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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请日程 

区分 日程 备注 

网上申报 

2022.10.12(星期三) 10:00  

   ~ 10.20(星期四) 17:00 

UwayApply (www.uwayapply.com) 

提交材料 

2022.10.12(星期三) 10:00  

   ~ 10.21(星期五) 17:00 

填写申请信息并上传申请材料扫描后把申请材料原件

挂号邮件或现场提交（扫描合成一个PDF文件上传） 

- 逾期不再受理 

- 现场提交 10:00~17:00(周六、周日休息) 

寄送地址：邮编（02844）首尔市城北区普门路

34da路2诚信女子大学研究生院教学组（诚信馆

8楼806室）/ 02-920-7058  

 

招生考试 2022.11.12(星期六)  

- 具体时间与地点另行通告  

2022.11.10（星期四），研究生院网站 

- 考试前30分钟前到达等候室 

- 须确认所申请学科、专业的考场与时间 

- 考试当日需携带准考证 

- 面试用韩语进行（招生面试时提供英文，中文翻译 

/ 入学后上课时没有翻译，用韩语来进行） 

录取通知 2022.12.16(星期五)  诚信女子大学研究生网站 

学费缴纳 2023.1.4(星期三) 

~ 1.10(星期二)  

- 国民银行全国支行，支付宝留学缴费（韩亚银行） 

（学费缴费通知单：在缴费期间网上交付) 

- 支付宝可缴费时间：~ 2023.1.6.(星期五) 

- 如果未在规定期间缴纳，则取消其录取资格 

 

http://www.uwayapp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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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请资格 

※ 所有的课程用韩语来进行 

区分 资格条件 

共同事项 

报考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且韩语或英语能力须达到要求 

∙ 父·母双方须是具有外国国籍的外国人 

∙ 在外国完成等同于韩国小初高及大学全部教育过程的外国人或海外公民 

学历 

< 硕士学位，硕·博士连读 > 

∙ 在国内外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或应届学士毕业生（2023年2月） 

∙ 根据法令，被承认为拥有同等学力者 

< 博士学位 > 

∙ 在国内外研究生院获得硕士学位或应届硕士毕业生（2023年2月） 

∙ 根据法令，被承认为拥有同等学力者 

语言能力 

报考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且在毕业前取得TOPIK四级以上证书 

【韩国语能力】 

- 韩国语能力考试3级以上者 

 （理工类、艺体类专业限韩国语能力考试2级以上者，但须在入学1年内修满300小

时以上韩国语研修课） 

- 研究生博士课程申请者中海外大学现任教员可以免试TOPIK, 入学后1年内必须进

修300小时以上的韩国语 

- 外国大学韩语类专业毕业生 

- 在韩国大学取得学位者 

【英语能力】 

- 英语能力考试成绩达到(TOEFL 550(CBT 210, IBT 80), IELTS 5.5, TEPS 600以

上)者 

- 母语或国家官方语言为英语时，须提交相应英语圈国家大学毕业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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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招生学科及专业 

甲. 一般研究生院 

系列 学科 

学位课程 
专业 

硕士 博士 
硕博

连读 

人文 

‧ 

社会 

国语国文专业 ◯ ◯ ◯ 包括韩国语文学教育专业(硕士课程) 

英语英文专业 ◯ ◯* ◯* 
 

德语德文专业 ◯ ◯ ◯ 
 

法语法文专业 ◯   
 

日语日文专业 ◯   
 

中语中文专业 ◯   
 

汉文专业 ◯ ◯ ◯ 
 

史学专业 ◯ ◯ ◯ 
 

美术史专业 ◯ ◯ ◯ 
 

法学专业 ◯ ◯ ◯ 
 

政治外交专业 ◯ ◯ ◯ 
 

心理学专业 ◯ ◯ ◯ 

咨询心理学、 社会与文化心理学、心理测量学、

临床与健康心理学、发展心理学, 认知与知觉心

理学 

地理学专业 ◯* ◯ ◯ 
 

经济学专业 ◯ ◯ ◯ 
 

管理学专业 ◯ ◯ ◯ 
 

教育学专业 ◯ ◯ ◯ 
 

伦理学专业 ◯   
 

幼儿教育专业 ◯ ◯ ◯ 
 

生活文化消费者专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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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 学科 

学位课程 
专业 

硕士 博士 
硕博

连读 

社会福利学专业 ◯ ◯ ◯ 
 

媒体传播学专业 ◯ ◯ ◯ 
 

自然

科学 

数学专业 ◯   
 

化学专业 ◯ ◯ ◯ 
 

生物学专业 ◯ ◯ ◯ 
 

统计学专业 ◯   
 

服装学专业 ◯* ◯* ◯* 
 

食品营养学专业 ◯* ◯* ◯* 包括临床营养师专业 

护理学专业 ◯ ◯ ◯ 包括养老护理员课程(硕士课程) 

工学 

未来融合技术工学 

专业 
◯ ◯ ◯ 

 

计算机学专业 ◯ ◯ ◯ 
 

未来应用科学专业 ◯ ◯ ◯ 
 

艺术

· 

体育 

东洋画专业 ◯   
 

西洋画专业 ◯   
 

雕塑专业 ◯   
 

工艺学专业 ◯   
 

版画学专业 ◯   
 

工艺设计专业 ◯   
 

美术专业  ◯  
东洋画、西洋画、雕塑、工艺、工艺设计 

Multiple Art & Technology 

音乐专业 

◯ ◯ ◯ 声乐、器乐、作曲、 

 ◯  伴奏、音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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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 学科 

学位课程 
专业 

硕士 博士 
硕博

连读 

伴奏专业 ◯*   
 

体育专业 ◯ ◯ ◯ 
 

美容产业系 ◯ ◯ ◯ 
 

协同

课程 
音乐治疗专业 ◯   

 

 

乙. 特殊研究生院 

系列 学科 
学位课程 

硕士 
专业 

融合设计艺术 

研究生院 
融合设计艺术系 ◯ 

化妆·特效妆 

皮肤美容肥胖学 

化妆品学 

头发美容专业 

文化产业艺术 

研究生院 
文化产业艺术系 ◯ 

机场服务管理 

公共美术 

韩国文化内容* 

叙事文化内容创作 

文化艺术创业 

表演艺术 

表现艺术治疗 

终身福利 

研究生院 

保育系 ◯ 保育学 

健康运动管理系 ◯ 健康运动管理 

房地产系 ◯ 房地产学 

食品营养系  ◯ 临床营养师专业 

家庭咨询·治疗系 ◯ 家庭咨询·治疗专业 

AI 税务·会计 

研究生院 
AI 税务·会计系 ◯ AI 税务·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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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下划线的专业为云庭绿色校区专业。 

※ 硕士学位课程学习年限为2年（4学期）， AI 税务·会计研究生院的学习年限为1年 

※ 博士学位课程学习年限为2年（4学期），结业后需进行为期2学期的研究注册 (每学期500,

000韩元） 

* 标记星号的专业为集中进修制细节专业。 报考者须与专业商谈后报考。 

 

4. 申请方法 

  甲. 各申请审核因素比重 

研究生院 
审核因素 

共 
材料（大学成绩） 面试与口试 实操评价 

一般研究生院 

整体 

一般系列 50%(100分) 50%(100分)  100%(200分) 

艺能系列 33.3%(100分) 33.3%(100分) 33.3%(100分) 100%(300分) 

体育学科 

美容产业系 
50%(100分) 50%(100分)  100%(200分) 

融合设计艺术研究生院 50%(100分) 50%(100分)  100%(200分) 

文化产业艺术研究生院 50%(100分) 50%(100分)  100%(200分) 

终身福利研究生院 50%(100分) 50%(100分)  100%(200分) 

AI 税务·会计研究生院 50%(100分) 50%(100分)  100%(200分) 

 

乙. 各系列（专业）考试内容 

1) 新入学、特殊录取  

学位课程 申 请 方 法 

硕士∙硕博连读课程 
∙ 材料审核（本科成绩） 

∙ 面试及口试 

博士学位课程 ∙ 材料审核（研究生院硕士成绩） 

∙ 面试及口试 

  ※ 根据学科（专业），可能会有另外的考试，详细内容请咨询相应学科。. 

※ 音乐治疗专业:钢琴或吉他演奏（3分钟以内） 

      - 可以用其他乐器考试，但报名者携带（钢琴、吉他在考场备考） 

      - 用暗谱演奏，必须携带面试官的乐谱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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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术专业考试内容  

学位课程 申 请 方 法 

硕士∙硕博连读课程 

- 作品集转换为PDF格式上传 （参加线下面试的学生，上传

后面试当天带上作品集） 

  * 美术专业（工艺）：代表作品6件以上 

- 超过50MB以上的作品集不能上传 

博士学位课程 

- 作品集转换为PDF格式上传 

（参加线下面试的学生，上传后面试当天带上作品集） 

- 超过50MB以上的作品集不能上传 

 

3)音乐专业实操曲名说明 

甲. 硕士课程、硕博连读课程 

Major Audition Requirements  

Musicology  

Vocal 

Music 

① 1 Lied in German, French, or English languages (Transposition is permitted.)  

② 1 Opera aria or 1 Oratorio aria 

- Applicants are required to sing arias in their original language and key.  

(For Mezzo-Soprano, e.g.: Che faro senza Euridice by Gluck is not allowed.) 

- Concerto Aria and Operetta Aria are not allowed. (e.g.: Mein Herr Marquis) 

Instrumental 

Music 

[Piano] 

① All movements of Sonata (select 1 from classical, romantic, or 

contemporary)  

② One song of the applicant’s choice  

[Orchestral Music] 

① All movements of a sonata or concerto  

Composition 

[Composition] 

① Music analysis 

② Submission of one 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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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Audition Requirements  

[Musicology] 

① Translation of an original text of Western music history  

(Applicants are allowed to bring paper dictionaries.) 

② Oral test on one subject selected by the applicant from the list of 

Gregorian chant, Mass, Motet opera, Oratorio, Symphony, Sonata, or 

Concerto.  

Accompanying 

Music 

(Master’s Course) 

 

① 1 Etüde 

② Sight-reading (Sight-reading will to be presented at the test site.) 

③ Choose 1 piece to play and sing from  

Halt! (Op.25-3) by F. Schubert or Widmung (Op.25-1) by R. Schumann.  

④ Select one of the following violin sonatas by Beethoven (All movements)  

(Accompanied with a Violinist) 

- No.1 in D Major Op.12 No.1 

- No.2 in A Major Op.12 No.2 

- No.3 in E Flat Major Op.12 No.3 

- No.4 in a Minor Op.23 

- No.6 in A Major Op.30 No.1 

- No.8 in G Major Op.30 No.3 

 

※ Applicants for ballet accompaniment must perform ① and ② from the list above. 

Applicants must also perform the following designated pieces. 

- “Valse des fleurs” (Waltz of the Flowers) in Act 2 from P.I. Tchaikovsky’s 

Nutcracker  

- Improvisation (The theme will be given on the audition day, and applicants must 

bring a dancer.)  

 

※ Applicants must bring an instrumental musician and voc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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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博士课程 

Major Audition Requirements 

Musicology 

Vocal 

Music  

① Choose one piece from each period, Baroque, Classical, Romantic, and 

Contemporary, and perform them in 4 different languages of Italian, German,  

French, English and one other language(select one from Spanish or Russian).  

* Other than a Lied, Opera aria, Concert aria, and Oratorio aria are permitted.  

* A total 60-minute recital  

Instrumental 

Music 

[Piano] 

① Program of 60 minutes comprising of pieces from 4 periods including 

classical sonata (all movements)  

* All compositions must be performed in its entirety and from memory.  

[Orchestral Music] 

① Program of 60 minutes comprising of pieces from 4 periods including 

classical sonata (all movements)  

* All compositions must be performed in its entirety and one or more pieces 

must be performed from memory.  

Composition  

① Submission of two compositions 

- 1 of the 2 compositions must be chamber music (for 5-10 people) 

- Live performance USB and sheet music 

Musicology 

①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translation of Western music history text 

(Applicants are allowed to bring paper dictionaries.) 

② Oral test on one period of Western music history selected by the applicant 

from the Medieval, Renaissance, Baroque, Classical, Romantic or 20th-century 

periods.  

Accompanying 

Music 

※ Accompaniment  

① Perform 1 sonata (all movements) by Beethoven or Brahms  

② Perform a 30-minute program including German, French, English-American 

Lieds  

* Applicants must brings soloists for all sonata and vocal music programs on the audition 

day.  

※ Opera accompaniment  

① A fast movement from a piano sonata by Beethoven 

② Perform a 40-minute program that includes opera arias and sena from all 4 

composers that include W.A. Mozart, G. Verdi, G. Puccini, and one composer 

from the 20th century (total of 4 composers)  

③ Beethoven Symphony No.1 condu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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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Audition Requirements 

④ Sight-singing and ear-training 

⑤ Piano sight-reading 

* Applicant must bring soloist on the audition day. 

※ Ballet accompanying 

① Choose 1 Piano solo piece among classical or romantic period 

(excluding Etude, within 15 minutes) 

② S.Prokofiev Romeo and Juliet 

Act Ⅰ Balcony Scene 

Act Ⅰ Dance of the Knights 

Act Ⅱ Dance of the Five Couples 

③ Center works including Grand Adagio within 30 minutes. 

(Center pieces must include at least 5 works written by applicant. ) 

*Applicant must bring dancers on the audition day 

丙. 选拔方法 

    1) 根据各申请审核因素比重，合计后各学科（专业）择优选拔。 

    2) 同分考生则遵照本校同分考试处理标准进行选拔。 

    3) 如果被判断为不足以完成学业，即便名额未满亦可能不予录取。最终是否录取，遵循

研究生院委员会的入学情况审议结果。 

 

5. 提交材料 

 甲. 共同提交的材料 

提交材料 硕士 博士 
硕博

连读 
备注 

入学申请书及 

个人信息同意书 
◯ ◯ ◯ 

线上申请完成后，打印提交纸质材料 

UWAYAPPLY (www.uwayapply.com) 

大学学士（预）毕业证书

（需要提交公证本） 
◯ × ◯ - 获得学分银行制及自学学位制学士学位者须 

  提交国家终身教育振兴院颁发的学位(预)授

予证书 
研究生院（预）毕业证书

（需要提交公证本）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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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材料 硕士 博士 
硕博

连读 
备注 

大学学士课程 

成绩证明（需要提交公证

本） 

◯ × ◯ 
- 应届毕业生提交截至前一学期的成绩证明书 

- 最终学分绩点/满分，百分率记载 

成绩证明书上需要成绩百分率或者总平均成绩。 
研究生院硕士课程 

成绩证明（需要提交公证

本） 

× ◯ × 

研究计划书 ◯ ◯ ◯ 
UWAYAPPLY (www.uwayapply.com)  

网站直接填写。 打印后提交 

 

※ 准考证须在考试当日携带 

 

乙. 其他须提交材料（仅适用相关人员） 

区分 提交材料 

心理专业申请者 公认语言成绩1份 

音乐类专业申请者 实操曲名1曲：音乐专业（声乐、器乐）、伴奏专业 

现任公务员 在职证明 1份 

军委托申请者 
军役确认书 1份 

军委托公文复印件 1份 

北韩难民 
北韩难民居民登记确认书 1份 

北韩难民学历确认书（市、军、区机关长）1份 

国外大学（研究生院） 

学位(预)获得者 

① 学位查询同意书：本校样式 

② 成绩及毕业证明：各1份，非英语圈国家以韩语、英语以 

   外的外国语版本的证明书需翻译成韩语并公证后提交 

③ 认证材料：海牙成员国认证书、领事确认书、中国教育部

学位认证书中选一 

 - 海牙成员国：提交该校所在国指定机构所颁发的成绩及毕

业公证材料的海牙成员国认证书 

 - 非海牙成员国：提交在学校所在国韩国领事馆或驻韩本国

http://www.uwayapp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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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 提交材料 

使馆办理“在外教育机构确认书”或“领事确认（认可大

学确认书） 

 - 中国毕业生则提交首尔孔子学院或中国教育部学位及教育

发展中心颁发的学位认证书 

* 学位网 (http://www.cdgdc.edu.cn) 

* 学信网 (http://www.chsi.com.cn) 

外国留学生 

① 申请者护照复印件 

② 外国人登陆证复印件 

③ 中国户口本：居民户口簿及亲属关系证明各1份 

（需要提交公证本） 

④ 父母身份证 

⑤ 韩语或英语能力证明材料 1份(TOPIK, TOEFL等) 

⑥ 存款余额证明书($20,000以上) 

* 海外大学现任教员 : 在职证明书 1份（需要提交公证本） 

※ 成绩证明书上需要成绩百分率或者总平均成绩。 

※ 除上述提交材料外，如果有需确认的事项时，可能要求其他材料。 

※ 所有证明均须是3个月内发放，且须提交原件。如非韩文发行,需追加提交韩文或英交翻译

本。 

※ 应届毕业生入学后一个星期以内（开学为准）提交毕业证书 

 

6. 报名费 

学位课程 学部及院系 报名费 

一般研究生院 

一般系列、体育院系，美容产业系 

（包括协同课程） 
90,000韩元 

美术类专业 100,000韩元 

音乐类专业 120,000韩元 

融合设计艺术研究生院 

化妆·特效妆专业 

皮肤美容学专业 

化妆品学专业 

90,000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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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课程 学部及院系 报名费 

文化产业艺术研究生院 

机场服务管理专业、韩国文化内容专业、 

叙事文化内容创作专业、文化艺术创作专业, 

表演艺术, 表现艺术治疗 

90,000韩元 

公共美术专业 100,000韩元 

终身福利研究生院 

保育专业、健康运动管理专业, 房地产学, 

临床营养师专业, 家庭咨询·治疗专业, 
90,000韩元 

AI 税务·会计研究生院 AI 税务·会计专业 90,000韩元 

※ 线上申请手续费由本校承担。 

 

7. 学费及奖学金制度 

  甲. 学费（2022学年度春季学期为准:日后可能出现变动） 

 （单位：韩元） 

研究生院 系列 入学费 
课 程 费 

硕 士 博 士 

一般研究生院 

人文·社会 

931,000 

4,144,000 4,210,000 

理学·体育 4,966,000 5,053,000 

艺能 5,772,000 5,834,000 

融合设计艺术研究生院 艺能 5,556,000 - 

文化产业艺术研究生院 人文·社会 5,009,000 - 

终身福利研究生院 

人文·社会 5,009,000 - 

理学·体育 5,357,000 - 

AI 税务·会计研究生院 人文·社会  4,6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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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 奖学金制度（日后可能出现变动） 

 

奖学金区分 奖学金发放标准 
奖学金金额 

(入学费除外） 

入学奖学金 

(入学学期) 

TOPIK6级 学费 70% 

TOPIK5级或者本校毕业生 学费 50% 

TOPIK4级 学费 40% 

TOPIK3级 学费 30% 

TOPIK2级或者韩国语课程3级以上修完者（预计修完） 学费 20% 

 

奖学金区分 

奖学金发放标准 
奖学金金额 

(入学费除外） TOPIK3级以下 

(或者没有TOPIK) 
TOPIK4级以上 

成绩奖学金 

(除入学第一学期外

的正规在校学期) 

- 上一学期 4.3以上 学费 50% 

上一学期 4.3以上 
上一学期  

4.0以上~4.3以下 
学费 30% 

上一学期  

4.0以上~4.3以下 

上一学期  

3.5以上~4.0以下 
学费 20% 

 

8. 注意事项 

  甲. 申请相关注意事项 

    1) 即便在线上受理了入学申请书，如果未提交入学申请书（纸质）和上传材料时，以不

合格处理。 

    2) 申请人填写错误及未提交应备材料导致的损失由本人承担，已受理材料和报名费概不 

       退还。 

    3) 毕业或应届毕业生在入学前，如果未能取得毕业证或学位证，则取消录取资格。 

    4)（预）取得2个以上学位的申请人，可选择有利于本人的1个学位填写，申请后无法变 

       更。插班生则填写最终学位。 

    5) 毕业于国外大学（研究生院）的申请人，仅限相应国家承认的大学（研究生院）毕业

生申请，在入学后如果出现相关问题，则取消录取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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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有关硕博连读课程，请参考一般研究生院主页“教务指南” 

    7) 各专业的申请者如未达到校务运营最少人员 条件，则可能取消招生选拔。 

    8) 申请书受理后，无法修改内容或取消申请，报名费概不退还。但是，考生在缴纳报名  

       费后因天灾地变、疾病或事故等在医疗机构接受治疗，或因本人死亡及未达到申请资

格等非考生责任事由而无法应考时，在提交规定证明材料后，经审议可退还部分或全

部报名费。（已受理申请或申请人责任则不予退还） 

 

 乙. 申请相关注意事项 

    1) 招生选拔时缺考者以不合格处理。 

    2) 考生在考试当日须携带准考证和身份证（居民登陆证、有效期内护照、驾驶证等） 

（在确认录取结果时需使用准考证编号，请妥善保管） 

    3) 申请者须在 2022.11.12(星期六) 考试开始前30分钟，于相应等候室等候。  

    4) 招生选拔评价内容及成绩不公开。 

    5) 未入学或放弃入学导致需补充缺员，则根据入学审定原则，在候选人中选拔合格者单 

       独通知，单独通知时如无法正常联络，那么即便为优先预备候选人，也将被排除在人

员补充名单之外，因此请注意避免无法联络的情况出现。（按照申请人在入学申请书中

记载的联系方式通报3次以上） 

    6) 未达到报考资格或通过不正当方式被录取或入学时，一经发现即刻取消录取及入学资格。 

    7) 有关招新生的所有事项及招生简章中未明示的事项，遵照本校研究生院委员会制定规 

       定处理。 

    8) 仅限滞留国外或有特殊情况（天灾地变、传染病等）的考生，通过视频进行面试及 

        口试，考生是否符合条件和施行方法由研究生院自行决定。视频面试须在申请书受理

前，事前联系教学组进行协商。 

    通过视频面试的考生后续须提供证明资料（出入境证明、诊断书等），以后未能提交

证明资料，则视为不正当应考，取消录取或入学资格。 

 9）COVID-19 疫情的原因，以后考试日程及申请相关事项可能出现变动。 

 

 丙. 个人信息收集                                                     

  本大学线上申请书受理全权委托专门代理机构“(株)UWAYAPPLY”处理，所收集的个人信息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不以入学考试以外的目的和用途使用。但是，最终录取者的个人信息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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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学校规定，为生成学籍簿、发放学生证、查询学历等校务资料使用。因此报考申请时，

申请人须同意收集、使用、保留个人信息，方可受理申请书。 

  个人信息收集项目：姓名、居民登陆证号码、电话号码、手机号码、地址、毕业院校、邮箱

地址、银行账号等 

 ※ 其他详细内容请咨询研究生院教学组。  

 

诚信女子大学研究生院（诚信馆8楼806室） 

电话 ： 82-2-920-7059（韩语）,82-2-920-7058（韩语，汉语） 

邮件 ： gras@sungshin.ac.kr 

Wechat Id : ssong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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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 

2023学年度春季学期 

音乐专业实操曲名 

* 请用韩语或英语填写 

* U-WAY 系统上直接输入 

学科 

（专业） 
 

     具体专业 

（器乐专业适用） 

 

姓  名  考生编号  

学位课程   ⃞ 硕士学位课程   ⃞ 博士学位课程   ⃞ 硕博连读课程 

联系方式 

 手机 : 

 电话 : 

作品家 

(Full name ex. J. S. Bach ) 

作品名 

(包含题目/调性/作品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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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 1 

2023学年度春季学期 

伴奏专业实操曲名 
* 请用韩语或英语填写 

* U-WAY 系统上直接输入 

学科 

（专业） 
 

     具体专业 

（器乐专业适用） 

 

姓  名  考生编号  

学位课程   ⃞ 硕士学位课程   ⃞ 博士学位课程  

联系方式 

 手机 : 

 电话 : 

作品家 

(Full name ex. J. S. Bach ) 

作品名 

(包含题目/调性/作品编号)  

钢琴独奏曲  

声乐曲  

器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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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 

2023学年度春季学期 

硕士学位课程研究计划书 

* 请用韩语或英语填写 

* U-WAY 系统上直接输入 

学科（专业）       

姓  名  考生编号  

1. 自我介绍 

（1500字以内） 

 

2. 入学动机 

（1500字以内） 

 

3. 专业领域研

究计划及毕业

后职业规划 

（3000字以内） 

 

兹提交如上研究计划书。 

 

申 请 者  :                   (签名或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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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3 

2023学年度春季学期 

博士学位课程研究计划书 

* 请用韩语或英语填写 

* U-WAY 系统上直接输入 

学科（专业）       

姓  名  考生编号  

1.自我介绍

（1500字以内） 

 

2. 入学动机 

（1500字以内） 

 

3. 研究论文题目 

（300字以内） 

 

4. 研究的目的 

及必要性 

（3000字以内） 

 

5. 研究方法 

（3000字以内） 

 

兹提交如上研究计划书。 

申 请 者  :                  (签名或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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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4 

2023学年度春季学期 

硕博连读课程研究计划书 

* 请用韩语或英语填写 

* U-WAY 系统上直接输入 

学科（专业）       

姓  名  考生编号  

1. 自我介绍 

（1500字以内） 

 

 

2. 入学动机 

（1500字以内） 

 

 

3. 专业领域研

究计划及毕业

后职业规划 

（3000字以内） 

 

 

兹提交如上研究计划书。 

 

申 请 者  :                   （签字或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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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5 

Signed Consent Form （学位查询同意书） 

By signing this form, I am giving my agreement and hereby authorize the NRF(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of Korea) to verify my degree/enrollment records. 

Please indicate accuracy of the information below. If necessary, include 

corrections/notes.                                          • Applicant's Information 

Completed by the applicant  

Verification 

(To be completed by the 

Institution) 

Name:                                             

          Given name             Family name   
□ Correct   □ Incorrect 

Date of birth:                                       

                      MM-DD-YYYY 
□ Correct   □ Incorrect 

Student ID No.:                                     □ Correct   □ Incorrect 

Date of admission(transfer date from other institution):                                     

         MM-DD-YYYY 
□ Correct   □ Incorrect 

Date of graduation :                           

         MM-DD-YYYY 
□ Correct   □ Incorrect 

Degree in (major):                                  □ Correct   □ Incorrect 

Degree: □ Bachelor □ Master □ Ph. D □ Correct   □ Incorrect 

Title of Thesis: □ Correct   □ Incorrect 

Date of Degree Conferment(registered): 

                                 MM-DD-YYYY 
□ Correct   □ Incorrect 

Applicant's Signature :                  

Date:                            MM-DD-YYYY 

Additional comments 

(if any) : 

 • Respondent's Information 

Name of Organization  

Address  

Telephone  e-mail  

Date:                       MM-DD-YYYY 

Name and title of position: 

                                      Signature:                     

 

officia

l SEAL 

 
   한국연구재단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of Korea  

The information you provide will be kept in strict confidence and will be used only for the 

purpose of degree inquiry. Please do not hesitate in contacting NRF for any questions. Thank 

you for your as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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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院院系联系方式及办公室 

院系 
电话 

(920-) 
校区 位置 院系 

电话 

(920-) 
校区 位置 

国语国文专业 7090 

水晶 

 

水晶馆 

A栋 328号 

 

化学专业 7705 云庭 B栋 109号 

英语英文专业 7077 生物学专业 7705 
云庭 

 
B栋 109号 

德语德文专业 7069 未来融合科学专业 7705 

法语法文专业 7084 统计学专业 7938 水晶 
水晶馆  

A栋 503号 

日语日文专业 7096 计算机专业 7555 水晶 
水晶馆 

403号 

中语中文专业 7213 服装学专业 7165  云庭 B栋 637号 

汉文专业 7230 食品营养学专业 7134 云庭 B栋 109号 

史学专业 7213 护理学专业 7721 云庭 B栋 109号 

美术专业 7070 水晶 
诚信馆 

804号 

未来融合技术工学

专业 
7151 水晶 

水晶馆  

A栋 503号 

法学专业 7122 

水晶 

 

诚信馆 

810号 

 

东洋画专业 7242 

水晶 
雕塑2馆 

105号 

政治外交专业 7950 西洋画专业 7269 

心理学专业 7132 雕塑专业 7269 

地理学专业 7880 工艺专业 7278 

经济学专业 7207 版画专业 7070 水晶 
诚信馆 

804号 

管理学专业 7137 工艺设计学系 7248 水晶 
雕塑2馆 

105号 

教育专业 7855  

水晶 
水晶馆 

A栋 328号 

音乐系 

声乐专业 
7259 水晶 

雕塑2馆 

105号 

伦理学专业 7855 
音乐系 

器乐系 
7070 水晶 

诚信馆 

804号 

幼儿教育专业 7230 
音乐系 

作曲专业 
7291 水晶 

雕塑2馆 

105号 

生活文化消费者专业 2078 云庭 B栋 227号 伴奏专业 7551 水晶 
诚信馆 

804号 

社会福利专业 2697 云庭 B栋 109号 体育专业 7654 水晶 
水晶馆 A栋 

503号 

媒体传播专业 2064 水晶 
水晶馆A栋 

503号 
美容产业系 2678 云庭 P栋921号 

数学专业 7932 水晶 
水晶馆 

A栋 503号 
音乐治疗专业 7551 水晶 

诚信馆 

80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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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研究生院专业联系方式及办公室 

区分 专业 
电话 

(920-) 
校区 位置 

融合设计艺术研究生院 

化妆·特效妆 

2717 云庭 B栋 313号 

皮肤美容肥胖学 

化妆品学 

头发美容专业 

文化产业艺术研究生院 

机场服务管理 
7070 水晶 诚信馆 804号 

公共美术 

韩国文化内容 7511 云庭 B栋 313号 

叙事文化内容创作 7070 

 

水晶 

 
诚信馆 804号 

文化艺术创业 

表演艺术 7511 

 

云庭 

 
B栋 313号 

表现艺术治疗 

终身福利研究生院 

保育学 

7632 水晶 诚信馆 804号 健康运动管理 

房地产学 

临床营养师专业  7134 云庭 B栋 109号 

家庭咨询·治疗系 7511 云庭 B栋 313号 

AI 税务·会计研究生院 AI 税务·会计专业 7551 水晶 诚信馆 80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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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晶校区

 

 - 乘坐地铁（4号线诚信女子大学）：4号线1号出口步行约4分钟，即可看到达诚信女子大学正门。 

 

云庭绿色校区 

 

- 乘坐地铁（4号线弥阿站）：地铁4号线弥阿站（首尔网络大学）1号出口步行300米左右，右转再步行200米

左右（步行约8分钟），即可到达诚信女子大学（云庭绿色校区）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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