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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知事项(新生一定要了解的信息)

  ❍ 留学签证

  ❍ 宿舍

 2020年春季学期所有入学釜庆大学相关的重要信息，必读！

想要在韩国大学学习的外国人需持有留学签证, 按个人情况(下列 A, B, C 中一个)需要事先准备  
                                                        * 留学签证 : D2

 A. 在海外办理留学签证来韩的情况 (交换生!!）

 - 用釜庆大学提供的标准入学许可到现地的韩国大使馆(或领事馆)申请留学签证

 ※ 新生说明会时会提供外国人登陆事项的帮助, 请务必参加

 B. 在韩国更换留学签证的情况(签证对象: D4, D10, E9 等)

 - 开学前在釜庆大学国际交流部的帮助下更换留学签证

 - C3签证在韩国换不了学生签证

 C. 用本人已经持有的签证申请的情况(签证对象: E2, E7, F5, H2, 旅游签证等)

 - 在出入境管理事务所(☎ 1345)或者现地的韩国大使馆(或领事馆)确认是否可以申请

 ※ 无留学签证学习的情况出现问题需本人承担相关责任

  - 留学签证相关事项确认链接

    http://www.studyinkorea.go.kr/en/overseas_info/allnew_visaApplication.do

 1. 宿舍只提供给在大学入学申请书(或交换生申请表)上填写申请宿舍的人

 - 申请者需在2020年1月17日前告知入学负责人，如果申请后取消的人之后将无法申请宿舍 

 - 地址：釜庆大学大渊校区世宗1馆(釜山广域市南区龙沼路45)

 ※ 因学校的情况对宿舍位置和入住人数会有变动和调整，对有变动的学生学校另行通知

 2. 开馆日：2020年2月28日 ~ 2020年6月22日14:00为止, 共116天

  - 提前在2020年2月26日可入住, 需本人负担每日6,000韩元的费用, 要准备现金

 - 宿舍要求入住后一周之内提交肺结核检测结果，不然会取消入住资格

※2020年1月1日以后测验的才有效，复印件或原件均可. 如果国内不能检查，

 可来韩之后到学校附近保健所做检查。

 - 宿舍伙食从2月29日早餐开始提供

 - 床上用品不提供，建议自己买

3. 宿舍入住方法

 - 办理入住手续时间为上午9点~下午6点，下午6点以后到达不能办理手续

 - 到宿舍2层行政室出示护照而领取宿舍钥匙和宿舍费通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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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接机

  ❍ 新生说明会和报到

  ❍ 开学

  ❍ PKNU Service-zone

 - 入住后一个星期之内，以宿舍费通知单上的银行账号进行转账缴费

   ※我校宿舍费只收转账，不能刷卡

 - 新生的宿舍伙食类型自动申请7天3餐，将于2020年3月9日~10日可以更改伙食类型

 - 釜庆大学宿舍入舍方法链接 

     https://youtu.be/x6NlczxcYbc?list=PL63xIuf20I74TqATDIMattGewXfIWLPdx

釜庆大学给第一次来的外国学生提供接机服务（只对于事先申请的学生）

我校会另外通知釜山金海国际机场接机时刻表，按时刻表, 到集合地点上前往学校大巴

 1. 接机时间：2020年2月27日 

 2. 接机申请：在2020年2月9日之前把入境信息发到邮箱（oia-china@pknu.ac.kr） 

 3. 接机日期内无法到达，需自行前往学校的同学请参照前往釜庆大学方法链接

    https://youtu.be/x6NlczxcYbc?list=PL63xIuf20I74TqATDIMattGewXfIWLPdx

所有新生务必参加新生说明会，在新生会上，提供在釜庆大学学习和生活的重要

相关信息，而且对入学学生进行最后报到确认

 1. 新生说明会：2020年2月28日(五) 14:00(暂定) / 本馆(A11)大会议室

 2. 如因故不能参加新生会，必须事先征得我校同意，否则将视为自动放入学资格，

    责任由本人承担

 3. 新生说明会现场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BWGRwXjafA&t=43s

 开学时间： 2020年3月2日  ※ 开学日起开讲

1. 运营时间：2020年3月2日 ~ 3月6日 13:30 ~ 17:00

2. 服务业务：办理外国人登陆、选课、购买保险、开设银行账户、手机开通和校园介绍等

    对于PKNU Service-zone 运营的具体内容，之后重新告知

mailto:oia-china@pknu.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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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事项(最好要了解的信息)

  ❍ 国际交流部介绍

  ❍ 国际交流部构成及负责人介绍                 ※ 邮箱地址 : @pknu.ac.kr

 

  ❍ 相关信息 

国
际
交
流
组

 赵研嬉 老师  校级签订协议业务
yhcho08@
+82-51-629-6913

孙惠州 老师 英语圈交换生业务
studyabroad@
+82-51-629-6903

李河涓 老师 中华圈交换生业务
oia-china@
+82-51-629-6916

金贤贞 老师 日本交换生业务
oia-japan@
+82-51-629-6906

 金Greemi 老师  国际季节学期（夏令营）业务
kgreemi@
+82-51-629-6818

留
学
生
支
援
组

李智恩 老师 本科生入学业务
jieunlee@
+82-51-629-6905

金贞恩 老师 研究生入学业务
grad-admission@
+82-51-629-6846

石Ara 老师  出入境签证业务、宿舍
only@
+82-51-629-6847

闵晓美老师  韩语研修相关业务
bkkim@
+82-51-629-6843

朴原柱 老师  咨询
admissions@
+82-51-629-6907

助教 老师 接机等
pknuservices@
+82-51-629-6915

国际交流部是对于外国留学生，从入学、学习、生活提供帮助指引的部门

 1. 位置：大渊校区本馆(A11)  108号

 2. 地址：釜山广域市南区龙沼路45釜庆大学国际交流部(邮政编码 : 48513)

 3. 工作时间：星期一~星期五 09:00 ~ 18:00 ※ 午休 12:00 ~ 13:00

 4. 主页：http://oia.pknu.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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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校园介绍

APP下载http://cms.pknu.ac.kr/pknuoia/view.do?no=1536&idx=142984&view=view&pageIndex=1&sv=&sw

  ❍ 2020校历

[2020学年春季学期] * 会有变动

3月 1日 三一节

       2日 1学期(春季)开学

2~6日 选课修改

4月 15日          国会议员选举日

       16~22日 期中考试

30日 佛诞日

5月 5日 儿童节

10日 校庆

26~28日 春季庆典

6月 6日 显忠节

16~22日 期末考试

23日 暑假(~8月 31日)

 釜庆大学分为大渊校区和龙塘校区，介绍主要以大渊校区为主

 2020学年度釜庆大学校历                        ● 校历   ● 韩国国家法定假日

http://cms.pknu.ac.kr/pknuoia/view.do?no=1536&idx=142984&view=view&pageIndex=1&sv=&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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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学年秋季学期] * 会有变动

9月 1日 2学期(秋季)开学

1~7日 选课修改

       30日~         中秋节

10月  ~2日        中秋节

9日 韩文节

        19~24日       期中考试

       28日           学术文化节

12月 15~21日       期末考试

22日~ 寒假(~2月28日)

25日 圣诞节

 ❍ 保险

  ❍ I-Friend

在韩国留学的所有外国人都需入保, 在国内已有在韩期间中能理赔的保险，可不再入保。

但，新生说明会时需提交保险复印件（英文版）

关于保险具体事项请参照下列保险相关信息

保险费  [本科生/交换生]  (6个月) 60,000元   (12个月) 105,000元

        [研究生]      (12个月) 130,000元              ** 费用会有变动

 保险加入方法：新生说明会了解内容，PKNU Service-zone 期间申请

 I-friend是釜庆大学在校生组成的外国留学生的朋友

 主要活动：适应校园、交换语言、韩国文化和体验等 

 看下面facebook和活动视频，可以了解关于i-friend的活动

 加入方法：新生说明会时，直接申请

I-Friend 脸书主页

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aPJFHoPf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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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事项（附加了解的信息）
 为了制造外国学生的交流机会和帮助韩国生活的适应，我校会举办交换生单独活动!

  ❍ 交换生欢迎会: 2020年2月28日17:00, 新生说明会结束之后，单独举办交换生欢迎会

    ※ 具体时间和地点稍后再通知

○ 准备物&清单

准备物 对象 打钩

护照 没有登陆证的新生

照片2张 没有登陆证的新生
白色背景, 露耳照片(3.5*4.5cm)

被子/枕头 申请宿舍的学生

体检结果

(英文版)

申请宿舍的学生
体检必有项目事项 : 肺结核

本国身份证 想要开设韩国银行卡的学生
无身份证的国家除外

部分现金 推荐兑换抵达韩国后最少一周期间生活所需的现金
宿舍申请者: 宿舍费(约 140万元) 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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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in Busan & PKNU

  ❍ Life in Busan
     釜山广域市 : http://english.busan.go.kr            韩语,英语,中文,日语

     Hi Korea : http://www.hikorea.go.kr      韩语,英语,中文 

     国立国际教育院 : http://www.studyinkorea.go.kr      韩语,英语,中文,日语等11种语言

     釜山国际交流财团 : http://www.bfic.kr/new/english/main/main.asp 韩语,英语,中文,日语

  ❍ Life at PKNU
        Homepage & Youtube  

国际交流部主页 留学生支援组主页 You tube(Surviving 
in Korea)

Facebook Page(请点赞)

英语 日语 越南语 俄语 缅甸语

留学生交流

中国留学生微博 : 查’釜庆大学              中国留学生会 QQ群 : 439882835

印度尼西亚留学生会 : www.facebook.com/groups/428127747204241

http://english.busan.go.kr/
http://www.hikorea.go.kr
http://www.studyinkorea.go.kr
http://www.bfic.kr/new/english/main/main.asp
http://www.facebook.com/groups/4281277472042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