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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 Arrupe Hall, Soga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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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 +82-2-705-8088, 8089    传真 : +82-2-701-6692

http://klec.sogang.ac.kr

負責國家和工作 入學前 入學後

美洲、歐洲
KGP60 / KOP60

sgklec1 @sogang.ac.kr
sgklec9 @sogang.ac.kr

日本 sgklec4 @sogang.ac.kr

中國、台灣、香港、澳門 sgklec3 @sogang.ac.kr
sgklec5 @sogang.ac.kr

亞洲、大洋洲、中東、非洲 sgklec2 @sogang.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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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語教育院介紹

▶ �培養來自80多個國家和地區

的學生

▶ �為以韓國語作為共同語言的學

生提供相互交流個人想法的語

言環境

▶ �位於首爾城區中心新村

▶ �被各類大學圍繞的高校文化中心

▶ �各種便利設施和文化設施密集

▶ �提供外國留學生團體醫療保險（由敎育院支付）

▶ �發放學生證（具西江大學圖書館使用功能）

▶ �提供多媒體教室、網絡教室、休息室、咨詢室、

體育館、保健室等

▶ �可加入西江大學社團

▶ �每天4小時課程中說話活動佔2

小時以上

▶ �最適合需要盡快適應當地生活

的學習者

以對話為主 為學生提供多種服務

▶ �輕鬆愉快的融入於韓國語溝通環境的《西江韓國

語授課法》

▶ �以對話為主進行授課的《西江韓國語》系列

▶ �從1級到6級，共發行69冊

西江韓國語教材

1990年

4,600人

成立年度

學生來自國家的數量

每年申請人數

累計學生人數

按國籍劃分的學生百分比

35,000人

84個國家

多國籍學生 優越的地理位置

中東

亞洲

非洲 大洋洲

欧洲

歐洲

南美

約

約

約

中國

美國

13%

12%
12%

8%
7%

29%
20%

日本

泰國

法國

其它 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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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介紹

針對需要提高日常生活溝通能力的學習者

• 日常生活相關語言學習，經歷實用性很強的豐富多樣的溝通
表達活動

• 韩国语听•说•读•写综合教学

• 每學期提供兩次戶外體驗學習及文化專題課�(韓國語／英語）

• 提供豐富多樣的免費課�(發音、語法、電影、K-POP舞蹈等）
及收費選修課�(TOPIK、時事新聞、韓語教學法研討會等)

• 每季節一學期，一年運營4學期

•級別 : 1~6級（7級另設）

• 上課時間 :�週一至週五�09:00~13:00

• 學費 :��1,830,000�韓元

•入學金 (入學金只限新生) :��60,000�韓元

針對計畫考入大學或大學院的學習者
• �接入豐富多樣的專業主題，使學習者自然掌握專業領域深造
所需的語法和單詞、寫作、韓國文化等。

• �下課後免費提供TOPIK課

���對每學期成績優秀者頒發獎學金

���考入西江大學校時免入學金

• ��每季節一學期，一年運營4學期

• �級別 : 1~6级

• �上課時間 : 週一至週五�13:30~17:30

• �學費 :  1,770,000�韓元

•入學金 (入學金只限新生) :  60,000�韓元

暑期夏令營(Korean Immersion Program)

為希望提高韓國語溝通表達能力和增進對韓國文化的理解
的學習者開設的韓國夏季集中課程。
•�為期4周的集中課程，每天上午和下午開設韓國語課程和文
化課程。

•�基於課堂活動和小組項目進行韓國文化體驗和實地考察。

•�每年六月至七月舉行一次。

•級別 : 1�至�5級

•�上課時間 :  語言課�周一至周五�09:00~13:00�
文化課�周一至周五�14:30~16:30

•�學費 :  �2,260,000�韓元

•入學費 (僅限新生) : 80,000�韓元

•宿舍費 (選項) :�600,000�韓元

KGP200 / 一學期（10周，50天）

SOGANG-KIP / 4周（6月~7月）KAP200 / 一學期（10周，50天）

針對上午或下午無法授課的學習者
•�每週三天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以有趣的主題進行授課

•�積極迎合外籍上班族的需求，根據學習者的目的進行授課

•�每年設兩個學期（春，秋）

•�级别 : 1a~3b級(每學期學習一個正規級別的一半份量)

•�上課時間 : 週一、週二、週四�18:50~20:40

•�學費 :  700,000�韓元

•入學金 (入學金只限新生) :  60,000�韓元

KGP60(晚間) / 一學期（10周，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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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日程及入學流程

教學日程
2023年（每學期10周／每年4學期）

高中畢業或同等學歷者�

資格

提交資料
▶�共同資料

�����線上申請表，證明照1枚、護照影本、最終畢業院校畢業證明書、外國人登錄證正
反面影本。

▶ 添加

在不需要申請D-4簽證時，只需要提交共同文件

※�報名和註冊以先到先得的方式進行，並且可能會根據座位數量提前結束。
※�學習日程可能會根據內部情況發生變化。
※�2024年開學日程請參考本院的網站。

學期 上課時間 報名時間 分班考試 新生入學
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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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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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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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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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終合格者繳
納學費

7

確認匯款

8

預約分班考試
時間

9

發送標準入學
許可書

10

申請簽證
（駐外使館）

11

最終完成入學
程序

12

註冊會員 MY PAGE登入 填寫申請表／
附提交資料 

提交原文件
資料審核及通

報結果

1 32 4 65

報名程序
線上報名(http://klec.sogang.ac.kr)

※  第 6、10 、11 階段僅適用於 D-4 簽證申請人

▶�繳納方法(轉帳）

繳納方法及退款規定

▶�退還規定(以KGP200/KAP200為準）

※�不可退還入學金

區分 退還金額
開課前 退還學費的100%

1~7日 退還學費的約87%

8-10日 退還學費的約80%

11-20日 退還學費的約60%

21-27日 退還學費的約47%

28-30日� 退還學費的約40%

31-40日 退還學費的約20%

41-50日 不可退還

銀行名 Woori Bank, 
Sogang University Branch 戶名 Sogang University

帳號 1006-301-271661 Swift Code HVBKKRSE

銀行位址 Arrupe Hall, Sogang University, 35 Baekbeom-ro, 
Mapo-gu, Seoul 04107, KOREA

自申請之日起30天內以本人名義開具的10,000美元或其以上的賬戶證明書

自申請之日起90日內出具的證明書

現居住在韓國的韓國國籍身份保證人經法律事務所公證後，提交本教育院格式的身份證明書及在職
證明書（或營業執照）
（※請注意：僅限以下國家。中國、泰國、印度尼西亞除外）
韓國法務部部長通知的21個國家（加納、尼日利亞、尼泊爾、緬甸、孟加拉國、越南、蒙古、斯里蘭卡、
烏茲別克斯坦、烏克蘭、伊朗、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亞、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泰國、巴基
斯坦、秘魯、菲律賓）和留學生5個優先管理國家（幾內亞、馬里、埃塞俄比亞、烏干達、喀麥隆）
※�身份證明書請使用本教育院網站提供的格式。

※�在線提交以下文件後，必須將原件郵寄至本院，已提交的文件恕不退還。

銀行存款證明書

在需要申請D-4簽證時（必須註冊2個學期以上）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Apostille 或韓國領事認證

身份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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