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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请资格
区分 资格

国籍 Ÿ 父母与申请者本人均持有外国国籍(以入学申请最后一天为基准)

 * 持有韩国国籍的双重国籍者，无国籍者均不可以申请

学历

新入学·

插班共同 在国内外或国外高中毕业者或预毕业者

插班(2年级)
在国内外四年制正规大学完成一年以上学业（包括本学期预完成者）的学生, 或专科
大学毕业生（包括本学期预定完成）或在国内外正规大学及专科大学预毕业生

插班(3年级)
在国内外四年制正规大学完成两年以上学业 (包括预完成者) 的学生, 或专科大学毕
业生(包括预毕业生)，在韩国内外正规大学及专科大学预毕业生

语言能力

Ÿ 至少符合以下条件中任意一条
  1) 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３级及以上者（体育、美术专业生-需2级及以上）

     ※ 仅认证2021年3月以后取得的TOPIK成绩
  2) 世宗学堂中级2级以上结业者
  3) CU-TOPIK（朝鲜大学组织的校内考试）考试通过者（难度相当于TOPIK3级）

  

▶ 从韩国所在的大学插班时，符合下列一项的人不可插班
‣ 因违反「出入境管理法」第18条（外国人雇用限制）而得到通报处理的申请人
‣ 所在学校的修学期间和变更后的学校的修学预计期间合计后，超过该学位课程最长滞留时间的申请者
   *(专科)入学后3年(2年制专科)、或者4年(3年制专科)、(本科)入学后6年，(硕士)入学后5年、(博士)入学

后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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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生·插班生招生单位
  가. 招生单位不包括，医·牙·药学科, 未来社会融合学院, 师范学院, 军事学部以及一部分学科.
  나. 根据入学人员调整等原因招生单位可进行相应变动
  다. 请在仔细确认各学科的入学条件后申请。

单科大学 学科 其它必需条件

国际人文大
学

1 国语国文学部（1+3） 2 国语国文专业 *只能新入学或者插班2年级
3 古典翻译专业

4 英语英文学系
5 历史文化学系
6 文艺创作学系 
7 日语系

8 亚洲语言文化学部（1+3）
9 阿拉伯语专业
10 中国语文化专业
11 哲学专业

12 欧洲语言文化学部（1+3）
13 德语文化专业
14 俄语系 
15 西班牙语专业

 16 国际商务和交流系

 17 k-文化演出企划系

自然科学
公共卫生
安全学院

 18 计算机统计学系 

 19 化学系 

 20 生命科学系

 21 医生命科学系

 22 融合数理科学部 *只能新入学或者插班2年级
 23 食品营养学系

 24 警察行政学系

 25 心理咨询学系

 26 语言治疗学系

 27 作业治疗学系

 28 消防与灾害管理系

法 社会学院  29 法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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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科大学 学科 其它必需条件

 30 公共人才法务学系

 31 行政福利学部（1+3） 32 行政学
33 社会福利学 

 34 政治外交学系

 35 新闻传播学系

经贸管理学
院

36 经营学部

37 经济学系

38 贸易学系

工科学院

 39 土木工程学系 

 40 建筑工程学系 ●
 41 建筑学系（5年制） 需要提交作品集/只能插班生

42 机械工程学系

 43 智能移动融合系统工程学
部 （1+3）

44 航空与宇宙工程专业
45 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
46 汽车工程专业

 47 生命化学工程学系 ●
 48 新材料工程系 

 49 产业工程学系 ●

 50 电气工程学系

 51 光技术工程学系 ●
 52 环境工程学系

 53 核能源工程学系

 54 焊接接合科学工程学系

 55 尖端能源工程系

IT融合学院

电子工程学部
56 电子工程专业
57 智能IOT专业

58 计算机工程学系

59 人工智能工程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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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示"●"的招生单位是工学教育认证参与学科
* 学科名和专业名可能会变更。
* 各学科专业科目及听课相关信息可在本校网站上可确认。
  ※ 网址：https://www3.chosun.ac.kr/eng/index.do
* 各学科的报名资格及必要条件可能有所不同。 
* 美术体育大学的情况，毕业作品展示在每年下半年进行，因此下半年新生·插班生的毕业时间可能会有所
不同。
* (1+3)标记指的是本科1年级入学后，从2年级开始会分具体专业的本科专业。

单科大学 学科 其它必需条件

信息通信工程学部
 60 信息通信工程专业 ●
61 信息保安专业

美术
体育
学院

62 绘画学部
63 西洋画专业 作品集，研究计划书

 64 韩国画专业 作品集，研究计划书

65 文化产品学部
66 现代造型媒体专业 作品集

 67 视觉文化策划专业
 68 家具・陶瓷设计专业 作品集

69 生活方式设计学部
 70 室内设计专业 作品集
 71 纺织・服装设计专业 作品集

72 视觉设计系

73 设计工程系

74 漫画・动画系 作品集

75 体育系

76 体育产业系

77 跆拳道系 品/段位证 优先

78 表演艺术舞蹈系 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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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交材料
  가. 共同文件(○: 共同提交, ∆: 仅符合者提交)
  나. 请将文件按顺序整理之后提交

  

编
号

区分
新
入

插
班

备注

1 入学申请书 ○ ○

1. 朝鲜大学官网 “在线申请”
http://eng.chosun.ac.kr → Admission → Apply

2. 线上申请的材料必须提交打印版本!

2 自我介绍书 ○ ○

3 学习计划书 ○ ○

4 个人情报使用提供同意书 ○ ○

5 护照照片3张 (白色背景) ○ ○ ∙照片尺寸: 3.5Cm X 4.5Cm

6 本人及父母身份证复印件 ○ ○
∙申请者及父母护照复印件各1份
∙没有护照时需要提交该国家发行的身份证复印件或
者大韩民国发行的外国人登录事实证明书原件

7 亲属关系证明材料 (▶ 4-바 参考) ○ ○

★提交预毕业证明书的申请者在合格录取之后补交毕
业证明书于朝鲜大学国际交流部办公室

★最终学历认证材料原件（学位证明）
  - APOSTILLE公证, 在外公馆领事认证原件
  - 学历认证报告书(中国)
★使用韩语或者英语以外的语言所填写的文件需要追

加提交韩语或者英语的翻译公证本
★必须参考留意事项与最终认证材料 [p6]

8
高中毕业（预毕业）证明书
(韩语或者英文）

○ ○

9 高中成绩表(韩语或者英文） ○

10
大学毕业（预毕业，结业）证明书
(韩语或者英文）

○

11
大学全过程的成绩表(韩语或者英文）
  * 必须标注学分以及百分比换算

○

12 最终学历认证材料原件以及复印件 
▶ 3-마 参考(很重要 ★★★★) ○ ○

13
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3级以上成绩表，
或世宗学堂中级2以上结业证明书,
CU-TOPIK合格者

○ ○ ∙语学材料标准: 只认证2021年3月以后取得的成绩
∙CU-TOPIK：计划于2022年12月实施

14 $20,000美元以上本人名义的存款证明 ○ ○
∙不是本人名义时，可提交父母名义证明书
∙ 提交存款证明原件
∙ 以申请期间最后一天为准30天及以内开具的材料

15 TOPIK考试准考证 ∆ ∆
∙只认证截止到第85届TOPIK成绩单(12月15日发表)
∙提交TOPIK成绩单并确认后，承认最终录取

16 父母的在职证明及收入证明 ∆ ∆
∙仅限第14项里提交父母名义存款证明的申请者
★使用韩语或者英语以外的语言所填写的文件需要追
加提交韩语或者英语的翻译公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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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다. 并须追加相关专业的补充材料

相关专业 材料 新·插班生

美术相关的专业 ∙画册作品集A4尺寸10张
  *美术大学绘画学科须追加提交作品研究计划书

○
建筑系5年制申请者  

  
라. 韩国内申请者追加材料

 
 
 마. 最终学历认证材料(很重要★★★★) 【请参考附件1】

   

区分 新·插班生 备注

韩语语言研修结业证、成绩单 ○

外国人登录证前后、复印件 ○

滞留地址证明

宿舍入住者 ∙本校宿舍

宿舍外居住者 ○
∙提交他人名义的房屋合同时须追加提交以下材料
-一份住址提供确认书,一份签约人身份证正反两面复印件

1) 最终学校所在地不是中国，是其他国家时须在以下 가), 나) 中，二选一提交

 가) 获得官方(Apostille) 确认的学历认证材料
 나) 获得毕业学校所在国家的韩国领事或韩国内毕业学校所对应国家领事所确认的学历证明材料

2) 最终学校所在地为中国时，以下二选一提交

    普通高中毕业证

※ 以下两所机构发行的材料
-中国全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咨询以及就业指导中心【(CHSI)学信网】
http://www.chsi.com.cn/
- 首尔孔子学院【CDGDC(学位网)】 
http://cdgdc.edu.cn/ 02-554-2688

中等职业学校
（中专毕业者，职业，技术）毕业者

※ 仅限于学历认证机关毕业者
“毕业学校发行的毕业证明书->省教育厅盖章-> 韩国驻中国领事认证”
最终完成学历（毕业证明书）认证公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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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바. 亲属关系认证材料说明★

 
  ※材料提交时留意事项
  1) 遵循材料原件提交的原则, 当发生无法提交原件的情况时须提交经过公证后的材料
  2) 不是用韩语或者英语填写的材料必须提交与经过公证的韩语（或英语）翻译本一同
  3) 自我介绍书和学业计划书必须用韩语书写
  4) 除明示的提交材料以外，可能会请求追加提交与申请资格相关的事实确认所需的证明材料
  5) 提交的材料一律概不退还 

4. 申请书投递
  가. 在线填写 : http://eng.chosun.ac.kr → Admission → Apply →

 填写“2023-1st(Spring) 학부 외국인 특별전형 신청서”
  나. 在线申请后打印申请材料，并与其它材料一起邮寄投递 
  다. 申请期间 : 2022. 11. 7.(周一) ~ 12. 2.(周五) 在线申请
  라. 投递方法 : 邮件(一般邮件或者国际邮件) 投递或者访问接 收(*在线申请后请一定要邮寄提交)
               (2022. 12. 9.(周五) 17:00截止，邮件一定要到达国际协力部) 
  마. 地址
    1) 광주광역시 동구 조선대 5길 9 조선대학교 국제관 1층 국제협력팀 학부, 담당 

[邮编号码 61452 / 联系电话 062) 230-6495]
    2) Undergraduate Application, 1st floor, 9, Chosundae 5-gil, Dong-gu, Gwangju, Rep. of 

Korea, 61452 [Postal code 61452 / Tel. 062) 230-6495]

<中国> 户口本 – 户口分开的情况，亲属关系证明书，死亡确认书， 离婚证明书等须追加提交
 * 父母死亡或者离婚的情况，需要提交死亡证明或者离婚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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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录取说明
  가. 材料审查: 将在综合评价入学申请书,自我介绍书,学业计划书,最终学校成绩,修学能力,财政能力以及

韩语能力(包括韩语面试)等后决定录取者
  나. 但是根据招生单位可能追加进行单独的环节
  다. 录取日程

* 根据学校日程，录取日程可能会有所变动
* 请随时确认学校官网通知以及申请书上填写的邮箱
* 因联系方式记载错误或不及时确认通知等原因导致联系不到而不能参加面试时，将进行面试不合格处
  理，并且由学生本人承担所有责任

日程 日期 备注

线上填写入学
申请书

2022. 11. 07.(周一) ~　
2022. 12. 02.(周五)

1. 在朝鲜大学校内英语首页在线申请
  http://eng.chosun.ac.kr→ Admission → Apply 
2. 在线申请材料打印后与其它材料一起邮寄提交

3. 如不按时把线上申请书材料打印提交到国际交流部，将给予申请
不及格处理邮寄提交材料 ~ 2022. 12. 09(周五) 

材料审查 ~ 2022. 12. 23(周五)

面试审查
2022. 12. 26(월). ~ 
2022. 12. 30.(周五)

(会有变动) 

∙具体面试日期，将在本校官网和电子邮件单独通知
∙韩国国内申请者: 以直接面试或者电话面试进行
* 海外申请者: 以电话面试或视频面试进行
* 日期与时间将于邮箱或电话通知
※ 进行电话面试或视频面试时，3次以上联系不到的话将作缺席处理

合格者发表 2023. 01. 04.(수) (预定)
∙ 海外申请者得到出入境签发的签证时，视为最终合格
∙ 将在校内英语网站上公示及向个人发送邮件通知
  http://eng.chosun.ac.kr/ → Community → Notice
∙合格者确认以及日程确认由个人负责

学费缴纳
2023. 01.16(周一) ~ 
2023. 01.20(周五)

∙必须在指定时间内向指定银行账户汇款,逾期将取消入学资格
∙录取通知书将邮寄到材料上所记载的地址

开学 2023. 03. 02(周四) ∙开学前将进行新生教育会(签证说明, 选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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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学费及奖学金
  가. 学费

  

各院系（学科）或系别 入学金 课程费

人文类，社会类，新闻放送系 0 2,864,000

自然科学类，视觉文化类，体育类 0 3,352,000

工科类、IT融合院、美术类 0 3,839,000

   *奖学金和学费根据本校入学事项也可能会发生变化
                             * 新生和插班生及在校生一律不能分期付款缴纳学费

  나. 学费每学期都要进行缴纳，新生和插班生根据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级数决定要缴纳的学费金额
  다. 外国人新生·插班生奖学金制度现状 (新生及插班生入学第一个学期)

  

奖学金种类 奖学生标准 优惠

外国人优秀奖学金1类 TOPIK 5级及以上 全额学费减免

外国人优秀奖学金2类 TOPIK 4级 学费 1/2 减免

外国人优秀奖学金3类 TOPIK 3级 学费 1/3 减免

  라. 第二学期开始将按照前一学期成绩(G.P.A)来决定学费金额
  마. 在校生奖学金制度

  

奖学金种类 奖学生标准 优惠

外国人优秀奖学金1类 前一学期学分绩点4.2及以上 全额学费减免

外国人优秀奖学金2类 前一学期学分绩点3.8及以上，未满4.2 学费 1/2 减免

外国人优秀奖学金3类 前一学期学分绩点3.5及以上，未满3.8 学费 1/3 减免

外国人优秀奖学金4类 前一学期学分绩点3.0及以上，未满3.5 学费 1/4 减免

  바. 未毕业者（超过正规学期数的在校生）不给予奖学金
    * 未毕业：新入生为8学期以后, 2学年插班生6学期以后, 3学年插班生为4个学期以后也未毕业的。
      但，建筑系5年制专业的正规学期的标准为10学期

사. 未毕业者（超过正规学期的在校生*）不能拿到成绩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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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宿舍
  가. 申请资格：新生均可全员入住, 在校生只有在宿舍有空位时方可入住
  나. 生活馆费用

  

区分
住宿费用

备注
宿舍费(1学期) 房间类型

白鹤宿舍
708,000韩元 2人室 

公共卫生间和浴室
1,062,000韩元 1人间

国际家园
832,000韩元 2人室

各房间内含独立卫生间和浴室
1,248,000韩元 1人间

绿色家园(男) 707,000韩元 2人室 各房间内含独立卫生间和浴室

绿色家园(女) 636,000韩元 2人室 公共卫生间和浴室

   * 可申请2人间单独使用，需要缴纳2人间单人费用的2倍金额

   다. 基本设施: 单人床(附带抽屉)、书桌(含书架)、椅子、衣柜、网线、床罩、窗帘等
    * 被子和枕头要个人准备, 禁止携带的物品请参考宿舍网站
    * 只有绿色家园有单独做饭的厨房，白鹤宿舍及国际家园宿舍有校内食堂，不能做饭
   라. 个人需要准备的物品参考: ★被褥、枕头、床单、衣挂、洗漱用品等
   마. 便利设施: 信息检索室、体力锻炼室、读书室、会议室等
   바. 留意事项
    1) 上面的宿舍费是2022年第2学期的标准，根据本校入学事项也可能会发生变化
    2) 在宿舍里曾经受到处分的学生或者休学生不能申请住宿
    3) 所有住宿生必须接收健康体检，携带传染病疾病类的同学将规劝回国
    4) 其他详细咨询事项请咨询宿舍网站及各宿舍行政室
      网站:https://dorm.chosun.ac.kr/dorm/index.do
      联系方式:062)608-5963 (白鹤宿舍), 062)608-5155~6 (国际家园), 062)608-5001(绿色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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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科信息
  가. 授课年限: 4年(1年2学期，总8学期)

  

1学期 3月 2日 ~ 6月末 暑假 6月末 ~ 8月末

2学期 9月 1日 ~ 12月末 寒假 12月末 ~ 2月末

 
 나. 毕业所需学分

  

区分 所需学分

一般学科 130学分

法社会学院-法学科, IT融合学院 140学分

建筑学科建筑学专业(5年制) 160学分

   *其他学科及专业相关内容请参考学校官网
  
다. 选课

  

第一学期(3月) 第二学期(9月) 备注

选课时间 2月末 8月末
官网通知

选课修改时间 3月初第1周 9月初第1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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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申请者留意事项
  1. 不能同时申请两个以上招生专业
  2. 持有双重国籍、无国籍者, 不予承认是外国人
  3. 如申请材料上的姓名有不同时, 须附加所属国法院证明文件, 证明是同一个人
  4. 如发现造假变更文件, 或以不正当方法被录取时，将取消其合格录取资格
  5. 新(插班)生入学后, 除了学校规定的情况之外, 第一学期不得休学
  6. 提交材料以后，不得更改报名单位及学科专业(转系在入学1年后方可申请)
  7. 提交的材料一律不予退还
  8. 缴纳学费后如出现放弃并退回学费时汇款手续费由申请人承担
  9. 招生简章上没有提示的事项, 经由本校制定后施行
  10. 未持有TOPIK成绩时，仅限申请了第85届TOPIK考试的申请者可以申请,提前提交申请书的申请者在

成绩发表后必须立即提交成绩单.(第85届TOPIK成绩表可通过邮件提交,未提交成绩时录取不合格) 
  11. 韩国内申请者中未持有TOPIK成绩时,须参与朝鲜大学组织的 CU-TOPIK考试，CU-TOPIK3级 70

分以上可获得认证
12. 根据韩国法务部及教育部的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对策, 招生计划也可能会变更

  13. 确保联系方式(邮箱，电话号码，地址等)的准确性，因未正确填写联系方式或拒绝联系等原因导致
不能收到通知的，一切责任由学生本人自己承担

  14. 入学后，为了取得学位必须具备TOPIK5级等语言成绩
  15. 所有的外国人从2021年3月起都必须加入到韩国国民健康保险
  16. 本招生简章由韩、英、中文三版本组成, 所列行目内容不同时, 以韩语版为准

¦ 咨询

  Ÿ Tel: +82-062-230-6495 // Ÿ Fax: +82-62-608-5229 // Ÿbobae@chosun.ac.kr 

¦ 地址

   Ÿ 광주광역시 동구 조선대5길9 조선대학교 국제관 1층 국제협력팀 학부 담당（本科负责老师）
  Ÿ Undergraduate Application, 1st floor, 9, Chosundae 5-gil, Dong-gu, Gwangju, Rep. of 

Korea, 6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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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最终学历认证材料(重要★★★★) 

1)  最终学校所在地为除中国以外时
가. 海牙认证(Apostille)公约成员国 : 提交得到Apostille确认的学历认证的文件
○ 海牙认证(Apostille) : 公约成员国之间废除对外国公文认证要求的公约
(Hague Convention Abolishing the Requirement of Legalisation for Foreign Public Documents)
○ Apostille公约成员国

지역 국가/지역

아시아, 
대양주

호주, 중국 일부(마카오, 홍콩), 한국, 일본, 뉴질랜드, 브루나이, 몽골, 쿡 제도, 피지, 인도, 
마셜군도, 모리셔스, 바누아투, 사모아, 통가, 니우에, 타지키스탄, 팔라우, 필리핀, 싱가포르, 
인도네시아

유럽

알바니아, 오스트리아, 벨라루스, 벨기에, 보스니아-헤르체코비나, 불가리아, 크로아티아, 키프로스, 
체코, 덴마크, 에스토니아, 핀란드, 프랑스, 조지아, 독일, 몰타, 그리스, 헝가리, 아이슬란드, 
아일랜드, 이탈리아, 라트비아, 리투아니아, 룩셈부르크, 모나코, 몬테네그로, 네덜란드, 노르웨이, 
폴란드, 포르투갈, 러시아, 루마니아, 세르비아, 슬로바키아, 슬로베니아, 스페인, 스웨덴, 스위스, 
터키, 키르키즈스탄, 마케도니아, 우크라이나, 영국, 안도라, 아르메니아, 아제르바이잔, 몰도바, 
리히텐슈타인, 산마리노, 카자흐스탄, 우즈베키스탄, 코소보

북미 미국

중남미
아르헨티나, 멕시코, 파나마, 수리남, 베네수엘라, 엔티가바부다, 바하마, 바베이도스, 벨리즈, 
콜롬비아, 도미니카연방,도미니카공화국, 에콰도르, 엘살바도르, 그라나다, 온두라스, 세인트빈센트, 
페루, 트리니다드토바고, 세인트루시아, 세인트키츠네비스, 코스타리카, 우루과이, 니카라과, 
파라과이, 브라질, 칠레, 과테말라, 볼리비아, 가이아나, 자메이카

아프리카 남아프리카공화국, 보츠와나, 브룬디, 레소토, 라이베리아, 나미비아, 상투메프린시페, 스와질랜드, 
말라위, 카보베르데, 세이셸

중동 오만, 이스라엘, 바레인, 모로코, 튀니지

나. 公约未加入国 : 得到毕业学校所在国家的韩国领事或韩国国内毕业学校所在的国家领事确认的学历认证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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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终学校所在地为中国时
 가. 普通高级中学毕业者

○ 下面中国教育部主管学历/学位认证中心开具的认证
中国教育部运营学历/学位认证中心，以下两处颁发的认证书 
中国全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CHSI学信网) http://www.chsi.com.cn/ 
首尔孔子学院(CDGDC学位网) http://cdgdc.edu.cn/  02-554-2688

 나. 中等职业学校（中专、职高、技校等）毕业者
○  对于未能发放学位等认证报告书的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仅限于学历认证机关的毕业生),请根据以下

标准提交审查资料。
区分 审查标准 备注

中等
职业
学校

보통중등전문학교
(普通中专)  
Regular 

Specialized 
Secondary Schools

① 线上发行
 ⅰ) 该地方教育局发行的毕业证明书*:需要得到驻中韩国领事

馆的确认
    * 仅认证可在网上确认真伪的情况
② 线下发行（必须提交"学校信息确认书"（参考附件2）））
 ⅰ) 该地方教育局发行的毕业证明书: 需要得到驻中韩国领事

馆的确认
 ⅱ) 该学校自行发行的毕业证明书:需要得到省教育厅
   （市教育局）+驻中韩国领事馆的确认

二
选
一

직업고등학교
(职业高中)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성인중등전문학교
(成人中专)

Adult Specialized
Secondary Schools

기술공업학교
(技工学校)

  Skilled Workers 
Schools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方网站 (http://www.mohrss.gov.cn/)
- 在线查询件 + 韩国驻中国领事馆的确认
 * 仅认证可在网上确认真伪的情况

기타 고졸학력 인정 학교
其他高中毕业认证学校

该学校自行发行的毕业证书 + 韩国驻中国领事馆的确认 
※ 必须提交建校许可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学校办学许

可证的复印件(只是认证学历教育课程时所需,无需提交公证
本)。

http://www.chsi.com.cn/
http://cdgdc.edu.cn/
http://www.mohrs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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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학교 정보 확인서 学校信息确认书

유 학 생

인적사항

留学生

个人信息

성   명
姓   名

생년월일
出生日期

국   적
国   籍

여권번호
护照号码

진학 예정 대학
拟入学大学名称

전공명
专业名称

전화번호
联系电话

e-mail
电子邮箱

학교정보

学校信息

졸업학교명
(졸업일)

毕业学校名称
（毕业日期）

                      (졸업일 毕业日期 :2022.  .  .)

학교유형
学校类型

보통중등전문학교 普通中专(  ) 

성인중등전문학교 成人中专(  ) 

직업고등학교 职业高中(  )

기타 其他(  ) 

교육과정
教育种类

고등학교 학력과정 高中阶段学历教育 (     ) 

고등학교 비학력과정 高中阶段非学历教育 (      )

※ 비학력 과정의 경우 유학비자 발급 불가 非学历教育学生不能获得韩国留学签证

소재지
学校地址

전화번호
学校电话

홈페이지
学校官网

교 직 원

연락정보

教职工

联系信息

소속 및 직위

所属部门及职位

성      명

姓      名

 (인 또는 서명)

（盖章或签名）
전화번호

联系电话

 본인은 상기 학교 정보 등 기재 내용이 사실과 다름없음을 서약하며, 허위 사실 기재 

시 대한민국 법령에 따라 처벌받을 수 있음을 확인합니다. 

 本人保证，以上所填写的学校信息等内容均属实。本人理解，以上信息如有虚假，
可能会受到韩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处罚。特此确认。

20   .    .    . 

유학생 본인 留学生本人  (서명 签名 )

* 2부 작성 후 교육기관 및 재외공관에 각각 제출 

  本确认书需要一式两份。一份交拟入学大学，一份交韩国驻外使领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