机软件工学部

能源工学

未来汽车工学

政策学

行政学

金融经营学

材料审核+学科审核

国际学院 国际学部

材料审核+英语面试

工科大学 数据科学部

方法1:

     材料审核(除方法2以外的所有专业)

      ※下面专业除了材料审核以外会有附加审核

学科 专业 审核方法

  作品

   ※ 样式: 自由样式

   ※ 提交: 装订后提交

申请者的作品(Portfolio)是能够展现本人创意及思老过程的最新12-20种作品形象。所选的的作品要体现

关

于创意,好奇心,实验及创作及制作的所有经验。这个过程有可能包括已完成或速写形式的所有媒体工作,也

有可能是课程项目或本人探究的作品结果。

  自我介绍书

   ※ 样式: 自由样式

   ※ 提交: 打印后提交

用韩语填写。最多650个单词。

生活科学学院室内建筑设计学作品提交详细内容

提交材料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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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乐

(声乐方向)

韩国或者自己国家传统音乐中声乐曲中自由选择两首(可以提交影像作品)

     ※ 审核通过后可以录取到相似的韩国传统声乐方向的专业

民乐

(作曲方向)

运用韩国或者自己国家传统乐器三种以上,24小节以上的作品乐谱提交

     ※ 审核通过后可以录取到民乐系作曲方向

民乐

(理论方向)

提交学习计划书(韩语或者英文翻译件)

     ※ 审核通过后可以录取到民乐系理论方向

钢琴

1贝多芬奏鸣曲中快速乐章一首

(One fast movement from any of Beethoven sonatas)

2背邦或者李斯特练习曲中一首

(One etude by F. Chopin or F. Liszt)

3自由曲一首(演奏5分钟以上)

(One work of applicant's choice with the minimum length of 5 minutes)

管弦乐器

(vioin)
自由曲一首 scale中选择一首

管弦乐器

(Percussion)
木琴自由曲一首 Snare drum M. Markovich:The Winner1分钟

管弦乐器

(其它乐器)
自由曲一首

民乐

(器乐方向)

韩国或者自己国家传统乐器演奏曲自由选择一首演奏(可以提交影像作品)

     ※ 审核通过后可以录取到相似的韩国传统乐器方向的专业

声乐（男）

1. Giail sole dal Gange(A.Scarlatti)

2. Vergin,tutto amor(F.Durante)

3.O del mio dolce ardor (C.Gluck)

4. O del mio amato ben(S.Donaudy)

5. Vaghissimasembianza(S. Donaudy)

1. An die Musik(F.Schbert)

2.Die forelle(F.Schubert)

3. Die Post(F.Schubert)

4.Du bist die Ruh(F.Schubert)

5. Die Lotosblume(R.Schumann)

6. Widmung(R.Schumann)

声乐（女）

1. Bel piacere(G.F.Handel)

2. V'adoro Pupille(G.F.Handel)

3. Lungi dal caro bene A.Secchi)

4. La Fioraia Fiorentina(G. Rossini)

5.Sognai(F.Schira)

1. Das Veilchen (W.A. Mozart)

2. Die forelle(F.Schubert)

3. Du bist die Ruh(F.Schubert)

4. Die Lotosblume(R.Schumann)

5. Widmung(R.Schumann)

6.Immer leiser(J.Brahms)

※意大利抒情小调中的一首或者上述意大利歌曲中的一首

※上述德国歌曲中的一首

作曲
1.以韩国传统音乐或者西洋古典音乐的乐法作曲的一部音乐作品乐谱

2.演奏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中快速乐章中的一曲个人视频

音乐学院作品提交详细内容

学科 作品

意大利歌曲 德国歌曲

戏剧演出（编导）

专业

  1. 自我介绍-1分钟以内
可以使用韩国语或母语(使用母语时必须加上韩语字幕)

  ※ 必要事项

  2. 其它有关演出经历材料-自由添加
可附加参与的演出视频及照片资料

  ※ 不是必交

电影

  1. 自我介绍-1分钟以内
可以使用韩国语或母语(使用母语时必须加上韩语字幕

  ※ 必要事项

  2. 提交视频演出作品(10分钟以内)或短

篇电影剧本(10分钟以内)

演出视频可以使用韩国语/母语(使用母语时必须加上韩语字幕)

  ※ 短篇电影剧本必须使用韩国语

艺术体育学院话剧电影学作品提交详细内容

专业 项目 备注

表演（演技）

专业

  1. 自我介绍-1分钟以内
可以使用韩国语或母语(使用母语时必须加上韩语字幕)

  ※ 必要事项

  2. 自由表演-3分钟以内
可以使用韩国语或母语(使用母语时必须加上韩语字幕)

  ※ 必要事项

  3. 特长-3分钟以内
有关表演艺术特长

  ※ 不是必交

  4. 其它有关表演经历材料-自由添加
可附加表演过的演出,电影,电视剧等视频资料及照片资料

  ※ 不是必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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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单位(新入学)     韩国语标准

3.汉阳大学在线韩国语考试合格者
为达到韩国语标准而被录取的学生如果通过本校在线韩国语考

试时,将被处理为达到韩国语标准

<免除韩国语标准对象>

◆ 本科英语授课申请者

※ 获得大韩民国政府邀请奖学金(KGSP)的学生,依据国立国际教育院((NIIED)的韩语入学规定。

韩国语达标与否和录取结果完全无关。但是,如果录取后韩国语没有达到本校入学标准时,需要休学后(休学期间可参考本校休学规定)

在本校国际教育院或者其他学校语学院进行韩国语学习。达到本校韩国语标准时,在复学申请期间内办理复学手续后可以开始学位课

程。

满足下面的语言能力资格（韩国语标准）之一

本校韩国语标准 备注

1.韩国语能力考试(TOP|K)4级以上持有者

2.汉阳大学国际教育院4级结业以上者

   招生单位(新入学)     学费

工科 5455000 349000 工科学院

艺术 5467000 349000 艺术体育学院(话剧电影学,舞蹈学)

音乐 6129000 349000 音乐学院

类别 学费 入学金 类别区分

人文社会 4138000 349000 人文科学学院,社会科学学科,经济金融学院,经营学院,国际学部,政策科学学院

理科·体育 4820000 349000 自然科学学院,生活科学学院,艺术体育学院(体育产业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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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TOPIK成绩优秀奖学金

本科英语成绩优秀奖学金

本科：汉阳国际奖学金

符合要求者中选拔

（无需申请）

 -奖学金适用期限:只限第一学期

本科汉阳大学国际教育院奖学金

支付给新生当中结业于本校的国际教育院者（仅限在网上申请期间内提交结业证书的学生）

 -奖学金额

内容

国际教育学院5级结业者：减免学费的50%

国际教育学院6级结业者：减免学费的100%

 -奖学金适用期限:只限第一学期

本科新生若成为奖学金重复授予者，学生将获得优惠最好的奖学金

（不能重复授予）

奖学金名称以及内容 申请时期

本科新生当中书面评价或者作品成绩优秀者，以“综合评价”方式选拨

奖学金金额：通过综合审核，一次按照100%，70%，50%比例减免学费

额度 奖学金减免

HISP 100% 入学金100%，学费100%减免

HISP 70% 学费70%减免

HISP 30% 学费50%减免

※ 奖学金试用期间:正规在读期间(本科:新入生8个学期/插班生4个学期)

※ 奖学金维持条件:保持每学期GPA2.0以上

※ 奖学金根据授予人员每学期会有变动

支付给新生当中语言成绩优秀者

（TOEFL IBT 90分以上IELTS6.5以上，仅限在网上申请期间内提交语言成绩证明的学生）

-奖学金金额：减免学费的30%

奖学金适用期限：只限第一学期

※ 母语为英语的学生提交TOEFL以及IELTS成绩申请无效

支付给新生中TOPIK成绩优秀者

（仅限在网上申请期间内提交TOPIK成绩证明的学生）

 -奖学金额

内容

TOPIK5级持有者：减免学费的50%

TOPIK6级持有者：减免学费的100%

   招生单位(新入学)     本科新生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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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单位(新入学)     在读生奖学金

※奖学金中包含考试报名费

3. 提交材料:TOPIK成绩单

※根据校内奖学金规定变动,在读生奖学金制度会有所改变,请再参考国际处官网公告。

汉阳优秀奖学金（HIEA）

TOPIK奖学金

年级

1,2年级

34年级

1.申请资格

①入学后取得TOP|K成绩的首尔校区学位课程的外国学生。

②休学生,预毕业生,本科课程学业延长者以及大学院生结业者不能申请该奖学金。

③与校内奖学金可以重复。

每个学期内(包括假期)取得

的TOPIK成绩中挑选最高

的等级申请该奖学金

2019年7月1日开始,无法

查询并打印已过期的成绩

单,因此务必在有效期限

内打印出TOPIK成绩单

备注
奖学金额

(韩元)
基准 在学期间可申请次数

50万

5级以上

(5级/6级)

最多2次

※但,在以下情况不可申请奖学金

1)不能以同等的等级重复申请该奖学金

2)取得TOP|K6级后申请第一回奖学金的学生,不

可再申请第二回

30万

奖学金名称以及内容 申请时期

在汉阳大学就读中的外国留学生中，根据学业成绩及学校生活，给予一定奖学金

  ◆ 前一学期平均分（GPA）本科3.0以上，同时持有有效的TOPIK证书（级数无关）和已加入保险的学生

  ◆ 通过材料审核根据排名一次按照100%，70%，50%，30%的比例减免学费。

  ◆ 奖学金试用期间：仅限一学期

  ◆ 需提交材料：每学期初（3月.9月）在国际处网站通知

2.适用基准 学期中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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