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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校简介

灵山大学

灵山大学作为一所 4年制综合类本科院校，是中国教育部备案，涉外监管网权威认

证的大学。学校有 10大院系 36个学科和 1个独立学部，现有在校生 6,000多名，2022

年韩国教育部指定为教育国际化力量认证制认证机构。2021年 QS国家大学排名釜山地

区 TOP5。灵山大学拥有两个校区，分别坐落在韩国旅游名城釜山市（韩国第二大城市）

海云台区和工业城市中心地带的梁山市。灵山大学所在地气候为海洋性气候，一年四季

温暖如春。学校依山而建, 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景色怡人。灵山大学注重学以致用，

结合地区性产业结构合理配置教学资源。学校特别注重国际教育合作，先后与中国、美

国、德国、芬兰、日本、越南、印尼等 27个国家的 110余所大学建立了校际友好关系，

全心全意致力于 21世纪未来人才的培养。

釜山

釜山位于韩半岛东南，东临日本，南面太平洋，是韩国第二大城市，也是韩国最大

的港口和物流之都。釜山有韩国最大的海水浴场和百货商店，是一座名符其实的观光旅

游城市。釜山属海洋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气温偏暖，冬季日均气温在零度以上。此外，

釜山做为韩国东南部的文化、经济、观光产业的中心，交通十分便利，有直达北京、上

海、南京、青岛、沈阳、烟台、西安、张家界等地的航班。

http://baike.baidu.com/view/572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8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88431.htm


2. 申请资格

资格 资格标准

国籍 父母均为非韩国国籍的外国人

学历

博士

新生

① 父母均为外国国籍，且在国内外取得硕士学位或被认定具有同等以上学历
② 作为外国人取得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4级以上或在我大学自主考试中具
有相应韩语能力的人
● 只有①和②都满足才可以申请

插班生

1 父母均为外国国籍的外国人，如果ⓐ第 2 学期转学，须在国内或国外研
究生院完成至少 1 个学期的同一部门和专业（部门）的博士学位课程并获

得 6 学分及以上者；如果ⓑ第 3 学期转学，须在国内外大学院完成同一系
或专业（系）的博士课程 2 个学期以上，取得 12 学分以上，或被认证为
具有同等或更高的学术背景者。

② 取得 TOPIK 4 级以上的外国人
● 只有①和②都满足时才适用

硕士

新生

①父母均为外国国籍，且在国内外取得学士学位或被认定具有同等以上学历
②作为外国人取得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4 级以上或在我大学自主考试中具
有相应韩语能力的人
● 只有①和②都满足才可以申请

插班生

1 父母均为外国国籍的外国人，如果ⓐ第 2 学期转学，须在国内或国外研究
生院完成至少 1 个学期的同一部门和专业（部门）的硕士学位课程并获得

6 学分及以上者；如果ⓑ第 3 学期转学，须在国内外研究生院完成同一系
或专业（系）的硕士课程 2 个学期以上，取得 12 学分以上，或被认证为
具有同等或更高的学术背景者。

② 取得 TOPIK 4 级以上的外国人
● 只有①和②都满足时才适用



3.招生单位

区分 招生单位 学科/专业 招生人数 校区

大学院
（博士）

博士专业

不动产专业

不限
釜山

酒店观光经营专业

烹饪艺术专业

美容艺术专业

游戏 VR 专业★

计算机情报工学专业（临时名称） 梁山

大学院
（硕士）

技术创业 智能工厂专业 不限 梁山

社会科学

法务专业

不限 釜山
社会福利专业

犯罪学专业

韩国商务专业

不动产 不动产专业 不限 釜山

观光
酒店餐饮观光专业

不限 釜山
烹饪艺术专业

美容艺术

美容艺术专业

不限 釜山Aesthetic&香妆专业

设计专业 ★

工科

计算机信息专业

不限 梁山
交通专业

建筑专业

机械专业



4. 费用（人民币）

● 报名费：300元（仅社会考生收取）● 自主考试报名费：6500 元

● 潍坊学院（友好学校的学生）：自主考试报名费 3500 元

● 集中安全培训费、材料审核费、申请书翻译、签证指导、接机服务计 9600 元。

（以上费用在颁发预录取通知书时以人民币一次性汇入灵山大学中国授权指定账户。）

5. 招生日程

材料接收 2022.12~2023.06
报名者面试 2022.12~2023.06
合格者名单公布 2023.06
缴纳学费 2023.02~2023.06
开学 2023.09



6. 递交材料

申请材料目录 备注
1 个人免冠白底照片 3 张（3cm *4cm）,电子版一份（一定要白底）

2.自我介绍及学习计划书

3.本人及父母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
-非英文需要英文翻译公证
-在韩申请人提交韩国外国人登陆证复印件

3.最终学历证明书
研究生院新生: 大学及研究生院毕业(预毕业)证明书及学位证明书
研究生院插班生: 大学及研究生院在读/毕业(预毕业)证明书及学位
证明书

-非英文需要英文翻译公证★

4.最终学历成绩证明书
研究生院新生:大学及研究生院成绩证明书
研究生院插班生:(包括插班前)大学及研究生院成绩证明书

-非英文需要英文翻译公证

5.公认语言能力成绩单（例如 TOPIK 成绩）
6.亲属关系公证书或者出生证明(中国:户口簿)复印件 -非英文需要英文翻译公证

7.财政相关证明材料
-银行存款证明原件($18,000 存款 3 个月以
上) 务必以本人的名义办理

8.财政保证人的在职明, 收入证明或者营业执照复印件 -非英文需要英文翻译公证
9.韩国大使馆(领事馆)指定医院的肺结核检查结果书(包含胸部
X-ray）

★在中国以外取得的学位者:
①经海牙认证的学位(学历)等证明材料 ●各国家有关海牙认证相关机构的信息在 http://www.hcch.net 上确认
②获得韩国驻该国领事馆或该国驻韩领事馆认证的学位等证明材料
★在中国国内取得的学位者
①中国教育部学历及学位认证中心的认证报告
-普通高中毕业生: 进入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http://www.chsi.com.cn)查询后, 提交高中学历认证报告
(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

②(专科)大学毕业生: 进入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http://www.chsi.com.cn)查询后, 提交(专科)大学学历认证报
告 (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
③在中国取得学位的情况，由中国教育部运营的学历·学位认证中心发行的学位等认证报告书，对于不给予学位
等认证报告书的职业高中毕业者，须提供
- 省教育厅(或市教育厅)颁发的毕业证明(必须由驻中韩国领事确认）
- 所在学校颁发的毕业证明 [必须由省教育厅(或市教育厅)和驻中韩国领事确认]
※ 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人力保障部所属职业高中的情况，必须由人力资源人力保障部和驻中韩国领事馆认证确认

http://www.hcch.net
http://www.chsi.com.cn)查询后
http://www.chsi.com.cn)查询后


7. 学费

按照 1:195 汇率计算（未算入奖学金减免）

校区 名称 学位 类别 学科(专业)
入学金
(KRW)

学费
(KRW)

釜山
一般大学院 博士

人文类
不动产专业

553,000

3,947,000

酒店观光经营专业 3,947,000

艺能类
美容艺术专业 4,625,000

烹饪艺术专业 4,625,000

梁山 工学 计算机信息专业 4,625,000

釜山

社会科学
大学院

硕士

人文类

犯罪学专业 2,913,000

社会福利专业 2,913,000

韩国商务专业 2,913,000

不动产
大学院 人文类

不动产专业 2,913,000

观光
大学院

酒店餐饮观光专业 2,913,000

自然科学 烹饪艺术专业 3,185,000

美容艺术
大学院

艺能类

美容艺术专业 3,185,000

Aesthetic&香妆专业 3,185,000

设计专业
3,185,000

梁山

工科
大学院

工学

计算机信息专业 3,185,000

交通专业 3,185,000

建筑专业 3,185,000

机械专业 3,185,000

技术创业
大学院

智能工厂专业 3,185,000



9. 录取方法

10. 联系方式

8. 奖学制度

奖学金内容 奖学金标准

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4 级以下 减免学费的 25%
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4 级以上（含 4 级） 减免学费的 50%

课程 审查方法 审查比率 审查内容 审查方式

大学院（硕
士/博士）

材料审查 0 韩国语能力，自我介绍，
求学态度，以及提交材料
的审查结果来决定录取
与否

•在韩的申请人面对面现
场面试

•韩国以外的申请人在线
视频面试

面试 100%

联系电话：杨老师 15305320767

材料邮寄地址：부산광역시 해운대구 반송순환로 142 (반송동) 영산대학교 M동 9308

호 국제협력팀 (우 : 48015) Haeundae Campus 48015, 142 Bansongsunhwan-ro,
Haeundae-gu, Busan Korea（灵山大学韩国外事办公室）

● 针对潍坊学院友好合作院校的特殊招生政策（硕士层次）：

2023 年 2月-3月：学生可使用本科学籍证明或者毕业证报名，面试入学，录取，缴费。

2023 年 3月-6月：入读韩国语和韩国文化教养课集中培训班。

2023 年 9月： 赴灵山大学。

详情咨询： 杨老师 15305320767（同微信）

附：相关证书样本



学历认证样本 驻韩国大使馆教育资质认定

韩国教育部认证书 博士毕业证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