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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介绍：全日制8学期(4年)
“建校60周年”韩国传统历史名校
新罗大学创建于1954年，坐落于韩国第二大城市、

第一大港口城市——釜山，是一所拥有60年建校历

史，以传统和历史闻名的名牌大学。学校由建立之

初以师范专业为中心的大学成长为了一所4年制综

合型大学。新罗大学现下设8个单科学院和4个研究

生院，共开设专业57个，在校本科生及研究生共计

11,000余名。

“外国留学生招生·管理模范大学”
新罗大学在2014年度韩国教育部·法务部联合主办

的大学评估中被评选为“留学生招生·管理模范大

学”。由此，新罗大学的外国留学生可享受签证办理

优惠政策，即到新罗大学留学的外国学生入学时，

颁发入学签证审查的标准予以放宽，办理签证申请

的程序予以简化。除此之外，新罗大学在校留学生

也可享受签证延期程序简化、合法打工时间限制放

宽等多种优惠政策。

“韩国12大韩国语研修机关”
新罗大学被教育部选定为“2013年度韩国政府国家

奖学金外国留学生韩国语培训大学”（全国共12所

大学入选），“2013年度韩国政府国家奖学金外国研

究生培养大学”（全国共60所大学入选），同时韩国

政府邀请的公费外国留学生也就读于新罗大学。

“本科教育优秀11强大学”
新罗大学凭借其顶级的教育设施以及优秀的教育

课程，2010年度被教育部评选为“本科教育优秀11

强大学”（全国仅11所大学入选，釜山、庆南地区唯

一入选大学），４年间从政府获得120亿韩币的拨

款，将其全额投入到学生教育中。 

最高标准的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专门为外国留学生提供国内最高标准的奖学金，

1/3的外国留学生可以获得成绩奖学金。即根据

成绩等级，可以获得50~100%的学费减免。除此之

外，学校还设有留学奖励奖学金、韩国语能力考试

(TOPIK)奖学金、领导力奖学金、生活补助金、国家奖

学金，校外财团奖学金等丰富多样的奖学金，为每

一位勤奋努力的留学生学子们解除学习后顾之忧。

国际化领先大学
新罗大学现与全世界24个国家110余所大学开展着

密切的国际交流，现在有来自17个国家的600余名

外国留学生就读于新罗大学。在国际化的校园里，

学生们可以同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在语言和文

化方面自由交流，也因此在2009年“QS-朝鲜日报”亚

洲大学评估中，新罗大学国际化领域傲居全亚洲第

26位，国际化水平在国内外皆得到认可。此外，新罗

大学还向在校外国留学生提供参加海外英语研修

的机会，在增强学生国际化水平方面亦在进行着不

懈的努力。

最顶尖的校园及教育环境
新罗大学占地面积约3,000亩，拥有全韩国最顶级的

校园环境。连续多次被韩国大学报评选为“韩国十

大优美校园”，被中央日报评价为“教室信息化全国

第一”。此外，新罗大学拥有优秀的教师队伍，被韩

国大学教育协会评选为“论文刊登实绩优秀大学”，

再次验证了学校的对外竞争力。学校实施的指导教

授终身制，由教授亲自负责学生的管理，从校务、大

学生活、品性指导，到处理学生实际困难、就业、人

生规划以及毕业困难问题咨询和解决等方面，均给

予学生帮助。

※  保健福利学院部分学科(护理系，物理治疗系，口腔卫生系)及师范学院全部学科外国留学生入学人数不超过

本专业总入学人数10%。  

※  国际学系韩国学专业为英语授课。(入学申请时有英语能力考试成绩要求(TOEFL 550, CBT 210, IBT 80, IELTS 
5.5, TEPS550分以上)，但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不需提供相关英语成绩证明.）

Why 新罗大学
单科学院 开设学科 招考方式

人文社会学院
文艺创作批评系、英语系、历史文化系、公共人才系（法

学、警察、行政专业）

材料审查

（ 艺、体能类学

科的情况，必

要时需进行面

试或者提交专

业技能作品）

全球商务学院

国际学系(国际关系学、日语日文学、中文中国学、韩国学专

业）、国际观光系（国际观光、酒店 会展专业）、国际通商

系（贸易物流、金融房地产经济学专业）

保健福利学院

社会福利系（社会福利、老年福利、家庭商谈福利专业）、

保健行政系、护理系、物理治疗系、口腔卫生系、健康体育

系（体育学、特殊体育学专业）

经营学院 经营系（经营、经营情报专业）、税务会计系、广告宣传系

医学生命

科学学院

Bio产业学系（制药工学、食品工学专业）、生命科学系、食

品营养系

工科学院

建筑系(建筑学专业(5年制)、建筑工学专业)、机电一体化

工学系（汽车机械工学、电子工学、电器工学专业）、能源

统合工学系（能源环境工学、能源应用化学、新材料工学专

业）、计算机情报工学系（计算机工学、IT专业）

设计艺术

学院

室内设计系、时装产业学系、产业设计系、贵金属 · 宝石设计

系、视觉设计系、音乐系、美术系、舞蹈系

师范学院
教育系、幼儿教育系、国语教育系、日语教育系、英语教育

系、历史教育系、数学教育系、计算机教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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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院介绍

韩国语研修课程

硕士课程
● 一般研究生院：全日制4学期（2年）
● 教育研究生院、社会福利研究生院、公共安全政策研究生院：夜间5学期（2年6个月）

博士课程 
● 一般研究生院：全日制4学期（2年）

韩国语教育院网址 : http://klec.silla.ac.kr

韩国政府（教育部）指定的“韩国12大韩国语研修机关“之一（全国共12所大学入选）

新罗大学韩国语教育院，拥有全国最高水平的韩国语教育环境与师资，引领并推动着新罗大学的国际化步伐。

韩国语教育院由众多韩国语教育专家及海外地区专家组成，教师队伍经验丰富，灵活运用多种优秀的韩国语教

材，特色化运营各种教育项目。2006年，教育院出版了釜山地区最早的韩国语教材（共12册），该教材现已出

版了多种语言版本并在海外广泛发行，深受各国韩国语学习者的欢迎与好评，这也使新罗大学的韩国语教育蜚

声海内外。

此外，韩国语教育院还被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指定为“韩国政府国家奖学金外国留学生韩国语培训大学”（共

12所大学入选），是名符其实的韩国语专门教育机构。教育院为外国留学生开设了丰富多彩的韩国文化体验项

目、疑难咨询项目以及互帮互助项目等，并实施了一系列兼顾韩国语学习及韩国文化体验的新颖教育方式。

授课时间

• 每学期: 共20周，每周授课5天(周一至五)

  - 1学期：3月初—7月末（20周）

  - 2学期：9月初—1月末（20周）

• 授课课时：共同课程480课时，选修课程40课时

  - 共同课程(480课时):每周24课时(每天4~5课时)

  - 选修课程(40课时):发音、会话、写作(与个人水平相符的指导)

定员
每班14名

左右

授课科目 听力、会话、阅读、写作、语法、TOPIK指导 等

授课教材 使用新罗大学出版的韩国语教材等 分班

按韩国语

水平

分班授课

研究生院 开设学科 招考方式

一般

研究生院

国际地域 · 语言学系(国际地域学、韩国语言文学、日语日文学、英语英文学专

业)、行政系(行政学、保健行政学、法学专业)、社会福利系、家族系、经营系

(经营、经营情报、会计专业)、观光经营系、广告宣传系、通商经济系(贸易学

、经济学专业)、记录管理系<专业间协同课程>  

材料审查

（ 艺、体能类学

科的情况，必

要时需进行面

试或者提交专

业技能作品）

Bio科学系(生物科学、Bio食品素材、制药工学专业)、食品营养系（食品营

养、临床营养专业）、物理治疗系、口腔卫生系

统合工学系(计算机情报工学、新材料工学系、汽车机械工学专业)、智能能源

环境工学系、电子 · 能源电子工学系(电子工学、能源应用化学专业)

音乐系(声乐、钢琴、管弦乐、作曲专业)、美术系(东洋画、西洋画、雕塑、美

术理论专业)、舞蹈系(舞蹈表演、舞蹈教育、舞蹈治疗专业)、体育系、设计系

(设计、动漫、服饰学、设计经营学专业)、文化艺术经营系<专业间协同课程>

教育

研究生院

国语教育系、英语教育系、日语教育系、计算机教系、商谈心理系、图书馆教

育系、教育行政系、幼儿教育系、数学教育系、体育教育系、营养教育系、对

外韩国语教育系

材料审查

社会福利

研究生院
女性学系(女性学、女性商谈专业)、社会福利系、家庭商谈系、美术治疗系 材料审查

公共安全政策

研究生院
 警察 · 犯罪学系、城市安全 · 产业安全系、消防灾害预防 · 危机管理系 材料审查

研究生院 开设学科 招考方式

一般

研究生院

国际地域 · 语文学系(国际地域学、韩国语文学、日语日文学专业)、行政系(行

政学、保健行政学、法学专业)、社会福利系、家族学系、经营系(经营、经营

情报、会计专业)、广告宣传系、通商经济系(贸易学、经济学专业)、教育系 

(教育哲学和教育史、教育评价、教育工学、商谈心理、教育行政、国语教育、

英语教育、日语教育、图书馆教育、计算机教育、数学教育、幼儿教育专业)

 

材料审查

（ 艺、体能类学

科的情况，必

要时需进行面

试或者提交专

业技能作品）

Bio科学系（生物科学、Bio食品素材、食品营养、制药工学专业）

统合工学系(计算机情报工学、新材料工学、汽车机械工学专业)、智能

能源环境工学系、电子 · 能源电子工学系(电子工学、资源应用化学专业)

体育系、文化艺术经营系<专业间协同课程>、设计系（视觉设计、动漫、服饰

学、产业设计经营专业）<专业间协同课程>、统合艺术系<专业间协同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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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2015年度基准)  外国人学生奖学金制度

(单位:韩元)

课程 本科 研究生院(硕士、博士) 韩国语研修 备注

入学申请费 50,000 50,000 - 只在申请入学时交纳一回

入学金 600,000 590,000 - 只在入学时交纳一回

学费 ※ 参照附表1 ※ 参照附表2 ※ 参照附表3 每学期交纳

留学生保险费
123,000
(一年)

123,000
(一年)

82,000
(6个月)

✽ 保险期间

   - 本科、研究生院（1年）

   - 韩国语研修(6个月)

宿舍费

第一宿舍

(白杨生活馆)

936,200
(4人间)

1,155,200
(2人间)

936,200
 (4人间)

✽ 宿舍入住期间(16周)

   - 第1学期: 3月~6月
   - 第2学期: 9月~12月
✽ 已包含餐费

   - 平时: 提供早、晚餐

   - 周末: 提供早中晚三餐

第二宿舍

(国际宿舍)

1,153,000
(4人间或

2人间B型)

1,216,000
(2人间A型)

-

✽ 宿舍入住期间(16周)

   - 第1学期: 3月~6月
   - 第2学期: 9月~12月
✽ 已包含餐费(1周10餐)

(单位:韩元)※附表 1（本科学费 - 2015年度基准）

学科分类
学费 学费实缴金额 

(减免学费的15%)
备注

第1学期 (3~6月） 第2学期 (9~12月)

人文、社会 2,858,000 2,857,000 2,429,300 - 学费的15%基本减免

- 生活补助金50万韩元发放

- 成绩奖学金另行发放

※  国际学系韩国学专业入学或理工科优

秀奖学金获得者：入学金、学费、宿

舍费全额减免（总计发放四个学期）

理学、体育 3,406,000 3,405,000 2,895,100

护理、保健 3,893,000 3,892,000 3,309,050

工学、艺术 3,893,000 3,892,000 3,309,050

(单位:韩元)※附表 2（研究生院学费 - 2015年度基准）

研究生院 学科分类
学费 学费实缴金额

(减免学费的50%)
备注

1学期 (3~6月） 2学期 (9~12月)

一般研究生院

人文、社会 3,726,000 3,726,000 1,863,000

- 学费的50%基本减免

- 成绩奖学金另行发放

理学、体育 4,303,000 4,303,000 2,151,500

工学、艺术 4,847,000 4,847,000 2,423,500

教育研究生院 - 3,017,000 3,017,000 1,508,500

社会福利研究生院 - 2,829,000 2,829,000 1,414,500

(单位:韩元)※附表 3（韩国语研修课程学费 - 2015年度基准）

课程
学费

备注
第1学期（3~7月） 第2学期（9~1月）

韩国语研修课程 2,100,000 2,300,000 无学费减免

奖学种类 奖励对象 奖学金 奖学金发放条件 奖学金额度

学校
奖学金

本科生

本科入学奖学金
申请本科入学时持有韩国语能力
考试(TOPIK)3级以上证书的学生

入学第一学期减免学费的15%

留学奖励奖学金
平均分1.7以上，并且出勤率达到
60%以上者

减免学费的15%

生活补助金 全体本科外国学生
生活补助金每学期50万韩元以现金
发放（总计发放8个学期）

成绩奖学金 成绩优异者

- A级：减免学费的 85%
- B级：减免学费的 55%
- C级：减免学费的 35%
✽  留学生奖励奖学金（减免15%）

已包含

领导力奖学金 外国人学生会干部

- 会长：减免学费的 55%
- 部长：减免学费的35%
✽  留学生奖励奖学金（减免15%）

已包含

TOPIK
奖学金

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4级以上
取得者

- 4级：50万韩元现金发放
   （新入学生）
- 5级：50万韩元现金发放
- 6级：50万韩元现金发放
✽  相同等级只能申请一次
   4学年第二学期学生不能申请

韩国学专业入学者
奖学金

全体国际学系韩国学专业入学者
入学金、学费、宿舍费全额减
（总计发放4个学期）

研究生

外国人奖学金 全体外国人研究生（硕士、博士） 每学期减免学费的50%

研究生入学奖学金
硕士研究生入学者中新罗大学本
科成绩优异者

本科平均成绩3.5以上者：硕士第一
学期增加减免学费的20%
本科平均成绩4.0以上者：硕士第一
学期增加减免学费的50%

成绩奖学金 学期成绩优异者
减免学费的80%
✽  外国人奖学金(减免50%)已包含

理工科优秀奖学金
理工科专业入学者中被选拔为优
秀奖学金者（本国学生排名前5%
以内的成绩优秀者）

入学金、学费、宿舍费全额减免
（总计发放4个学期），往返飞机票
  费用支援（1次）

国家
奖学金

本科生
GKS(Global Korea 

Scholarship) 优秀自
费留学生奖学金

本科平均成绩3.7/4.5以上
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4级以上
✽  提交申请后由韩国政府审查，

选拔

600万韩元(月50万韩元 *12个月)

研究生
GKS(Global Korea 

Scholarship)
研究生奖学金

满足国立国际教育院制定的选拔
条件者

- 往返飞机票费用支援(1次)
- 生活费90万韩元/月
- 保险费24万韩元/年
- 研究经费支援21万韩元/学期
- 安置费支援20万韩元(1次)
- 宿舍费全额减免

校外奖学金
本科生

 和研究生

校外财团奖学金
(JS奖学财团,韩国文
化交流财团,釜山国

际交流财团等)

✽   提交申请后经校外财团审查后
选拔(学业成绩,TOPIK成绩,各
种资 格证)

50~200 万元
(各财团的奖学金额不同)

- 学费一律用韩元交纳。

- 每年学费可能因物价上涨等因素影响而稍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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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介绍
新罗大学校现拥有第1宿舍(白杨生活馆)和第2宿舍(Global Town)两处宿舍。

第1宿舍于2004年8月竣工，总体建筑规模地下1层、地上10层，可容纳506名学生入住。

第2宿舍于2010年3月竣工，总体建筑规模地下2层、地上7层，可容纳522名学生入住。

2015年3月女生专用宿舍增建工程顺利竣工，可容纳204名学生入住。

第1宿舍 第1宿舍（2人间） 第1宿舍（4人间）

第2宿舍 第2宿舍（2人间） 第2宿舍（4人间）

食堂 室外休息室 健身房

入学申请资格条件（本科/研究生/韩国语研修课程）
1. 持有正规高中以上学历者(申请硕士者需持有学士学位,申请博士者需持有硕士学位)。

2. 申请本科者需持有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3级以上证书。

      ✽  国际学系韩国学专业申请入学者，需获得TOEFL 550, CBT 210, IBT 80, IELTS 5.5,TEPS550分以上成绩或者取得国家公认英语能力评

价考试相应分数。(但母语为英语时无需提供 相关英语成绩）

      ✽ 本科入学者需取得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4级以上证书方可毕业。(但国际学系韩国学专业入学者无此项要求）

3．申请研究生者需持有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3级以上证书或英语考试证书（TOEFL 550,CBT 210,IBT 80,IELTS 5.5,TEPS550分以上成绩 

   或者取得国家公认英语能力评价考试相应分数。(但母语为英语时无需提供相关英语成绩）

4. 下列共通资格条件1、2，3号中最少具备一种资格。

<共通资格条件>

序号 资格 资格说明 资格条件 备注

1 纯粹外国人
父母都是外国人且本人持有外
国国籍

在国内或国外高中毕业者 -

2
全部教育课程
已修外国人

在外国学习完小学、中学、高
中全部教育课程的外国学生
（父母国籍无关）

12年以上的全部教育课程（小
学、初中、高中）均在外国的学
校完成者

* 在11(10)年学制的国家完成
小学、初中、高中全部教育课程
时，可认定同等学历

3 其他外国人
不符合序号1,2中标注资格的其
他外国人

在国内或国外完成小学、初中、
高中全部教育课程者 

若干名(各年级总人数不超过该
年级招生总人数的2%)

※ 外国人中双重国籍者、无国籍者除外

5. 本科新入学或插班生需符合下列条件。

<本科新入学 ∙ 插班的资格条件>

入学学年 资格条件 插班学分认证

新入学 正规高中毕业(预毕业)者, 或具备同等学历者 -

3年级插班

-  在4年制大学修读2年(4学期)以上，取得新罗大学毕业学分的1/2 以上，
或曾就读大学毕业学分的1/2以上

-  在3年制专科大学修读2年(4学期)以上，取得新罗大学毕业学分的 1/2以
上，或曾就读大学毕业学分的2/3以上

- 2年制专科大学毕业(预毕业)者

给予认证本校毕业
学分的1/2

入学审查日程
入学学期 第1学期(3月) 第2学期(9月)

入学申请材料提交
前一年度11月1日 ~ 11月30日

（邮寄至国际交流处或来访提交）
当年度5月1日 ~ 5月30日

（邮寄至国际交流处或来访提交）

入学审查结果发表 前一年度12月末（个别通知） 当年度6月末（个别通知）

合格者注册
当年度1月初

（通过学校指定账户交纳学费）
当年度7月初

（通过学校指定账户交纳学费）

入学审查方法
对象 募集单位 审查方法 审查标准

全体申请者 全体募集单位
材料审查 

（艺、体能类学科的情况，必要时需进行面试或者提交专
业技能作品）

根据本校制定的入学审查标
准进行资格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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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申请材料
序号 本科申请者 研究生院申请者 韩国语研修申请者 备注

1 入学申请书原件 入学申请书原件 入学申请书原件 -

2
高中毕业证复印件

(预毕业证明原件)
-

高中毕业证复印件

(预毕业证明原件)
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除外

3 高中毕业认证书原件 - 高中毕业认证书原件

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除外 

(http://cqv.chinadegrees.cn/
cn/)

4
大学在校证明原件和教育

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原件
-

大学在校证明原件和教育部

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原件

仅大学在校生提交

(http://www.chsi.com.
cn/xlcx/rhsq.jsp)

5

大学毕业证复印件和教育

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

表原件

大学毕业证复印件和教育部学

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原件

大学毕业证复印件和教育

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

表原件

仅大学毕业生提交

(http://www.chsi.com.
cn/xlcx/rhsq.jsp)

6 -

大学学位证复印件和教育部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认证

报告原件

-
仅大学毕业生提交

(http://cqv.chinadegrees.cn/cn

7 大学成绩证明原件 大学成绩证明原件 大学成绩证明原件 仅大学在校生或毕业生提交

8 父母在职收入证明书原件 父母在职收入证明书原件 父母在职收入证明书原件

必须注明职位、工资、所在单位

联系电话及地址等信息(个体经营

者需提交营业执照以及收入或财

产证明材料)

9 留学计划书（韩文） 留学计划书(韩文) 留学计划书(中文或韩文) -

10 照片5张 照片5张 照片5张 4X5cm, 白色背景

11 护照复印件 护照复印件 护照复印件 -

12 外国人登录证复印件 外国人登录证复印件 外国人登录证复印件、 　※韩国内已滞留者提交

13
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3
级以上证书原件

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3级以

上证书原件
-

※  韩国学专业申请者，需提交英

语能力证明原件（TOEFL550
,CBT210,IBT80,IELTS5.5,TE
PS550分以上，但母语为英语

时无需提交）

14 入学申请费 50,000韩币 入学申请费 50,000韩币 - ※ 汇入学校指定账户

※  已在韩国滞留者提交申请时，还需提交韩国公民身份担保书（标明与入学申请者的关系，并作出留学费用担保），韩国公民身份

担保人在职收入证明原件（标明工作单位联系电话和地址）

指定账户 

1. 提交入学申请材料并将入学申请费汇入指定的账户后，入学申请才算完成。

2. 入学申请费和入学申请材料无论合格与否均不予返还。（但材料原件经确认后可以返还）

3. 入学申请时提交预毕业证明书(高中、大学、研究生院)者，务必在入学之前补充提交毕业证和学位证。

4. 用韩国语或者英语之外其他语言出具的所有申请材料需经翻译/公证后方可提交。

5. 为保证资格审查准确无误顺利实行，会根据实际情况要求补充提交申请材料以外的其他材料。

6. 请在申请书中准确无误地标注可以随时联络的电话和邮箱。由于联络方式错误或无人接听等原因

   造成的一切损失由申请者本人承担。

7. 经证实，申请者伪造、变造申请材料以及学历确认书致其所记载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将取消合格

   或入学资格。

提交材料相关注意事项 

1. 向新罗大学国际交流处提交入学申请材料

2. 入学审查

3. 校方向学生通报合格与否，合格者在指定期间内将学费汇入指定账户

4. 学费汇款确认收取后，校方向学生发送标准入学许可书

5. 到所在国的韩国大使馆（领事馆）申请韩国签证(标准入学许可书，护照，其他申请材料)

6. 获得韩国签证后，在校方指定的日期内入境

入学程序

本科 研究生 韩国语研修 备注

入学申请费 101-2018-5825-09 101-2023-2785-00 - -

学费 076-13-001081-0 101-2027-1920-03 101-2018-5824-02 -

  < 账户信息 >

1)  BANK’S NAME : PUSAN BANK (DEOKPO-DONG BRANCH) 
2)  BENEFICIARY’S NAME : SILLA UNIVERSITY
3)  SWIFT CODE : PUSBKR2P
4)  ADDRESS : 421-7 DEOKPO-DONG  SASANG-KU  PUSAN KOREA
5)  TEL : 82-51-305-0314

1. 向新罗大学国际交流处提交入学申请材料

2. 入学审查

3. 校方向学生通报合格与否，合格者在指定期间内将学费汇入指定账户

4. 学费汇款确认收取后，校方向学生发送标准入学许可书

5. 到所在国的韩国大使馆（领事馆）申请韩国签证(标准入学许可书，护照，其他申请材料)

6. 获得韩国签证后，在校方指定的日期内入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