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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研究生院招生简章
又松大学

- 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 SoftWare中心大学
- 中国教育部 优秀海外合作伙伴奖
- 大学自主创新能力强化示范单位
- 韩国创业先导大学
- 韩国青年梦想十佳最优秀大学
- 外国留学生招生管理认证大学
- 韩国十佳最优秀大学
- SolBridge国际商学院顺利通过
“世界经营大学评估（AACSB）”新一轮评估！

*本简章内容与韩文版简章内容有分歧时，以又松大学大学院组韩文简章为基准



又松大学简介
WOOSONG UNIVERSITY

         又松大学坐落于有韩国“硅谷”之称又是重要交通枢纽的大田广域市。学
校隶属1954年成立的又松学园，又松学园下设又松大学、又松信息大学 、又松
中学和又松幼儿园。
         又松大学是四年制本科大学,现有铁道物流学院、SolBridge国际商学院、
Endicott学院、Sol International School、Software融合学院、酒店餐饮烹饪学院、
保健福利学院7个学院共45个科系和27个研究所及附属机构，大部分专业已开设
硕士课程，部分专业开设博士课程，除韩语授课外，英语教学也覆盖了众多专
业，为莘莘学子融入到世界大讲堂提供了更多的平台。
         又松大学的发展目标是要成为亚洲最强的特性化大学，长期以来一直全心
致力于教育的国际化和特性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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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教授都获得了欧美名校博士学位及拥有
海外工作经历。目前在又松大学工作的外籍教授达到近300名,有来自世界各地60
多个国家的2600多名国际留学生。
         又松大学自建校以来，一直秉承国际化、特性化、实用型的人才培养方针，
采取不拘一格、新颖独特而又富有弹性的教学经营模式，曾多次被韩国教育科学
技术部部评为“教育改革优秀大学”，被特性化教育部门评为 “产业教育特性
化大学”，被教育科学技术部直属的韩国大学教育协会评为“优秀大学”。
2010年，又松大学被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部评选为“最具创新性大学”及“大
学教育力量强化单位”，获得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32亿3千万韩币的奖金；同年，
又松大学孔子学院获得“世界先进孔子学院奖”，同时也是该年度唯一获得此
殊荣的韩国院校。2012年被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评为“产学合作先进大学”，
同时顺利通过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关于留学生招生培养的认证评估工作，被认
证为“留学生招生管理优秀大学”，目前韩国通过此认证的只有26所本科高校。
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获得了东亚日报评选的“十大青年梦想最优秀大学”的
荣誉称号,被韩国教育部选定为 “外国留学生管理认证院校”, 在2014年教育部。
的考核中四个特性化事业项目更是脱颖而出,获得了五年共计114.5亿韩元的奖励
2015年被韩国经济新闻、未来创造科学部、产业通商支援部连续三年颁发“未
来创造经营大奖”，2016年被韩国未来创造科学部、产业通商资源部、雇佣 劳
动部连续三年颁发“东亚日报大韩民国人才培养大奖”，2017年被韩国教育部
评选为“大学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先进单位”和“国际化能力先进大学”。 2018
年 Solbridge国际商学院顺利通过‘世界经营大学评估(AACSB) ’新一轮评估。
2018年被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评为‘软实力（SW）中心大学’。 2019年获
得韩国大学教育协会韩国大学评价院“2周期大学机关评估认证”。 2020年被大
田日报评为“大田圈最具国际竞争力大学”。 
         又松大学的现任校长John E. Endicott博士，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曾担任美
国里根总统的特别助理，在美国政府工作过31年，在美国的佐治亚理工学院工
作过17年，其现在还担任东北亚有限无核区临时秘书处 （LNWFZ-NEA） 的主
席；其本人2005年和2009年两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又松大学SolBridge国际商学院是一所全英文授课的国际商学院，目前有来自
16个国家的近40名教授以及来自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名学生。该学
院2011年在新加坡SunTech会展中心获得“第二届亚洲最佳商学院称号”，2012年
获评世界教育协会“商学院最佳领导力奖”。在2014年5月，成功获得了 AACSB
(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认证后，2019年3月通过新一轮的评估,SolBridge再次获得
了此认证。目前全球仅有不到5%的商学院取得了此项精英认证，美国大学中也
仅有10%获此殊荣。2014年10月，又以优异的教学成果被韩国教育部评为“特色
办学名品学科”。 2016年荣获由国际荣誉协会 “Beta Gamma Sigma”所认证的
高荣誉奖章，同时荣获AACSB全球激励创新奖。2017年荣获全球能力品牌奖以
及国家教育文化、体育和旅游联合委员会主席奖。
         又松大学与北美、欧洲、亚洲200多所大学建立了实质性的交流项目关系，
其中美国包括左治亚理工大学、本特利大学、瓦尔帕莱索大学、犹他大学、亚利桑
那州立大学等，日本包括明治大学、早稻田大学、关西大学等，中国包括北京
外国语大学、四川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 、苏州大学、南
京晓庄学院、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山东艺术学院、铜陵学院、阜阳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湖南大学、西安
外国语大学、兰州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西南大学、中南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
等都建立了良好的交流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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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推荐中国高校与之合作,鼓励中国
考生报考。



又松大学优势
WOOSONG UNIVERSITY WOOSONG UNIVERSITYWOOSONG UNIVERSITYWOOSONG UNIVERSITY

在韩国大田学习的理由：

首尔

大田

韩国第五大城市，被称为韩国的“硅谷”。
生活成本比首尔便宜百分之四十。
乘高铁到首尔只需要50分钟。
位于韩国中心位置，去韩国任何地方只需要两小时。
经常开展丰富多彩的学生实践活动。
充满活力的外籍人士生活社区。
城市里有大量的学生。

在25所大学中有超过
2000不到3000名毕业生

No.1
截至2019年 71.8 %

海外留学生

2642
本科学生 12782
硕·博士生 716

231
在187所国内大学中

外籍
教授

由韩国教育部认证
(国际教育质量保证体系)

IEQAS

国际合作伙伴450 名
来自67个国家的大学和
教育机构

来自61个不同
国籍的学生。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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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松大学
研究生院入学申请

    申请时间

入学申请资格

开学

 预约面试
（线上/线下）

官网发表
合格者及
缴纳学费

查询

提交入
学材料

   收款

学校递送
   签证材料订机票

       入学流程

2020年5月1日～2020年7月31日

1. 硕士学位
1)新入生

在国内外4年制大学已取得学士学位或预在2020年8月取得学位的学生

2)编入生

2学期编入 :类似的专业领域已进修硕士学位1学期，以上并取得6学分以上者

3学期编入 :类似的专业领域已进修硕士学位2学期，以上并取得12学分以上者

 
2.博士学位
1)在国内外正规研究生院已取得硕士学位或预计在2020年8月取得的学生

等待大学院
材料审核及
面试通知

面试

学校确认预约接机
    时间

中国境内
签证申请



1.硕士学位

1）入学申请书（本大学院指定样式）1份

2）大学毕业（预毕业）证明书1份（新·编入共同）

3）毕业大学的成绩证明书1份（新·编入共同），

     大学院成绩证明书1份（编入）

4）研究/学业计划书（本大学院指定样式）1份（新·编入共同）

5）企业，研究机关及公共机关等在职证明书已经经历证明书

   （相关者）1份

6）4大保险入保证明书1份（相关者）

申请材料清单

7）设计·游戏·影像融合专业志愿者需要提交个人作品

   （面试考核时提交）

8）个人情报使用同意书一份

9）外国人需提交TOPIK 3级

10）学生本人护照首页 复印件

11）全家族身份证正反面 复印件

12）全家族户口本 复印件

13）银行存款证明

14）学生本人外国人登陆证正反面 复印件

 9）学生本人护照首页 复印件

10）全家族身份证正反面 复印件

11）全家族户口本 复印件

12）银行存款证明

13）学生本人外国人登陆证正反面 复印件

     或IELTS 5.5分以上的语言成绩证明（限本人）

2.博士学位

1）入学申请书（本大学院指定样式）1份

2）硕士毕业（预毕业）证明书1份

3）毕业大学的成绩证明书1份

4）研究计划书（本大学院指定样式）1份

5）企业，研究机关及公共机关等在职证明书已经经历证明书

   （相关者）1份
6）4大保险入保证明书1份（相关者）

7）个人情报使用同意书一份

8）外国人需提交TOPIK 4级

     或IELTS 6分以上的语言成绩证明（限本人）

注意事项：

1.申请硕士及博士课程的银行存款证明：金额在一万八千美金（或十二万人民币）以上，

以本人名义定期存款存入中国银行。若2020年8月入学，存款证明有效期截止到2020年09

月01日以后。

2.学生本人外国人登陆证复印件材料仅适用于身在韩国并具有在韩外国人登陆证的同学。

3.TOPIK和IELTS(2年)有效期，毕业前必须在有效期内，有效期结束时必须重新考取证书。



WOOSONG UNIVERSITY

1.外国留学生特别奖学金：

2.在校生成绩优秀奖学金

2020年又松大学
研究生院奖学金政策

注：

1. 30%的入学奖学金将仅被授予在第一学期，从第二个学期开始奖学  

金将根据上表所示被授予。

2. 对于平均成绩低于2.5的学生，无论语言证书成绩如何，将不会被授

予奖学金。

3. 韩语等级证书或雅思证书仅在有效期内用于授予奖学金。如果上述

证书已超过有效期并已过期，则视为无效

分类 奖学金

TOPIK,IELTS 未取得者
没有奖学金减免（0%）

或 前一学期平均成绩不满3.0者

10% 减免

20% 减免

30% 减免

未取得TOPIK3级 ，

未取得IELTS 5.5分者

或 前一学期平均成绩 3.0~3.5之间

TOPIK3级 ,IELTS 5.5分

或 前一学期平均成绩3.5~4.0之间

TOPIK4级以上  ,IELTS 6分 以上

或 前一学期平均成绩4.0以上

分类分类                                                      奖学金

留学生入学奖学金 第一学期30%减免



 福利商谈系

 语言听力康
       复系

 语言听力康复学

 福利商谈系

 福利商谈学

 福利商谈学

 铁道系统系

 铁道系统系

铁道建设工程学/环境工程学/
 铁道电气工程学/铁道车辆
　工程学/全球铁道系统

 铁道建设工学/环境工学/
 铁道电气工学/铁道车辆/
         全球铁道系统

 SolBridge MBA/MS/MIM

经营学（国际/铁道/观光/美容）
    Hospitality ang Tourism
   management/Management
                 Studies

   经营学（国际/铁道/观光/美容/税务）
  /Hospitality ang Tourism management/
ManagementStudies/International Events
       and CateringManagement/

游戏·影像设计/电脑设计
IT融合/人工智能（AI）

  经营系

  经营系

  经营系

  铁道电气系统
       工程系

食品·烹饪科
       学系

工学·设计
   融合系

外食·烹饪系
（Culinary)

TESOL-MALL系 TESOL-MALL

              外食·烹饪创业
（Culinary-Enterpreneurship)

铁道建设系
     统系

食品·烹饪科学

  铁道电气系统工程学

       全球铁道系统工学/
铁道车辆系统工学/环境工学

活动治疗学/运动健康管理学/
语言听觉康复学/物理治疗学/
   体育健康学/保健政策学/
              社会福利学

经营学（国际/铁道/观光）

健康康复系

Solbridge（MBA/MS/MIM）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国际经营

国际学

Hospitality Management

Management Studies

International Events 
and Catering Management

TESOL-MALL

博士硕士

人工智能（AI)

研究生院英语授课课程

Culinary-Enterpreneurship

·新生需缴纳入学金700美金                                                                               单位：美元/学期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Management Studies

国际学



毕业条件：

论文毕业：论文+24学分+韩国语能力TOPIK4级或LEITS6分

非论文毕业：27学分+综合（毕业）考试

选择论文毕业时须修24学分， 非论文毕业时27学分

                        +韩国语能力TOPIK3级

2020年又松大学
研究生院毕业条件
硕 士

毕业时须修36学分

毕业条件：36学分+综合（毕业）考试+韩国语

                能力TOPIK4级或LEITS6分+论文

备注：博士生毕业前至少发表一篇期刊小论文，参加2次学术会议并发表

论文。（毕业条件根据各专业要求， 会有部分差异）

博士

■ 学校地址 ：韩国大田广域市东区东大田路171
■ 邮政编码 ：34606

■ 网         址 ：http://chinese.wsu.ac.kr

■ 联系电话 ：0082-42-629-6538/630-9695/9796

■ QQ ：又松大学国际交流处 1954657626

■ 邮         箱 ：admissionchina@wsu.ac.kr 

备注：毕业条件根据各专业要求，会有部分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