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　国　留　学　生　手　册
International Student Handbook

 



   

校徽

飞狮（BISA）象征着张开翅膀从大地腾空而起飞向天空的狮子。

飞狮作为百兽之王，具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威严。飞狮是勇猛和

胜利之火柱，希望之太阳，捍卫祖国之象征。飞狮的翅膀代表着

自由，如旗帜飘扬，寻求光明之源，飞狮的咆哮是耶和华在神圣
的空间召唤万民来山城的声音。特此，我们将启明人走向真理、

正义、博爱之国的气质铭刻在飞狮之上。 

象征标志

标志的整体构图为盾牌造型，这象征着真理、正义与博爱之国，

尤其，上部的学士帽代表着国家的基础是学问。里面的“白丝带”

意指通向真理之路，中心的“火炬”则由真理、正义、爱心的火花

构成，红色代表着热情和生命力，蓝色代表着意志和希望。

   

启明人像

启明大学崇尚10个实体和10个价值。10个实体指我、你、启明、

邻居、韩国、人类、自然、教会、耶稣与神，其价值指真理、正

义、博爱、国家、学问、卓越、伦理、服务、恩惠与救援。我们
用本校教育的10种语言，即韩、中、日、英、独、佛、俄、拉、

希腊、希伯来语，将这些实体和价值铭刻在象征“书籍”的岩石

上。石像上部刻有《旧约圣经》的第一句子 “起初，神创造天

地”，下部刻有《新约圣经》的最后句子“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
圣徒同在”，这体现启明大学的创学精神、教育理念和教育指

标。我们以兼容并包的心态，对刻在垂直石像——“启明人”，水

平石像——“书籍”上的实体和价值予以深思和敬畏，将之当作人

生的本质。

  

正门
正门于1999年5月20日正式竣工，由12根圆柱支撑的三座建筑物

组成。这三座建筑物不仅象征着基督教最重要的教理——“圣
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神，而且代表着基督教视为重要

价值的三大行动纲领——“信”、“望”、“爱”，以及启明大学的教
育理念——“真理”、“正义”、“博爱”。前面的12个圆柱指耶稣的

十二门徒，后面的12个圆柱指今天生活的门徒的后代，即启明

人，总共24个圆柱指赞美《约翰启示录》宝座的24位长老。此

外，24个圆柱和3个屋顶象征共27卷的《新约圣经》，其中高于

其他圆柱的4个圆柱象征《新约圣经》中的四福音书，即《马太

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 

   

石头山保存纪念石

石头山保存纪念石坐立于大明校区沙特克（Shattuck）馆和阿当
斯（Adams）馆之间。这块纪念石见证着启明校园的发展历史，

启明大学起初将这里的石头山推平，垒土种树，终于建成风景秀

丽的校园。 

启明象征



   

Tabula Rasa

在城西校区本馆二楼阶梯周边花岗石墙上，挂有巨大的空画框

“Tabula Rasa：直到我们拥有面孔为止”。这空画的标题便是启
明大学对自我的认识。“Tabula Rasa”用拉丁语意为“白板”，指

没有任何印迹的白纸。“空画”的韩语标题为“直到我们拥有面孔

为止”，这表现我们有意识将这墙面保留为空，直到我们拥有我

们自己的面孔——启明大学的自我认识。换句话说，我们只有确

信自己拥有自我认识，才能描绘我们的自我形象。所以，这可谓
是照自己，端正自己态度的镜子。启明大学确立自我认识，便是

启明人永远寻求的目标。

      

  

青金石

新石器时代开始人类历史上最受宠爱的宝石之一，上面混有一种
蓝色的神秘花纹被视为宇宙真理的神圣石头芦苇勒地区(公元前

40世纪)的古墓中出土的,《路边梅西史诗》(公元前18世纪)中提

及的图坦卡蒙（公元前１４世纪）黄金面具的使用和摩西的十诫
命广为人知。蓝色是人类的最终价值和启明大学的教育理念“真
理，正义和博爱之国”正面向世界的多样化潮流打开道路是启明

意识象征的体现。

   

教育理念

启明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为了真理、正义和博爱之国”

教育理念：

＂真理让我们自由，

　正义让我们胜利，

　爱让我们完整，

　主的天国永远常在＂



I   学士指南

Ⅰ. 学号
   学号作为每位学生的固有编号，在大学生活中要经常使用，所以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学号。

Ⅱ.  EDWARD포털系统使用说明
  输入网址www.kmu.ac.kr 进入学校官网





(1) 学生证申请方法／咨询: 本馆学生支援科(580-6082~4)

1. [학사행정]学士行政 → 2.[학생지원]学生支援 → 3.[학생증발급신청]学生证申请 → 4.[동의함]同意 → 5.[신
청]申请 (网上申请之后,持相关材料去大邱银行办理)

※ 大邱银行办理学生证所需材料如下
  ◈ 填写申请书及提交(大邱银行各支分行)照片(3× 4㎝)１张,外国人登陆证



  ◈ 短信通知后领取学生证(所属学院行政办公室)

  ◈ 个人遗失申报及再申请 →  所在学院行政办公室领取(需要两周)

(2)毕业诊断方法

1.[학사행정]学士行政 → 2.[졸업]毕业 → 3.[졸업자가진단]毕业诊断 → 4.[졸업자가진단시작]诊断开始



(3) 查询课表

1.[학사행정]学士行政 → 2.[수업]课程 → 3.[수강신청관리]选课管理 →  5.[개인시간표조회]个人课表查询
5.[输入년도年度 학기学期] → 6.[조회]查询 → 7.[출력]打印



(4)成绩查询

1.[학사행정]学士行政 → 2.[성적]成绩 → 현재학기 성적조회[现在学期成绩查询]
                                    → 영구성적조회[永久成绩查询]

(6) 缴纳学费

 登陆信息与学费缴纳证明书

1.[학사행정]学士行政 → 2.[등록]登陆 → [등록정보및교육비납입증명서]登录信息及学费缴纳证明
                                    → [등록금고지서출력]打印学费通知书

 登录信息具体查询步骤:



1:选好年度[년도] → 2:选好学期[학기] → 3:查询[조회] → 4:显示学费的先关信息   
注:只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可以查询  

(7) 学费缴纳通知书打印方法

1:[년도]选好年度 → 2:选好学期[학기] → 3:打印[출력]                注:只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可以打印

(8) 对获取资格证书等的学分认证



1.[학사행정]学士行政 → 2.[COMPASS K] → 3.[개인COMPASS K실적입력]学士行政 → 4. [추가]添加 →  5. 
[저장]保存 →  6. [학점신청]学分申请 →  7. [신청서출력]申请书打印(注：打印出来的申请书和资格证原件要
提交到所属学院行政办公室)

    ○ 提交材料：资格证原件、学分认证申请书 
    ○ 申请时间：每学期开课日至期末考试截止日

○资格证学分认证条件

资格证／公认考试 分数／等级 教科目名 学分 等级

TOEIC
750～879 基础TOEIC或专业基础外语 3 A0

880 以上 基础TOEIC或专业基础外语 3 A+

TOEFL

CBT
163～212 基础TOEFL或专业基础外语 3 A0

213 以上 基础TOEFL或专业基础外语 3 A+

IBT
60～78 基础TOEFL或专业基础外语 3 A0

79 以上 基础TOEFL或专业基础外语 3 A+

TOPIK
3级～4级 KOREAN LANGUAGE 

PRACTICE(2) 4 A+

5级～6级 KOREAN LANGUAGE 
PRACTICE(3) 4 A+

MOS Master Master Level 以上 计算机应用 3 A+
ICDL START 以上 计算机应用 3 A+

※ 注意事项：通过认证取得的学分不能超过12学分，也不算为平均成绩。



※ 关于其他外语成绩条件可以在右下角[학점인정신청안내]查找

(9) 房间分配，外宿和退宿申请方法及赏罚情况查询使用说明

1:[부속행정]附属行政 → 2:[명교생활관]明娇生活馆 → 3:[사생관리]查询个人宿舍相关信息 → 4:[외박신청]

外宿申请 → 5:[퇴사신청]退宿申请 → 6:[상벌점조회] 赏罚情况查询
(10) 外宿申请



1. [기숙사외박신청]外宿申请 → 2. [추가]添加 → 3. 输入外宿日期(시작开始 ,종료结束) → 4. [외박사유]
填写外宿理由 → 5. [저장]保存，外宿申请完毕.     6.[삭제]删除（取消）



(11) 密码变更

3. 点击[환경설정]  →  4:依次输入비밀번호密码,비밀번호확인密码确认,인증번호认证号,인증번호 발송认证
号发送(手机收到认证号以后输入到前面的方框内)  →5:비밀번호변경变更密码}



(12) 输入个人信息

1:[공통]→2:[시스템]→3:[환경설정]→4,5步为个人密码变更(根据个人要求需要变更时变更，不需变更时直接点击
步骤6)→6:个人信息修改  (注:개인정보个人信息  보호자정보监护人信息  계좌정보银行账户信息 전화번호电
话号码계좌번호账户号码  우편번호邮编  주소住址 ) 

※个人信息包括地址、在中国的父母的手机号码、本人在韩国的手机号码、E-mail（最好使用qq邮箱），有所变
动的话务必在系统上更改



课程领域 选修区分 课程学分
选修学年 选修学分 备       注

教养

公共教养 必修 1-3 1 15学分

*毕业论文必须通过才可以毕业(相关系(专业))
*公共教养课程可用一般教养课程代替
*外国学生可以选择(实事韩国语、实用韩国语会话、韩国语
阅读、韩国语作文)中的两门课程来代替英语必修课

均衡教养 必修 3 1-4 15学分

*选修6个领域中的5个领域，无重复15分以上。但是非自然系
列必须包括科学和技术领域 
*均衡教养课程领域
(哲学和历史、社会和文化、科学和技术, 
文学和艺术、全球领导能力、探索前途／自我开发) 

一般教养 选修 3 2-4 0学分

以上 

*留学生可选（继续教育史、外国人交换学生、远程教育、一般
外语、信息化、学制间教养、创业讲座等）课程

专业基础 必修 3 1 0-15
学分 *所属学院如果开设了专业基础课程，必需要修满规定学分

专业

专业必修 必修 0-3

1-4 69学分
以上

 
*要选修54学分以上的专业课(第一专业)和他专业(其它院系的专

业课)，共选69学分以上

*专业必修课是必选科目

*将毕业论文等指定为专业必修课的系（专业），必须要通过毕

业论文。

专业选修 选修 1-3

共需选修总学分（130 以上）

教养 30 以上
本专 54 以上
他专 15 以上

不限 31 以上(剩下学分可随意选修)

Ⅲ. 学分
   1. 所谓学分，是指各门课程相应的分数。

   2. 为了在规定时间毕业，每年要注册两学期，四年内共注册八学期，在此期间必须修满130学分以上才可以
毕业。(建筑学专业除外)

     

Ⅳ. 教学课程
    1. 在大学修的课程可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按各领域可分为教养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教职课。

      - 教养课: 公共教养､ 均衡教养、一般教养

         - 专业基础(专业基础科目不包含在专业选修学分内)

         - 专业课: 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  

◈ 新入生的学分选修体系 [工学学院除外]: 选修 130学分 以上

 

※ 专业基础科目不包含在专业选修学分内



◈ 三年级编入生的学分选修体系 [工学学院除外]: 65学分 以上

区        分 在本校必修学分 备      注

均衡教养、一般教养课程 0 ~ 8
 *工科学院及建筑工学系编入生由于是工  
   学认证学系，应直接接受选课指导

专业课程

第一专业课程 54 以上

57 以上（剩下学分可随意选修)
 

其他专业(学科)科目
0 ~ 3 以上

共需选修总学分 65 以上

 ※ 编入生必须选修从三年级开始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

Ⅴ. 其他

 1. 休学 : 家事、疾病休学等。(外国留学生休学会影响到签证，申请之前务必向中国中心和咨询后申请) 

    新生除疾病及参军以外，在第一学年第一学期不能休学。 

※ 休学之后必须在两周以内出境

  ■ 申请时间

  - 未注册休学: 开学后4周以内截止

  - 注册后休学 : 注册以后休学到该学期正式考试开始日前截止

  ■ 休学时学费代替认证

   * 一般休学 - 授课日期 1/3线 的申请者: 代替认证全额学费

                授课日期 1/3线的第二天开始到 1/2线为止的申请者: 代替认证一半的学费

                授课日期 1/2线第二天以后的申请者: 不能认证学费 (无效)

  ■ 休学时间及延长休学时间: 休学一次最多一年（2学期以内），总计不得超过3年。

     ※ 想延长休学时间者，必须在上一次休学时间到期之前进行休学延期申请。

     ※ 交过学费的休学学生，在复学时学费如果出现比休学当时所交费用多的情况不必再多缴纳其差额。

2. 复 学

  ■ 提交时间：9月复学（6月10日-20日截止），3月复学（11月10日-20日截止）

    ※ 复学前3个月与中国中心联系，办理签证等复学手续

  ■ 提交材料及手续方法

    1. 提交入学时提交过的材料，重新办理留学签证（材料不足，影响取得签证）

    2. EDWARD포털系统上申请复学

  ■ 休学者（一般或疾病）: 本人到中国中心申请
3. 指导教授制度： 指导教授制度是为了解决在大学生活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而设立的制度。

4. 双学位专业：选修第一专业以外的系(专业)，毕业时学位证上会注有第一专业和双学位专业名称及学位名。

    ■ 选修条件：包括要选修的双学位系(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在内的专业课必须取得 42学分以上。



 　 ■ 申请时间：参照每年学士日程中的公告。

5. 副专业

    ■ 选修条件: 有关系(专业)的专业课必须修满 21学分以上。

　  ■ 申请认证：必须在预定毕业学期开课后30日以内，在 EDWARD포털系统申请选修副专业。

6. 换专业
    ■ 申请条件： 第二学期至第四学期（只有这三个学期可以申请）

    ■ 申请时间： 一年两次（4月、10月），具体时间参照学校官网公告

    ■ 申请方法：  EDWARD포털系统→学士(학사행정) →学籍(학적)→申请换专业（전과신청）

       - 在 EDWARD포털系统申请完成后，务必到本馆教职教务科(104号)填写转系申请表及缴纳申请费
    ■ 选拔标准: 成绩占80%, 面试占20%(面试未参加者按照不合格处理)

    ■ 限制事项： 1）编入生不可以转系 2）换了专业之后的第一个学期没有奖学金 3）在校期间只能换一次专业      

 4）入学之后新开设的系(专业)不能转入（如2010年入学的学生不可以转入2012年新开设的传统建筑系，能源工学系等）

7. 成绩警告
  －　成绩警告：学期期末成绩平均分不足 1.50者，将受到成绩警告。

    ※ 从受到第一次成绩警告开始，要与中国中心主任进行面谈
　－　成绩警告开除：对在学期间连续三次受到成绩警告者，予以开除处理。

8. 退学及开除
　○退学
    1. 想申请退学的学生在中国中心进行面谈以后再申请退学。

    2. 访问所属学院行政办公室→填写退学申请书→与负责教授或系主任面谈→退学
  ○开除分为未复学开除、未登录开除、成绩警告开除（收到连续三次成绩警告）、自愿退学



Ⅵ. 主要学士日程
１.　点击学生服务-学士指南



2. 点击学士日程，会显示学校每年的详细日程安排

Ⅶ. 选课
 1. 选课学分

   1) 每学期最多可选修20学分，每年不得超过36学分。

   2) 大学四年内修满130学分以上，并具备毕业条件时才可毕业。(四年内可以选修的最多学分为144学分)

 2. 选课科目的变更: 申请选课(变更)期间可以进行删除或添加所选课程，且不受学分限制。

 3. 抛弃已选课程

       1）如想抛弃课程，在指定的时间内，进入个人网络信息系统，可直接抛弃课程。

       2）每学期可抛弃的已选课程不得超过6学分，在预定毕业学期(大四下学期)时，将不受学分限制。    

    



(1)科目介绍

(2)预选课

 开设课程及时间查询(강의시간표조회)

 
1. [학사행정]学士行政 → 2.[수업]课程 → 3.[수강신청관리]选课管理



1. 课表查询(강의시간표조회)

강의시간표조회 → 输入相关的条件（开设年度，学期，校区，昼/夜,星期）后点击查询 →在开设讲座时间
目录里可以看到讲座编号，科目名称，时间等. 

2. 预选课申请(수강꾸러미신청)

1.选择专业课（然后选择学院，系，专业）/教养课  昼夜 →  2.点击查询 → 3.勾画对勾 → 4.申请



(3)正式选课 수강신청

 进入 http://sugang.kmu.ac.kr选课网址（※ 只有在正式选课期间才能进入该网站）

  ※ 输入个人学号密码后点击[로그인]登陆键 





    类别                      条件    金额

 真理奖学金 前一学期取得十五学分以上，平均分4.2以上  全额奖学金

 正义奖学金 前一学期取得十五学分以上，平均分3.0以上  学费的50%

 博爱奖学金
前一学期取得3学分以上，平均分2.0(包含F)以上者, 但前
一学期受到学士警告的学生除外。  学费的30%

TOPIK奖学金
在校期间取得TOPIK考试4级（艺术生3级）以上成绩者
-在校期间仅一次，预定毕业者除外
-TOPIK成绩按申请截止为准，认证最近两年内的成绩

 50万韩币

 勤劳奖学金
在学校内的行政部门中业务辅助以及业务支援，根据时间
进行奖学金支援。勤劳奖学时间1学期150个小时。 1小时6,500韩币

Ⅷ. 留学生奖学金介绍
                                                                                        (2016. 3.)

‣随时查看中国中心官网更新的关于奖学金的公告
※ 不能得到外国留学生奖学金的列子
□ 第一条：韩语成绩的相关限制 
  （1）未持有TOPIK成绩者
  （2）未达到旧TOPIK考试中级总分100分者
  （3 )未达到新TOPIKⅡ考试75分者（2014年7月20日起开始实施的新韩语能力考试）

   ※ 并且均需在有效期之内。    

□ 第二条：未加入保险者（只认证医疗保险及外国人留学生保险） 

Ⅹ. 教学楼简称
  

◎城西校区 

영
荣岩馆

(人文国际学学院)
스

史密斯馆

(人文国际学学院)
사

凤卿馆
(社会学院，旧法警学院)

오
悟山馆

（旧环境学院)
대

东泉馆

(研究生院)

백
白恩馆

(自然学院，旧环境学院) 공
工学馆

(工科学院，旧建筑学学院) 
체

体育馆

(体育学院)
쉐

法警馆

(旧法警学院)
의

义洋馆

(经营学院)

바 鲍尔馆 学生会馆 음
音乐馆

(音乐表演艺术学院)
국

东荣馆

(国际教育中心)
M

医学馆

(医科学院)
N

田甲圭馆
(看护学院)

건
德来馆

(旧建筑学院)
보

普山馆
(药学院)

◎大明校区

수
秀山馆

(美术学院，旧服装学院) 비 飞狮馆 대쉐 大明法警学院

아
亚当斯馆

(美术学院，旧服装学院)
윌

美术馆

(美术学院，旧服装学院)
  문   东西文化馆



Ⅺ. 授课时间
◈白天 - 每节课75分钟（16周）

课节
时间

课节
时间

50分课程 75分课程 50分课程 75分课程

第1节
75分 07:30-08:45 第8A节

15:00-15:50

15:00-16:1550分 08:00-08:50 第8B节
第2A节

09:00-09:50

09:00-10:15

第9A节
16:00-16:50

第2B节 第9B节
16:30-17:45第3A节

10:00-10:50

第10A节
17:00-17:50

第3B节
10:30-11:45

第10B节
第4A节

11:00-11:50 第11节 18:00-18:45

夜大

第4B节
第5A节

12:00-12:50

12:00-13:15

第12节 18:50-19:35

第5B节
第6A节

13:00-13:50 第13节 19:40-20:25

第6B节
13:30-14:45第7A节

14:00-14:50 第14节 20:30-21:15

第7B节
第15节 21:20-22:05

◈夜间 - 每节课45分钟（16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