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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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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sgklec4 @sogang.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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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klec5 @sogang.ac.kr

亚洲、大洋洲、中东、非洲 sgklec2 @sogang.ac.kr

KIP（暑期夏令营） sgklec9 @sogang.ac.kr / +82-2-705-8806



韩国语教育院介绍

▶ ��培养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学生�

▶ ��以韩国语作为共同语言的学生

提供相互交流个人想法的环境

▶ ��位于首尔城区中心新村

▶ ��被各类大学围绕的高校文化中心

▶ ��各种便利设施和文化设施密集

▶ ��提供外国留学生团体医疗保险（由教育院支付）�

▶ ��发放学生证（具西江大学图书馆使用功能）

▶ ��提供多媒体教室、网络教室、休息室、咨询室�

体育馆、保健室等

▶ ��可加入西江大学社团

▶ ��每天4小时课程中对话活动占2�

小时以上

▶ ��最适合需要尽快适应韩国的

学习者

以对话为主 为学生提供多种服务

▶ ��轻松愉快的融入于韩国语沟通环境的《西江韩国

语教学法》

▶ ��以对话为主进行授课的《西江韩国语》系列

▶ ��从1级到6级，共发行69册

西江韩国语教材

1990年

4,600人

成立年度

学生来自国家的数量

每年申请人数

累计学生人数

按国籍划分的学生百分比

35,000人

84个国家

多国籍学生 优越的地理位置

北美

亚洲

8
非洲 大洋洲

中东

8
32

欧洲

南美

约

约

约

中国

美国

13%

12%
12%

8%
7%

29%
20%

日本

泰国

法国

其它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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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介绍

针对需要提高实际生活所需沟通能力的学习者

• 日常生活相关语言学习，体验实用性较强的丰富多样沟通表
达活动

• 韩国语听•说•读•写综合教学

• 每学期安排共2次现场学习及文化讲座（韩国语/英语）

• 提供多样的免费课程（发音、语法、电影、K-POP舞蹈
等）及收费选修课程（TOPIK、时事新闻、韩语教学法等）

• 每季度一学期，一年运营四学期

• 级别 : 1~6级（另开设7级）

• 上课时间 :�周一~周五�09:00~13:00

• 学费 :��1,830,000�韩元

• 入学金 (入学金仅限新生) :��60,000�韩元

为准备报考大学或研究生院的学习者
• �接入丰富多样的专业主题，使学习者自然掌握专业领域深造
所需的语法和单词、写作及韩国文化等

• �课后给免费提供TOPIK课程
��对每学期成绩优异者颁发成绩优异奖学金
��考入取西江大学本科时免除入学金

• ��每季度一学期，一年运营四个学期

• �级别 : 1~6级

• �上课时间 : 周一~周五�13:30~17:30

• �学费 :  1,770,000�韩元

•入学金 (入学金仅限新生) :  60,000�韩元

暑期夏令营(Korean Immersion Program)

为希望提高韩国语沟通表达能力和增进对韩国文化理解的
学习者开设的韩国夏季集中课程
•�为期4周的集中课程，每天上午和下午开设韩国语课程和文
化课程。

•�基于课堂活动和小组项目进行韩国文化体验和实地考察。

•�每年六月至七月举行一次。

•级别 : 1�至�5级

•�课程 :  语言课�周一至周五�09:00~13:00�
文化课�周一至周五�14:30~16:30

•�学费 :  2,260,000�韩元

•�入学费 (仅限新生) : 80,000�韩元

•宿舍费 (选项) :�600,000�韩元

KGP200 / 一个学期（10周、50天）

SOGANG-KIP / 4周课程（6-7月）KAP200 / 一个学期（10周、50天）

针对上午或下午无法授课的学习者
•�每周3天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以有趣的主题进行授课

•�积极反映外籍上班族的需求，根据学习者的目的进行授课

•�每年设二个学期（春，秋）

•�级别 : 1a~3b（每学期学习一个正规等级的一半内容）

•�上课时间 : 周一、周二、周四�18:50~20:40

•学费 : 700,000�韩元

•入学金 (入学金仅限新生) : 60,000�韩元

KGP60(晚间) / 一个学期（10周、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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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行程及入学流程

学期行程
2023年（一学期10周/一年4个学期）

※��报名和注册以先到先得的方式进行,���并且可能会根据座位数量提前结束。
※�学习日程可能会根据内部情况发生变化。
※�2024年开学日程请参考本院的网站。

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者�

资格

入学流程

▶�银行转帐

▶�微信支付 (通过TST网站缴纳，需要登陆码的学生请提前联系负责老师)
http://tsttuition.com/main.html��

提交材料
缴纳方法

※  第 6、10 、11 阶段仅适用于 D-4 签证申请人

学期 上课时间 报名时间 分班考试 新生入学
说明会

春季 03. 07 ~ 05. 18 22. 12. 15 ~ 23. 01. 27 02. 28 03. 06

夏季 06. 07 ~ 08. 23 03. 14 ~ 04. 27 05. 30 06. 05

秋季 09. 07 ~ 11. 21 06. 15 ~ 07. 28 08. 31 09. 06

冬季 12. 05 ~ 24. 02. 22 09. 12 ~ 10. 27 11. 28 12. 04

最终合格者
缴纳学费

7

确认汇款

8

预约分班考试
时间

9

发送标准录取
通知书

10

申请签证
(驻外韩国领

事馆)

11

入学流程结束

12

会员注册 MY PAGE登录 填写报名表/
上传材料

提交原文件
材料审核及
通报结果

1 32 4 65

▶�退款规定 (以KGP200/KAP200为准)

※�所有课程入学费都不予退还

类别 退款规定

开课前 退还学费的100%

1-7天 退还学费的约87%

8-10天 退还学费的约80%

11-20天 退还学费的约60%

21-27天 退还学费的约47%

28-30天� 退还学费的约40%

31-40天 退还学费的约20%

41-50天 不予退款

银行名称 Woori Bank, 
Sogang University Branch 开户人 Sogang University

账户 1006-301-271661 银行代码 HVBKKRSE

银行地址 Arrupe Hall, Sogang University, 35 Baekbeom-ro, 
Mapo-gu, Seoul 04107, KOREA

网上报名(http://klec.sogang.ac.kr)

▶�共同 (限于持有外国人登录证 (除D-4) 或个人签证者)
    网上申请表、证件照1张、护照复印件、最终学校毕业证书、全家人户口本复印件�
韩国入境签证签发页面或外国人登录证正反面复印件

▶�添加

在不需要申请 D-4 签证时，只需要提交共同文件。

※��在线提交以下文件后，必须将银行存款证明原件，最终学历成绩单原件和其他材料的复印件�(如毕业
证书复印件等)，邮寄至本院。已提交的文件恕不退还。

自申请之日起30天内以本人名义开具的10,000美元/80,000人民币或其以上的账户证明书。
附加内容�:��银行存款证明为父母名义,�需要提供亲属关系公证。(除非父母以外,�不允许使用他人名义开具

银行存款证明）

银行存款证明书

在需要申请D-4签证时（必须注册2个学期以上）

自申请之日起90日内出具的证明书

最终学历“学信网”认证/Apostille / 韩国领事认证 / 公证处公证书

现居住在韩国的韩国国籍身份保证人经法律事务所公证后，提交本教育院格式的身份证明书及在职证
明书（或营业执照）
（※请注意：仅限以下国家。中国、泰国、印度尼西亚除外）
韩国法务部部长通知的21个国家（加纳、尼日利亚、尼泊尔、缅甸、孟加拉国、越南、蒙古、斯里兰卡、乌
兹别克斯坦、乌克兰、伊朗、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泰国、巴基斯
坦、秘鲁、菲律宾）和留学生5个优先管理国家（几内亚、马里、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喀麦隆）
※�身份证明书请使用本教育院网站提供的格式。

身份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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