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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创造美好未来
教育·产学合作 先导大学

KONKUK GLOCAL INNOVATION 2025

交通的中心 
忠州

[出处: 韩国铁路设施公团]

板桥 文庆夫钵

所用时间

31分

所用时间

21分

所用时间

25分忠州

夫钵站

首尔

板桥

(夫钵站      建国大学 GLOCAL校区) 

2021年中 中部内陆铁路 开通

忠州
大学改革支援事业

•2019年 经营费 40亿韩元

•2019~2021年为止 3年间 支援

社会匹配型 产学合作 

先导大学 事业培养

GLOCAL校区被选定为教育部和韩国研

究财团主办的社会匹配型产学合作先

导大学(LINC+)，在事业培养的领域取

得了可喜的成就,到2022年为止的5年

间将得到约220亿韩元的支援.通过

LINC+，我们将培养出引领第4次产业

革命中忠清地区康复生物产业的专业

人才

LINC+ 

220220 亿韩元

总 经营费 2022年为止

55 年间

支援

1阶段(2017~2018) 

评价 

最优秀 等级  
2阶段 持续支援

2016年9月 京江线 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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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创新 + K-CUBE

03

将想象的一切变为现实的地方，

K-CUBE是引进休息概念的多种形态

的混合空间，不仅可以个人学习，

还可以开会、集体讨论等等，在沙

发或立方体形态的场合可以一边喝

咖啡一边舒适休息，是一个多用途

的空间

作为与第4次产业革命时代相呼应

的新概念创意融合型空间，亮相于

建国大学GLOCAL校园K-CUBE，并不

断培养创意力，希望和你共同见证

未来的梦想

学习·沟通·创新

全新打造的空间

建国大学GLOCAL校区的中原图书馆设有全新的学习空间K-CUBE

这个学习空间是可以和朋友们交流学习的新概念创新型学习空间

全新设立的K-CUBE空间也将使学生们成长为引领未来社会的创意型人才

GLOCAL K-CUBE

SPACE
学习 + K-CUBE

SPACE
沟通 + K-CUBE

摆脱像现有读书室一样有隔断的封闭

阅览室结构，在开放型空间内建成1

人及多人的立方体形态空间，学生们

可以自由讨论、交流，提高创意性

01

02

使用K-CUBE可以进行多种交流，例如

可以在自由的气氛中学习和工作的集

体学习室，地板形的休息区，可以观

看电影和电视的VOD角以及漫画书和

文科书架.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地方

自由地交流他们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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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CAL校区  
招生简章

.  新生/插班生 招生院系和具体专业 1

KUKU

一. 新生 招生院系和具体专业 

学 院 招 生 专 业

设计学院
产业设计学科,  室内设计学科,  时装设计学科,  视觉影像设计学科,           

媒体信息学科,  造型艺术学科

人文社会融合学院

经营学科, 经济通商学科, 警察学科, 消防防灾融合学科,        

文献情报学科, 社会福祉学科，新闻放送学科,  童话⦁韩国语文化学

科,  英语文化学科

科技学院
机械电子工学科, 电脑工学科,生物医学工学科, 绿色技术融合学科, 

应用化学科

医疗生命学院
生物医药学科,  生命工学科,  食品学科,  美容化妆品学科,  体育健康

学科,  高尔夫产业学科 

二.插班生 招生院系和具体专业

学　院 招　生　学　科 专　业

设计学院

设计学部*
产业设计专业 / 室内设计专业 /            

时装设计专业
媒体学部* 视觉影像设计专业 / 媒体信息专业

造型艺术学科

人文社会融合学院

国际商务学部* 经营学专业 / 经济通商专业
公共人才学部(警察学科)

公共人才学部(文献信息学科)

文化通讯学部*
新闻放送学专业 / 童话⦁韩国语文化专业

/ 英语文化学专业

科技学院
ICT融合工学部*

机械电子专业 / 软件专业 / 医学工学专

业
绿色环保科学部* 绿色环境融合专业 / 能源材料学专业

医疗生命学院

社会福祉学部(社会福祉学科)

生物融合科学部*
生物医药学科 / 生物生命工程学科 /

食品学专业 / 美容化妆品专业
运动训练学部（体育健康学学

专业）
运动训练学部（高尔夫产业专

业）

■插班入学时，如有’*’标记，按具体专业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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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日程 2 .  报名资格 3
类　别 2021学年度下学期 备 注

招生简章下载地址 在建国大学官方网站下载 www.kku.ac.kr

提交材料 2021.05.03(星期一)∼05.31(星期一) 访问或邮寄

审查 2021.06.14(星期一)∼06.18(星期五)中的一天

录取结果 2021.07.05(星期五)预计

① 在网页上查询录取结
果

② 在页面打印录取通知
书及学费缴纳单等相

关材料

缴纳学费 2021.07.05(星期一)∼07.16(星期五)
汇款需于2021.7.16日到

款于我校账户

开学 2021.08.30(星期一)

■ 上述日程如有变动，将另行通知

a. 新生

1) 考生与父母均为外国国籍

2) 在国外完成正规小学，初中，高中等全部教育的（应届）毕业生

3) 韩国语能力符合报名资格者

b. 插班生(3年级) 

1) 考生与父母均为外国国籍

2) 在国外完成相当于韩国正规小学、初中、高中等全部教育的（应届）毕业生。

3) 韩国语能力符合报名资格者

4) 学历事项(以下条件中最少符合一个)

ㅇ 在4年制高等教育的正规大学修读2年以上，并（即将）修满总学分一半以上者。

[如果是韩国国内在校大学生, 修满2年学分者] 取得者

ㅇ 大专院校毕业生（预备毕业生）并且学历经中国教育部认证者

5） 注：理工学院，设计学院及动态媒体学科插班时必须要与原大学（大专）院校专业对口，无基础或专业

不对口等将无法插班

※ 为了确认申请者所在国家正规教育课程是否属实，必要时学校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交教育法规等有关

的材料，申请者有义务向建国大学GLOCAL 校区 国际教育院 提交相应材料

【韩国语能力和国外学校教育的认证基准】

■ 韩国语能力 (以下基准中至少符合一个)

- 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 4级 以上(艺术类专业3级以上)

-在世宗学堂韩国语中级2 以上者

■ 外国学校教育课程

- 根据国家教育法规，只承认国家认证的正规学校的正规课程



04
KONKUK UNIVERSITY

05
GLOCAL CAMPUS

. 报名方式和招生方式4 .  提交材料5
a. 报名方式 : 访问或邮寄

1) 中文地址: 忠北忠州市中原大路268建国大学GLOCAL校区 国际教育院(K2)306室 

留学生中心 外国留学生负责人 (邮编 : 27478)

2) 电话: +82-(0)43-840-3176 / 传真 : +82-(0)43-840-3179

b. 招生方式:  面试 100%

a.共同材料

	申请书(参照招生简章后页)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同意书

	护照复印件 - 国籍和照片部分

	照片 (1张白底，规格：3.5cm * 4.5cm )[注:照片背面上写上自己的护照英文名字]

	身份证复印件

	户口簿复印件

	银行存款证明18,000$以上的银行存款证明( 签证申请基准日为30日以内的原件，有效期6个月以上,学

生本人名义)

  ※如果是在韩国滞留的外国人情况,需准备韩国国内银行1,800万韩元以上存款证明(本人名义)

 ※如果是在韩国滞留外国人情况,根据出入境管理事务所的要求会追加部分材料 (海外汇款确认书，银

行流水账(1年))

	外国人登陆证正反面复印件(韩国滞留外国人)

b.家庭材料

	父母身份证复印件

	父母在职及收入证明原件

- 从事农业劳动者需到所在地街道办公室处开取收入证明

- 个体经营者需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名义要与本人名义一致）

	若父母离婚或死亡，需要提交相应的证明材料

	父母户口本复印件(中国国籍者)

c.学历材料

<新生>

	  高中毕业证明书原件及复印件

	  最终学校学历认证书(属于高中毕业者)

- 中国教育部指定学历 (www.cdgdc.edu.cn)，学位认证中心发行的（www.chsi.com.cn）

	最终学校学历认证书(属于中国地区职业高中或中专毕业者以下材料务必提交，二选一)

- 相关学校发行的毕业证书（须经省教育厅+驻华公馆韩国领事馆认证）

- 省教育厅发行的毕业证书（驻华公馆韩国领事馆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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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项6※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运营的技术工业高中毕业证书在‘人力资源保障部认证+驻中大韩民

国领事确认’时得到双认证

<插班生>

	最终学校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

	最终学校学历认证书

-仅限4年制本科在校生，认证方法（如下）

-最终学校学历认证书(属于高中毕业者)

※中国教育部指定学历学位认证中心发行的（www.chsi.com.cn）

※在韩国大学（专科）毕业时 请提交毕业证明书（不需要认证）

	大学在学证明（指4年制本科在校生） 

-韩国大学在校生情况时：提交在学证明

-中国:中国教育部指定学历（www.chsi.com.cn）进行认证

-如果是大学在校情况时，请提交高中毕业证明和学信网认证报告书

※属于中国地区职业高中或中专毕业者以下材料务必提交（二选一）

-相关学校发行的毕业证书（须经省教育厅+驻华公馆韩国领事馆认证）

-省教育厅发行的毕业证书（驻华公馆韩国领事馆认证）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运营的技术工业高中毕业证书在‘人力资源保障部认证+驻中

大韩民国领事确认’时得到双认证

	大学成绩单原件及公证件（公证件需要公证成韩文或英文）

	大学毕业证明（指大专生）

-仅限大专毕业者

	大学学历认证（指大专生）

-仅限大专毕业者

-中国教育部制定学历学位认证中心发行的（www.cdgdc.edu.cn）或（www.chsi.com.cn）

认证书

d. 递交材料注意事项

	上述所有文件（证明）仅在有效期内认可，在签发（发行）日起30天内有效

	如果提交的文件（证明）不是韩语或英语情况时，请翻译成韩语或者英语（参考‘17页’翻

译者确认书）

a.填写入学申请表注意事项

	填写入学申请表时， 不得有空缺事项，须正确填写完整

(面试时间, 注册等个别事项将通过QQ和e-mail通知)

b.提交材料

	规定日期内，材料提交不齐全，属学生个人责任。

	无法判定材料真假时, 根据情况可能追加提交材料。

	若录取合格者属于预备毕业生情况，请把最终证明（学历）材料在开学后15天之内进行提交

ｃ.公布录取结果和注册

	申请表上请填写正确的QQ或E-mail，QQ为本校通知各项信息（例如：缺乏材料等）的主要方

式，QQ添加好友时设置问题添加不上或学生本人不常查收E-mail和QQ等收不到我校发送的各

项信息，造成的后果均由学生本人承担

	如未在注册期间【2021.7.5（星期一）∼7.16(星期五)】内缴纳学费，将取消入学资格

注:请注意学费缴纳截止日期，国际汇款或境内转账需于2021.7.16日之前转至我校账户，否

则将按照未缴纳学费处理

ｄ.毕业注意事项

	毕业时必须提交TOPIK 4级或4级以上的证书才给予毕业

注:TOPIK证书有效日期为两年

若未交齐材料，提交的材料不完整及填写内容有所遗漏或存在与其事实不符的入学申请表等因学生本

人的原因所造成的损失将由学生本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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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7
a.报名费

	报名费 : 韩元 100,000元 (报名截止日前务必提交)

	截止日 ：2021.05.31（星期一）17:30截止（以韩国时间为标准）

	账号：新韩银行 140-009-170027（ 건국대학교 한국어교육센터）

b.学费

	入学金 : 韩元 334,000 (以2021年度为基准)

	学费

-新生

学院/专业 学费

设计学院 韩元 5,643,000元 / 学期

人文社会融合学院 韩元 4,031,000元 / 学期

人文社会融合学院 (消防防灾融合学科) 韩元 4,836,000元 / 学期

科技学院 韩元 4,836,000元 / 学期

科技学院(机械电子工学科, 电脑工学科,生物医学工学科) 韩元 5,460,000元 / 学期

医疗生命学院 韩元 4,836,000元 / 学期

-插班生

学院/专业 学费

设计学院 韩元 5,643,000元 / 学期

人文社会融合学院，医疗生命学院  社会福祉学科 韩元 4,031,000元 / 学期

科技学院（ICT融合工学部 除外） 韩元 4,836,000元 / 学期

ICT融合工学部 韩元 5,460,000元 / 学期

医疗生命学院（社会福祉学科 除外） 韩元 4,836,000元 / 学期

※学费是以2021年度为基准

c.宿舍费

寝室种类 寝室区分 寝室数 入寝人员 费用 (1学期)

Mosirae 4人寝 347间 1,388名 1,276,000韩元

Haeoreum
2人寝 264间 528名 1,230,000韩元

3人寝 88间 264名 1,030,000韩元

总计 734间 2,250名

※ 宿舍费是以2021年度为基准

※申请宿舍后，没有按时入住者按照规定需交取一定的违约金

※ Mosirae宿舍费里包含一日三餐

d.医疗保险费 :约 600,000 韩元/年（从2021.3月起开始实行外国人加入国民健康保险制度规定，要求

所有留学生义务性加入国民保险）

※ 健康保险是大韩民国政府针对‘外国人留学生签证签发及滞留管理’，在韩滞留期间外国留学生必须

加入保险，如没有及时加入保险的同学，出现任何问题需由学生本人自己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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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学金8 . ISEP9
a. 新生奖学金

	未持有TOPIK 4级者  :  减免学费的40%（入学金除外）

	持有TOPIK 4级者  :  减免学费的50%（入学金除外）

	持有TOPIK 5-6级者  :  减免学费的70%（入学金除外）

b. 在校生成绩奖学金

奖学金名称

奖学金选拔标准

奖学金前学期
平均分

前学期

基础绩点
其他

外国留学生 誠 奖学金 4.0/4.5

15

- 3,000,000韩元

外国留学生 信 奖学金 3.5/4.5 - 2,400,000韩元

外国留学生 義 奖学金 3.0/4.5 - 2,000,000韩元

外国留学生 鼓励奖学金 2.3/4.5 - 1,400,000韩元

外国留学生 成绩优异奖学金 3.0/4.5
TOPIK 4级 以上, 
且占在校留学生

的5%
2,000,000韩元

成绩上升STEP-UP 奖学金 2.0/4.5 12

与之前学期相比
成绩上升, 且占
在校生留学生的 

25%

600,000韩元~

1,000,000韩元

 ※ 在校生奖学金要求最少在读一学期以上才可申请    

 ※ 延期毕业生无法申请     

※ 除成绩优秀奖学金外，其他奖学金不可重复申请

d. 宿舍奖学金

	对住满Haeoreum寝室的学生（一学期），学校在每学期期末给予400,000韩元的补助金

ISEP(International Student Education Program)是为了使留学生更快地适应韩国生

活和提高大学自主学习能力，在建国大学GLOCAL校区开展的“留学生特别教养课程”和 

“Mentee-Mentor活动”的总称

为了即将在韩国开始大学生活的留学生们可以更好地适应学校生活和了解韩国文化特设

留学生教养课程（一、二年级共58-64学分），并在三、四年级开展留学生和韩国学生组

成的互助小组，来帮助新生选课、学分进修和学校生活等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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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大学 2021年度下学期外国留学生入学申请表

姓名

韩文 类别

照片
(3.5 × 4.5)

* 白底护照尺寸证明照

英文
□新生 □插班生

中文

申请专业 宿舍

□ Mosirae4 人寝
□ Haeoreum2 人寝
□ Haeoreum3 人寝
□ 不需要

外国人登录证号
(出生年月日)

* 没有登陆证号码
必须填写出生年
月日

性别 □男 □女

国籍 邮箱地址 * 必须填写 QQ 邮箱

护照号码 现所在语言研修学院

学历信息

‐高中

‐大学

学校名 在校期间 国家 /城市 联系方式

高中 ~

大学 ~

~

家庭关系

关系 姓名 国籍 身份证 /护照号码
年
龄

职业
（公司名）

联系
方式

韩国
电话号码 地址

（要求准确的联系方式）

中国

电话号码 地址

（要求准确的联系方式）

 ※ 注意：宿舍（ Haeoreum ）由于 房 间 数 不 足 ，可 能 与 本 人申 请 无 关  随 机 分 配 2 人 寝 室 或 3 人 寝 室

本人请仔细阅读建国大学GLOCAL校区2021年度下学期外国留学生招生简章的内容，如果本人的入学申请表，经
济担保书及申请人记录事项有误、存在虚假或不完整时，本人愿意接受贵校的任何处理，同意贵校对相关材料
进行重新审核和确认   

年   月   日

申请人姓名      (签名)

   

GLOCAL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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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大学2020年度下学期外国留学生招生经济保证书

[ 申请人 ]

申请学院 申请专业

护照姓名

（英文全
拼）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别

国籍 护照号码

[ 经济担保人 ]

姓名
与申请人的关

系

国籍 身份证号码

职业

地址

电话号码

申请人若违反出入境管理法等韩国法律时，本人需将承担韩国出入境政府的行政处分及罚款等

一切费用。

年   月   日

经济担保人   ( 签名 )

建国大学校长 

GLOCAL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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번역자 확인서

확 인 서 ( 번역자 )

번역자 인적사항

국적 성명 생년월일 성별

주소
연락처 ( ☎ )

번역물 원본의 명
의인 인적사항

국적 성명 생년월일 성별

번역 대상물

첨부한 번역 내용은 원본의 문구에 맞게 사실대로 번역하였으며 , 번역 내용이 사실
과 다른 경우에는 이에 따른 모든 법적책임을 감수하겠습니다 .

20   .    .    .
번역자 : 

법무부장관 귀하

GLOCAL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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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国大学Glocal校区外国留学生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同意书

1. 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目的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目的： 外国留学生入学审查，告知事项，申请签证，准确联系方式，登录合格者学籍。

 个人信息收集内容(必选):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联系方式，电子邮箱，学历状况，地址。

 个人信息收集内容(选择): 监护人姓名，性别，生日，联系方式。

 个人信息的保留及使用期间：招生申请结束前，但被录取者的个人信息将被永久保存在学校档案库。

 申请者如果在本项中选择了“不同意”，申请者在入学申请过程中所产生制约等后果将由本人承担。 

我同意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目的有关内容 

必选项目　<同意 □ 不同意 □ >

选择项目　<同意 □ 不同意 □ >　

2. 个人信息的第三方提供

 只限于合格者，向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

 接受个人信息的第三方：校内有关部门(学生处，宿舍等)，教育部，法务部，保险公司。

 提供目的：学籍登录及管理，宿舍申请，加入保险等管理，大学评价等统计资料提交。

 提供内容：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本人联系方式，学号，国籍。

 个人信息的保留及使用期间：永久。

 申请者如果在本项中选择了“不同意”，申请者在入学申请过程中所产生制约等后果将由本人承担。 

我同意个人信息的第三方提供有关内容 < 同意 □ 不同意 □ >

3. 固有识别信息的收集·使用目的

 固有识别信息的收集·使用目的： 申请签证及颁发标准入学许可书。

 固有识别信息收集内容：护照号码，外国人登陆证号。

 固有识别信息的保留及使用期间：招生申请结束前，但被录取者的个人信息将被永久保存在学校档案库。

 申请者如果在本项中选择了“不同意”，申请者在入学申请过程中所产生制约等后果将由本人承担。 

我同意固有识别信息的收集·使用目的有关内容 < 同意 □ 不同意 □ >

4. 学历查询

 招生需要审核和确认申请人的学历等相关资料，本人愿意接受学校对相关资料的审核和确认。

 申请者如果在本项中选择了“不同意”，申请者在入学申请过程中所产生制约等后果将由本人承担。 

我同意学历审查有关内容 < 同意 □ 不同意 □ >

             年     月     日

                                                      姓名 :         ( 签名 )

GLOCAL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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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大学 空间K’REATIVE

真正开始
学习的地方

建国大学在校内设立了5个,如同图书馆的K-空间一样的新概念开放式

的学习休息室，以开放·创意·融合·沟通为理念，为学生们创立交

流知识、开发创意的娱乐学习两不误的空间

建国的教育空间创新-1

GLOCAL CAMP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