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均馆大学学期学分项目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Visiting Student Program 

 

项目概述  

项目名称 
韩国成均馆大学学期学分项目 

SKKU Visiting Student Program 

项目背景 

韩国成均馆大学面向国际学生开展全新的学分转换制学期/学年访学项目。加入我们的项目，

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国际学生一同上课，一起体验我们的校园生活和国家文化。我们希望具有国

际视野的你能在一学期或一学年的访学经历中获得更多专业领域内和人生中的新知。 

项目优势 

走进韩国历史上最悠久的学府，深入体会韩国文化和风土人情；2020 世界大学排名第 95 位，

学校名声正在不断上升；韩国最大的企业—三星集团与成均馆大学紧密合作，为成均馆大学学

生的未来就业提供更多机会；作为交换学者经国内学校同意还可以把国外研修的学分转换回

国。 

项目时间 
2020 秋季学期：2020 年 08 月 31 日– 12 月 18 日 

2021 春季学期：2021 年 02 月 22 日– 06 月 04 日 

申请截止 
2020 春季学期：2020 年 05 月 15 日 

2021 秋季学期：2020 年 11 月 15 日 

可选课程 
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学、韩语及韩国文化研究、商业与管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机械与数据

科学、计算机科学等等。 

  



学分 

课程学分与学习时长挂钩 

1 学分课程：16 课时/每学期 

2 学分课程：32 课时/每学期 

3 学分课程：48 课时/每学期 

4 学分课程：64 课时/每学期 

本科生最多可修 18 个学分，研究生最多可修 9 学分（可提供学分转换凭证） 

校园详情 

成均馆大学 

成均馆大学（Sungkyunkwan University），简称成大及 SKKU，是韩国乃至全亚洲最顶尖的研究

型综合大学之一。成均馆大学历史悠久，其历史可以追溯至于 1398 年成立的朝鲜王朝最高学府

成均馆。成均馆大学是一所拥有六百多年辉煌历史的知名学府，同时也是亚太国际贸易教育暨研

究联盟（PACIBER）成员。作为韩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之一，成大在韩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从韩国语的创立，到儒家思想的传播，成大以其特有的方式诠释着韩国的现

代社会哲学。“成” — 成人才之未就，“均” — 均风俗之不齐。 

学校实景 

   

校区概况 

建立：1398（近代于 1946 年重新开课） 

校区：首尔校区、水原校区 

学生规模：共 24055 余名在校学生 

师资力量：1437 余名教授，1467 非全职教授 

世界大学排名：95（QS 世界大学 2020 排名） 

亚洲大学排名：25（ QS 世界大学 2020 年排名） 

文化活动 

   

  



成均馆大学课程设置 

课程选择 成均馆大学常规课程，与来自 100 多个国家的优秀国际生共同学习，课程涵盖以下： 

人文社会 

科学学部 

儒学与东方哲学学院  College of Confucian Studies and Eastern Philosophy  

 儒家与东方研究 Confucian and Oriental Studies    

  

文学院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韩国语言文学 Kore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英国语言文学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法国语言文学 Frenc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中国语言文学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德国语言文学 Germ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俄国语言文学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韩国古典文学 Korean Literature in Classical Chinese    

 历史 History    

 哲学 Philosophy    

 图书情报学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社会科学学院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公共行政 Public Administration    

 政治科学与外交 Political Science and Diplomacy     

 新闻与大众传播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社会学 Sociology    

 社会福利 Social Welfare     

 心理学 Psychology     

 消费者与家庭科学 Consumer and Family Sciences    

 儿童心理学与教育 Child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     

 

经济学院 College of Economics     

 Economics   经济学 

 Statistics   统计 

 Global Economics   全球经济学 

 

商学院 School of Business     

 商业管理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全球工商管理 Glob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教育学院 College of Education     

 Education   教育学 



 Education in Classical Chinese   中国古典文学教育 

 Mathematics Education   数学教育 

 Computer Education   计算机教育 

 

艺术学院 School of Art    

 美术 Fine Art    

 设计 Design    

 舞蹈 Dance    

 电影电视与多媒体 Film, Television and Multimedia    

 戏剧 Theatre    

 时尚设计 Fashion Design    

自然科学 

学部 

科学学院 College of Science    

 生物科学 Biological Sciences   

 数学 Mathematics    

 物理学 Physics    

 化学 Chemistry    

 

信息与通讯工程学院 Colleg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电子电气工程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半导体系统工程 Semiconductor Systems Engineering    

 

软件学院 College of Software    

 软件学 Software    

 

工程学院 College of Engineering    

 化学工程 Chemical Engineering    

 先进材料科学与工程 Advanced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机械工程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与景观建筑 Civil,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系统管理工程 Systems Management Engineering    

 Architecture   建筑学 

 

医药学院 School of Pharmacy     

 医药学 Pharmacy    

 

生物技术与生物工程学院 College of Biotechnology and Bioengineering      

 食品科学与生物技术 Food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生物机电工程学 Bio-Mechatronic Engineering     

 综合生物技术系 Department of Integrative Biotechnology    



体育科学学院 College of Sport Science     

 体育科学 Sport Science    

 

医学院 School of Medicine     

 医院 Medicine    

 生物医院工程 Biomedical Engineering    

项目费用 

费用明细 

学费：每学期约 4000 - 5000 美元（取决于专业） 

申请服务费：5000 元人民币，包含： 

- 注册申请 

- 文书指导 

- 签证指导 

- 住宿预订 

- 机票预订 

- 行前指导 

以上费用不包含： 

- 签证费 

- 住宿费（约 1700 美元/学期） 

- 三餐费（约 400 美元/月） 

- 境外保险费 

- 往返机票（项目组可代订团体机票） 

- 个人消费（不在日程安排以内的活动、医疗费等） 

申请信息 

录取要求 

1. 大二及其以上在校生 

2. GPA：2.5-4.0（可酌情考虑） 

3. 大学英语四级以上或韩语流畅（商业管理专业学生必须提供语言证明） 

申请流程 

第一步：填写报名表（见附件），发至项目组邮箱 sap@lookerchina.com 

第二步：等待邮箱回复录取邮件 

第三步：签订申请服务合同，支付申请服务费，提交申请材料 

第四步：收到校方 offer 后，按校方要求交纳课程费、办理签证、预订住宿及机票等 

  



后勤安排 

住宿安排 

成均馆大学为每一位同学提供校园内学生宿舍或通勤距离 20mins 内的校外宿舍： 

- 双人间独立卫浴 

- 提供床上用品 

- 提供无线网络 

- 宿舍周边配有洗衣房，餐厅，便利店 

   

三餐安排 

早餐：可在学校宿舍区餐厅用早餐 

午餐及晚餐：可在学校教学区餐厅用午餐 

餐食标准：每餐约 20 元人民币 

签证事宜 
成均馆大学国际处为学员签发录取通知书，项目组全程指导学员办理韩国签证，签证费用由学

员自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