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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者注意事项
w 所有材料以提交原件为原则，在不可避免提交复印件时必须同时提交原件接受确认审查。

w 所提交材料不完善导致不具备审查资格时将作为不合格处理。但在本校语言学院的语言生申请本科时,之前向语言学

院提交的材料和本科招生材料相同的情况下,可以看作是有效的材料,不需要重新提交.(注意:提交期限以及申请材料一

定不能有问题)

w 材料审查成绩不公开, 且所提交材料不返还。(即便是不合格者也无权要求返还材料，因此申请人在提交材料时

对重要材料请多留意)

w 请填写在审查期间可以随时取得联系的电话号码, 由电话号码变更·联络中断·合格者名单未确认·未履行入境

程序等所造成的问题由申请人自行负责。

w 与入学审查相关的通知事项及变更·追加事项不进行个别通知，而是通过我校入学介绍主页(http://new.gnu.ac.

kr)通知，因此在材料审查期间请随时在该网站确认 。

w 由于本招生简章分别用韩语，英语，汉语, 越南语，俄罗斯语五种语言完成，个别部分在解释上如有差异

请以韩文版招生简章为基准。

w 即便是在审查合格之后发现所提交材料有作假或其它不正当行为也立即取消入学资格。

w 合格者名单通过入学主页公布，登录金交纳期间在主页上打印交纳通知单之后必须在指定银行交纳。

w 合格后登录者不能同时在其它大学重复登录(即:不能向两所或两所以上的大学交纳学费等相关费用)，出现

此行为时取消被录取的所有大学的入学资格。

w 提交毕业(修了)预定证明书的合格者必须在开学之前提交毕业(修了)证书。

w 新生在入学的第一个学期不可以休学。 (履行兵役义务或由于疾病等原因除外)

w 其它在招生简章中没有明示的事项请参照我校单独制定的基准。

 ※ 材料提交及咨询
    ✤ 电话  +82-55-772-0277,  传真  +82-55-772-0269

    ✤ 地址  庆尚南道晋州市晋州大路501 庆尚大学对外协力科(1栋2层220号)

    ✤ E-mail  passfi@gnu.ac.kr

    ✤ 网址   http://publiceng.gnu.ac.kr

 ※ 留学生服务介绍(申请签证, 保险等)

    ✤ 电话  +82-55-772-0275,  传真  +82-55-772-0269

    ✤ 地址  庆尚南道晋州市晋州大路501 庆尚大学对外协力本部国际交流组
    ✤ 网址  http://publiceng.gnu.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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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日程
类别 日程 地点 备注

报名方式,

资料提交

2017. 05. 22.(周一) 09:00 ~

      06. 09.(周五) 18:00

对外协力科

(1栋2层220号)

▪ 来访/邮寄/快递提交均可
  (不可使用传真)
  (周六, 周日, 公休日除外)
▪ 6.9.(周五) 18:00 提交截止 

申请资格审查 2017. 06. 12.(周一) ~
      06. 16.(周五)

申请资格审查
结果公布

2017. 06. 19.(周一) ▪个别通报(邮箱E-mail)

资料审查 2017. 06. 19.(周一) ~
      06. 30.(周五) 

相关学部(系)
▪民俗舞蹈系：为了技术能力，包

括影像作品审查

合格者名单公布 2017. 07. 12.(周三) 10:00
对外协力科
(http://publiceng.gnu.ac.kr)

▪ 不个别通报

合格者登录 2017. 07. 18.(周二) ~
      07. 20.(周四)

指定银行(事后通知)

▪ 打印登录金交纳单(主页): 

   7.17(周一) ~ 7. 20.(周四)

▪ 银行营业时间内交纳
※根据学校情况上述日程可能会发生改变，如有变化请参照入学介绍主页(http://publiceng.gnu.ac.kr) 通知事项

 申请资格 
1. 国籍: 申请人本人及父母均为外国人

 ※ 以申请截止日期为基准，国籍为韩国双重国籍者无申请资格

 ※ 父母离婚或死亡时，离婚或者死亡者的国籍除外

2. 学历
类别 资格条件
新生

•在国内或外国修完相当于韩国小学，初中，高中的全部教育课程者(包括2017年8月

预毕业者) ※韩国国内考试出身学生可以申请

插班生

(3年级)

•在国内或者外国4年制大学中已修完（预修完）2学年或者4学期以上课程者

•在国内或者国外专科学校毕业（预毕业）者

 ※本校在校生或休学生无法申请

3. 语言能力 : 取得以下语言成绩中的一个以上

类别
 ①韩国语
能力考试
(TOPIK)

②英语能力考试 ③其它
    (本校国语文化院韩国语研

修课程修了生)
TOEFL

IELTS TEPS TOEIC
PBT CBT iBT

一般专业 3级以上 550 210 80 5.5 550 650 取得（140/200分）以上者

民俗舞蹈系 1级以上 300 110 40 3.0 300 360 取得（100/200分）以上者

※ 上 ①②③ 中 至少提交一个

  ※ 在资格审查规定时间内没有提交公认语言成绩单的人，可以在材料审查期间提交
  ※ 母语为英语国家的学生不需要提交语言能力成绩单（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南非共和国）

※ 申请民俗舞蹈系的学生取得TOPIK1级以上, TOEFL(PBT 300/ CBT 110/ iBT 40), IELTS 3.0, TEPS 300, TOEIC 360, 本校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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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院（100/200分）等成绩中任何一项即可申请

 招收专业及招收人数
1. 招生专业
   【新入学】【专升本】

学院 招生专业 学院 招生专业

人文学院

国语国文

农业生命

科学学院

食品资源经济学
环境山林科学部德语德文
农业植物科学俄语
农化学食品工学法语法文
植物医学史学
畜产生命学科英语英文
农业系统工学部中语中文

哲学 法学院 法学
汉文

师范学院

教育学
民俗舞蹈 国语教育
经济学

社会科学学院

历史教育
社会福利学 英语教育
社会学 幼儿教育
心理学 伦理教育
政治外交学 一般社会教育
行政学 日语教育

自然科学学院

生命科学部 地理教育
物理 物理教育
数学 生物教育
食品营养学 数学教育
服装学 化学教育
信息统计学 兽医学院 兽医预科
地质科学

海洋科学学院

水产经营
计算机科学 海洋警察系统学
化学

海洋食品生命医学

经营学院

经营信息
机械系统工学经营
能源机械工学国际通商
信息通信工学会计学
造船海洋工学

工科学院

建筑城市土木工学部
海洋土木工学机械航空信息融合工学部
海洋环境工学纳米.新素材工学部

产业系统工学部
建筑学
半导体工学
电器工学
电子工学
控制计测工学
化学工学

 ※ 本科合格者的专业调剂以学校制定的基准为依据
 ※ 建筑学专业学制为5年制，兽医预科系分为预科2年，本科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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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师范学院日语教育专业只招收日本国籍的学生
2. 招收人数: 若干名(无限制)

 ※ 上图表中未提及的专业不参与招生 (医科学院, 护理学院，药学学院, 师范学院艺体能专业)

 提交材料
[△ : 仅限相关者提交]

编号 材料名 新生 插班生 备注

① 入学申请书 O O [样式1] 贴附相片

② 学业计划书 O O [样式2] 务必用韩语填写
③ 高中毕业(预毕业)证书 O ✕
④ 高中全学年成绩证明书 O ✕

⑤ 之前大学修了（预修了）或毕业（预毕业）证明书 ✕ O

毕业（修了）预订者请截止

在2017. 8. 31.（周四）提交

毕业（修了）证明书
⑥ 之前大学成绩证明书 ✕ O

⑦

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3级以上成绩单
O O

 提交其中一项即可

 仅限2015.年5月22日以后取得
的成绩单

本校国语文化院韩国语研修课程修了证明书
公认英语成绩单(TOEFL, IELTS, TEPS, TOEIC)

⑧ OEFL成绩查询同意书[样式4] △ △ 无新托福(iBT)成绩单时
⑨ 申请人护照复印件 O O

⑩ 申请人外国人登陆证复印件 △ △ 仅限在韩滞留者提交

⑪ 父母国籍证明 O O 护照等证明国际资料

⑫ 家族关系证明 O O

⑬ 银行存款证明 O O 本人或父母名义
⑭ 财政担保人在职证明或营业执照 O O

⑮ 留学经费担保书 O O [样式3]

⑯ 实技录像(获得校长或舞蹈团长认证的作品) △ △ 仅限民俗舞蹈专业申请者提交

w 请将上述材料按照编号顺序整理后提交

 

  [③,⑤]<与学历相关证明书提交时注意事项>

    在中国获得学历․学位的申请人: 在如下中心申请后提交认证报告书
   - 学历认证中心: http://www.chsi.com.cn

   - 学位认证中心: http://www.cdgdc.edu.cn

   - 首尔孔子学院(韩国正式业务代理机关): http://www.cis.or.kr(☎02-554-2688)

    合格者中毕业(修了)预定者请截止在2017. 8. 31.(周四)提交毕业(修了)证书
  

 

    ⑫<家族关系证明材料>

      户口本或亲属关系公证         
   w 必须是从材料提交日往前算起6个月以内取得的证明材料

   w 申请人父母死亡或者离婚的情况请提交能够证明事实的相关材料

   w ⑬ 以本人或者财政担保人（父亲或母亲)名义在银行开具的一个月以上18,000美金以上的银行存款证明原件，

或者国内汇款․换钱证明 (仅限2017.03.09日以后发行的存款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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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申请签证者的银行存款日期必须截至开学为止

   w 申请人由于改名等情况造成所提交材料的姓名不一致时，请提交能够证明是同一人的证明材料

  <在外国(韩国以外)取得申请材料提交时注意事项>

    必须提交原件, 申请材料不是韩语或者英语文件时，必须加附韩语翻译，公证材料

  是认证协约(Apostille)加入国的申请人提交认证确认书 
  不是认证协约(Apostille)加入国的申请人需提交韩国领事馆的确认书
  ※ 认证协约国确认 : http://www.hcch.net - Apostille Section - status table

   w 除上述所需提交材料以外由于资格审查需要可能会被要求追加提交材料

 审查及选拔方法
1. 审查方法

专业 审查类别 审查内容

共同 第1阶段  审查是否符合‘申请资格’

一般专业
第2阶段

 语言能力 50%, 学业计划书 50% (共100分)

民俗舞蹈专业  语言能力 10%, 学业计划书 30%, 实技能力 60% (共100分)
  <实技能力由录像作品确认>

2. 选拔方法
 A. 以材料审查第一阶段具备申请资格者为审查对象，经所申请专业审查后，选拔在第二阶段中获得平均评分  

    70分以上者

 B. 优先选择第一志愿申请者, 第一志愿申请者选拔结束后对第二志愿申请者再进行审查选拔（三志愿申请者也

进行一样的方式）

 交纳申请费
1. 申请费金额 : 70,000韩元
 A. 未缴纳申请费用者将被视为放弃申请。

 B. 第1阶段(资格审查)不合格者返还金额28,000韩元

2. 交纳方法
  - 往以下账户汇款70,000韩元

    ‧ 银行名: 农协
    ‧ 账  号: 301-0212-4832-41

    ‧ 储户名: 庆尚大学 
    ‧ 汇款人: 必须和申请人姓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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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格者公布及登录
1. 合格者公布
 A. 时间: 2017. 7. 12.(周三) 10:00 预定

 B. 地点: 本校入学介绍主页(http://publiceng.gnu.ac.kr)  ‘通知事项’栏
 C. 为避免合格后被取消入学资格的情况发生，请务必遵守与合格者名单同时公布的通知事项里的各项内容

2. 发放‘标准入学许可书’

 A. 时间: 2017. 7月中

 B. 负责单位: 本校对外协力科国际交流组
 C. 咨询电话: +82-55-772-0275

3. 登录金交纳
 A. 时间: 2017. 7. 18.(周二) ~ 7. 20.(周四), 银行营业时间内
 B. 地点: 本校指定银行(事后通知)

 C. 方法: 在本校主页打印交纳单之后去银行提交

 D. 在指定时间内未交纳登录金者将被取消入学资格

 其它事项
【 登录金现况 】                                    [以2017学年度第1学期为基准, 单位 : 韩元]  

      分类
学院     

序列 入学金 学费 合计

人文学院
人文·社会   168,000 1,633,000    1,801,000 

人文·社会(民俗舞蹈专业)   168,000 1,876,000    2,044,000 

社会科学学院 人文·社会   168,000 1,633,000    1,801,000 

自然科学学院
理学   168,000 2,012,000    2,180,000 

工学(电脑科学专业)   168,000 2,165,000    2,333,000 

经营学院 人文·社会   168,000 1,633,000    1,810,000 

工科学院 工学   168,000 2,165,000    2,333,000 

农业生命科学学院

人文·社会(食品资源经济学)   168,000 1,633,000    1,801,000 

理学   168,000 2,012,000    2,180,000 

工学   168,000 2,165,000    2,333,000 

法学院 人文·社会   168,000 1,633,000    1,801,000 

师范学院

人文·社会   168,000 1,633,000    1,801,000 

理学·体育   168,000 2,012,000    2,180,000 

艺能   168,000 2,208,000    2,376,000 

兽医学院 理学   168,000 2,503,000   2,671,000

护理学院 理学   168,000 2,012,000    2,180,000 

海洋科学学院

人文·社会(水产经营)   168,000 1,633,000    1,801,000 

理学   168,000 2,012,000    2,180,000 

工学   168,000 2,165,000    2,3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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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生活馆介绍 】

 A. 容纳人数: 4,729名(以2017学年度第1学期为基准)

   - 加佐校区(定员:3,944名)

   - 七岩校区(定员:255名) 

   - 统营校区(定员:530名)

   ※ 对外国留学生实行优先选拔，对希望入住者全部提供宿舍

 B. 入住申请: 填写入学申请书时标注是否申请宿舍

 C. 生活馆费用(会改变)

   - 加佐小区：一般宿舍　376,290韩元～515,040韩元（根据宿舍内设施条件费用有所不同）

              ＢＴＬ宿舍：526,140韩元~612,720韩元(2人间为基础)

              ※ 餐费: 1日 1餐(333,000韩元) ~ 1日 3餐(690,900韩元) 选择式

   - 七岩小区: 1,830,390韩元左右(1人间为基础) / 1,255,410韩元左右(2人间为基础)    

   - 统营小区: 868,000韩元~1,271,000韩元（根据宿舍内设施条件费用有所不同）

▪ 专为留学生的校园文化活动 ▪

 w 新生开学典礼(3月,9日)

  - 对象 : 全体外国人新生

  - 内容 : 出入境/滞留及基本准则, 医疗保险, 选课, 校园介绍, 韩国语教育课程, 文化体验, 服务活动介绍  
          等与学业、生活相关的全方位介绍及教导

 w GNU Buddy(留学生帮手)活动

  - 将外国留学生和韩国学生一对一的搭配促进其之间相互的文化及学习交流

 w 韩国语教育项目

  - 开设正规课程 : 分类开设基础教养课程提高学生的韩国语能力水平

  - 开设针对性课程 : 根据学生水平开设实用韩国语，韩国语作文，韩国语报告书拟定方法等课程

  - 开设针对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的专门课程 

     ⇒ 进行分类别集中教育及对成绩优秀者发放奖学金

 w 举行⌜庆尚外国人演讲比赛⌟ 

  - 作为晋州市和我校共同举办的活动，针对外国人留学生和外国人居住者以增加其对韩语的关注度和提高其  

     韩国语会话水平为目的现每年举办一届

 w 文化体验活动
  - 地域文化探访
  - 参观企业
  - 寺院寄宿等

 w 留学生学生会(ISA)活动介绍
  - 节日庆祝(春节, 仲秋), 运动会, 校庆, 送别晚会等

  - ⌜外国留学生之天⌟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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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事务介绍 部门机构及联系方式 】<055-772-OOOO>

学院 招收单位(专业.系) 系办公室 学院 招收单位(专业.系) 系办公室

人文学院

国语国文 1020

农业生命科学学院

 食品资源经济学 1840
德语德文 1040  环境山林科学部

  (山林环境资源学专业)
  (环境材料科学专业)

1850
1860

俄语 1050
法语法文 1060
史学 1080  农业植物科学专业

  (旧.农学)
  (旧.园艺学)

1870
1910

英语英文 1120
中语中文 1180
哲学 1150  农化学食品工学科

  (旧.食品工学)
  (旧.环境生命化学)

1900
1960

汉文 1160
民俗舞蹈 1170

社会科学学院

经济学 1220  植物医学 1920
 畜产生生命学
  (旧.动物生命科学)
  (旧.畜产学)

1880
1940

社会福利学 1240

社会学 1250

心理学 1260  农业系统工学部
  (生物产业机械工学)
  (地域环境基础工学)

1890
1930

政治外交学 1270

行政学 1280 法学院  法学 2020

自然科学学院

生命科学部
 (旧.微生物学)
 (旧.生物学)
 (旧.生物化学)

1320
1340
1350

师范学院

 教育学 2130

 国语教育 2150

 历史教育 2170

 英语教育 2190 物理学 1400
 幼儿教育 2240 数学 1420

 食品营养学 1430  伦理教育 2140
 服装学 1450

 一般社会教育 2160
信息统计学 1460

 日语教育 2200地质科学 1470
 地理教育 2180 化学 1480

电脑科学 1380  物理教育 2210

经营学院

经营 1520  生物教育 2230
经营信息 1530

 数学教育 2250国际通商 1540
 化学教育 2220会计学 1550

产业经营(在职者) 1515
兽医学院

 兽医预科 2370

工科学院

建筑都市土木工学部
 (旧.建筑工学)
 (旧.城市工学)
 (旧.土木工学)

1750
1770
1790

 兽医学 2340

海洋科学学院

 水产经营学 9160
 海洋警察系统学 9180

机械航空信息融合工学部
 (旧.机械工学部)
 (旧.航空宇宙系统工学)
 (旧.信息科学)

1620
1640
1370

 海洋食品生命医学科
  (旧.海洋食品工学)
  (旧.海洋生命科学)

9140
9150

纳米․新材料工学部
 (金属材料工学专业)
 (陶瓷工学专业)
 (高分子工学专业)

1660
1680
1650

 机械系统工学 9100
 能源机械工学 9110
 信息通信工学 9170
 造船海洋工学 9190

产业系统工学部 1690  海洋土木工学 9120
建筑学 1760  海洋环境工学 9130
半导体工学 1730 外国留学生  对外协力科 0275
电器工学 1710 登录金  财务科 0394
电子工学 1720 奖学金․ 贷学金  学生科 0176
控制计测工学 1740 校务․授课  学事支援科 0142
化学工学 1780 宿舍  学生生活馆(加佐) 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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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式1 入学申请书
庆尚大学外国人特别招生入学志愿书

Appl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dmission to Gyeongsang National University

   2017学年度后期/ Fall Semester 2017 编号
Application No. ※

个人事项
Personal

Information

姓名
Name

韩语/Korean

相片/Photo

(3×4㎝)

英语/English

出生日期/Date of Birth
(Month/Day/Year)

出生地
Place of Birth

性别/Sex    
 □ 男/Male 
 □ 女/Female

护照号码
Passport No.

国籍/Nationality   邮箱/E-mail
电话号码/Phone 手机/Mobile

住址/Mailing Address
(Home or in Korea)

现是否在韩居住
Current Resident In Korea

 □ 是/Yes  
 □ 否/No

外国人登陆证
Alien Registration No. (If you have)

监护人/Guardian 姓名
Name

关系
Relationship

手机
Mobile

申请信息/Application Information

申请类别
Application category   □ 新生/Freshmen         □ 插班生/Junior Transfers

申请专业
Desired Major

 □ 第1志愿/The First choice              学院/college               专业/department  

 □ 第2志愿/The Second choice           学院/college               专业/department  

 □ 第3志愿/The Second choice           学院/college               专业/department 

语言能力
 Language Skill

 韩国语能力 / TOPIK               级/Level

韩国语研修机关
Korean language
Institution

             大学/University                            分/Score
期间/Period:      

英语/English □ TOEFL: □ PBT  □ CBT  □ iBT  / □ TEPS / □ IELTS / □ TOEIC    分/Score

是否申请宿舍
Dormitory  □是/Yes                    □否/No 

学历事项（从高中填起）/Educational Background : Since High School

教育过程
Level of Education

学校名称
Name of School

国家(城市)
Country (City) 教育期间/Period of Education

~

~

~

退款帐号
Bank information for 
case of application 

fee refund

韩国内银行名/Name of Bank in Korea

帐号/Account No.

储户名/Name of Holder

上述入学申请书及所提交材料内容全部属实，如被发现有虚假内容或错误填写一定遵守贵校的决定.
I affirm that the information I have provided on this application, including personal statements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is complete and accurate and is my own work. I understand that submission of 
incomplete or inaccurate information is sufficient cause for revocation of admission or enrollment.

                      日期/Date:                (yyyy-mm-dd)

                      申请人姓名/Name of Applicant:                             (签名/Signature)

 庆 尚 大 学 总 长 
 To the President of Gyeongsang Nation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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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式2 学业计划书
学业计划书 (Study Plan)

※ Please TYPE or WRITE clearly in Korean.
姓名 (Name)  
国籍 (Nationality)  

韩国语能力
(Korean Proficiency)

优秀(Excellent)________好(Good)_______ 普通(Fair)_______差(Poor)______
韩国语能力考试成绩(TOPIK Score) __________级(Level)

申请专业
(Intended Major)

第一志愿(The first preference) :
College ___________  Department(Division)_____________ Major______________

第二志愿(The second preference) : 
College __________  Department(Division)____________ Major_______________

第三志愿(The third preference) : 
College __________  Department(Division)____________ Major_______________

志愿动机(Purpose of Application)

第一志愿(The first preference):

 第二志愿(The second preference): 

 第三志愿(The third p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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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学业计划 (Study Plans in Korea) 

第一志愿(The first preference):

第二志愿(The second preference): 

第三志愿(The third preference): 

毕业后进路 (Future Plans after Graduation)

 第一志愿(The first preference):

第二志愿(The second preference): 

第三志愿(The third p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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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式3 留学经费担保书

留学经费担保书
(Tuition Fee Promissory Letter)

申请人
(Applicant)

姓    名
(Name)

性    别
(Sex)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国    籍
(Nationality)

     请填写负责您留学经费的个人或机关名称
     (Please write the name of the person(including yourself) or organization 

that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your tuition fee and living expenses.)
    

     o 个人或机关名称(Name) :

     o 关    系(Relationship) :

     o 职    业(Occupation) :

     o 地    址(Address) :

     o 联系电话(Phone Number) :

     本人保证将负责上述申请人留学期间的全部费用

     (I guarantee that I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above-named applicant's 
tuition fee and living expenses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whole program.)

                        日期(Date):                 (yyyy-mm-dd)

                

                            担保人     姓 名 :
                          (Guarantor)  (name)

                                      签  名 :
                                    (Signature) 

  庆 尚 大 学 总 长
  To the President of Gyeongsang Nation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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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式4 TOEFL成绩查询同意书

TOEFL成绩查询同意书

■ 本同意书专为以提交TOEFL网上成绩查询确认书来替代TOEFL成绩单原件的申请者提供

■ 网上成绩查询确认书的提交者需通过此同意书提交ETS(http://www.ets.org)的ID和Password

■ 所提交的ID和Password只为查询申请人的成绩而使用 

■ 2017年7月12日(周三)以后请主动修改Password

姓    名
(韩语)

(英语)

手    机

编   号 申请 专业

TOEFL(iBT) 
所得分数

TOEFL(iBT) 
考试日期

 

ETS ID
ETS

PASSWORD 

本人已经全部确认上述内容, 

同意庆尚大学对外协力科查询TOEFL(iBT)成绩。 

年          月          日

申请人 :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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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区 介绍
【 来访路径 】

加佐校区 统营校区

 【加佐校区】

高速客运站
- 公交车 : 乘坐路对面 170路 (15分钟)
- 出租车 : 10分钟

市外客运站 
- 公交车 : 南江桥方向步行5分钟后乘坐 130, 134, 141, 145, 171路
- 出租车 : 20分钟

开阳汽车站点
- 公交车 : 130, 134, 141, 145, 171, 170
- 出租车 : 3分钟(起步价)
- 步  行 : 10分钟 

晋州火车站
- 公交车 : 126, 127, 128, 131, 134, 151
- 出租车 : 5分钟

泗川机场  - 机场大巴 : 15分钟
 - 出租车 : 10分钟

※ 自驾来访
 - 首尔․大田 方向 : 京釜高速公路→大田统营高速公路→南海高速公路 昌原, 晋州方向 J.C进入→晋州IC进入    

                     →过收费站→泗川方向 2km

 - 釜山․昌原․蔚山方向 : 南海高速公路→晋州IC进入→过收费站→泗川方向2km

 - 光州․顺天方向  : 南海高速公路→晋州IC进入→过收费站→泗川方向2km

【七岩校区】

高速客运站 - 步  行 : 3分钟
晋州火车站 - 出租车 : 10分钟
市外客运站

- 公交车 : 南江桥方向步行5分钟后乘坐  130, 134, 141, 145, 171
- 出租车 : 10分钟

【统营校区】 

统营客运站  公交车 : 乘坐400, 409, 420路在海洋科学学院前面下车 
乘坐飞机或长途汽车

  首尔-泗川机场 (乘坐机场大巴到达统营市)
  首尔, 大田, 大邱, 釜山, 金海, 马山, 巨济等市乘坐长途汽车 
  (具体事项请咨询统营汽车站 ☎055-644-4808)

52828 庆尚南道晋州市晋州大路501(加佐洞)

大学本部对外协力科 Tel. (055)772-0277, Fax. 055)772-0269

http://eng.gnu.ac.kr / http://publiceng.gnu.ac.k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