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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又松大学全英文授课硕士学位招生简章 

English-Teaching Master Programs by Woosong University, South Korea 
 

 又松大学简介  

韩国又松大学（Woosong University）坐落于汉江以南韩国第二大行政首都、素有韩国硅谷之称的大田广域市。始建于

1954 年的又松学园，是韩国中部地区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教育集团。又松大学是四年制本科大学，学校设有研究生院

和七个教学单位、三十八个本科专业和二十七个研究所及附属机构的著名教育机构，其中大部分专业已开始硕士课程，多个

专业开设博士课程。 

又松大学自建校以来，一直秉承国际化、特性化、实用化的人才培养方针，采取不拘一格、新颖独特而又富有弹性的

教学经营模式，其发展目标是建设成为“亚洲最强的特性化大学”。又松大学拥有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雄厚师资力量，由韩

国乃至世界知名学者组成，绝大多数专业教师都获得了欧美名校博士学位及海外工作经历。目前在又松大学工作的外籍教授

人数达到 300 余名，拥有来自全世界 63 个国家的近 2200 名国际留学生。在中国教育部公布的 197 所韩国四年制大学（可授

予学士及学士以上学位）名单中，又松大学与首尔大学、梨花女子大学、庆熙大学、延世大学等共 24 所韩国名校被中国教

育部认证为韩国重点大学并授予星级级别主力推荐中国高校与之合作、鼓励中国考生报考。 

又松大学目前可提供全英文授课硕士学位课程的国际学院共计三所：SolBridge 国际商学院、SOL 国际学院以及

Endicott 国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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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又松大学 SolBridge 国际商学院全英文授课硕士项目介绍 

SolBridge 国际商学院是又松大学重金打造的商学教育航母，是韩国第一所 100%全英文授课的国际商学院，其目标是

发展成为亚洲的哈佛商学院。SolBridge 国际商学院同时获得了亚太商学院联合会（AAPBS）及美国国际商学院协会

(AACSB) 认证。2014 年 5 月，又松大学 SolBridge 国际商学院通过 AACSB 的认证，成为全球前 5%的优秀商学院，也是

AACSB 认证历史上最年轻的商学院。根据欧洲 CSI 评选，SolBridge 国际商学院在韩国高校商学院名列前茅，排名仅位于首

尔大学之后。该学院 90%以上的教授获得欧美名校博士学位，有 4 位教授进入世界名人辞典；学生来自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

地区，毕业生广泛就业于全球跨国公司、金融、外贸及政府部门。2010 年 3 月，SolBridge 国际商学院与中国北京外国语大

学共同成立了“北外 SolBridge 国际商学院”，成为中国第一所面向外国学生开设本科和硕士专业、全英文授课的商学院。 

 

***项目名称：工商管理硕士(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技术管理硕士(Master in Management & Technology)、市场

营销分析理学硕士（Master of Science in Marketing Analytics） 

***项目特色：AACSB 全球 TOP 5%精英商学院；中韩教育部双重认证；100%英文授课；1 年制硕士项目；美式教育体制及

课程设置；共计 36 学分要求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9%99%85%E5%95%86%E5%AD%A6%E9%99%A2%E5%8D%8F%E4%BC%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9%99%85%E5%95%86%E5%AD%A6%E9%99%A2%E5%8D%8F%E4%BC%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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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  专业名称 入学要求、毕业要求、奖学金政策、核心课程、学费说明 

 

 

工商管理硕士 

MBA（1 年制项目） 

入学要求：申请人需拥有本科学历学位（应届毕业生申请人入学前必须取

得本科学历学位）、通过面试、雅思 6.0 分或以上成绩、本科成绩达到

C+或以上（GPA 2.5/4.5），需要两年或以上工作经验。 

 

毕业要求：修满 36 学分（必修 18 分/选修 18 分） 

 

学费：一年总学费 24,848 美金 

 

奖学金政策：外国硕士研究生入学时可根据英语和面试情况申请第一学期

学费 30%-100%的减免优惠，之后每学期将依据学生之前一学期的学术成

绩（GPA）决定是否维持前一学期的减免政策。另有人才奖学金和亲属奖

学金可申请 

 

核心课程：管理技巧、运营管理、会计与决策制定、金融学、管理信息系

统、市场营销、亚洲国际贸易、战略管理、管理经济学等 

 

技术管理硕士 

MIMT（2 年制项目） 

入学要求：申请人需拥有本科学历学位（应届毕业生申请人入学前必须取

得本科学历学位）、通过面试、雅思 6 分或以上成绩、本科成绩达到 C+

或以上（GPA 2.5/4.5）。无需工作经验 

 

毕业要求：45 学分(必修 21 分/ 选修 24 分） 
 

学费：两年总学费 34,166 美金 

 

奖学金政策：外国硕士研究生入学时可根据英语和面试情况申请第一学期

学费 30%-100%的减免优惠，之后每学期将依据学生之前一学期的学术成

绩（GPA）决定是否维持前一学期的减免政策。另有人才奖学金和亲属奖

学金可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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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课程：运营管理、会计与决策制定、金融学、管理信息系统、市场营

销、战略管理、管理经济学等、Pyhon 语言编程、数据分析、回归分析、

社交和数字营销、数据库管理 

 

市场营销分析理学硕士 

MSMA（2 年制项目） 

入学要求：申请人需拥有本科学历学位（应届毕业生申请人入学前必须

取得本科学历学位）、通过面试、雅思 6.0 分或以上成绩、本科成绩达到

C+或以上（GPA 2.5/4.5）。无需工作经验 

 

毕业要求：45 学分(必修 21 分/ 选修 24 分） 

 

学费：两年总学费 34,166 美金 

 

奖学金政策：外国硕士研究生入学时可根据英语和面试情况申请第一学

期学费 30%-100%的减免优惠，之后每学期将依据学生之前一学期的学术

成绩（GPA）决定是否维持前一学期的减免政策。另有人才奖学金和亲

属奖学金可申请。 

 

核心课程：市场营销、市场研究、市场营销分析、Python 系统、R 计算

机语言、商业回归分析、市场营销实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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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又松大学 SOL 国际学院全英文授课硕士项目介绍 

Sol 国际学院下设全球酒店管理系（SIHOM）、全球餐饮烹饪

系 (SICA)、全球餐饮管理系 (SIRES)、全球医疗旅游服务经营系

(SIMED)、全球铁道融合系(SIRA)及全球传媒艺术系(SIMA)，各系所

开设的相关专业课程全部采用 100%全英文授课模式。其中，全球酒

店管理系聘请了十余位曾就职或毕业于国际知名学府的专业外籍教

授，通过形式多样的课程设置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为学生成长为

国际型酒店业人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全球餐饮烹饪系所提供的餐饮

烹饪艺术专业多年来在韩国乃至亚洲名列前茅，拥有全球最为顶级的

专业厨房设施设备及全球顶尖烹饪专职教师、厨师，并与烹饪艺术和

管理专业全球排名第三位的“法国保罗·博古斯酒店与厨艺学院”（Institut Paul Bocuse）合作，在又松大学建立了法国保

罗·博古斯酒店与厨艺学院韩国分校区（截至目前，该校全球分校区仅设在秘鲁及韩国又松大学）， 

***项目名称：酒店管理理学硕士 (Master of Science in Hospitality Management)、国际会展与餐饮服务管理理学硕士(Master 

of International Events and Catering Management ) 

 

***项目特色：中韩教育部双重认证；100%英文授课；美式教育体制及课程设置；占比 96%的国际师资；提供包括韩语、日

文、西班牙文、法文等多语种语言课程；共计 27 学分要求（论文毕业需修满 24 学分） 

***疫情期间又松大学为支持中国学子特开通博士学位快速申请通道，豁免雅思 6.0 分的入学条件。雅思成绩将作为毕业条

件，学生于毕业前提交即可。中韩携手，抗击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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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松大学 SOL 国际学院全英文授课硕士项目介绍 

PART I.  专业名称 入学要求、毕业要求、奖学金政策及核心课程说明 

 

 

 

 

 

 

酒店管理理学硕士  

Master of Science in Hospitality 

Management  

 

(1 年项目） 

入学要求：申请人需拥有本科学历学位（应届毕业生申请人入学前必须取得本科

学历学位）、通过研究生院面试、本科成绩达到 C+或以上（GPA 2.5/4.5）。 

 

毕业要求：修满 27 学分（论文毕业需修满 24 学分）、提交雅思 6 分或以上成绩

或通过韩国语 TOPIK4 级考试 

 

奖学金政策：外国硕士研究生入学时减免第一学期学费的 30%，之后每学期将依

据学生之前一学期的学术成绩（GPA）给予学费 10-30%的减免支持。 

 

核心课程：酒店业战略营销、酒店业研究方法与实践、酒店业人力资源管理、酒

店业金融与收益管理、国际酒店环境、全球旅游动态与可持续发展、酒店业创新

科技、度假地开发与不动产管理、国际酒店品牌管理、酒店业创业学、全球社

会、文化与酒店等 

 

 

 

 

国际会展与餐饮服务管理理学硕士 

Master of International Events and 

Catering Management   

 

(2 年项目) 

入学要求：申请人需拥有本科学历学位（应届毕业生申请人入学前必须取得本科

学历学位）、通过研究生院面试、本科成绩达到 C+或以上（GPA 2.5/4.5）。 

 

毕业要求：修满 27 学分（论文毕业需修满 24 学分）、提交雅思 6 分或以上成绩

或通过韩国语 TOPIK4 级考试 

 

奖学金政策：外国硕士研究生入学时减免第一学期学费的 30%，之后每学期将依

据学生之前一学期的学术成绩（GPA）给予学费 10-30%的减免支持。 

 

核心课程：第四代工业革命与软件应用、会展与餐饮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会计与

金融学、宴会管理、会展项目管理、活动赞助筹款与营销、餐饮服务业国际趋

势、承包餐饮管理、餐饮业质量管理、会展行业动态、会议和活动规划机构、研

究方法、项目风险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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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 费用说明 

 学费 住宿费 其他 

 每学期 3,172 美金 (2,2500 元人民

币)，年度收费共计 6,344 美金 

(45,000 元人民币） 

学校不提供宿舍，校园附近的公寓租金

约为 240 美金/月（约等于每月 1700 元

人民币） 

其他基本费用如生活费、交通费等约为

285 美金/月（约等于每月 2000 元人民

币） 

费用总额: 约为人民币 75,000-85,000 元每年，入学奖学金与学术奖学金等学费减免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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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又松大学 Endicott 国际学院全英文授课硕士项目介绍 

Endicott 国际学院成立于 2016 年，以又松大学现任校长 John E. Endicott 博士命名。Endicott 博士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作

家、教育家，曾两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其专业研究领域包括日本学、韩国学、亚洲安全学等多个方向，研究重点为朝

鲜半岛、美国防御政策、专业军事教育。Endicott 国际学院旨在培养下一代具有全球视野的领袖人才，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全

球事务、针对当前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富有创新的解决办法。为实现上述教育目标，Endicott 国际学院聘请了国际化

的专业教授团队并建立了灵活有效的实验式教学培养方案。学院下设管理学系、全球商业系、国际研究学系、未来技术学

系，开设了金融、会计、税务、资产管理、国际贸易、国际商务等专业方向。各系所开设的相关专业课程部分采用 100%全

英文授课模式。学生通过专业学习可了解包括资产管理、税务、卫生、食品、人口、城市化、能源、环境和安全等在内的全

球性核心问题，并通过深入研究全球性现象及问题将挑战化为机遇。 

***项目名称：国际关系文学硕士  (Master of Art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全球管理文学硕士 (Master of Arts in Global 

Management)、人工智能工程硕士 (Master of Engineering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项目特色：中韩教育部双重认证、100%英文授课、2 年制硕士项目最快可于 1.5 年毕业、美式教育体制及课程设置、占

比 95%的国际师资；提供包括韩语、日文、西班牙文、法文等多语种语言课程、共计 27 学分要求（论文毕业需修满 24 学

分） 

***疫情期间又松大学为支持中国学子特开通博士学位快速申请通道，豁免雅思 6.0 分的入学条件。雅思成绩将作为毕业条

件，学生于毕业前提交即可。中韩携手，抗击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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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松大学 Endicott 国际学院全英文授课硕士项目介绍 

PART I.  专业名称 入学要求、毕业要求、奖学金政策及核心课程说明 

 

 

 

 

 

国 际 关 系 文 学 硕 士  

Master of Art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2 年项目) 

 

入学要求：申请人需拥有本科学历学位（应届毕业生申请人入学前必须取得本科学历学位）、

通过研究生院面试、本科成绩达到 C+或以上（GPA 2.5/4.5）。 

 

毕业要求：修满 27 学分（论文毕业需修满 24 学分）、提交雅思 6 分或以上成绩或通过韩国语 

TOPIK4 级考试。 

 

奖学金说明：外国硕士研究生入学时减免第一学期学费的 30%，之后每学期将依据学生之前一

学期的学术成绩（GPA）给予学费 10-30%的减免支持。 

 

核心课程：第四次工业革命与软件应用、研究方法概论、国际关系历史、全球视角下的东亚、

科技与可持续发展、新媒体与全球闻名社会、区域研究、冲突解决与谈判、全球化发展、国际

政治经济 

 

 

 

 

 

全球管理文学硕士 

Master of Arts in Global 

Management 

(2 年项目) 

 

入学要求：申请人需拥有本科学历学位（应届毕业生申请人入学前必须取得本科学历学位）、

通过研究生院面试、本科成绩达到 C+或以上（GPA 2.5/4.5）。 

 

毕业要求：修满 27 学分（论文毕业需修满 24 学分）、提交雅思 6 分或以上成绩或通过韩国语 

TOPIK4 级考试。 

 

奖学金说明：外国硕士研究生入学时减免第一学期学费的 30%，之后每学期将依据学生之前一

学期的学术成绩（GPA）给予学费 10-30%的减免支持。 

 

核心课程：企业管理、第四次工业革命与软件应用、研究方法概论、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

市场营销战略、金融管理、电子经济案例、前沿科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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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工程硕士 

Master of Engineering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 年项目) 

入学要求：申请人需拥有本科学历学位（应届毕业生申请人入学前必须取得本科学历学位）、

通过研究生院面试、本科成绩达到 C+或以上（GPA 2.5/4.5）。 

 

毕业要求：修满 27 学分（论文毕业需修满 24 学分）、提交雅思 6 分或以上成绩或通过韩国语 

TOPIK4 级考试。 

 

奖学金说明：外国硕士研究生入学时减免第一学期学费的 30%，之后每学期将依据学生之前一

学期的学术成绩（GPA）给予学费 10-30%的减免支持。 

 

核心课程：高级软件、文化科技、现代社会与设计、研究方法论、定量研究、定性研究、机器

学习与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数学、数据结构与算法、数据分析

与大数据等 

PART II. 费用说明 

 学费 住宿费 其他 

 每学期 3,172 美金 (2,2500 元人民

币)，年度收费共计 6,344 美金 

(45,000 元人民币） 

学校不提供宿舍，校园附近的公寓租金

约为 240 美金/月（约等于每月 1700 元

人民币）。 

其他基本费用如生活费、交通费等约为

285 美金/月（约等于每月 2000 元人民

币）。 

费用总额: 约为人民币 75,000-85,000 元每年，入学奖学金与学术奖学金等学费减免另计。 

 

    

又松大学官网：http://chinese.wsu.ac.kr/main/index.jsp 

  

报名咨询方式（又松大学官方驻南京办公室）： 

 

高老师 QQ： 38077917   手机：13901592344（微信同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