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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单位

韩国语课程

英语课程

韩医科学院 韩医预系**

艺术·体育学院

美术·设计学部[绘画·雕塑专业(绘画)], 美术·设计学部[绘画·雕塑专业(雕塑)]  

美术·设计学部[设计专业(视觉)], 美术·设计学部[设计专业(产业)], 

美术·设计学部[时装设计专业]

音乐学部[声乐专业], 音乐学部[器乐专业(管弦乐)], 音乐学部[器乐专业(钢琴)], 

音乐学部[作曲专业]

体育学部[体育专业], 体育学部[跆拳道专业]

表演艺术系

城市规划与造景学部, 建筑学部，设备与消防工程系, 化工生命工程系, 土木环境工程

系,新材料工程系, 机械与智能产业工程学部(机械工程专业),

机械与智能产业工程学部(产业工程专业), 

机械与智能产业工程学部(智能工厂专业)**

生物纳米学院 食品生命工程系, 食品营养系, 生物纳米系, 生命科学系, 物理系, 化学系

IT融合学院

计算机工程学部[计算机工程专业(韩语)]，电子工程学部[电子工程专业]，

电气工程系，AI·软件学部**, 智能城市融合系**, 医工系**

计算机工程学部[计算机工程专业(英语)]*

经营学部(英语)* 英语课程

社会科学学院
传媒交流系, 旅游经营系, 经济系, 医疗经营系, 应用统计系, 心理学系，

社会福利系**, 幼儿教育系**

韩语课程

法律学院 法学系, 行政系, 警察行政系**

人文学院 韩国语文学系, 英美语文学系, 东方语文学系, 欧洲语文学系

工程学院

学院 招生单位(院系) 分类（语言）

嘉泉文理学院 自由专业学部(韩国学专业), 自由专业学部(自由专业)**

韩语课程

经营学院

经营学部(韩语), 金融数学系

[新入学] 全球校区(城南) 

[新入学] 医学校区(仁川)

护理学院 护理系**

保健科学学院 牙齿卫生系***, 放射线系***, 物理治疗系***, 应急救助系***, 运动康复福利系**

※ 根据各招生单位(院系)的情况, 可能会限制招生人数

※ * 标识：100%英语授课的院系

※ ** 标识：限制选拔外国留学生的院系

※ *** 保健科学学院报名资格：拥有公认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4级以上证书者

学院 招生单位(院系) 语言

医科学院 医预系**

韩语课程

药学学院 药学系**



嘉泉大学

[插班入学] 全球校区(城南)

表演艺术系**

食品生物工程系, 食品营养系, 生物纳米系, 生命科学系, 物理系, 化学系

IT融合学院

计算机工程系(韩语), 电子工程系, 电气工程系, AI·软件学部**

计算机工程系(英语)* 英语课程

艺术体育学院

美术·设计学部[绘画·雕塑专业(绘画)], 美术·设计学部[绘画·雕塑专业(雕塑)]

美术·设计学部[设计专业(视觉)], 美术·设计学部[设计专业(产业)]

 美术·设计学部[时装设计专业]

韩语课程
音乐学部[声乐专业], 音乐学部[器乐专业(管乐)], 音乐学部[器乐专业(弦乐专业)]

音乐学部[器乐专业(钢琴)], 音乐学部[作曲专业]

体育学部[体育专业], 体育学部[跆拳道专业]

社会科学学院
传媒交流系, 旅游经营系, 经济系, 医疗经营系, 应用统计系, 心理学系

社会福利系**, 幼儿教育系**

韩语课程

法律学院 法学系, 行政系, 警察行政系**

人文学院 韩国语文学系, 英美语文学系, 东方语文学系, 欧洲语文学系

工程学院

城市规划与造景学部(城市规划学专业), 城市规划与造景学部(造景学专业)

建筑学部(室内建筑学专业), 建筑学部(建筑工程专业), 建筑学部(建筑学专业)**

设备与消防工程系, 化工生命工程系, 机械工程系, 土木环境工程系

产业经营工程系, 新材料工程系

生物纳米学院

学院 招生单位(院系) 分类(语言)

经营学院

经营学部经营学专业), 金融数学系 韩语课程

经营学部(国际经营学专业)* 英语课程

[插班入学] 医学校区(仁川)

韩语课程

※ 根据各招生单位(院系)的情况, 可能会限制招生人数 

※ * 标识：100%英语授课的院系

※ ** 标识：限制选拔外国留学生的院系

※ *** 保健科学学院报名资格：拥有公认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4级以上证书者

护理学院 护理系**

保健科学学院
牙齿卫生系***, 放射线系***, 物理治疗系***, 应急救助系***, 

医用生物工程系**, 运动康复福利系**

医科学院 医预系**

药学学院 药学系**

学院 招生单位(院系) 语言



嘉泉大学

    报名资格

④ 嘉泉大学主管实施的“嘉泉大学韩国语能力考试”合格者

※ 但保健科学学院仅限拥有公认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4级以上证书者可以报考

[英语授课院系(英语课程)] * 仅适用于经营学院(英语), 经营学院(国际经营学专业)和计算机工程专业(英语)

◆ TOEFL 530(CBT197, iBT71), IELTS 5.5, CEFRB2或TEPS 600以上者

◆ 但持有英语为母语或法律通用语国家国籍的学生可凭接受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的证明材料(毕业证明等)入学, 不适用英语能力考试

标准

※ 计划从2022学年度第二学期开始招收插班入学生(四年级), 详细事项参考2022学年度第二学期招生简章

语言能力

[韩语授课院系(韩语课程)] * 从下列条件①, ②, ③, ④中任选一项

① 拥有公认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3级以上证书者

② 嘉泉大学韩国语教育中心韩国国语正规课程3级以上结业者

③ 韩国四年制大学附属教育机构韩语正规课程3级以上结业者

国籍 ◆ 父母和本人均持外国国籍(父母或本人持有韩国国籍者无法报名)

学历

1. 新入学 ◆ 读完与韩国中小学教育相应的正规教育课程的高中(预计)毕业生或拥有同等学历者

2. 插班入学(二年级)
◆ 国内外专科大学毕业生或在国内外四年制大学读完一年级

(2个学期, 季节学期除外)并(预计)取得32学分以上者

3. 插班入学(三年级)
◆ 国内外专科大学毕业生或在国内外四年制大学读完二年级

(4个学期, 季节学期除外)并(预计)取得65学分以上者

    选拔方法

※ 根据情况, 日后选拔方法可能会发生变动

※ 体育艺术类专业可以另行实施特长考试

※ 英语授课院系(英语课程)和保健科学学院可以另行实施面试审查

综合评价学习计划书, 最终学历, 语言能力等

招生单位 选拔方法

新入学

材料审查100%(100分)

插班入学

    报名费

◆  报名费 : 150,000韩元 * 报名期间结束后将无法取消或修改已提交的申请书, 报名费不予以返还. 报名费返还事宜遵循《高等教育

法》第三十四条之四第五款及《高等教育法施行令》第四十二条的标准. 

◆  最终汇款额非150,000韩元将不予以受理



嘉泉大学

    学费指南 

※ 上述金额以2021学年度为准, 2022学年度的入学金/学费可能会有所变动.

工程 318000 4765000

电子工程学院[电子工程专业], 计算机工程学院[计算机工程专业], 

建筑学院, 城市规划与造景学院,

 机械·智能·产业工程学院[机械工程专业], 

机械·智能·产业工程学院[产业工程专业], 电气工程系, 土木环境工程

系, 化工生命工程系, 

设备与消防工程系, 生物纳米系, 食品生命工程系, 新材料工程系

艺术 318000 4955000
音乐学院(声乐专业, 器乐专业, 作曲专业),

美术·设计学院(绘画与雕塑专业, 设计专业), 表演艺术系

人文社会 318000 3609000

经营学院, 自由专业学院(韩国学专业), 法学系, 心理学系, 经济学系, 

多媒体通信系, 行政系, 旅游经营系,  英美语文学系, 韩国语文学系,

 欧洲语文学系, 东方语文学系

理科体育 318000 4250000

金融数学系, 物理系, 化学系, 生命科学系, 食品营养系, 物理治疗系, 

放射线系, 应急救助系, 牙齿卫生系, 应用统计系, 医疗经营系, 

体育学院(体育专业, 跆拳道专业), 美术·设计学院(时装设计专业)

类别 入学金(韩元) 学费/每学期(韩元) 院系

    提交材料 

9

银行存款余额证明(财政担保人)1份 

▶  海外居住者：USD 20,000以上 

▶  境内居住者：20,000,000韩元以上

原件 ○ ○

※ 不论合格与否, 提交的材料一律不予以返还

※ 提交材料上的名字不一致时, 必须提交相关国家法院或公馆馆长出具的相同证明材料

7

专科大学(或四年制大学)毕业(结业)证书及成绩各1份 

▶  必须提交翻译件(韩语或英语) 

▶  必须注明全年级成绩和学分(未注明时无法报名)

复印件 X ○

8

最终学历认证书2份(原件1份, 复印件1份) 

▶  新入学报名者：高中毕业事实学历认证 

▶  插班入学报名者：专科大学或四年制大学毕业事实学历认证

※ 最终学历认证书一共提交两份，1份原件及1份复印件

翻译

公证件
○ ○

5

语言能力证明书1份

▶  韩语授课院系(韩语课程) * 提交下列4种材料中的1种

1) 公认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3级以上成绩单

2) 嘉泉大学韩国语教育中心3级以上结业证

3) 韩国四年制大学附属教育机构韩国语正规课程3级以上结业证 

4) 嘉泉大学举办的“嘉泉大学韩国语能力考试”合格证 

※ 但保健科学学院必须提交公认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4级以上成绩单

▶  英语授课院系(英语课程) * 提交下列语言成绩中的1种

TOEFL 530(CBT197或IBT 71), IELTS 5.5, CEFR B2或TEPS 600以上成绩单 

※ 语言考试(例如：TOPIK等)成绩仅承认2年内的成绩(有效期以内的成绩)

复印件 ○ ○

6
高中(预计)毕业证明书及成绩各1份 

▶  必须提交翻译件(韩语或英语
复印件 ○ X

3
父母护照1份

※ 无父母护照复印件的可提交本国签发的身份证
复印件 ○ ○

4

家庭关系证明或出生证明1份 

▶  提交可证明学生及父母均为外国人的本国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 

▶  中国学生须提交户口簿或亲属关系证明 

※父母离婚者必须提交离婚证明 

※父母去世者必须提交死亡证明 

※单亲家庭者必须提交单亲家庭证明等可证明单亲事实的材料

翻译公证

件
○ ○

1

全部入学申请材料 ※网上填写后打印

① 入学申请书1份

② 学历查询同意书1份

③ 学习计划书1份

原件 ○ ○

2

本人护照1份

本人外国人登录证(正反面)1份 

※ 滞留境内者必须提交

复印件 ○ ○

序号 提交材料 形态 新入生 插班



嘉泉大学

    奖学金制度

入学奖学金

其他奖学金

留学生实损

保险费

(入学时)补助投保费

(※非国民健康保险费)

韩语提升

支援费

入学后1年(两个学期)内取得TOPIK 4级以上证书时

补助300,000韩元

1. 上述奖学金可以重复获得(例如, 适用于入学奖学金A-1(30%)和语言奖学金B-1(10%)时, 第一学期学费减免40%)

2. 申请上述奖学金时, 包括证明材料在内必须在申请期限内由本人亲自提交 

3. 上述内容中未规定的其他事项按照嘉泉大学奖学规定执行, 奖学金发放标准和发放金额可能会根据嘉泉大学奖学制度的变更发生

变动

4. 退学或转学到其他学校时 必须全额返还已发放的奖学金

推荐奖学金

C-1
(入学时)补助投保费

(※非国民健康保险费) 任意一项

（不可重复）
C-2 本校韩国语教育中心推荐者：第一学期学费额外减免10%

本校韩国语教育中心夏季, 冬季学期结业者(交换生除外)中, 一名最优秀结业生

(读完两个学期以上)

的第一学期学费全免, 两名优秀结业生(读完两个学期以上)额外减免10%

(但仅限入学前一个学期本校韩国语教育中心结业生)

韩语优秀奖

学金

B-1 (入学时)TOPIK 3级证书持有者：第一学期学费额外减免10%

B-2 (入学时)TOPIK 4级证书持有者：第一学期学费额外减免20%

B-3 (入学时)TOPIK 5级证书持有者：第一学期学费额外减免25%

B-4 (入学时)TOPIK 6级证书持有者：第一学期学费额外减免30%

奖学金名称 分类 内容

外国人奖学金

A-1 第一学期学费减免30%

A-2 第一学期学费减免20%(绘画·雕塑专业和音乐学院)

A-3

在读奖学金

< 成绩优异奖学金 >

◆ 发放给各院系或各类别的成绩优异者

     1. 仅适用于上一学期修习12学分以上(四年级为9学分以上)者

     2. 申请上述奖学金时, 包括证明材料在内必须在申请期限内由本人亲自提交 

     3. 上述内容中未规定的其他事项按照嘉泉大学奖学规定执行, 奖学金发放标准和发放金额可能会根据嘉泉大学奖学制度的变更发

生变动

    4. 退学或转学到其他学校时, 必须全额返还已发放的奖学金

TOPIK 5级以上及上一学期成绩平均分

(GPA)在3.5以上
本学期学费减免50%

上一学期成绩平均分

(GPA)在4.0以上
本学期学费减免50%

TOPIK 6级以上及上一学期成绩平均分

(GPA)在4.3以上
本学期学费减免100%

上一学期成绩平均分

(GPA)在4.3以上
本学期学费减免100%

TOPIK 3级以上及上一学期成绩平均分

(GPA)在2.5以上
本学期学费减免10%

上一学期成绩平均分

(GPA)在3.0以上
本学期学费减免10%

TOPIK 4级以上及上一学期成绩平均分

(GPA)在3.0以上
本学期学费减免30%

上一学期成绩平均分

(GPA)在3.5以上
本学期学费减免30%

外国人奖学金

韩语授课院系(韩语课程) 英语授课专业(英语课程)

对象 内容 对象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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