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国嘉泉大学

国际经营学专业 中文硕博学位课程

韩国嘉泉大学介绍：

韩国嘉泉大学于 2012年由嘉泉医科大学（1939年成立）与暻园大学（1978 年成立）

合并而成，是首尔圈最优秀的一所四年制综合型私立大学。其国际校区坐落在韩国首都首尔

南部的被韩国本地人誉为“天堂之城”的京畿道城南市，学校环境优美，校园内设有地铁站（嘉

泉大学站），交通便利。

嘉泉大学重视国际化战略，强化与国外优秀大学尤其是与中国高校的友好合作交流，在

国际化办学方面，嘉泉大学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UNY- Stony Brook University)、中

国清华大学、山东大学、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Latrobe University)等名门学府建立了校级

关系。



嘉泉大学的经济管理与贸易系、外语和艺术专业、建筑学等功课专业历史悠久，具有一

流的竞争力。1992年学校设立附属医院后，韩医及制药专业得到迅速发展，带动学校教学

与科研水平进入韩国前列。毕业生就业率高，在 2014 年、2015年，连续两年被列入东亚

日报优秀青年梦想大学名单。

嘉泉大学是中国教育部涉外监管网（www.jsj.edu.cn）认证学校（第 49 位）和中国留

学网（www.cscse.edu.cn）注册的正规大学。



中文硕博学位课程项目介绍：

为了培养具有全球性视野与优秀外语能力

的国际化经营人才，韩国嘉泉大学国际经营学

科是嘉泉大学2017年4月在英语教学的国际

经营（Global Business）专业基础上新设的全

中文授课项目，尤其是该学科的集中制授课形

式，为中国高校青年教师、学者及有志于成为

高级人才的年轻人提供了提升学历学位的绝佳

机会；除此之外，该学科也可接受单证本硕毕

业生，为更多有需要的人打开了提升学历学位

的大门。该学科拥有全方位理论、卓越研究能

力、实务经验丰富的最强教授团队，学生在读期间可享受各项课外实践与体验活动，学校还

专门为留学生提供韩国语课程，以帮助留学生在韩留学期间更快适应当地生活。

中韩文化交流中心与韩国嘉泉大学在 2017年 8月达成战略合作关系，为积极推进国际

经营硕博学位项目，中韩文化交流中心授权杭州世宗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为嘉泉大学国际经营

学科硕博学位项目的中国管理办公室，全权负责该项目在中国各地区的宣传招生管理等工

作。



国际经营学科培养目标及愿景：

- 培养引领全球化社会、具备专业性和创意性的有竞争力的人才

- 培养具有全球性视野与优秀外语能力的国际化经营人才

- 把握 21世纪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和最新的学术思潮

国际经营学科特点：

- 拥有全方位理论、卓越研究能力、实务经验丰富的最强教授团队

- 以中文教学为主，开设韩国语课程与韩国文化课程

- 毕业论文有三种形式：中文、英语、韩语

- 多样的环球商务体验与学术探讨研究

- 中韩两国知名跨国企业调研



国际经营学科留学优势：

 入学条件宽松

1. 可接受中国各类本科和研究生（含单证）。

2. 可接受国内大学相同专业插班生（限博士学位）。

 文凭得到中国教育部认可

本课程硕、博毕业证书可获得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证，可按照国家组

织人事部门的考核正式记入个人档案，作为报考公务员和公务员升职的重要凭证。

 无韩语要求

中文授课(或配中文翻译），毕业论文无需韩语撰写。

 弹性学制

1. 硕士学制 2年，博士学制 3年（*最后一学期可回国撰写论文）

2. 授课时间：

1）全日制授课（每年 3月和 9月入学）

2）可申请寒暑假集中授课

 优质周全的留学服务

1. 入学面试与笔试在国内（杭州）进行。

2. 在中国和韩国均设有学生服务中心，为学生提供学习和生活上的帮助。

 毕业后可获得海归身份

1. 留学生回国落户政策。

2. 留学生购买免税车政策。

3. 政府就业创业奖金资助政策。

4. 创业方面优惠政策。

5. 学术研究方面优惠政策。

6. 子女入学优惠政策。



大学专业课程可调整为弹性制、多学期制，即可在假期内授课

硕士申请要求：

1. 本人及父母为中国国籍

2. 应往届本科毕业生且拥有国家认证的本科学历（学信网可查可认证）

拥有国外学历的需通过海牙认证

3. 通过嘉泉大学中国管理办公室的笔试和面试

韩国教育部发布的新法令:

硕士学位取得流程



博士申请要求：

1. 本人及父母为中国国籍

2. 单位推荐或两位教授推荐信

3. 拥有国家承认的硕士学位（学信网或学位网可查可认证）

持有外国学历的需通过海牙认证

4. 提交攻读博士学位的申请书

5. 通过嘉泉大学中国管理办公室的笔试和面试

博士学位取得流程



详细课程安排

Ⅰ硕士课程：24学分

学期 科目

第一学期
经营学特论，组织行为轮研讨会Ⅰ，市场营销研讨会，人力资源管理研讨会，财务

管理研讨会Ⅰ，外语(韩语/英语)Ⅰ★，韩国文化理解Ⅰ

第二学期

组织行动专题研究，经营信息论，会计学，金融机构论，全球营销， 产业专家特

论，组织管理轮，战略经营研讨会，韩国概况（理解），投资论，流通论, 国际

经营研讨会，领导研讨会，韩国文化理解Ⅱ

硕博士学位取得流程



第三学期

研究调查方法论 1，税务管理，消费者行动论研讨会，组织理论研讨会，客户关系

管理研讨会，战略实例论，亚洲经营论，组织理论，营销战略， 资本市场论， 管

理统计学，经营分析，经营学研讨会，战略经营主题研究

第四学期 国际经营主题研究，经营学主题研究，论文研究Ⅰ，韩中企业实例研究

Ⅱ 博士课程 36学分

学期 科目

第一学期
经营学特论， 组织行为轮研讨会Ⅰ，市场营销研讨会，人力资源管理研讨会， 财

务管理研讨会Ⅰ，外语(韩语/英语)Ⅰ★， 韩国文化理解Ⅰ

第二学期

组织行动专题研究，经营信息论，会计学， 金融机构论，全球营销，产业专家特

论，组织管理论，战略经营研讨会，韩国概况（理解）， 国际商法(韩中商务实

例研究)， 韩国文化理解Ⅱ

第三学期

研究调查方法论 Ⅰ，税务管理，消费者行动论研讨会Ⅰ，组织理论研讨会Ⅰ，客

户关系管理研讨会，战略实例论Ⅰ，亚洲经营论，组织理论，财务管理研讨会，经

营学主题研Ⅰ, 领导研讨会

第四学期
国际经营研讨会Ⅰ，经营分析，经营学研讨会Ⅰ，韩中企业实例研究Ⅰ，投资论，

流通论， 管理统计学，经营分析，战略经营主题研究

第五学期

国际经营研讨会Ⅱ，研究调查方法论Ⅱ，消费者行动论研讨会Ⅱ，组织理论研讨会

Ⅱ，战略实例论Ⅱ，韩中企业实例研究Ⅱ，资本市场论，论文研究Ⅱ，经营学研讨

会Ⅱ

第六学期 国际经营主题研究，经营学主题研究Ⅱ，论文研究Ⅱ

Ⅲ硕博连读课程：54学分

学期 科目

第一学期
经营学特论，组织行为论研讨会Ⅰ，市场营销研讨会，人力资源管理研讨会，财务

管理研讨会Ⅰ外语(韩语/英语)Ⅰ★， 韩国文化理解Ⅰ



第二学期

组织行动专题研究，经营信息论，会计学， 金融机构论，全球营销，产业专家特

论，组织管理论，战略经营研讨会，韩国概况（理解）， 韩国文化理解Ⅱ， 国

际商法(韩中商务实例研究)

第三学期

研究调查方法论Ⅰ，税务管理，消费者行动论研讨会Ⅰ，组织理论研讨会Ⅰ，客户

关系管理研讨会，战略实例论Ⅰ，亚洲经营论，组织理论，财务管理，经营学主题

研究Ⅰ, 领导研讨会

第四学期 国际经营研讨会Ⅰ，经营分析，经营学研讨会Ⅰ，韩中企业实例研究Ⅰ

第五学期
消费者行动论研讨会Ⅱ，组织理论研讨会Ⅱ，战略实例论Ⅱ，亚洲经营论，经营学

主题研究Ⅱ

第六学期
国际经营研讨会Ⅱ，经营学研讨会Ⅱ，韩中企业实例研究Ⅱ，经营分析，投资论，

战略经营主题研究

第七学期 研究调查方法论 2， 管理统计学，资本市场论，营销战略，流通论，论文研究 1

第八学期 国际经营主题研究， 经营学主题研究Ⅱ，论文研究 2

* 带★韩国语课程与韩国文化理解课程为学校免费为留学生开设的文化体验课程

国际经营系的师资队伍

1 中文师资队伍

姓名 职称 毕业院校

崔明哲

최명철

教授兼系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学硕士

清华大学 管理学博士

安允儿

안윤아

教授 人民大学 文学学士/硕士/博士

张松青

장송청

教授 成均馆大学 法学硕士/博士

金山月

김산월
教授 南开大学 管理学学士

延世大学 管理学博士

权文兰

권문란

教授 延世大学 文学硕士

延世大学 文学博士

殷熙辛

은희신

教授 （前）韩国教育部 高级公务员

http://cndic.naver.com/zh/entry?entryID=c_3ff4bbeea581


2 英文师资队伍

国际经营专业入学材料：

① 入学申请书 1份(研究生院指定格式)

② 学习计划书 1份(研究生院指定格式)

③ 学士、硕士学位证书或毕业证书或预毕业证书 1份(硕士课程申请者要提交学士学位证书

或毕业证书，博士课程申请者要提交学士、硕士学位证书或毕业证书)

④ 学士、硕士成绩单 1份(硕士课程申请者要提交学士成绩单，博士课程申请者要提交学·硕

士成绩单）

※ 本科或硕士的插班生要补齐全部的成绩单(例如：本科 2年在中国, 2年在韩国完成的本

科学业, 需要提交在中国的成绩单）

⑤ 学历调查确认书 1份(需要写清楚中国大学教务处或者学科办公室负责人的传真和邮件，

以便进行学历查询）

⑥ 护照复印件 1份

⑦ 外国人登录证复印件 1份(现居住在韩国国内者提供)

⑧ 照片(3.5×4.5㎝) 6张(现居住在中国国内者提供）

⑨ 在读证明或在职证明书

姓名 职称 毕业院校及专业

Lee, Yongjoo 教授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经营学博士

Choi Dosoung 教授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经营学博士

Choi Sungsup 教授 威斯康星大学 经营学博士

Song Hayeon 副教授 南加州大学 大众传媒学博士

Yoo Jinyoung 副教授 德克萨斯大学 广告学博士

Yoon Jeewhan 副教授 乔治华盛顿大学 经营学博士

Jeao Seongmin 副教授 首尔国立大学 信息系统管理

Jo Sungjun 副教授 明尼苏达大学 双城分校

人力资源发展



[在中国的申请者追加提交材料]

区分 内容

①学历公证书

从学信网(http://www.chsi.com.cn)打印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证书调查结果书原件 1
份,学位认证书－在中国学位网(http://www.cdgdc.edu.cn/)进行认证后打印的学位认

证书原件一份

②身份确认书 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1份（本人）

③公证件

户口本公证书以及亲属关系公证书（英文）原件一份

(常住人口登记卡索引表上学生本人和父母不在一起的情况下需要亲属关系证明原件)
※父母离异或去世需要提交离婚证明或死亡证明

④居民户口本

复印件

常住人口公民身份号码登录表(包括全体家庭成员)或常住人口登记卡索引表(包括全

体家庭成员）

⑤银行存款余

额证明

存期到2018年 10月份截止的20,000美元(US$)以上的存款证明(本人或父母的名义）

留学相关费用：(汇率 1:170)
①报名费：480元（不退） 注册费：5800元

*包括入学申请费、翻译费、材料审核及递交（国际快件）、考试服务费

②课程费用

硕士课程：139800元

博士课程：198000元

硕博连读：259800元

*不含学历认证费、体检费、签证费、食宿交通费、材料费、保险费

③住宿费用

单人间：2700元/月 6000元/2个月 12000元/4个月

双人间：1900元/月 4300元/2个月 8000元/4个月

三人间：1500元/月 3600元/2个月 6800元/4个月

四人间：1200元/月 3000月/2个月 5500元/4个月

④申请及入学时间

申请材料递交截止时间：2018 年 05 月 27 日

全日制入学时间：每年 3月和 9月入学

弹性制入学时间：每年 1月和 7月入学



（摄于 2017 年 9 月课堂）

*附件 1：录取通知书样

*

*



*附件2：学费缴纳发票样式



*附件3：学位证书样式



韩国嘉泉大学国际经营学科中文

硕博学位课程

中国管理办公室联络方式：

电话：0571-88057931；82-10-32288358（韩国）

手机：13588166895

QQ： 2325898325

微信公众号：韩国嘉泉大硕博士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