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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TS 55,TOEFL(IBT)71(或同等英语成绩持有者)

*注意事项

甲国籍相关注意事项:

◆  在学生开始与韩国高中课程相应教育课程之前,本人及父母均取得外国国籍时,父母及学生均认定为外国人

◆  在父亲或母来中,只有一人是赡养义务人,只有赡养义务人的国籍扌能反映在申请资格上。但是,这需要政府发行的文件来确认。

◆  父母或本人中持有韩国国籍或多重国籍者不具备报考资格,确认为多重国籍者时,合格后仍取消入学资格。

◆  存在家庭关系及国籍相关特别事项时(离婚再婚/未婚死亡失踪取得韩国国籍等)需提交证明该情况的政府发行文件

乙学历相关注意事项:

◆  依照小学、初中、高中就学期间以韩国学制为标准的原则(海外教育期间的认证方式是1学年至6学年为小学,7学年至9学年为初

中,10学年至12学年为高中)

◆  小学、初中、高中学制不足12年的国家的报名者,仅限于韩国教育部长官认证,具有韩国12学年制同等学历者

◆  但是,海外高中是否承认高中毕业,以国内正规高中学制为准,综合考虑各相关国家学制及学期等因素后判断

◆  外国及韩国的验证考试、家庭学校教育、网络教育等不认可高中毕业学历,网络大学不认可其作为编入支援资格的学历。

◆  母语为英语的报名者或在外国完成小学,初中及高中全过程,以英语授课的报名者不需要提交英语成绩

◆  大韩民国政府邀请学生按照国立国际教育院的韩语入学规定入学

双学位

◆  在与本校签定双学位协定的大学已读完2年或4个学期(假期除外)以上者

◆  在之前的大学已修完毕业所需学分的1/2以上者

◆  在之前的大学已修科目平均分数B(80/100)以上者

语言能力

韩语授课

新生/插班生

◆  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 3级以上

◆  在韩国大学附属语学院3级课程以上结业(预结业) 或本校本科预科班(AFP) 第3阶段结

业(或预结业)

◆  亚洲大学韩国语能力考试3级以上取得者(仅11月25日实施考试认证)

※亚洲大学韩国语能力考试应试者中未取得3级以上成绩者自动被排除在文件审查对象之

外，其他韩国语能力证明文件提交不合格

双学位 ◆  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 3级以上

英语授课

插班/双学位

类型 报名资格

国籍 ◆  本人和父母都是外国人    ※参考下端国籍相关注意事项

插班生

新生 ◆  毕业(预毕业)于国内外高中或按照韩国有关法律认证的学历持有者

插班生

◆  在国内外4年制大学已读完2年或4个学期(假期除外)以上者

◆  在插班之前的大学已修完毕业所需学分的1/2以上者

◆  在国内外2，3年制大学毕业(预毕业)者·申请全球化IT专业4年级时，海外3年制及以上

大学软件工程相关专业毕业(预毕业)者

未满足报名资格者(文件未提交者)不合格处理

◆  按申请者所提交的材料,进行综合评价(高中成绩、自我介绍书、高考等海外高中学历)

◆  申请者也可提交辅助材料供评价参考(推荐书、获奖经历、资格证、语言能力证明材料)

材料审核 面试

100% 无



亚洲大学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 翻译公证原件{韩语或英语外文件)

2. 下列证书

①Apostillei证书

②出身学校所属国家驻韩国领事或驻韩公馆领事认证书

※预毕业生毕业后需追加提交最终成绩证明书原件(返还原件对照笔),翻译公证及領事

认证书

国籍证明材料

国籍所在国家改府机关发

行的

亲属关系证明书

◆  中国国藉以外者:出生证明书或来属关系证明书的翻译公证书

◆  中国国籍持有者:均提交以下两项

①亲属关系证明翻译公证书

②全家戶口本翻译公证书

身份证复印件 ◆  报名者本人以及父母的身份证

护照复印件 ◆  报名者本人

外国人登录证 ◆  仅限持有者

学历证明材料

新生/插班生/双学位

高中毕业(预毕业)证明书

1.翻译公证书原件(韩文或英文的资料)

2.下列证书

     甲. 中国国籍以外者

① Apostillei证书

②出身学校所属国家驻韩国领事或驻韩公馆领事认证(确认)书

     乙. 中国国籍持有者

中国教育部学历认证报告(中等学历认证书)

www.cdgdcedu.an, www.cis.or.kr, Confusious Institute T.02-554-2688

     丙. 中国国籍申请者-中等专业、职业、技术高中等职业高中选1)

①相应学校发行的毕业证书+省、市教育厅认证文件+韩国驻华领事认证书

②省市教育厅发行的毕业证书(省市教育厅印章必须)+韩国驻华领事认证书

     丁. 预毕业生(选1)

①Apostille证书

②出身学校所属国家驻韩国领事或驻韩公馆领事确认书

※预毕业生毕业后需追加提交相应文件

高中全学年成绩证明书

(标记每学期成绩)

1. 翻译公证原件《韩语或英语外文件》

2. 下列证书

①Apostillei证书

②出身学校所属国家驻韩国领事或驻韩公馆领事认证书

※预毕业生毕业后需追加提交最终成绩证明书原件(返还原件对照笔),翻译公证及领事

认证书

插班生/双学位

所在大学毕业预毕业)证

明书

或在校证明

1.翻译公证书原件(韩文或英文的资料》

2.下列证书

甲. 中国国籍以外者

①Apostillei证书

②出身学校所属国家驻韩国领事或驻韩公馆领事认证确认书

乙. 中国国籍持有者

中国教育部字历认证报告(中等学历认证书)

www.dededuo wwck orkr. Confusious insttuteT.02-554-2688

丙. 中国匡籍申清者-中等专业、职业、技术高中等职业高中选1

①相应学校发行的毕业证书+省、市教育厅认证文件+韩国驻华领事认证书

②省市教向厅发行的毕业证书(省市教育厅印章必须)+韩国驻华领事认证书

丁. 预毕业生选1

①Apostillei证书

②出身学校所属国家驻韩国领事或驻韩公馆领事确认书

※预毕业生毕业后需追加提交相应文件

所在大学成绩证明

(标记每学期成绩)

出身高中(大学)

或韩国语研修机关教师

推荐书(选择事项)

◆  韩文或英文推荐书原件

◆  推荐人亲笔签名提交

◆  用电子邮件索要模板,收到回复后提交

(格式要求:admissionajou.ac.kr)

双学位

入学申请书
◆  如果需要模板的话可以发邮件咨询

(admission@ajou.ac.kr)
自我介绍学习计划书

双学位推荐书

类型 材料 备注

本校格式

新生/插班生

入学申请书 ◆  网上报名填写后,打印并签名提交

◆  在入学申请书上填写与申请者护照名相同的姓名自我介绍·学习计划书



亚洲大学

序

号
类型 材料 备注

15

16

17

18

19

*注意事项

1. 除韩语或英语以外,所有用外语写的提交材料均需提交翻译公证件。

2. 书面材料原则上提交原件,已提交的材料概不退还。但是,如因不得已的原因无法在接收志愿书期间提交原件时,经留学生入学组审

议许可,可优先提交副本,并在指定期限内提交原件如留学生入学组指定期限内未能提交原件或提交的副本与原件内容不一致,则取消

入学资格。

3. 无论入学前后,伪造、变造提交材料、未达到报考资格、替老等不正当方法确认合格的事实时,取消入学资格,因上述原因取消入学

资格时,已缴纳的学费不予退还。

4. 应届毕业生在毕业后学校指定的期限内上方<学历证明文件甲、乙、丙>项中,本人需提交相应文件,入学前不能提交毕业证件或因

提交证明材料延迟而推迟取得签证时,入学将被取消。

5. 国内正规大学附属语言教育院3级以上课程预定者或TOP|K3级以上取得预定者,可在2022年2月以提交结业证或成绩证明为条件,

有条件地合格,提交证明书后扌能最终合格。如未按期提交或未达到报名资格标准,则取消合格资格。

6. 根据应聘者的材料,留学生入学组可以加减提交材料,被要求补充材料的学生必须在申请期限内提交补充材料。

新生/插班生(韩语投课)

双学位（英语授课)

其他材料

银行存款证明书
◆  存有相当于20000关元的存款证明

※在亚洲大字语学院毕业申请亚洲大学本科的情况,保证金金额为10000美元

银行存折复印件 ◆  仅限韩国存折持有者

个人倔息保护同意书及学

历

调查同意书

◆  各1份

韩国语能力证书

(仅限持有者》

◆  符合下面一种即可

①ToP|K成绩原件

②大学附属语学院或AFP结业证书原件,最终学期成绩及出勤证明

英语能力证书 ◆  TOEFL IBT,IELTS 成绩单原件

语言能力证明

材料

分类 日程 备注

材料审核 2021.11.15(周一)~12.03(周五)

合格者公布 2021.12.10(周五)
◆  网上确认

①本校网站(http：//www.ajou.ac.kr)②个人邮件指南

报名(在线)
2021.09.27(周一)~11.12.(周

五)17.00

◆  仅限网上申请(双学位除外)

http：//www.jinhakapply.com/frame110470.aspx

提交材料(线下)
2021.09.27(周一)~11.12.(周

五)18：00

◆  办公室访问或邮寄提交

◆  [地址]韩国京畿道水原市灵通区世界杯路206亚洲大学国际合

作部(栗谷馆153号)

※周末及公休日不接受办公室访问提交

*注意事项

◆  上述日程因学校情况出现变更时,将重新在亚洲大学国际合作处网站公布

(https: //oia.ajou.ac.kr/oia/admission//admission-schedule.do)。

◆  以邮寄方式提交材料时,须在截止时间期限内途达。

◆  在提交期限之前,如果提交材料因邮件配途事故等其他原因未途达或申请者未能提交相应文件,将按不合格处理,责任在考生本人(不

退还申请费)

◆  申请期间所需的所有通知事项均通过申请者的E-mail行公告,在入学申请书上需正确输入E-mail,联系方式错误或无法与申请者取

得联系而产生的不良后果由申请人本人负责。

◆  网上申请受理完毕后,内容无法修改,因申请人填写错误导致的后果由本人负责。

合格者学费缴纳 2022.01月中
◆  KB国民银行全国支行

※银行营业时间内09：30~16：30

领取入学许可书 2022.01月中

时间地点另外通知

新生入学说明会 2022年2月中



亚洲大学

学院 专业 学院 专业

5.应用化学生命工程学系 经营学院 18.经营学系  ◆

6.环境安全工程学系

人文学院

19.国语系

7.建筑系统工程学系 20.英语系

8.交通系统工程学系 21.法语系

9.建筑学系

建筑工程专业(4年)

建筑学专业(5年)

22.文化传媒系

信息通信学院

10.电子工程学系 23.历史系

11.软件工程学系

软件工程专业

全球化IT专业  ◎

24.经济学系

12.网络安全工程学系 25.行政学系

工科学院

1.机械工程学系

自然科学学院

14.数学系

2.产业工程学系 15.物理学系

3.化学工程学系 16.化学系

4.新材料工程学系 17.生命科学系

28.政治外交学系

*注意事项

  ◆  标识的科系, 仅限插班、双学位报名者, 提交一定水准的英语能力证书(TOEFL, CBT, IBT, IELTS, TEPS) 也可作为选拔条件(新入

生语言能力仅认证韩语成绩)

  ◎  软件工程系的全球化IT专业插班时,招收3,4年级学生

社科学院

13.数字媒体系 26.心理学系

27.社会学系

◆  报名费:韩币150,000元

◆  缴纳截止时间:202111.12周五)17:00

◆  缴纳方法∶阴上报名时缴费(信用卡或转帐缴纳)

※双学位不需缴纳报名费

*注意事项

◆  出现未缴纳情况时取消申请资格

◆  如考生报名后遇自然灾害、疾病或其他非常状况时,提交报名费退还申请表及证明材料后,经校方审议后可退还全部或部分报名费

    学费

学院 入学金(仅第一学期缴纳) 学费(每学期) 学费(每学期)

工科学院，信息通信学院

180000

韩币4426,000 韩币4426,000

自然科学学院 韩币3916,000 韩币3916,000

经营学院 韩币3,440000 韩币3,440000

人文学院，社会科学学院 韩币3,374000 韩币3,374000

*注意事项

◆  以上以2021年的学费为基准,学费可能有所变动



   报名资格

亚洲大学

    奖学金

等级 金额 新生

插班

韩语课程 英语课程（经营系）

1. 新入学奖学金

新入学奖学2 学费50%减免及支援宿舍1学期费用 TOPIK 5级 TOPIK 5级 IELTS 7.0 TOEFL 90

新入学奖学1 学费80%减免及支援宿舍1学期费用 TOPIK 6级 TOPIK 6级 IELTS 7.5 TOEFL 100

新入学奖学4 学费15%减免及支援宿舍1学期费 TOPIK 3级 TOPIK 3级 IELTS 6.0 TOEFL 75

新入学奖学3 学费30%减免及支援宿舍1学期费用 TOPIK 4级 TOPIK 4级 IELTS 6.5 TOEFL 80

特别奖学金D 追加学费10%减免 全球化IT申请合格者

*TOEFLIBT数为基准

*一学期(第一学期)宿舍费支援:以亚洲大学花红馆4人室(656,000韩元)为基准。但,选择校外租房的情况,给予宿舍费(656000韩

元)50%支援。

*外国人奖学金D对象中,拥有相当于新入学1~4的TOP|K成绩时,可同时获得新入学1~4。

*接收志愿书截止日以后,在电邮公告的期限内追加提交比现有提交成绩更高的级数的TOP|成绩时,将适用变动成绩基准的奖学金(提

交期限、方法及奖学支付方法事后单独公告申请人Emal

2. 在校生奖学金

等级 金额

资格条件

语言要求 成绩要求

在校生奖学金1 学费100%减免

TOPIK4级以上

排名5%以内

在校生奖学金2 学费50%减免 排名5%~15%以内

加油生活讲学 100万韩币 排名15%~50%以内

韩币419,000 韩币419,000

韩币727,000

花红馆

二人间

韩币967,000 韩币967,000

韩币550,000 韩币550,000

四人间

韩币656,000 韩币656,000

建筑 类型 期间 金额

国际宿舍 二人间

韩币1,264,000 韩币1,264,000

韩币7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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