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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Leading University
‘SKKU’

2021建校 623周年 

1978自然科学校区（水原）
成立

1895升级为近代型大学

1398成均馆成立

三星集团参与学校运营1996

升级为综合大学1953

1475 成均馆最初的图书馆
（尊经阁） 设立



很多留学生选择
成均语学院韩语学堂的
理由
● 1个学期2个月的课程，

虽然比其他大学短暂，总课时确相同 

● 作为集中学习的教育课程,  
能够在短期内更快地进修韩语级数

● 缩短在韩国的学习时间， 节约滞留费
● 邀请专家进行韩国文化讲座,

进行大学本科入学说明会

成均语学院
介绍

韩语研修 学位课程
进修

学生成功

韩国文化
体验

教育目标

特点

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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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补习教育

各种文化
体验

首尔中心
地理位置

精品课程/
教材

最佳讲师



韩语正规课程
介绍

OFF --   LINE
教室授课 (面授课)
| 上课时间 | 09:00 ~ 14:50(韩国时间), 

260分/日, 约8周  

| 每班人数 | 15名左右
| 申请材料 | 入学申请书, 最终学历证明/

成绩证明, 银行存款证明等
※ 中国国籍申请者请参考成均语学院主页

(https://koreansli.skku.edu)  

| 韩国生活费 | 房租, 交通费等 

ON --   LINE
远程在线授课 (线上课程)
| 上课时间 | 09:00 ~ 14:50(韩国时间), 

260分/日, 约8周

| 上课方式 | 远程在线课程
(Webex 或者 ZOOM)    

| 每班人数 | 15名左右
| 申请材料 | 入学申请书, 护照复印件
※ 希望入境韩国时需要提交面授课程申请材料

| 韩国生活费 | 无



2021学年度课程日程
学期 课程期间 申请时间

2021 - 1学期 3月2日 - 4月23日 1月4日 - 1月29日

2021 - 2学期 4月27日 - 6月22日 3月2日 - 3月26日

2021 - 3学期 6月28日 - 8月19日 5月3日 - 5月28日

2021 - 4学期 8月30日 - 10月27日 7月1日 - 7月30日

2021 - 5学期 11月1日 - 12月23日 9月1日 - 9月30日

2021 - 6学期 12月30日 - 2022年2月25日 11月1日 - 11月26日

韩语课程运营指南
● 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根据韩国政府的行政指示及措施，将灵活地开设课程。
● 在开设的授课方式中，根据学生的意愿可进行选择

- 100% 教室授课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解除时可开设)
- 100% 实时远程在线课程 (可以入境韩国或在学生居住地参加课程)
-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试行)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进入平稳期可开设)

韩语正规课程介绍

课程费
学费: 1,600,000韩元

[包括以下费用]
1个学期的正规课程学费 / 留学生保险费

报名费: 60,000韩元 仅限第一学期缴纳
※ 报名费恕不退还

开设级数·开设学期 1级, 2级, 3级, 4级, 5级, 6级·共 6个学期 / 1年

上课时间 每周五日 09:00 ~ 14:50 260分/日，约8周

教材 成均韩国语 教材需另行购买

咨询及联系电话 
语言 邮箱 电话

汉语

koreanchn@skku.edu +82-2-760-1341

ehgus441@skku.edu +82-2-760-1225

shiyuan127@skku.edu +82-31-290-5522

英语 koreaneng@skku.edu +82-2-760-1345

日语
koreanjpn@skku.edu +82-2-760-1225

shiyuan127@skku.edu +82-31-290-55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