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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语教育
课程介绍

祥明大学介绍

校长致辞

祥明大学国际语言文化教育院介绍

院长寄语

以至诚至理的理念与炙热的胸怀，
引领开创新时代的年轻的新一代！

祥明大学国际语言文化教育院以2005年3月开办的韩国语言文化

教育院为母体，迄今为止，持续给外国人和海外同胞提供高效率
的韩国语教育。

随着国际化时代的加速化、韩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韩国文化的传

1937年心怀民族教育大志的裴祥明博士以其透彻的教育理念及

扬，想学习韩国语的学生需求也变得多样化。

教育哲学为建立了祥明大学。在80多年的长久发展和历史沉淀

面对这种环境变化，国际语言文化教育院采纳学习者们的要求，采

中，本着“正义，真理，真爱”为教育理念，背负着人才培养和教育

用有效的教授方法提高学习效率。

研究的使命迈进了崭新世纪。

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国际语言文化教育院成员无论何时都优先考虑

21世纪正转变为以创新知识情报产业化、全球化为主流的时代。在

学生，本着“能让学生更好学习韩语的目标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这样的时代变迁中，祥明大学不仅积极地应对来自新时代的机遇

[请在祥明大学国际语言文化教育院实现韩国语学习的梦想吧！]

与挑战，更为国际创意型人才的培养而不懈努力！青春因有梦与理

想而美丽，更因实现理想而显得弥足珍贵。祥明大学比任何一所学

2019年 1月 1日

校都更加尊重年轻人面向世界的远大理想。祥明大学在对学生人

祥明大学国际语言文化教育院长

格与能力的培养上，具备最优越的教育环境与教学规划，为学生们

赵恒錄

理想的实现给予最大的支持与帮助。

在这里，在祥明大学，我们一起放飞梦想吧！

2019年 1月 1日

简历

祥明大学校长

› 韩国语教育机关代表者协会顾问（前任会长）
› 国际韩国语教育协会咨询顾问（前任会长）

Baek Ehung Gi

祥明大学简介

祥明大学以培养诚实和创意型人才为教育理念始建于1937年。

1965年下半年，我校升级为祥明女子大学，1966年发展成为了男
女共学的综合性大学。祥明大学共有首尔和天安两大主要校区，

截止到2018年10月，天安和首尔校区共有在校生13,000多名分别
就读于本科及研究生专业，其中包括1,380多名外国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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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国立国际教育院运营审议委员会成员

经营原则

计划，运营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

负责任地指导学生从入学到进入大学(院)，再进入社会。
最优越的地段，最完善的设施，最优质的教育。

拥 有33年韩国语现场教育经验的院长亲自负责主管入学与
教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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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语正规课程介绍

韩国语
正规课程

韩国语正规课程介绍
祥明大学韩国语教育课程由1-6级共6个阶段构成，旨在让学生在
最短的时间内学到最实用有效的韩国语。

学完全部课程后，学生能具备基本的韩国语能力，能听懂大学授
课并能从事较专业的语言工作。

2019~2020年度学期日程
年度

201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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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

教育时间

春

夏季、冬季
短期研修课程

课程以全球的高中生，大学生（包括大专生），研究生为对象的短
期课程。
课程期间最短为一周最长为两个月。

〈韩国语-韩国文化〉，
根据学习者的要求开设〈纯正韩国语课程〉，
〈韩国语-K-POP舞蹈〉，
〈韩国语-航空服务技术〉等多种课程。

日程
学费缴纳截止日期

分班考试

申请截止日

面试

2019.03.18 (一) ~
2019.05.24 (五)

2019.02.11(一)

2019.02.19 (二)~
2019.02.21 (四)

2019.02.27(三)

2019.03.13(三)

夏

2019.06.17 (一) ~
2019.08.23 (五)

2019.05.13(一)

2019.05.21 (二)~
2019.05.23(四)

2019.05.29(三)

2019.06.12(三)

秋

2019.09.23 (一) ~
2019.11.29 (五)

2019.08.19(一)

2019.08.27 (二)~
2019.08.29 (四)

2019.09.04(三)

2019.09.18(三)

冬

2019.12.16 (一) ~
2020.02.25.(二)

2019.11.11(一)

2019.11.19 (二)~
2019.11.21 (四)

2019.11.27(三)

2019.12.11(三)

春

2020.03.16 (一) ~
2020.05.25(一)

2020.02.10(一)

2020.02.18 (二)~
2020.02.20 (四)

2020.02.26(三)

2020.03.11(三)

夏

2020.06.15 (一) ~
2020.08.21 (五)

2020.05.08(五)

2020.05.18 (一)~
2020.05.20 (三)

2020.05.26(二)

2020.06.10(三)

秋

2020.09.14 (一) ~
2020.11.24 (二)

2020.08.07(五)

2020.08.17 (一)~
2020.08.19 (三)

2020.08.25(二)

2020.09.09(三)

冬

2020.12.14 (一) ~
2021.02.23 (二)

2020.11.06(五)

2020.11.16 (一)~
2020.11.18 (三)

2020.11.24(二)

2020.12.09(三)

韩国语能力测试
（TOPIK）考前
强化课程
大学本科入学
准备强化课程

该课程是针对本教育院学生及我校在校生而开设的课程，旨在提

高学生的韩国语言能力，且能顺利入学、毕业及提升在韩国生活
的适应力和取得韩语等级证书为目的。

专门针对已完成正规课程，即将准备大学本科入学（大学院入学）
的学生而开设的高水平韩国语课程。

通
 过高级的韩国语学习来提高学生的自身能力，并提供大学生活
所需的各种信息使学生能快速适应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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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委托教育课程和祥明预科国际课程介绍

外部委托
韩国语
教育课程

应公司，大学，政府机关及其他机构的要求而开设的教育课程。

根 据委托机关的要求，灵活安排日程及教育内容，制定出有效系
统的教育课程。

韩国语教育特征

完备便利的
教育设施

激发学习
热情的
奖学制度
有助于深层
学习的免费
课外辅导课程

位于韩国文化中心-大学路。

为提高教育质量，提供最舒适的教学环境和现代化设备。
14名以内小班教育。

提供电脑室、自习室、学生休息室、室外休息室等教育设施。

成绩优秀奖学金、特别奖学金、勤劳
奖学金等丰富的奖学制度。

合作大学、合作机构、委培教育参与
者的奖学制度。

每学期根据学生申请而开设。

 读答疑，查漏补缺，激发学生的学
陪
习兴趣，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
 有韩国语教育硕士以上学历的专
持
职教师和辅助教师团队负责学生的
课外辅导。

生动有趣的
学习活动

祥明预科
国际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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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学期安排丰富多彩的韩国文化体验学习。
通
 过每学期举行的学生之日、学生体育大赛等活动，增进学生友
谊，丰富学生文化生活
毕
 业旅行时可享受入住大川研修院的特权。

 世界各地多所大学及机构合作，在当地学习六个月的祥明大学
与
国际语言文化教育院韩国语课程，这样既方便学习又大幅降低了
留学成本。
修 完祥明预科国际课程，赴祥明大学国际语言文化教育院进行6
个月的韩国语课程学习，迅速提高韩国语能力，从而实现进入包
括祥明大学在内的韩国顶尖大学（院）学习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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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韩国语教师培训课程及国外
世宗学堂运营介绍

韩国语教育特征

尽职尽责的
管理

从
 班主任到院长的系统性的指导体系。
开
 放式面谈。
无偿为全体学生办理伤害, 疾病保险，系统地管理每位学生的健康。

韩国语教师
培训课程

祥明大学韩国语教师培训课程是为志愿成为韩国语教师者应试“韩

国语教育能力鉴定考试”而开设的专业培训课程，全课程采用网络
方式进行授课。

本课程依照韩国《国语基本法实行令》，满足结业条件者，可获得

“韩国语教育能力鉴定考试”应试资格，并颁发祥明大学校长名义的
资格证书。

韩
 国语教育能力鉴定考试合格者将取得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名义
颁发的“韩国语教师资格证3级证书”。

结合最新的教育方法，专业系统的教师培养教育和长期提供韩国

韩国语教育
经验丰富的
师资队伍

语教育相关信息。

庞
 大的教师队伍：祥明大学，西江大学，首尔大学，梨花女子大学，
汉阳大学等韩国语教育著名教授讲课。

毕业于对外韩国语教育专业，持有对外韩国语教师资格证书的硕
士及博士，并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师资队伍。

为学生们适应韩国文化提供帮助，通过面谈和贴身指导帮助学生
解决困难，并帮助学生成功完成留学生活。

韩国语教师培训课程
‘俢完祥明大学韩国语教师培训课程’

▼
韩国语教育能力鉴定考试

▼
韩国语教师资格证(3级)

采用最新颖的
教材编写原理
而编辑和出版的
祥明韩国语教材
〈掌握韩语〉

由祥明大学国际语言文化教育院著名教授团队汇集自身的韩国语
教学成果而编撰。
按照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的相关等级要求来设定教材等级。
采用语意沟通为中心的最基本的教学原理和方法。
提供多种多样的教学活动和丰富的影像视听资料。
提供语意沟通时需要的韩国文化资料。

国外世宗学堂
运营

印度陈乃音世宗学堂运营

2013年9月，祥明大学国际语言文化教育院和印度印韩中心共同参

与体育观光部附属法定法人机关世宗学堂基金会举办的世宗学堂
运营支援事业作品展，被指定为陈乃音世宗学堂。祥明大学和印韩
中心共同运营的陈乃音世宗学堂通过普及符合印度陈乃音的环境

和需求的韩国语·韩国文化为印度和韩国两国文化交流及两国经济
发展作出贡献。

泰国玛哈沙拉堪世宗学堂运营

2014年9月起，祥明大学国际语言文化教育院与泰国玛哈沙拉堪大

学共同运营玛哈沙拉堪世宗学堂。这是继陈乃音世宗学堂之后共

同运营的第二所学校。玛哈沙拉堪世宗学堂针对泰国东北部地区的

韩国语需求提供学习韩语及韩国文化的机会。并对潜在学习者宣传
韩语及韩国文化，这不但使两国文化交流更活跃，更为扩大互相理
解和互相文化沟通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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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明大学国际语言文化教育院入学申请书

韩国语正规课程报名介绍

报名资格
需递交的材料

상명대학교 국제언어문화교육원 입학 지원서

 请选择申请学期(四选一). 희망하는 신청 학기에 (V)표시를 해주세요.

高中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历的外国人

• 正规课程 정규과정
Spring (

必交材料

※ 银行存款证明为本人名义时不需要提交

国外申请
(C3 / D4)

国内申请

(延签/换签)

女여 (

年년

)

月월

日일

传真 팩스

邮箱 메일

电话 전화

传真 팩스

⑧签
 证类型 비자 종류

⑨ 护照号码 여권번호

⑩ 职业 직업

⑪ 家庭成员关系 가족관계
姓名 성명

账号

1005-201-890887

年龄 연령

Ⅱ 韩国语学习经历 한국어학습경력
① 学习时间 언제

学校名 학교명

收款人名称

Sangmyung
University

递交入学申请书及报名材料 ▶ 材料审核 ▶ 公布面试行程，参
加 面试 ▶ 公布录取结果 ▶ 递交补充材料并缴纳学费 ▶ 申请
签证 (学生本人在当地所属领事馆申请) ▶ 合格者入境 ▶ 分班
考试
递交入学申请书及报名材料 ▶ 材料审核，参加面试 ▶ 公布录
取 结果并缴纳学费 ▶ 办理延签或换签(学生本人在韩国出入境
管 理所申请) ▶ 分班考试

学费退款标准的日期是以学生提交退款书的日期为标准
开学前：100%退款
开学后：按照相关的规定进行退款
对于签证申请被否决或者拒签的学生进行100%的退款
申请费（50,000韩币）不予退还
退费相关的具体材料，请咨询我校教学组。

关系 관계

期间 기간

② 韩国语能力 (选择一个) 한국어 실력

Ⅲ 最终学历 최종학력

本申请书请复印或在本教育院网页（http://cklc.smu.ac.kr)下载使用，递交
收集以及使用个人信息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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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전화

交
 学费时必须要按学生本人的名义来交学费.
必
 须得提交2个学期的学费才可申请（D-4）签证
汇款账号
HVBKKRSEXXX

照片
사진
(3 cm X 4 cm)

名 이름

⑥ 本国住址 본국 주소 (中文)

※ 2019年秋季学期开始,学费将上调为150万韩币.

WOORI BANK

20

⑤ 国籍 국적

学费：一个学期 1,380,000韩币（不含书费）

SWIFT CODE

)

汉字姓名 한자성명

男남 (

④ 出生年月日 생년월일

申请费：50,000韩币（只需第一学期缴纳）

银行名称

姓성

② 韩国姓名 한국이름
③ 性别 성별

Winter (

)

⑦录
 取许可书收领地址 입학허가서를 수령할 주소

① 姓名 성명(英文)

父母的身份证或者护照复印件一份
父母的在职证明以及收入证明各一份
户口本复印件(全家人)

退学费

Fall (

)

Ⅰ 记述事项 인적 사항

亲属关系证明（公证件）

录取步骤

Summer (

国际语言文化教育院申请表（韩语，中文或者英语）
护照复印件一份
本人护照照片 (3ｃｍ×４ｃｍ）1张
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
最终学历公证件或者中国教育部学历认证原件1份
全学年成绩1份（必须全学年，公证件或者原件）
存款证明（9,000美金以上）

※ 申请之日起冻结6个月以上

学费

)

• 其他教育课程 기타 교육과정

不可  (

学习场所 장소
)

不好  (

)

好  (

)

专业 전공

分类 분류(选择 /선택) 大本 대학교 (

职业 직업

优  (

)

)

在学时间 재학기간
大专 전문대 (

)

高中 고등학교 (

)中专 중등전업학교 (

)

其他 기타

Ⅳ 预想在国际语言文化教育院学习多长时间? 국제언어문화교육원에서의 학습 예정 기간?
从 부터

到 까지

Ⅴ 保证人 신원보증인
姓名 성명

关系 관계

住址 주소
电话 전화

传真 팩스

Ⅵ 学习计划书 에세이

请详细描绘在本国际语言文化教育院学习期间学习计划及其学习目的。请用英语或汉语书写。（附页）
본 국제언어문화교육원에서의 한국어 학습목적과 장래 계획에 대해서 구체적으로 중국어 또는 한국어로 쓰십시오 (별지 작성)

签名 서명

完成日 작성일

本申请书请复印或在本教育院网页(http://cklc.smu.ac.kr)下载使用,
递交收集以及使用个人信息同意书。
Ⅰ 收集，应用个人信息有关事项

祥明国际语言文化交流院是为了入学程序收集个
人信息，根据 第15条[个人信息收集保护法]如下。
• 人信息收集，应用目的:入学程序以及注册外国
人留学生综合系统
• 收 集，使用时个人信息事项 		
-姓名，护照号码，地址，电话号码，邮件，父母
姓名和联系方式
• 个人信息保留，使用时间:直到在本院研修结束

同意 □

不同意 □

个人信息收集以及使用同意书
Ⅱ 提供个人信息有关事项

祥明国际语言文化教育院为了颁发奖学金，根
据 第17条以及18条【个人信息保护法】如下。
• 接收个人信息者:法务部 出入境 外国人政策
本部，外国人留学生综合系统
• 提 供个人信息项目:姓名，护照号码，韩国地
址，韩国电话号码，邮件
• 提 供个人信息保留，使用期间:直到在本院研
修结束

同意 □

不同意 □

Ⅲ 关于固有识别信息处理事项

关于祥明国际文化交流院颁发奖学金，根据
第24条【个人信息保护法】如下。
• 收 集，使用固有识别信息目的:入学程序以
及注册外国人留学生综合系统
• 收 集，使用固有识别信息:护照号码
• 固有识别信息保留，使用期间:直到达成目
的为止

同意 □

※您有权不同意以下事项。但，您对以下事项不同意时申请祥明国际文化语学院会有不利。

不同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