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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校时间 1977

• 本科院系 5个二级学院/ 49个专业

• 研究生院 10个专业方向

• 学生人数 九千多名(其中，本科生 : 8,570  研究生 : 246 )

• 留学生 378名, 13国家(2016.10.1.) 

• 学校位置 韩国釜山

• 学校网址 http://www.tu.ac.kr

1. 大学简介



2. 学校位置



位 置 釜山，仅次于首尔的韩国第二大城市。位于韩国最大的产业地区“东南圈经济区”内，该区域内的文化、教育、经济
的中心城市，是韩国第一大港口城市，2002年成功举办亚运会和2005年成功举办APEC城市。也是代表韩国的旅游
城市拥有广安里海水浴场、海云台、太宗台等诸多旅游资源。

人口级规模 约360万名 / 总面积 769.8㎦

气 温 +22℃~+30℃(8月August), -7℃~+1℃(1月January), 四季分明，与韩国其他城市相比较釜山的气候为较温和的暖温

带海洋性气候

电 力 220V, 60Hz整个地区(与法国，德国，澳洲，瑞士，土耳其相同)

国家区号 +82（城市区号：釜山051（从国外拨釜山电话时，把0去掉直接拨打51即可）

交 通 金海国际机场,国际旅客码头,铁路(连接仁川国际机场), 地铁(1~4号线), 公共汽车等

主要节日 海云台海洋节（6月）, 釜山5大海水浴场开馆（7~8月）, 国际摇滚节（8月）, 

釜山国际电影节 (9月~10月), 广安里烟花节(10月), 札嘎其庆典(10月)

主要观光地 海云台海水浴场及广安里海水浴场等，太宗台，札嘎其市场，甘川文化村等

3. 釜山简介



3-1. 釜山介绍-庆典的都市釜山

[釜山国际电影节]
[釜山油菜花庆典]

[广安里鱼坊庆典]
[釜山oneAsia庆典 ]

[釜山广安里烟花节]



TOTAL(2014~)USD 92,000,000
1. CK (Center for University's Creative Korea)

2. ACE (Advanced College of Education)

3. LINC (Leaders in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4. PRIME (Program for Industrial needs-Matched Education)

4-1.国库支援5连冠



4-3.国际化领域政府认证大学

2016年教育部评价

留学生招生管理力量认证大学

2015年 ~ 2016年两年连续

法务部认证

非法滞留率不足1% 大学



4-4. 产学合作-就业-创业名门

: 通过TU-CIP 系统支援留学生就业

(Creative Interchange platform)

: 留学生和韩国学生配成组，在中国销售韩国的优

质产品，协助留学生设计毕业后去向的互助项目

-. TU商谈 : 教授-学生

-. 多项商谈 :企业-教授-学生

-. SJ商谈 : 就业前辈-学生

-. 工作商谈 : 企业机关-学生

釜山地区主要产业园区
运营三角链校企合作



1. 世界级水平 25Gbps Internet circuits

(东南部地区switching center)

2. GPU基础的超级电脑中心

为了支援研究开发而设立的NVIDIA center

-. 最先进的计算机图形，影像体现效果

建筑及汽车设计Rendering techniques 

-. HD Video Clip速度增加30倍，价格只是原来的十分之一

3. 安装港湾物流集装箱桥吊模拟器

4. 创意工学中心构筑先进的实验实习装备

5. 通过公有装备中心与企业公有最尖端的设备

6. 有效利用3D立体打印机

5.最尖端教育基础设施



6.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项目

实施入学前诱发动机学期

BUP(Basic Upgrade Pro) & CUP(Career Upgrade Pro) 

TU Tutoring 辅导及 040爱学习共同体小组活动

学习诊断活动（写作、数学、英语）

5ICON 活动

世界禅中心活动

海外项目活动

学生学习相互支援活动

联系留学生支援中小企业海外营销事业

运营多样化、差别化的教育项目



7. GLOBAL TU 与世界优秀大学签署协议进行学分交流并提供双学位

•美国: SIU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Edwardsville) (2+2)

•台湾: 佛光大学 (2+2)

•中国:黄淮学院 (2+2)

•越南: 胡志明交通大学(HochiminhCityUniversityof Transport ) (2+2)

在我校或国外交流大学里选修一定的学分和课程后

来我校或国外交流大学学习共同开设的课程后取得双学位

U.S.A

Taiwan

China

Vietnam



7. GLOBAL TU 与世界优秀大学签署协议进行学分交流并提供双学位

美国 :夏威夷大学,(UHWO), SIUE,布隆菲尔德大学(纽约), KCC, PIERCE COLLEGE

中国 :黄淮学院(3+3), 黄山学院(3+3), 哈尔滨剑桥学院（3+3), 临沂大学, 天津工业大学, 上海海事大学, 山东英才学院, 大连工业大学,

德州学院, 西安翻译学院，咸阳师范大，宝鸡文理学院，广州航海学院，河南中医学院， 西北政法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济宁

学院(3+3)

越南 : 胡志明交通大学, 岘港外国语大, 韩越友好IT大学,永隆技术教育大, Vinhlong技术教育大,韩越大, Vietduc产业技术大学, HaTinh

产业技术大学,东亚大, CanTho大, 胡志明技术大,湄公大学, 胡志明城市第三交通大

日本 : 流通科技大, 骏台外语商贸专门学校, 多摩大学,北九州市立学校

新加坡 :义安理工大学

台湾 : 佛光大学， 海洋技术大学

菲律宾：莱西姆大学, LaSal University, CPU

蒙古 :乌兰巴托大学, 蒙古国立大学, Huree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俄罗斯 :国立经营大学, 莫斯科交通大学,  国立观光服务大学

澳大利亚 : William Angliss Institute,墨尔本皇家理工大

U.S.A

China

Vietnam

Japan

Singapore

Taiwan

Philippine

Mongolia

Russia

Australia



7. GLOBAL TU

越南胡志明交通大学

美国PIERCE大学

美国 UHWO 及 KCC 中国黄山学院

中国黄淮学院

美国 SIUE 越南岘港外国语大学及韩越友好IT大学

越南Vinhlong省

中国济宁学院

与世界优秀大学签署协议进行学分交流并提供双学位



7. GLOBAL TU 全球活动

海外语言研修

TU全球活动

海外就业活动 海外包袱商

联系留学生支援中小企
业海外营销事业

放假期间，利用4-

6周到国外姊

妹大学或专门语言学

校学习英语，日语，

中国语学习

在美国，澳大利亚，

新加坡，日本，

菲律宾，

迪拜等有名企业里专

业对口实习后就业

学期中由2~4名组成小

组到泰国直接出

售韩国企业产品的现场

学习体验活动

学期中由3~4名组成小

组到国外进行自由主

体的文化探访活动

留学生和韩国学生配

成组，在国外出售韩

国中小企业的产品的

现场学习体验活动



• 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 以上者: 本科 开设的49个专业课程都可申

请

• 韩国语学堂课程

- 在东明大学韩国语学堂每周进行20小时的韩国语课程

- 根据水准分为初级/中级/高级班

- 与韩国学生一起交流活动

- 每学期文化体验1次

- 留学生体育大会

-参加学校校庆

8. 交换学生课程内容



9. 院系及专业_5个学院/49个系(专业)

学院 学部 系/专业

工科大学

(College of

Engineering)

信息工学部(School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信息通信工学系 (DepartmentofInformation&CommunicationsEngineering)

计算机工学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Engineering)

游戏工学系 (Department of Game Engineering)

信息保护工学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机械电子工学部(School of 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机械电子工学系 (Department of 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产业应用工学部

(School of Industrial Application

Engineering)

汽车工学系 (Department of Automotive Engineering)

冷冻空调工学系(DepartmentofRefrigeration&Air-conditioningEngineering)

电器工学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港湾物流工学部(School of Port Logistics Engineering) 港湾物流工学系 (Department of Port Logistics System)

机械工学部(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机械工学部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机械工学专业) (Mechanical Engineering Major)

(机械设计专业) (Mechanical Design Engineering Major)

(智能机械专业) (Intelligent Mechanical Engineering Major)

电子・医用工学部

(School of Electronic and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电子・医用工学部 (School of Electronic and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电子工学专业) (Electronic Engineering Major)

(医用工学专业) (Biomedical Engineering Major)

(智能手机专业) (Smart Mobile Engineering Major)

造船海洋工学部

(School of Naval Architecture and Ocean Engineering)

造船海洋工学部 (School of Naval Architecture & Ocean Engineering)

(造船海洋全套设备设计专业) (Ship & Offshore Plant Design Major)

(造船海洋系统专业) (Ship & Marine System Engineering Major)

数字媒体工学部(School of Digital Media Engineering)

数字媒体工学部(School of Digital Media Engineering)

(融合媒体专业) (Convergence Media Engineering Major)

(数字内容专业) (Digital Contents Major)

自律融合工学部

(School of Convergence Engineering(Pre-major))
自律融合工学部 (School of Convergence Engineering(Pre-major))



学院 学部 系/专业

经营大学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经营学部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经营信息系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经营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流通经营系 (Department of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金融·会计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Accounting)

酒店・观光学部

(School of Hotel & Tourism)

观光经营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

酒店经营系 (Department of Hotel Management)

通商物流学部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Logistics)

国际通商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国际物流海运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Shipping and Business)

保健福祉教育大学

(College of

Health,

Welfare and

Education)

保健学部(School of Health)

护理学系 (Department of Nursing)

语言治疗系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实践应用学部(School of Human Service)

食品营养系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 Nutrition)

美容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eauty Care)

教育学部(School of Education)

体育系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幼儿教育系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心里咨询系 (Department of Counselling Psychology)

福祉健康学部(School of Welfare & Health)

福祉健康学部(School of Welfare & Health)

(社会福祉学专业) (Social Welfare Major)

(运动健康管理学专业) (Sports Health Care Major)

9. 院系及专业_5个学院/49个系(专业)



学院 学部 系/专业

建筑·设计大学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建筑学部(School of Architecture)

建筑学系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建筑工学系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室内建筑学系 (Department of Interior Architecture)

设计学部 (School of Design) 视觉设计系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尖端融合设计学部

(School of Advanced Convergence Design)

(产业设计专业) (Industrial Design Major)

(服装设计专业) (Fashion Design Major)

人文社会大学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全球文化内容学部

(School of Global Culture Contents)

全球文化内容学部 (School of Global Culture Contents)

(文化内容专业) (Culture Contents Major)

(外国语专业(日语,英语)） (Foreign Language Major(Japanese, English))

(佛教文化专业) (Buddhist Culture Major)

媒体影像广告学部

(School of Mass Communication &

Advertising)

新媒体传播系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广告宣传系 (Department of Advertising & Public Relations)

自律专攻学部(School of Interdisciplinary) 自律专攻学部(School of Interdisciplinary)

- 军事学科 (Department of Military Science)

9. 院系及专业_5个学院/49个系(专业)



步骤 3月入学 9月入学

提交材料 11月 ~ 12月 5月 ~ 6月

入学审查（材料审查和面试） 1月份 7月份

公布结果 1月份 7月份

缴纳学费 1月份 7月份

入国顺序(发放标准入学通知书-> 申请签证 -> 领取签证) 2月份 8月份

入韩国 2月末 8月末

10-1. 入学日程

★ 参加交换生项目入境时提供机场接送服务 ★



序号 材 料 名

1 交换生申请书(参照样式)

2 自我介绍书 (参照样式)

3 推荐书 (由校长或者学科长签名)

4 成绩证明1份

5 在学证明1份

6 证件照5张( 背景为白色, 3cm X 4cm尺寸)

7 护照复印件1份

10-2.提交材料



• 学费经由双方学校协商后减免缴纳

• 宿舍费经由双方学校协商后减免缴纳

• 其他费用

- 保险费

- 床上用品

- 外国人登陆证

- 韩国语教材费

- 开设银行存折费用

11. 交换生项目费用介绍



区分 金额 备注

宿舍费用(3人 1室)

管理费 830,000 6个月

宿舍(A或者B可选择)
A(周末包含) : 632,800

B(周末不包含) : 480,000

15周(1天 2餐)

-放假除外另外缴纳-

健康检查费 15,000 指定医院(1年2次)

学生自治会费 10,000 东明生活馆(1年2次)

个人床上用品 50,000 床垫, 褥子 ,枕头包含

保险费 130,000 1年缴纳金额

外国人登陆证费用 30,000 1次

银行存折 1,000 1次

※ 用餐时间 : 学期开始后6个月期间 [ A型 226餐, B型162餐]

※ A型一周全部包含1天 2餐(早餐, 晚餐)

B型一周内(周日晚餐~周五早餐) 1天 2餐(早餐, 晚餐)

11-1. 留学费用 _宿舍费及其他

6个月 宿 舍费用 及 其 他费用
(单位 : 韩元 KRW)



12-1.教育设施_校区全景



12-2.教育设施_留学生支援中心

支援留学生的入学, 校务业务, 在韩国生活等业务

[咨询前台]

[电视收视及休息室]

[免费国际电话]

[上网和打印服务]



12-3.教育设施_宿舍

全景及设施

区分 内容

1号馆

位置
距离学校十分钟步行
(釜山市南区东明路 92号 56-10)

宿舍
3人间(房间内配备浴室.洗手间及免费网络) 

–地下2层, 地上10层(229间) 

公用设施
会议室，免费电子阅览室及打印室，洗衣房，厨房，自习室，
健身房，食堂，便利店

2号馆

位置 校内(女生专用) 

宿舍
4人间
–地上6层(74间) 

公用设施 洗衣房，休息室，电子阅览室，健身房，洗手间，浴室，食堂

3号馆

位置
距离学校十分钟步行
(釜山市南区龙塘洞563-1) 

宿舍
2人间,  3人间,  4四人间(房间内有洗手间，浴室及厨房)

- 地下1层, 地上 4层(39间)

–外国人专用宿舍(在韩国居住一年后方可入住) 

公用设施 洗衣房，地下仓库

※ 宿舍内可以使用 Wifi



1号馆_韩国学生, 留学生共用

12-4.教育设施_宿舍

[讲堂]

[茶水间][宿舍食堂][洗衣房]

[宿舍]

[宿舍内厕所]

[宿舍]

[宿舍内厕所]

[宿舍内厨房]

3号馆_留学生专用

[健身房(免费)]



13.留学生体验活动

[入学式] [韩国学生交流] [书画体验] [瑜伽]

[茶道体验] [穿韩服,制作打糕] [制作韩国传统食品] [韩国传统射箭体验]

[庆州文化体验] [制作泡菜体验][海洋运动体验] [temple stay ]

http://dic.daum.net/word/view.do?wordid=ekw000387142&supid=eku020288880


13.留学生体验活动

[制作鱼糕体验] [探访长蛇岛海洋公园] [二妓台游园活动] [二妓台游园活动]

[老年福利馆-供餐服务] [足球小组_越南] [友好足球比赛] [摔跤比赛]

[运动会] [校庆-留学生专用餐馆] [校庆-中国餐馆] [校庆-越南餐馆]



14. 与韩国学生交流活动

[参观海东龙宫寺] [广安里吃生鱼片] [新世界参加啤酒庆典][参观长安寺]

[参观海云台沙雕庆典] [体验密室逃脱] [观看釜山夜景] [观赏广安大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