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Ⅰ. 一般信息

简介

 1948年成立的庆尚南道代表大学之一 GNU是具有学习能力与开创精神为核心的 为了突
出具有创造性，市民性，专业性，专业知识为主的复合人才做着全方面的
准备。

GNU由14个单科大学及10个大学院(教授 811名, 行政人员 501名, 晋州加佐栋
与 七延栋，统营，昌源校区）共 23,252名学生构成的国际性得到认证的优秀机
关。 GNU可以看做是首位国家机关之一，特别是生命科学，纳米新材料工学，机械
及航空 宇宙工学，生命工学，海洋生命科学，兽医学研究领域中取得卓越的成绩。 
GNU是21世纪韩国经济主要产业现场（庆南革新城市（晋州），航空产业基地（ 
晋州，泗川），机械产业基地（昌源），纳米应用材料产业基地（密阳），朝鲜 
海洋成套设备产业基地（统营），石油化学工业基地（丽水））只需1小时的路程。 
关于教育历史性城市为大众知晓的晋州市为了在韩国想学习的国际学生最好的自 
然和社会型环境的最佳选择。

准确而详细
的信息（内容）

○ 成立：1948年10月20日
○ 组织：4个校区，14个单科大学，8个大学院，80个学科及专业
○ 在校人数: 约 23,252名 (留学生约 724 名)
○ 大学人事 : 1,312名(教授 811名, 行政人员 501名)

地址
对外协力科
 - 庆尚大学校 (GNU)
 - 韩国,庆尚南道,晋州市,晋州大路501, 邮编:52828

网站
 - http://www.gnu.ac.kr/
 - http://eng.gnu.ac.kr/main/
 - http://publiceng.gnu.ac.kr/main/

校区位置

GNU在位于韩国南部海岸。釜山（金海）国际机场到达需1小时30分钟，仁川国际机场到
达约需5小时的时间。关于地理位置与寻找校区的方法在下表中请自行查询。

[晋州市位置 [相关网站]

·校区位置: http://eng.gnu.ac.kr/sub/01_08.jsp

·校区指导: http://eng.gnu.ac.kr/sub/01_09_01.jsp

·寻找方式: http://publiceng.gnu.ac.kr/sub/03_03_03_03.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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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 负责交换生
- Bin Yong-Uk(国际项目主管官)
․   除了中国、台湾外所有国家咨询可能
․   Tel +82-55-772-0274, Fax +82-55-772-0269, E-mail: belle@gnu.ac.kr

- Kim Min-ju(国际项目主管官)
․   中国、台湾咨询
․  Tel +82-55-772-0275, E-mail: mjkim8812@gnu.ac.kr
․  QQ: 2494094130 微信号: mjkim1303
○ 负责Buddy项目（buddy项目是帮助交换生的韩国伙伴）
- Jeong Ji-Eun
   ․ Tel +82-55-772-0285, E-mail: 7720723@gnu.ac.kr

Ⅱ. 申请

申请截止日 ∙ 1学期入学（春）: 12月第一个星期五
∙ 2学期（秋）: 6月第一个星期五 

申请步骤 申请书是家和主机机关指定职员间处理及咨询，但不许个别处理。学部及大学院
生是GNU的应用部门或在研究室探讨，只有认可后，方可接收公式入学许可。

申请条件

1) A 样式 : 申请书 (提供样式)
2) B 样式 : 宿舍申请书 (提供样式)
3) C 样式 : 医疗记录样式 (提供样式)
4) D 样式 : 申请人的财政证明书 (提供样式)
5) E 样式 : 个人信息使用同意书 (提供样式)
6) F 样式 : 学业计划 (英文或韩文)
7) G 样式 : 自我介绍书 (英文或韩文)
8) H 样式 : 国际本部长或校长推荐信 (英文或韩文)
9) 公认成绩证明书 (学校发行) (英文或韩文)
※ 大学院生需提交学部成绩表的公认成绩表
10) 入学许可书 (学校发行) (英文或韩文)
11) 护照复印件
12) 3x4 大小照片4张 (到达时到GNU办公室提交）
以上谈及的所有材料在申请截止日2019年12月6日。发送到 mjkim8812@gnu.ac.kr  
提交 PDF 文件. (无需EMS 邮寄) 
所有申请材料及资料是通过预新生的所在大学提交及管理。A~H的申请书如发送到本国
的国际事务所，需与本人的大学负责人取得联系。

语言要求
GNU大部分均由韩语授课(约 90%), 部分由英文授课(大约10%). 熟练运用韩语的学生可
自由选择课程，但没有韩语基础的学生，建议在1学期之中选择基础韩国语（教养科目2
学分）及用英文授课的1~2个科目或选择与本人所学专业相关的科目。



Ⅲ. 学科（专业）及科目选择及登录

学科（专业）
选择

本人大学与GNU所在专业统一或类似专业及部门是最佳选择。所有大学，学科
（专业）及课程信息在http://eng.gnu.ac.kr/sub/02_03.jsp中可查询。
选择学科或专业后，请在申请书中标注。

[GNU 大学及学科]
单科大学 学科

人文大 语言及文化（国语，德语，俄语，法语，英语，中文），历史，哲学，
韩国语古典，民俗舞蹈

社会科学大 经济，社会福祉，心理学，政治学，行政

自然科学大 物理学，生命科学，数学，食品与营养，服装及纺织，信息统计学，地
质学，计算机科学，化学

经营大 经营信息系统，经营学，国际贸易，会计

工大
机械工学，宇宙航空及信息工学（机械工学，航空宇宙及软件工学），
纳米新材料工学科，产业体系工学科，建筑土木工学，建筑学，半导体
工学，化学工学，电气工学，电子工学，控制及测量工学

农大
食品资源科学，山林环境资源，环境材料科学，农业植物科学，动物生
命科学，农药食品工学， 生命工学，机械工学，地区基础环境工学）

法大 法学

海洋科学大
(统营校区)

水产管理，海洋食品科学及生物工学，海岸警卫系统，机械系统工学，
机械工学能源，信息通信技术，海军建筑及海洋工学科，海洋土木工学
，海洋环境工学

课程选择

学生在选课期间自由选择。
∙ 1学期选课期间（春） : 3月第一周
∙ 2学期选课期间（秋） : 9月第一周
到达GNU后可以去学科办公室或找学科助教进行选课。
虽然建议交换生选择与本人所学专业但倾心于其他专业的科目进行选择也是可能的。交
换生根据各学科登录政策的不同，最少10学分以上，每学期最多可修17或18学分。
本校GNU 1学分由一学期中15周期间1小时的科目组成。共计15学分的情况下，每周15个
小时，每学期需修满225个小时。
(1学期 = 15周)

限制学科及课程

GNU 大部分由韩语授课的原因，没有用韩语作为基本知识的学生不允许选择学
科或课程。
被心仪学科拒绝入学的情况下，申请人可到办公室寻找老师选择其他专业项目的
入学申请。
教育大学的一般部门中也许会拒绝交换生的入学申请。但，大学院生的入学需指
导教授决定。通过根据大学院生的事前申请，才可提交申请书。 (英文国家联
系： belle@gnu.ac.kr, 中国联系： mjkim8812@gnu.ac.kr)



Ⅳ.学习信息

学习计划

○ 1学期（春季）
 - 期间 : 3月1日~6月中旬
 - 期末考试期间（2周）：6月初~ 6月中旬
 - 暑假 : 6月中旬~8月
○ 2学期（秋季）  
 - 期间 : 9月 1日 ~ 12月中旬 
 - 期末考试期间（2周) : 12月初~ 12月中旬
 - 寒假 : 12月中旬~ 2月

学分授予体系

1学分由15周15个小时构成。
(课程3学分的情况下, GNU提供15周期间共45小时的教育时间）

字 数字 百分比
A+ 4.10~4.50 95-100
A° 3.60~4.00 90-94
B+ 3.10~3.50 85-89
B° 2.60~3.00 80-84
C+ 2.10~2.50 75-79
C° 1.60~2.00 70-74
D+ 1.10~1.50 65-69
D° 1.00~1.08 60-64
F 1.00 以下 59 以下

Ⅴ. 到达信息

到达和出发
日期

○ 到达
开学（一般开学日;春期是3月2日，秋期是9月1日。按照课程会改变）之前

○ 出发
 - 春季 : 6月中旬开始    
 - 秋季 : 12月中旬开始
最终考试结束后对所有必修科目满意的学生无论何时都可出席。

开学典礼 为了2月末,8月末入境的外国人留学生们组织的入学典礼。关于开学典礼的日期及信息 
日后会通过邮箱告知。

接机服务

GNU为在釜山（金海）国际机场到达的新生们准备免费接机服务。但在仁川国际
机场到达的同学需要自行来学校。

[从仁川国际机场到 GNU 的方法]
从仁川国际机场到达本校最便利的方式就是乘坐直线大巴。大巴在仁川机场车站
（1层10C）出口，每天早7：:30 - 晚21:30 12次运行。
详细内容参考 http://www.airport.kr/pa/en/a/3/1/1/index.jsp



[大巴时间表及区间]
区间 日12次 大众交通时间 5小时
形态 大陆横渡 价格 36,100元

时间表 07:30 08:30 09:30 10:30 12:00 13:10 14:30 15:30 16:30 18:30 20:00 
21:30

车站位置

Ⅵ. 生活费用

费用
(每学期)

目录 金额 (US$)
申请及学费 免
住宿费 US$340 ~ US $560
餐费 US$300 ~ US $600
健康保险费 US$70
教材及易耗品 US$70 ~ US $100
个人经费 US$1,200~ US $2,000
总和 US$1,980 ~ US $3,330

※ 上边的清单是平均一个学期的经费。按照个人的消费会改变

宿舍

GNU 宿舍分为12个建筑物，可供约5000名学生居住。与在外居住相比，在安全
且低廉的宿舍居住是最好的选择，提供高级餐食，电影院，休息室，健身俱乐部
及自习室等多样化的管理设施。所有学生在GNU就读期间，必须在第一学期内入
住宿舍，第二学期开始时学生可自行选择居住地，关于宿舍的详细信息及宿舍建
筑请访问 http://dorm.gnu.ac.kr/eng/main/。
[每学期宿舍费用]                                         单位：美元

分类 宿舍费 参考

男

1栋 3人室 445.74 　
2栋 4人室 363.66 　
3栋 2人室 419.52 　
6栋 2人室 495.9 公寓式

8栋(1BTL) 1人室 820.8 　
2人室 506.16 　

10栋(2BTL) 1人室 866.4 　
2人室 558.6 　

女

4栋 2人室 443.46 　
5栋 2人室 483.36 　
7栋 2人室 495.9 公寓式

9栋(1BTL) 1人室 820.8 　
2人室 506.16 　

11栋(2BTL) 1人室 866.4 　
2人室 558.6 　



Ⅶ. 交换生支援项目

GNU 帮手项目

GNU 帮手是国际留学生与韩国学生间相互交流为核心的项目。此项目通过共同
经验增进地区社会，友情，持续性文化及学术学习和相应作用为目标而积极地努
力着。
 - GNU 帮手网站: http://www.facebook.com/groups/GNUBUDDY/ 

ISA 
(留学生协会)

ISA成立于2010年6월 30日，为了 GNU 留学生之间的亲睦相处以及增进协作力
而组成的自由型学生为主体的系统。ISA主办留学生之日，运动会，现场学习等
多种多样的以留学生优先的特别活动。
 - ISA Facebook 网站: http://www.facebook.com/#!/groups/gnu.isa/

文化探访及
特别活动

GNU一年四季为留学生准备了各种文化体验项目及特别活动。旅行和活动全部免费提
供，不仅是体验韩国文化还是在韩学习期间留有一个美好的回忆。

Ⅷ. 其他信息

签证要求事项 GNU关于申请人的签证申请会给学生发送入学许可书和资格认证书。留学生所需
材料及陪同申请人去韩国大使馆或领事馆。

健康保险

韩国教育部面对所有留学生在韩国学习期间有义务购买健康及医疗保险。如没有
保险就医的情况下会大大花费治疗费用，所以所有交换生及双重学位的学生在
GNU学习期间有义务接受适当的健康及事故保险。
到达时学校工作人员会帮助学生加入保险，一学期约70美金，一学年为140美金。

校区地图

GNU 大学本部

宿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