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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开篇语——星光一样年轻的热忱 

因为梦想，我们努力。  
努力奋斗，坚持不懈。在学海中前进，接近智慧彼岸。  
因为梦想，我们执着。 
执着追求，永不停留。接受新的挑战，克服新的困难，到达新的山峰 
因为梦想，我们拼搏。  
拼搏向上，永争第一。个性自我，团结集体。拼搏因而精彩无限。 
总神大学为您的梦想提供优秀的平台，用最真诚的心欢迎您的到来。 
我们不因青春的流逝而无所作为，我们只因青春的到来而激情澎湃。 

韩国语学堂 

总神大学韩国语学堂于2007年9月份建立，历经数年的努力发展现已成为韩国最好的韩国语学堂之一。
总神大学韩国语学堂的讲师全部拥有着名牌大学的博士学历与丰富的教学经验，同时语学堂拥有中国、
越南、俄罗斯、美国、蒙古、乌兹别克斯坦、菲律宾、泰国、土耳其、巴西、乌克兰等来自世界各地
学习韩语的留学生。 

总神大学 

总神大学建立于1901年，有着110年的悠久历史，拥有8个本科系院和7个研究生院。其中神学、幼
儿教育学、社会福利学等都是在韩国首屈一指的专业。 



GUIDELINE FOR APPLICATIONS 
时间安排  
年度 学期 报名截止 分班考试 开学典礼 开学 结束 

2019 

春季学期 2月15日 3月12日 3月12日 3月13日 5月23日 

夏季学期 5月17日 6月10日 6月10日 6月11日 8月23日 

秋季学期 8月23日 9月16日 9月16日 9月17日 11月26日 

冬季学期 11月15日 12月9日 12月9日 12月10日 2月21日 

2020 
春季学期 2月14日 3月9日 3月9日 3月10日 5月22日 

夏季学期 5月22日 6月15日 6月15日 6月16日 8月21日 

申请者资格 

大学在读或毕业生 

高中三年级在读或毕业生 

中专,职高毕业生 

入学程序 

* 从递交申请开始，到入学通知书颁发大约需要3周时间。 

入学 入学申请 提交材料 缴纳学费 申请签证 

课程内容 

- 韩国语课程分为 初级(1.2)， 中级(3.4)，高级(5.6) 6个阶段 

- 每学期共有10周的课程，韩国语能力4级以上可以拥有申请韩国大学的资格 

- 学期中有文化体验课和CA活动课，学生可以亲身体验韩国的文化 

- 定期开设TOPIK特讲班(课外)，备战TOPIK考试 

 课时 时间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2课时 09:00 ~ 10:50 韩国语综合教育 本周要点整理 

3-4课时 11:10 ~ 13:00 
根据课程不同，分别进行语言培训 

详细分为听力，对话，朗读，写作和发音几种课程 
考试 

  D-2(大学本科签证)visa / D-4(语言\研修签证) visa咨询 
  C-3 (短期综合签证) visa  / 入境后更换D-4 visa咨询 
  高三在校生或毕业生留学咨询 
  大专毕业生韩国大学插班咨询. 

颁发入学
通知书 



所需材料 

费用 

NO 入  学  材  料 备        注 

1 入学申请书 表格下载，请登录总神大学韩国语学堂主页 
http://www.csklsi.ac.kr 2 自我介绍与学习计划 

3 护照扫描件 彩色扫描件1份 

4 本人及父母全家身份证 如父母离异，需提交离婚证扫描件 

5 本人及父母全家户口本 扫描件1份 

6 本人与父母的亲属关系证明 英文公证1份(如父母与本人在同一户口本内，可不提交) 

7 最终学历毕业证 扫描件1份 

8 最终学历证明 

下列材料中，任何一种都可当做学历认证 
1、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书 
2、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3、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认证报告 
4、领事认证 

9 财政能力相关材料 本人名义下的银行存款证明扫描件1份（人民币7万元以上，冻结9个月） 

10 本人和父母的在职证明与收入证明 扫描件各1份 

11 白底照片 

 以上材料扫描后，请发往总神大语学堂的电子邮箱，2-3天内进行审核后，会公布审核结果 

 审核通过后，学校在确认学生缴纳相应费用后会及时着手申请签证 

 学生持返签证号与相关材料，到所在地辖区的韩国领事馆贴签即可 

 请提前向韩国领事馆咨询贴签所需材料，准备齐全后，再前往领事馆贴签 

* 根据具体情况，有可能会要求提供追加材料  

申请费 学费 住宿费 保险费 总计 

50,000₩ 2,700,000₩ (6个月) 4人寝 : 1,040,000₩ (3个月) 200,000₩ (12个月) 3,990,000₩  

* 住宿费中包含5万韩币的押金 
* 保险费会根据保险公司规定上下浮动 

 * 在校内审核通过后，学生会收到学校的缴费通知单 
 * 按照缴费通知单上的金额，汇入指定账户即可，可使用韩币或美元进行外汇 
 * 请以申请者名下的账户进行汇款 

우체국은행 

대한민국, 서울 

013540-01-007630  

  총신교육원             

(英文: KOREAN  POST OFFICE) 

(英文: SEOUL  SOUTH KOREA) 

  (SWIFT  CORD : SHBKKRSEKPO) 

  (英文: Chongshin  Gyoyookwon) 

开户行 

地址 

账号 

收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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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 

为了方面学生，在学校与地铁站的周边设有宿舍。学生可以与不同国家的同学居住在一起，体验不一样的留学
生活，留下美好的留学记忆。 

1 申请方法 在入学申请书中包含宿舍申请选项 

2 费用(3个月为基准) 
4人寝:  1,040,000韩币 
* 其中包含5万韩币的押金。 

3 申请日期 每学期报名时预定 

4 入住所需物品 个人物品 (被褥, 厨房用品, 清扫工具, 洗漱用具 等) 

5 可使用物品  一般家用电器，电脑，台灯 等 

*如在学期中申请宿舍，需要先与学校核实，如有空置房间，才可进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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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活动 

在韩国语课程意外，学校还为同学们筹备了多种多样的特色活动，文化体验、CA课、韩国语演讲大会、
大企业参观、制作韩式等活动可以帮助同学们更深的了解韩国和韩国文化。 



地址:  首尔特别市 铜雀区 舍堂路 143  总神大学 第二综合楼115室 
电话.  02-595-5789 / 02-3479-0622   传真.  02-595-5313  
主页.  www.csklsi.ac.kr      E-mail.  korean@csklsi.ac.kr 

总神大学韩国语学堂 

CHONGSHIN UNIVERSITY KOREAN LANGUAGE STUDIES INSTITUTE 

学校地址 

7号线  <南城站>下车(3号出口) → 乘坐752路公交 → 总神大学站 下车 
4号线  <总神大入口(梨水)站>下车 → 太平百货 前 乘坐752路公交 → 总神大学站 下车 
2号线  <星落垈站>下车(5号出口) → 黑石洞方向  乘坐居民区公交14路 → 总神大学站 下车  

INFORMATION 

机场大巴 

地铁 

6019 路(机场大巴)  仁川机场  →  总神大学站 下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