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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大学 新‧插班生须知

 共同事项
 知道国际部, 学科行政室等校内主要办公室的位置
 准备外国人登录证申请时所需的材料
 知道延签, 住址变更, 打工申请等与签证相关事项的做法
 学生证申请 (大学本部一层 学生支援科)

 在学生生活馆居住时需在指定日期内进行肺结核检查
 积极参加校内活动

 

 本科生
 根据国际部的介绍必须加入保险
 开设韩国银行账户
 熟知并遵守留学生守则内容
 和指导教授进行面谈
 参与韩国朋友指导的活动, 和韩国朋友亲切相处
 在学生生活馆生活时， 熟知并遵守规定内容；在校外居住时，因为文化差异，注意不要
和邻居 产生纠纷
 通过 TOPIK 2级入学的新‧插班生(也包括通过HU-TOPIK入学的新‧插班生), 一年之内必须
修满300个小时的韩语研修时间, 并且一年之内取得TOPIK 3级的成绩。

 交换生
 向国际部提交在本国入保险的复印件证明，没有保险的同学根据国际部的介绍必须入保
险。

 和学生志愿者亲密相处
 熟知并遵守学生生活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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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插班生提交材料

 国际部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同意书
 入保险的复印件证明（在本国入保险的学生）

 费用缴纳确认书
 - 保险费缴纳 (入境后新的参保人)

 外国学生遵守事宜
 肺结核检查结果
 有关外国人登录的材料

 - 综合申报表(添附照片-护照照片)

 - 护照
 - 在学证明书
 - 手续费30，000韩币

 韩国语教育中心
 费用缴纳确认书（对象：通过 TOPIK 2级入学的新‧插班生，通过HU-TOPIK入学的新‧插班生)

 - 韩国语研修费用－400,000韩币

 学生生活馆
 费用缴纳确认书

 - 宿舍费(学生生活馆居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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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组织机构

 主要行政部门 
(区号: 033)

国际部(大学本部别馆2楼)
电话号码 : 248-1341~6
业务范围 : 外国学生签证及生活方面的有关事务
          交换生相关事务

  学生支援科 (大学本部1楼)

  电话号码 : 248-1065, 1070

  业务范围 : 休学、复学，奖学金、学生福利
              、校车等 相关信息

教务处 (大学本部3楼)
电话号码 : 248-1014~6
业务范围 : 学业、学分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 

  研究生教学科 (大学本部4楼)

  电话号码 : 248-1401~2 

  业务范围: 负责跟研究生院有关的各种行政事
务

学生生活馆 办公室(宿舍8馆2楼)

电话号码 : 248-3601~2
业务范围 : 提供学生生活馆的生活指导服务

  韩国语教育中心 (国际馆1楼)

  电话号码 : 248-2974

  业务范围 : 负责韩国语课程和非课程性听
课的事务

 各院系行政办公室电话
(区号: 033)

人文学院

国语国文专业 

历史学专业
哲学专业
英语英文系 

中文系 

日语系
俄语系

248-1510

248-1570

248-1550

248-1530

248-1590

248-1610

248-1630

 社会科学院

  心理学系 

  社会学系
  社会福利学部
  政治行政学系
  媒体沟通学部 

  广告宣传学系
  法学系 

248-1720

248-1740

248-1760

248-1780

248-1910

248-1949

248-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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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院系行政办公室电话
(区号: 033)

经营学院

经营学系
经济学系
财务金融学系

工科学院

计算机工学系
电子工学系
融合软件学系
融合新材料工学系

248-1830

248-1810

248-1850

248-2310

248-2340

248-2330

248-2360

  自然科学学院

  金融信息统计学系
  应用光物理学系
  化学系 

  生命科学系 

  生物医学系
  环境生命工学系
  食品营养学系 

  体育学系
  语言听觉学部

  国际学部

248-2010

248-2050

248-2070

248-2090

248-2110

248-2150

248-2130

248-2250

248-2210

248-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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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学期校务日程

 校务日程
8. 28
开学

8. 28 ~ 9. 1
选课申请变更期间

9. 11 ~ 13
选课取消及替代课程申请期间

9. 28
学校庆典

10. 16 ~ 20
期中考试期间

12. 4 ~ 12
补课期间

12. 13 ~ 19
期末考试期间
 
12. 19
学期结束

 12. 20~
 假期开始
 
 12. 20 ~ 1. 12, 2018
 冬季学期期间

 12. 29
 成绩公布截止日

 2018, 1. 2 ~ 3
 成绩异议申请期间

 1. 22 ~ 24
 学期提前选课期间

 2. 5 ~ 9
 选课期间

 2. 19 ~ 23
 在校生注册期间
 
 2. 21
 学位颁发典礼

 休息日

10. 3
开天节

10. 4 ~ 6
中秋节假期

10. 9
韩文日

 2. 15 ~ 17, 2018
 春节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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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后须知

 来校路线

路径 来校方法

仁川机场
↓

春川
长途汽车站

 1. 前往航站楼一楼
 2. 在航站楼内部或者外部的卖票窗口购买车票
 3. 前往航站楼外9C号候车点搭乘来春川的长途汽车

 4. 所需时间: 150分钟左右 / 车票价格: 21,300韩币
 5. 长途汽车时间表
 07:00 07:50 08:40 09:30 10:20 11:10 12:10 13:10 14:00 15:20

 16:00 16:40 17:20 18:00 18:40 19:20 20:00 20:40 21:30 22:20

春川
长途汽车站

↓
翰林大学

学生生活馆

 1. 平时可在长途汽车站入口处搭乘出租车
 2. 所需时间: 15分钟左右 / 打车费: 5,000韩币左右
 3. 目的地:翰林大学 新宿舍前面（한림대학교 신축기숙사 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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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住宿舍

1. 入舍申请及费用支付

 入舍申请 费用支付 入舍费用
学期中 假期中

自费留学生 入学报名时申请 通知期间内支付
578,000~

1,202,000韩币
(1个学期)

6,000~
11,000 
韩币
(1天)

交换生 申请书交至
国际部 入境7日内支付

※ 2017-2学期为准，金额会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变动
※ 申请假期宿舍的同学请通过事前申请在放假之前前往学生生活馆办公室进行假期宿舍申请
※ 宿舍银行账户：翰林大学，WOORIBANK 027-112008-13-002 (请将本人的学号以备注的

形式标示清楚)

2. 宿舍构成
包括HID馆一共八栋楼 (1,2,3(HID),4,5,6,7,8馆)

3. 便利设施
- 3人/2人1室，不能做饭 (简单的快餐食物，可用微波炉加热)

- 健身房，电话，风扇，微波炉，冰箱 (每层一个)，电脑 (免费网络提供)，饮水机等

4. 入舍准备物品
被褥，衣服，拖鞋，台灯等

5. 参考
入住后，发放和宿舍生活有关的中文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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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人登录
填写申请书

申请书在国际交流科，各学系·学科行政室处备有
↓

申请
材料

综合申请书  指定样式

照片一张

 粘贴在综合申请书的右上端
 -照片规格: 长4.5厘米×宽3.5厘米
 -白底
 -必须能看清包括耳朵，额头的全部脸部
 -不可佩戴发带,耳环等饰品

护照
手续费  30,000韩币

在学证明书
↓

申请书提交场所: 国际部
由国际交流科负责老师代理前往出入境管理所进行申请

↓

申请后根据通知统一前往出入境管理所进行指纹登录

 保险加入

1. 种类
外国留学生保险

2. 对象
交换生, 学部和研究院自费留学生, 入境后需要在韩国停留90天以上的学生义务性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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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入方法

填写个人信息收集，使用同意书
同意书在国际交流科备有

↓

必备
材料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同意书  指定样式
护照上面的英文姓名  
外国人登录证号码  

↓

申请书提交场所: 国际部
国际交流科负责老师代理联系保险公司并申请加入

↓

根据国际交流科负责老师的介绍支付保险费 (通过银行账户进行交费)

保险费: 130,000韩币（1年）、90，000韩币（6个月） (有所变动)

4. 保险范围
- 保险范围：因突发性伤害事件或者疾病所产生的诊疗及住院费用
- 不属于保险范围内的情况
 · 既往症 (入保险前已经有的疾病或者身体障碍)

 · 自杀 (未遂)，自残，犯罪，暴力
 · 怀孕，生产，流产，牙科诊疗等
  ※ 其他详细内容另行发放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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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险索赔步骤

保险金索赔申请书, 填写个人信息提供同意书
格式在国际部备有

↓

必备
材料

保险金索赔申请书  指定样式
个人信息提供同意书  指定样式

入保证明材料   可在国际部打印
收据，诊断书

外国人登录证复印件
存折复印件

↓

申请书提交场所: 给保险公司发送电子邮件或者通过Kakao Talk发送
保险公司理赔科审查之后将理赔费用打入个人的银行账号

6. 备注
- 在本国已经入保险的同学需要将本人入保证明书的复印件提交至国际部
- 如果学生没有加入保险，将在奖学金发放，各种证明书出具等方面受到限制

 ID卡(学生证) 申请

- ID卡(学生证) 申请方法: 前往大学本部1楼学生支援科填写并提交ID卡申请书
* 确切知道自己的所属院系及学号
* 证明照片(3cm×4cm) 1张

- ID卡(学生证) 发放 : 申请后2～3天左右，前往学生支援科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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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设银行账户

- 可在学校 近的银行【友利银行 우리은행 (学校正门)】办理
① 外国人登录证，护照，学生证，在学证明书 (必须携带)

② 亲自到友利银行填写‘账户开设’相关材料
③ 在银行窗口，将填写的材料及外国人登录证一并提交给银行工作人员
④ 银行账户马上就可以开通
(* 也可以到自己希望的其他银行开设银行账户)

 开通手机

1. 韩国的手机通信公司
- 韩国有SKT, KT, U⁺三家手机通信公司，外国人加入比较多的是U⁺。

2. 开通步骤：

- 入网条件：外国人登录证登记允许停留3个月以上者（90天）

※ 短期韩国停留者（交换生及语言进修生）选择预付费手机的情况比较多，这样可免交座机费。

- 必备材料：外国人登录证、存折复印件、入网申请书
- 申请方法: 访问就近手机代理店或者通过国际部代理申请（另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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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部提供的服务

 留学生 入学教育
新入学外国留学生必须参加的活动之一

 时间 : 开学前或者开学当日
- 对象 : 新入学外国本科生，交换生
- 内容: ①翰林大及国际部简介，②韩国滞留相关信息，③保险的加入，④选课事宜，

       ⑤大学生活基础信息的传达等

 Buddy Program (留学生一对一帮助活动)

Buddy是......

在外国留学生涯中出现困难与无助时， 先
向他们敞开心扉，伸出援助之手的朋友！！

- 与交换学生组成1：1或者1:3小组
- 100%单纯的志愿者
- 提供接机、校园参观等与校园生活有关的

各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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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学生与韩国学生交流活动

【Global Studies Seminar – Field Trip】  

♣ 内容：到韩国传统的地方感受、体验韩国传
统文化的活动

♣ 时期：4月/9月（有所变动）

♣ 对象: 国际留学生，在读生，Buddy

♣ 参加方法：访问国际部报名

【Global Studies Seminar – In Campus】 ♣ 内容：学校庆典期间，韩国学生及外国学生一
起制作各个国家独具特色的食物，来到这里可
以品尝到丰富的各国特色饮食。

♣ 时期：每学期学校庆典期间（有所变动）

♣ 对象: 国际留学生 (各个国家一组)

♣ 参加方法: 访问国际部报名
♣准备物品：国际部提供所需材料及工具

【回国欢送会】
♣ 内容：为结束翰林交换生涯而归国的学生准

备的欢送会
- 播放记录校园生活的宣传片
- 拍摄纪念照片
- 晚宴聚会

♣ 时期 : 6月/12月中(有所变动)
 
♣ 对象:邀请交换生, Buddy
 
♣ 参加方法：国际部单独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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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相关信息汇总

 校内便利设施

1. 食堂 (教职工食堂, 宿舍食堂)

(学生食堂翻修后预定2018年3月份开放)

(1) 教职工食堂
  ① 位置: 位于大学本部别馆1层
  ② 开放时间及费用

08:00~09:00

4,000韩币11:30~13:30

17:00~18:30

  ③ 购买餐券：通过食堂入口处的自动贩卖机购买

(2) 宿舍食堂
  ① 位置: 宿舍8馆1层
  ② 开放时间及费用

08:00~09:00 08:00~09:00
11:30~13:30
17:30~18:30

2700韩币
~

4000韩币
11:00~14:00

17:00~18:50         

  ③ 购买食券：通过食堂入口处的自动贩卖机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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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际休息室 (Global Lounge)

(1) 国际馆国际休息室
① 使用时间 : 早上9点 - 下午 6点 (假期不开放)

② 设施 : 通过无线耳麦导入的电视收视系统，各国书摘、杂志等
（无线耳麦需要使用学生证借出）

(2) 大学本部别馆国际休息室
① 使用时间 : 早上9点 - 下午 6点 (需要时开放）

② 设备 : 电视广播节目，上网，举办各种国际交流相关的说明会等

3. 运动设施

(1) 翰林体育中心
① 开放时间 : 工作日 (06:00 ~ 22:00)，周六 (09:00 ~ 18:00)

② 设施 : 游泳池，壁球场，健身房，GX Room，浴室等
③ 优惠 : 本校在读生及研究生减免30%的收费

(2) 其他体育设施
人造草地 运动场 / 室内外网球场/室内体育馆 / 高尔夫球场/ 舞蹈室

4. 一松纪念图书馆 (http://library.hallym.ac.kr)

区分 平时 周末及公休日 收藏资料 是否出借
人文、艺术类资

料室（5楼）
09:00-22:00 13:00-22:00

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历史领域的单行
本及学术论文 是

电子信息室
（4楼）

09:00-22:00 13:00-22:00 非图书类(CD-ROM, DVD, Video Tape 等) 部分出借

社会、自然科学
资料室（3楼）

09:00-22:00 13:00-22:00
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领域单行本

及学位论文 是

个人文库(3楼) 09:00-22:00 13::00-22:00 捐赠资料 否
连续刊物、参考
资料室（2楼）

09:00-22:00 13:00-22:00
国内外学术杂志，教养类杂志，新闻，

大学论文集，政府公报、私报，参考图书等 否

借出、返还室
（2楼）

09:00-22:00 13:00-22:00 资料借阅及返还 -

一般阅览室
（1楼）

06:00-22:00 06:00-24:00 全年不休，部分24小时开放 -

* 春节、中秋等连休时期资料室不开放，考试期间及假期开放时间有所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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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健诊疗所

▶ 使用方法

使用时间 周一～周五 : 9:00～17:00， 午餐时间:12:00～13:00

位置 产学协力馆 22B101号

设施 治疗室、观察室、安定室

主要业务 应急处理及诊疗，健康咨询，在读生健康诊断，疫苗注射，保健
教育, 应急 支援等

诊疗介绍 (医师坐诊)

星期 诊疗时间 专家坐诊
星期一

14：00～16：00 翰林大学附属医院家政医学科教授星期四

6. 继续教育学院
① 报名处地点：翰林体育中心 1楼 18101室
② 学习范围：作为兴趣爱好,提供学校正规课程以外的各种语言，音乐，书法等多样性的课

程.

③ 优惠:; 本校在读生及研究生减免30%的学费（但，不是所有的课程）

7. 友利银行
① 位置：位于学校正门
② 业务：开户，存款、提款，汇款，换钱，办理存款证明等相关业务

8. 邮局
① 位置：产学协力馆 22B101号
② 业务：邮寄物品（可国际邮寄）

9. 书店
① 位置：产学协力馆 22205号
② 业务：出售各种课程书籍和课外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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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交通

※ 春川市内
出租车

春川商务圈相对密集，面积不是很大，乘坐出租车相当方便。起步费2,800韩币，根据距离
不同按照计时器显示的费用支付即可。从学校到明洞等购物地点仅需起步费即可，到超市、

长途汽车站等相对较远的地方，也仅需4,000～6,000韩币左右。

 

市内公交 (路经翰林大学或圣心医院的大巴)

从翰林大学乘坐巴士，到明洞、南春川、长途汽车站等均很方便。费用1,300韩币.

→ 巴士路线: 66路, 64路, 64-2路, 66-1路等
 

※ 市外
春川→首尔

① 学校巴士
 ‣校内运营的学校和首尔间的学生专用长途巴士。费用比一般长途巴士低廉，但仅星期

一～星期五运行。

 ‣ 价格 (5500韩币, 以2017年为准,可能变动)  学校巴士办公室电话: 033-248-3963

② 市外巴士
- 春川->首尔间运行的长途巴士，每15分钟有一班，到达东首尔、江南高速汽车站等。

- 到春川长途汽车站买票搭乘，根据距离不同价格一般为6,800～8,000韩币左右。

③ 轻轨
- 从春川站始发，每20分钟一班,在地铁站可直接购买地铁票，也可使用交通卡，到达首尔

上凤站价格一般为3,050韩币
- 时间约需1小时20分钟左右
④ ITX-京春线 动车
- 从春川站始发，每30分钟一班, 在车站内通过自动卖票机购买, (价格一般为7,200韩币)

- 到达首尔龙山站的话时间约需1小时10分钟左右.



国际学生手册 | 59 

他地区
到首尔以外其他地区（仁川国际机场、大田、大邱、釜山等）可乘坐巴士和轻轨。

详细内容可登陆相关网站进行查找。

春川长途汽车站(www.chuncheonterminal.co.kr), 

韩国铁道公社网站(http://www.letskorail.com/ebizbf/EbizbfForeign_pr16100.do?gubun=1) 

在首尔内的交通
- 首尔作为首都，交通网发达，乘坐地铁、公交车都极为便利。外国人查看公交车路线相对

比较复杂，乘坐地铁就相对方便的多。地铁票可以在地铁站购买，也可以办理公交卡。

地铁基本费用为1,350元， 终费用根据乘坐距离长短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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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信息

 学分事宜

1. 各专业毕业时所需学分

1) 听课学分介绍 (2002年以后入学者)

分类 总获取学分 低申请学分 高申请学分 奖学金获取
低学分

人文学院 130学分 12 18 15
社会，自然(体育除外)，经营，

工科学院 130学分 12 18 15

体育学科，看护学科 135，140学分 15 21 18

医学部 150学分 15 26 18

国际学部(韩国学生) 130学分 12 18 15

※ 但, 大四外国学生(包括国际学部)奖学金获取 低学分为12分.

2) 必修基础科目 : 外国人阅读与写作1~2 (各３学分)，外国人发表与讨论1~2(各３学分)，大
学韩国语1~4(各３学分) 

   ※ 注意事项 : 基础教养科目(必修基础, 选修基础)和一般教养科目的学分在毕业一起进
行学分认证时，人文，医学部，国际学部多可认证到60学分，社会，经营，自然，

工科 多可认证到5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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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础及教养课程 (各专业不同)    

各院系必修的基础课

人文，社会、经营学院 自然、工科学院

 
沟通
基础

必修基础 根据TOPIK水平[*表4]
(2级-18，3级-12，4级及以上-6)

选修基础 6学分 
语言( 少3学分)，信息疏通

6学分 
基础科学( 少3学分)，语言/信息疏通

沟通
教养

核心
教养 与所属院系不同,在其他2种专业中要修2门课程，共要修6学分
一般
教养 [*表5]参考为外国学生准备的一般教养课程
翰林
素养

讨论会1,2(2学分)，阅读素养(1学分)，
全球化公民素养或者社会服务(1学分)，体育(1学分)

※ 医学部(电话:033-248-2501), 国际学部(电话:033-248-1881) 新生标准请另行咨询

4) 必修基础及选修基础课程体系：根据韩国语水平(TOPIK)分类

 分类

必修基础 选修基础

大学
韩国语1

大学
韩国语2

大学
韩国语3

大学
韩国语4

外国人
阅读和
写作1

外国人
阅读和
写作2

外国人
发表和
讨论1

外国人
发表和
讨论2

高级韩国语

TOPIK
2级(水平)

○
(3学分)

○
(3学分)

- -
○

(3学分)
○

(3学分)
○

(3学分)
○

(3学分)
-

TOPIK
3级(水平)

-
○

(3学分)
○

(3学分)
- -

○
(3学分)

-
○

(3学分)
-

TOPIK高级
(4级以上)

- -
○

(3学分)
○

(3学分)
- - - -

○
(3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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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为外国学生准备的一般教养课程

分类 水平 课程名 学分 课程对象 备注

一般教养

初级 初级韩国语 3-2-2 交换生

基础 基础韩国语 3-2-2 交换生 英语授课

中-高级 韩国大学生活的理解 3-3-0 学部生，交换生

中-高级 韩国现代社会的理解 3-3-0 学部生，交换生

中-高级 韩国的宗教和传统思想 3-3-0 学部生，交换生 英语授课

中-高级 韩国的文化遗产 3-3-0 学部生，交换生 英语授课

中-高级 韩国地域学入门 3-3-0 学部生，交换生

2. 选课申请/变更/取消
1) 选择科目在开课后的第一个星期改课时间内可以变更
2) 确定选择科目后由于不得以的原因而无法继续听课时，课程在进行了1/4之前可以取

消。(但是取消以后的剩余学分必须在学校要求的 低学分标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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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室及上课时间

1. 教室简介
- 教室及实验室的号数由4位或者5位数字组成。各号数的第一位数字是教学楼的编号，第

二位数字是楼层，第三位数字开始为各房间号
- 教学楼编号 

教学楼名称 教学楼编号 教学楼名称 教学楼编号
工学馆 1 生命科学馆 8

大学本部/人文1馆 2 学生福利馆 9

医学馆 3 社会经营1馆 10

人文2馆 4 社会经营2馆 13

大学本部别馆 5 国际教育馆 14

自然科学馆 7 基础教育馆 16

比如) '2436'教室在大学本部/人文1馆4楼的36号教室
     '13501'教室在社会经营2馆5楼的 01号教室

2. 上课时间介绍

50分钟课程
1课时 2课时 3课时 4课时 5课时 6课时 7课时 8课时 9课时
09:00~
09:50

10:00~
10:50

11:00~
11:50

12:00~
12:50

13:00~
13:50

14:00~
14:50

15:00~
15:50

16:00~
16:50

17:00~
17:50

75分钟课程
A课时 B课时 C课时 D课时 E课时 F课时
09:00~
10:15

10:30~
11:45

12:00~
13:15

13:30~
14:45

15:00~
16:15

16:30~
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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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课步骤
1. 选课前准备工作

- 查询开设课程及授课计划：学校官网 下端 → 서비스 Link → 查询开设课程 → 

选择课程种类并查询 → 确认授课计划

2. 确认内容
- 自己的各院系确认必修基础科目指定专业科目及分班情况等。

※ 注:必修基础、指定专业的情况，已经指定的分班不能擅自更改，若课程取消将无法再次申请．

3. 选课界面
在选课时段登陆翰林大学主页 (http://www.hallym.ac.kr)，点击图上红色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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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登录
使用学号和密码进入수강1或수강2 

<选课登陆界面>如下图

※ 密码：男同学-5000000， 女同学-6000000 

   综合信息系统（통합정보시스템)上自己可以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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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人确认
确认学籍状态（学部，专业，姓名等）后点击｢수강신청하기｣按钮. 以下时登录后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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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必修课确认
点击“수강신청하기”按钮后如图将会显示专业课 
- 确认指定的必修基础科目. 其他课程要避免与这些指定科目的时间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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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选课
 在开设课程中点击准备申请的课程申请. 

(选课取消: 在수강신청내역보기中点击准备取消的课程即可取消 
- 课程查询方法: 在교과목명 文本框中输入课程或教授姓名后 ENTER

8. 重复选课
如图<수강신청 내역 화면>点击课程选课后可进入수강신청내역보기进行确认，取消选课

时同样进入수강신청내역보기点击欲取消的科目即可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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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

1. 休学，退学，中途回国
 依据教育部政策，2012年我校制定《国际留学生遵守事项》的有关规定，学生必须通过学生

支援科办理休学、退学或者中途归国手续，并告知所属院系的行政办公室有关负责老师。

(1) 申请对象: 交换生，本课生，大学院（研究生，博士生）

(2) 申报事由: 休学, 退学 及中途回国
(3) 申请方法: 如下

变动事宜
申请方法 休学 退学 中途回国

申报对象 本课生，大学院（研究生，博士生） 交换生

申报机关
学生支援科(备有申请书, 提交申请书原件)

所属院系行政室(提交申请书复印件)
国际部(签证变动申请)

国际部
(口头和电子邮件告知) 

2. 综合信息系统（통합정보시스템） 密码管理
- 学校官方网页上的통합정보시스템

  (学校网页-打开快捷链接-左侧上面中查找통합정보시스템, 

https://was1.hallym.ac.kr:8081/HLMS/main/LoginPage.do)，记载了学生本人的学籍档
案、成绩、选课纪录等各种重要个人信息，所以密码一定要妥善管理。

交换生的初始密码自动设置为学号，本课生、大学院（研究生，博士生）的初始密码自动设置为七位
数字（男同学：5000000，女同学: 6000000). 学生进入系统后可自行更改。

3. 使用学校官网的公告栏获取情报
- 定期留意官网的各种通知.学校的各种信息将在학교 홈페이지 교내 공지사항(홈페이

지>학사행정>공지사항), 학사일정(홈페이지>대학생활>학사일정)上公布

4. 开除学籍
- 每学期成绩点在1.8以下时学籍警告
- 连续三次受到学籍警告或在学期间受到四次学籍警告时开除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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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한림 SMART CAMPUS

1. 登录方法
- 翰林Smart Campus 网址: http://smart.hallym.ac.kr

- 无须申请账号以学号登录

2. 한림 Smart Campus简介
- 可在PC, 手机, 平板电脑上使用。包含:选择的科目，听讲，课程资料，课

题，调查，提问，资料室

3. 한림 Smart Campus 使用及功能向导
- 可使用每学期所选课程的讲义室
- 可在讲义室中下载资料，提交作业，提问，考试
- 可在电脑，手机，平板电脑上使用讲义室
- 提供多种语言（韩文，英文，中文，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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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事务

 延签

填写申请表格
国际部及各学部学科行政室有备

↓

所需
材料

综合申请书  指定格式
护照/外国人登陆证

手续费  6万韩币
在学证明书

成绩证明书  成绩2.0以下时需提交事由书

学费缴纳凭证

存款证明
-韩币840万以上
（但，本人名义，在韩国银行开的证明）
-缴纳学费后开具

住所确认书 宿舍-住所确认书，外住-房屋租赁合同
(事由书)  成绩2.0以下的学生

↓

申请书提交场所: 国际部
负责老师代理前往出入境管理事务所延签

❒春川出入境管理事务所地址：춘천시 동내면 학곡리 29-1

  工作时间：周一~周五（09:00~18:00）

❒咨询签证事务的的话，请直接拨打1345（可以提供中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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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制就业事前申请 
1. 申请资格
- 前一学期绩点C（2.0）以上

2. 步骤

填写综合申请书及时间制就业确认书
国际部有备

↓

所需
资料

综合申请书 指定格式
护照/外国人登陆证

成绩证明书

时间制就业确认书 详细填写企业信息, 雇主确认签字,
国际部负责老师确认签字

↓

申请书提交场所: 春川出入境管理事务所

3. 兼职时间限制
- 学期中每周不超过25小时
  公休日（周六/日，其他节假日）及寒暑假期间无限制
  

- 限定两个场所/在居留期限内 多允许申请一年（打工证到期后可申请延长）

4. 非法就业的处罚
-  第一次发现时罚款且一年内禁止时间制就业
-  第二次被发现时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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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址变更申报 
※ 如果搬家的话，2周之内一定要申请住址变更. 没申请之后发现的话，有罚款。 

填写综合申请书
国际部备有综合申请书

↓

所需
材料

综合申请书 指定格式
护照及外国人登陆证

居住地证明
材料

 校外居住者 房屋租赁合同
 (非合同签署人时提交住所确认书)

学校宿舍居住者 宿舍费缴纳凭证

↓

申请书提交场所: 春川市厅（춘천시청 민원실)

❒春川市厅位置: 춘천시 교동 36, 033-250-3282

  工作时间： 周一~周五（09: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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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遵守事项

 为了引导外国留学生顺利进行学业，从而满足在翰林大的留学生活为目的，我校
经研究与考虑，特制定如下国际留学生遵守事项，希望学生务必遵守！

1. 参加入学前教育
 外国留学生必须参加与留学生活相关的入学前教育.

   

2. 医疗保险（外国留学生保险）

 外国学生在读期间必须加入医疗保险。保险的种类包括国民健康保险及国内外各
种民间保险。国际部负责向学生提供关于保险加入的相关信息，并为学生代办保
险。未加入保险者将会受以下制裁。

① 校方不予提供签证方面的任何服务
② 不予发行各种证明材料
③ 不予发放外国学生奖学金

3. 外国人登录∙居留留等相关申请
为了确保外国学生合法的滞留，请务必遵守以下各事项。

① 外国人登录证申请: (入境后及时)

② 签证延期申请：(签证到期的一个月之前)

③ 滞留资格变更申请
④ 居住地址变更申请

4. 时间制兼职申报
 外国学生在打工时一定要事先向出入境管理事务所申报。但，申告的条件是一定
要依据出入境有关法律。

4.1. 必须在入境6个月后才可以申请并兼职
4.2. 每周兼职时间不得超过25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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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学籍变动
 留学生在休学，退学，转学等学籍发生变动时，必须及时申报学生支援科。

6. 缺勤
外国学生因疾病或事故，需临时归国而缺席的情况，必须事前向任课教授及所属
院系行政办公室提出申请。事前因不得已原因未能申请者，也必须在事情结束后
及时申报。

7.健康检查
外国学生必须在指定时间内接受健康检查。接受健康检查的对象为学部生及大学
院学生。

8. 生活及处罚
 外国学生在做出违反学生本分的行为而引起众议时，校方将依据有关校规对学生
做出处罚。

9. 外国人奖学金(学部)

.对留学生学校将会根据前一学期的成绩以减免学费的形式支付奖学金．

  - 入学时 : 减免50%

  - 减免率 

   ※ 2012 春季学期新入生开始实行

10. 毕业韩语要求
留学生(新入, 插班, 研究生)毕业时必须达到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四级（国
际学部五级）因未能达到语言要求而无法毕业的情况责任归咎于学生本人．

11. 遵守事项
留学生必须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如有违反，后果自负．

平均成绩 4.3以上 4.29~3.0 2.99~2.5 2.49~2.0 2.0以下
减免率 60% 50% 40% 30% 无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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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HU-TOPIK&TOPIK2级入学者
 以HU-TOPIK与TOPIK2级成绩入学的学生必须在一年内取得正规韩国语能力考试
（TOPIK）3级且修完额外的韩语课程（300小时），半年内取得三级时仅需120小
时．

13. 结核检查
入住宿舍的外国留学生入住之前一定要检查结核检验。未做检验的学生及结核带

菌者不能入住宿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