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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学研究生院简介
延世大学国际学研究生院于1987年设立，是韩国第一所国际学研究生院，其设立
宗旨是培养应对国际化时代的精英人才。目前我院的所有课程都以英文授课，迄今已
培养了三千多名韩国学生和外国学生。从1996年到2000年，韩国教育部将我院指定为
国际专业人才培养基地，此后我院在培养国际社会主干力量方面一直担当核心角色。1
999年11月，我院正式成为专门研究生院，并增设了韩国学、国际合作、国际通商工商
管理等专业和博士点。2022年3月，为应对国际化的时代潮流，我院将首次开设全球精
英课程（中文授课）。

2. 专业与课程介绍
1）专业与课程名称：
Global Civic Studies 全球精英课程 (Global Citizenship and Cooperation)
2）授予学位：国际学硕士学位 Master of Global Civic Studies
3）学制：四个学期
4）授课语言：中文
5）专业培养目标：本专业的宗旨是，通过系统的课程学习，培养具备德才兼备、包
容和谐的精神，并具备全球问题解决能力的人才。为实现此目标，本课程将为学生提
供融合国际关系学、国际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专业知识的高质量课程，培养既具有包
容精神又具有在国际舞台发挥专业能力的全球精英。
6）主要培养领域：国际关系学、国际经济、文化、外语（英语或韩语）
7）毕业条件：获得本课程设定的48个学分（可包括实习和外语课程）即可以获得毕
业资格。
8）教授队伍：延世大学教授，韩国与中国一流大学的知名教授。
9）上课地点：延世大学新村校区国际学研究生院。
10）学费：本课程的一学期学费为1000万韩币（包括延世大学语学堂的英文或韩语
正规课程学费；另外，第一学期需要支付的入学手续费为1,195,000元韩币）。
* 上述学费是以2022年春季为准的金额，按照学校政策有可能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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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入学程序与日程
No.

程序

日程安排

1

网上申请并提交申请书

2021年5月21日（周五）- 2021年6月6日（周日）
韩国时间晚上12点（北京时间晚上11点）

将申请入学材料上传到国际学研究生院入学申请网站：
https://gsis.yonsei.ac.kr/
2

材料审核

2021年6月7日（周一）- 2021年6月25日（周五）

本学院先进行材料审核，材料审核通过者将通知面试；
面试形式为网络面试（以中文进行），面试日期为2021年6月中下旬；
面试具体日期将通过电子邮件另行通知。
3

公布录取结果

2021年7月2日（周五）韩国时间下午五点

公布方式：可在延世大学国际学研究生院网站上查看录取结果
https://gsis.yonsei.ac.kr/
4

提交申请材料原件

2021年7月5日（周一）- 2021年8月13日（周五）

被录取的学生务必在上述期间内将申请材料原件寄送到如下地址；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Global Civic Program)
Room 510, New Millennium Hall, Yonsei University, Yonsei-ro 50,
Seodaemum-gu,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Zip code: 03722)
서울시 서대문구 연세로 50번지 연세대학교 신촌캠퍼스 새천년관 국
제학대학원 510호 (邮编: 03722)
如期限内未提交申请材料原件，将被取消入学资格。
5

入学

2022年3月2日（周三）

4. 申请资格
1）第一类申请人：申请人与其父母都拥有外国国籍，并且在韩国国内外大学获得本
科学位的或者2021年8月之前可获得本科毕业证书的人；
2）第二类申请人：申请人本人拥有韩国国籍，或申请人本人不具有韩国国籍但其父
母中至少一人拥有韩国国籍，申请人从小学到高中、大学本科全过程都在韩国以外的
国家接受教育。
* 本课程为中文授课课程，所以申请人应该具备用中文授课的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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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入学考核方式与程序：对提交材料进行审核与面试
1）我院按照入学申请材料对学生的入学资格、学习能力与学习态度等进行评估；
2）审核委员可以要求通过材料审核的学生进行面试；

6. 提交申请入学材料
1）入学材料的提交方式（将扫描件上传到本院入学申请网站）
一、所有的提交材料必须用PDF或者JPG文件上传。按照下面的表格，将它压缩成
【提交材料一】与【提交材料二】文件夹之后上传。
分类
【提交材料一】
（请把这些材料
压缩成一个文件
后上传）

该上传的材料

备注

- 个人陈述及学习计划书: [Form 1] Person 下列入学申请材料
al Statement & Study Plan(用中文撰写)
目录中第二到第四
- 本科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或者预毕业证明
- 本科成绩单原件或者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
息网(学信网)开具的《大学成绩认证报告》

【提交材料二】
（请把这些材料
压缩成一个文件
后上传）

- 本人护照与身份证复印件
下列入学申请材料
- 父母的护照与身份证复印件
目录中第五到第九
- 亲属关系证明
- 银行存款证明：银行存款证明非申请人本
人 账 户 时 ， 还 需 要 下 载
[Form 3] Letter of Sponsorship后与银行存款
证明一起上传
- 学生信息卡：不是在韩国大学就读的申请
人
都
需
要
下
载
[Form 4]Release of Student Information Form
填写之后上传扫描件
第二类申请人（申请人本人拥有韩国国籍，
或申请人本人不具有韩国国籍但其父母中至
少一人拥有韩国国籍， 申请人从小学到高
中、大学本科全过程都在韩国以外的国家接
受教育）还要上传[Form 5] International
Admission II ONLY: Education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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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属于第二类的
申请人需要提交
下列入学申请材料
目录中第十一到第
十四

二、两封推荐信应由撰写推荐信的老师本人直接发送到如下网站：
gsis.gcs@yonsei.ac.kr

2）被录取的申请人提交入学材料原件方式
一、被录取的申请人必须在期限（2021年7月5日（周一）到2021年8月13日（周五））
内将毕业证明原件、成绩单原件与如下材料都寄送到我院指定地址。
* 如期限内未提交，将会被取消入学资格
对象

被录取的申请人要提交的原件材料

韩国大学的毕业生与 毕业证书原件与成绩单原件
应届毕业生
外国大学的毕业生与 将经过文件发行国apostille认证（毕业院校所在国家政府
应届毕业生
指定机构颁发）或者领事认证（在毕业院校所在国的韩国领
事馆办理）的毕业证明与成绩单翻译成韩文或英文后进行公
证并提交
（领事认证的咨询电话：韩国外交部领事服务科 +82-2-210
0-7500）
中国大学的毕业生与 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www.chsi.com.cn)或者
应届毕业生
China Academic Degrees & Graduate Education Informat
ion (www.cdgdc.edu.cn)开具的英文版《大学成绩验证报
告》和成绩单原件一份
持有中国国籍的申请 亲属关系证明与居民户口簿的翻译公证件
人

3）申请入学材料目录
一、所有申请人都要提交的材料
No.
1

所有申请人都要提交的材料
延世大学国际学研究生院入学申请书：在网站系统上直接输入
中英文姓名、国籍与出生年月日都必须与护照一致；
申请人必须填写本人的电话号码与电子邮箱等联系方式（不得填写中介公司
的联系方式）

2

个人陈述及学习计划书 [Form 1] Personal Statement & Study Plan
用中文叙述个人情况 、申请理由、学业计划与发展方向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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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科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 Bachelor’s Diploma and Certificate of Graduation
或者预毕业证明 Letter of Expected Graduation
- 韩国的大学毕业生或应届毕业生：韩语版毕业证书或明确填写预期毕业日
期的预毕业证明原件1份
- 中国大学的毕业生：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开具的《学历在线
验证报告》原件1份
- 中国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先提交明确填写预期毕业日期的预毕业证明扫描
件1份，毕业后再提交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开具的《学历在线
验证报告》原件1份
- 外国大学的毕业生：英文毕业证明或毕业证书复印件1份
- 外国大学应届毕业生：由所属院系的Dean、Department Head、Registrar
或者Academic Advisor开具的明确填写预期毕业日期的预毕业证明原件1份
（必须是由开具证明的人密封后直接提交）
应届毕业生的预期毕业日期必须是2021年8月31日以前。

4

本科成绩单原件 Official Bachelor’s Transcript 或者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
(学信网)开具的《大学成绩认证报告》
提交的成绩单应包括交换学生、插班转专业、双专业等所有本科时期的成绩
单；
提交的成绩单应包括整个学习期间的总学分、绩点与总分等内容，应届毕业
生要提交入学至毕业前一个学期的成绩单。
- 韩国大学的毕业生或应届毕业生：所属大学开具的成绩单原件
- 中国大学的毕业生：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开具的《大学成绩
验证报告》
- 中国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先以邮件形式提交所属大学开具的正式英文成绩
单（Official Transcript）1份，毕业后再提交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
信网)开具的《大学成绩验证报告》
- 外国大学的毕业生（应届毕业生）：所属大学开具的正式英文成绩单（Off
icial Transcript：须由开具证明的人密封后直接提交）或者翻译成英文或
韩文并进行公证的成绩单。但如因为疫情无法发送纸质材料时，可以通过电
子邮件方式提交e-Transcript（在此情况下，应由所属大学的院系办公室直
接将其发送到gsis.gcs@yonsei.ac.kr邮箱，申请人提交申请入学材料时必须
在另一张纸上标注发送e-Transcript的大学邮箱地址）。如已提交经过翻译
后公证、apostille认证、领事确认等手续的成绩单时，则不需要再提交密封
的成绩单复印件。
- 如成绩单上没有纪录绩点（CGPA），申请人还需要提交所属大学按照4.0、
4.3、4.5或者100分为满分的、证明申请人绩点的正式文件或可说明成绩体系
的正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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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本人护照与身份证复印件 Copy of Passport and National ID Card

5

申请人需提交有效的护照与身份证复印件。如在韩国居住，还要提交韩国政
府发行的外国人登录证复印件。
6

父母的护照与身份证复印件 Parents’ National ID Cards
申请人需提交父母双方的有效护照与身份证复印件。如父母离婚或去世，需
提交可以证明这一事实的证明。

7

亲属关系证明 Certificate of Kinship 与户口本 Household Register
- 持有中国国籍的申请人：需提交经过翻译和公证的亲属关系证明与户口本
复印件。
- 持有中国以外国籍的申请人：需提交出生证明（Birth certification）复
印件或者可以证明申请人与父母之间关系的家族关系证明。

8

银行存款证明 Verification of Deposit

9

- 为了获得D-2签证，申请人应需要提交银行存款总额超过20,000美元或等值
的人民币账户存款证明
银 行 存 款 证 明 非 申 请 人 本 人 账 户 时 ， 还 需 提 交
[Form 3] Letter of Sponsorship
学生信息卡 [Form 4] Release of Student Information Form
- 不是在韩国大学就读的申请人都需提交该学生信息卡

10

两份推荐信[Form 2]或者自由格式
- 推荐信应包括推荐人的姓名、所属单位、职称与联系方式
- 推荐信应由推荐人本人以所属单位的邮箱地址直接发送到gsis.gcs@yonse
i.ac.kr
- 推荐信可用中文、韩文或英文撰写。

二、属于第二类的申请人需要提交的附加材料
No.
11

属于第二类的申请人需要提交的附加材料
个人教育情况说明书 [Form 6] Education Summary
申请人必须填写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个人教育情况

12

小学、初中、高中的学历证明 Elementary / Middle / High School Records
这些证明应包括申请人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出勤情况

13

出入境事实证明 Certificate of Entry and Exit
该证明可在韩国大使馆、韩国出入境管理事务所或韩国地方政府居民中心办
理；出入境事实证明应包括从出生日期到开具证明日为止的所有信息

14

家族关系证明 Certificate of Family Relations
该证明可在韩国大使馆、韩国出入境管理事务所或韩国地方政府居民中心办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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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注意事项
1）提交的材料一概不予退还。
2）填写申请书时输入的专业、成绩信息应与毕业证书和成绩单内容一致。
3）申请书上提到的参加活动情况和获奖证明，必须提交可证明的正式文件。
4）被录取的申请人需要提交上述的附加材料（提交期限为2021年8月13日）
* 如期限内未提交，将会被取消入学资格
5）提交申请材料如有伪造、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行为或者面试中的不正当行为时，申
请人将不被录取。如发送录取通知后发现此类行为，我院则将取消该生入学资格。
6）应届毕业生如入学日期（2022年3月2日）之前未获得本科学位证书，我院也将取
消其入学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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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s

You can download the forms from the GSIS admission
website: http://gsis.yonsei.ac.kr

Personal Statement & Study Plan [FORM 1]
Applicant’s Name:

Intended Program:

•

If you use the provided form, your personal statement and study plan should not exceed the provided pages.

•

If you provide your own freeform statement and study plan, the entire document should not exceed three pages
(Times New Roman, 12pt, double-spaced).

Personal Statement & Self-Introduction
Tell us about yourself. This may include, but is not limited to,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study and work
experience, background, and motivations for applying to Yonsei G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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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Plan
Please describe your aptitude and motivation for graduate study in your area of specialization. This may
include, but is not limited to, preparation for this field of study, academic plans, research interests, and
future career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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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form 2]
To the applicant:
Please fill in the required information below in capital letters, then forward this form to the person who will write this
letter.
Legal Name:

First

Last/Family

Middle

Email:

Date of Birth:

YYYY

Intended Degree:

Master

Intended Program:

Doctoral

Korean Studies

MM

DD

Non-Degree
Global Studies

To the recommender:
Please fill in the questions honestly and to the best of your knowledge.
Recommender Name:

Position:

Email:

Phone Number:

How long have you known the applicant, and in what context?

I certify that the information presented in my recommendation is accurate, complete, and honestly presented. I also
certify that I have kept any information in my recommendation confidential and I will not disclose it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Signature:

Printed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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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1.

Please assess the applicant’s qualities in the evaluation table given below. Rate the applicant compared to
other students in the applicant’s school year.
Classification

Excellent
(Top 2%)

Very Good
(Top 10%)

Good

(Top 25%)

Average

Below Average

Poor

N/A

Academic Achievement
Academic Potential
Integrity
Responsibility and
Independence

Creativity and Originality
Communication Skills
Interpersonal Skills
Leadership

2. What do you consider to be the applicant’s strengths, whether academically or in personality? Please
explain with specific examples and note any active or potential talents that cannot be otherwise assessed
through grades and other objective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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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hat do you consider to be the applicant’s weaknesses? Are there any aspects to the applicant’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that the evaluators should consider? Please explain with specific examples.

4. How well do you think this candidate is prepared for graduate study?

5. Please write anything else that you feel we should know about the applicant. (Optional)

Please seal this letter in an envelope and sign across the flap, then return it to the applicant. We
appreciate your assistance in this 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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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 OF SPONSORSHIP [FORM 3]

Yonsei GSIS Admissions Office
510 New Millennium Hall
50 Yonsei-ro, Seodaemun-gu
Seoul 03722

To Whom It May Concern:

I,

(Sponsor’s Name)

Yonsei University. I am his/her

, agree to pay all expenses for
(Family Relation)

.

(Applicant’s Name)

This sponsorship includes, but is not limited to, tuition, books, health insurance, housing, food, and
other costs that may arise.
I have attached my bank statement or verification of deposit to demonstrate that I have sufficient
financial resources to cover expenses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program.
Should you have any inquiries or concerns,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me at the contact
information provided below.

Sincerely,

(Sponsor’s Signature)

(Sponsor’s Name)

(Date)

(Contact)

(Mailing Address)

at

RELEASE OF STUDENT INFORMATION FORM[FORM 4]
Please fill out the following fields and sign at the bottom of the form. Yonsei GSIS will only use this
information to verify your academic records.

Applicant’s Name
Date of Birth (YYYY/MM/DD)
Name of University
University Student ID Number
University Registrar’s Email
University Registrar’s Phone
University Registrar’s Address
Date of Entrance (MM/YY)
Date of Graduation (MM/YY)
Degree Obtained

The Release of Student Information Form permits the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Yonsei University to both request and release information regarding academic credentials and records.
By submitting an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to the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Yonsei
University, I hereby authorize the administrator and/or other individuals to confer with others in order
to obtain and verify my credentials and qualifications.
In signing this form, I release of all liability authorized individuals or organizations, who act in good
faith and without malice, in regards to obtaining and provid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my academic
credentials, records, and qualifications.
I hereby consent to the release of information relevant to my credentials and qualifications by any
authorized persons at Yonsei University and other institutions.

Signature:

Date:

Overseas Korean Students Only

International Admission II: Education Summary [FORM 5]
According to the Higher Education Act and Yonsei University’s policy, applicants who have not
renounced their Korean citizenship, or whose parents have not renounced their Korean citizenship,
wishing to apply a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ust submit proof of foreign education. This entails
receiving all education outside of Korea: Grades 1 to 12, as well as the bachelor’s degree. Please
summarize your education records below. The office reserves the right to ask for apostilled or verified
copies of your records.

Applicant’s Personal Information
Applicant’s Name

Date of Birth

Citizenship

Place of Birth

Mother’s Full Name

Citizenship

Father’s Full Name

Citizenship

Education Summary
Grade

School Name

Dates Attende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Additional
I hereby declare that the above information is true and accurate.

Signature:

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