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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道富川市远美区新兴路56号街25(深谷洞)
地铁 富川站 北出口 : 徒步7分钟
公共汽车站(富川站2号出口) : 23-2, 31-9, 22, 83, 96, 61, 015
Tel. +82-32-610-0114     Fax. +82-32-610-0729     www.bc.ac.kr

Tel. +82-32-610-0721~6        Fax. +82-32-610-0729
E-mail. bcuoia@bc.ac.kr         international.bc.ac.kr

Tel. +82-32-610-0731~3        Fax. +82-32-610-0729
E-mail. bcuoia@bc.ac.kr         glc.bc.ac.kr

位置

富川
首尔

市政厅
仁川
机场

釜山光州

大田

江陵

首尔

富川



交通：在地铁1号线(富川站), 或7号线(新中洞站)下车 / 步行10分钟, 公共汽车可换乘



培养21世纪型人才的
世界性职业教育领头大学

富川大学的创立者梦堂韩恒吉先生(1897-1979), �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作为一名独立志士参加并领导了很多民族独立运动。
积极领导三一运动的他, 还是一名通过教育实现人才培养、 
产业复兴, 和民族觉醒的教育家。鉴于韩恒吉先生的各种功勋, �
他被追授为建国勋章爱国者和富川市最功高德厚之人士。�
富川大学继承并发扬着韩恒吉先生对祖国和对民族的热爱, �
是真正代表大韩民国的民族大学。

创立者
梦堂 韩恒吉

代表大韩民国的民族大学

總长
韩政锡

独立运动家梦堂韩恒吉先生创立了韩吉学院和富川大学的前身。利用40 多年时间，�
一心投入教育事业的前任校长韩方敎先生战胜一切困境，把富川大学不断发展壮大。
富川大学的校训是“高尚的人，做事的人，专业的人”。为了践行这则校
训，我们建设了像公园一样的校园，开设了体系化的专业教育课程，�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拥有一批把学生当作自己孩子的优秀教职员工。
我校不仅是获得了多种国家支援项目的、积极完成培养产业所需的专业 �
人才的社会责任的，而且还是为学生打开终生职业大 的
国内最强的专科大学。我因此而感到骄傲。
用幽美的自然环境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的第二校区即将投入使用。
 欢迎大家来富川大学，希望大家在这里施展才华和实现梦想，
 这里将成为莘莘学子永远的母校，富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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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届总统李明博在富川大学主持第73次国民经济大会

被教育科学技术部认证为教育力量强化事业优秀专科大学

被教育科学技术部认证为专业深化课程(4年制)最全优秀大学

被教育部认证为京畿ㆍ仁川地区就业率第一专科大学

被教育科学技术部认证为韩国专科大学中服务品质指数(KS-SQI)�

最高大学和教育力量强化产业优秀大学

被高等教育职业评价认证院认证为高等职业教育优秀大学

第二校区奠基仪式

被教育部认证为特性化大学

被教育部认证为产学协力领头大学(LINC)

被韩国教育部和法务部评为留学生招生管理质量认证大学

韩政锡總长就职

第二校区预计开校

素砂工科技术学校建校

富川工业专科大学建校, 韩方敎校长就职

韩方敎校长就任韩国专科大学教育协议会第五届会长

富川大学(名称变更)

第十八届教师节获奖(韩方敎校长获得国民勋章冬柏章)

被教育部认证为特性化优秀大学

被富川市追授为功德人物(创立者梦堂韩恒吉先生)

与富川市建立“产业ㆍ学校ㆍ政府机关”关系  

创立者梦堂韩恒吉先生追慕公园建成(富川中央公园)

被教育人力资源部认证为特性化项目优秀大学

被教育人力资源部选定特性化项目连续3年资金支援大学

富川大学建校50周年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1958

1979

1994 

1998

1999

2002

2004

2008

学校大事记

世界和大韩民国认证大学

富川大学第二校区 (2017)富川工业专科大学(1979)素砂工科技术学校 (1958) 富川大学 (2003)

产学协力领头大学(教育科学技术部认证)
产学协力领头大学(LINC Leaders in INdustry-college Cooperation), 教育科学技术部把大学的产学协力分
为两种(产学协力先导型和现场实习集中型), 富川大学被选定为现场实习集中型(理工科)产学协力领头大学
(2014~2017), 共有9个系参与了LINC事业。

特性化大学(教育部认证)
被教育部选定为特性化专科大学(2014~2019)，特性化大学(SCK, Specialized College of Korea)是教育
部对大学的就业率, 生源率, 教师人数, 学费投资率, 学分管理和放宽学费负担等进行评价和考核而评定的 。

高等教育品质认证大学
高等教育品质认证大学(KAVE, Korea Accreditation Board for Voc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是为了提高专科
大学的教育品质,加强相关部门的职责和促进职业教育品质的持续性改善而制定的认证制度。 富川大学被选定
为2014年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品质认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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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博总统访问 2010年大韩民国第十七届总统李明博在富川大学主持国民经济会议, 并与富川大学的师生展
开了长时间的座谈, 对富川大学的师生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

2010. 10. 14

驻韩中国大使馆艾宏歌参赞讲演 2014年中国大使馆艾宏歌参赞访问富川大学, �
并发表了中韩国际教育交流现状和展望的讲演。

2014. 10. 31

德才兼备人才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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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S 早间新闻 
'NCS 国家指定示范大学'

国家能力标准(National Competency 
Standards)要求各个学校积极开发培养产业
现场需要的优秀技术人才的教育体系, �
在这些大学中, 富川大学被评价为最有代表
性的大学, 对此进行了全国性的报道。

2014.11.21 播放

YTN 新闻
'通过留学韩国来规划自己未来职业的外国留学生们'

作为职业教育中心的富川大学, 针对来自世
界多国的留学生开展了多种多样的体验活动, 
留学生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和对自己感
兴趣的院系参观体验，在富川大学充分感受
到 “职业教育韩流”的同时, 对自己的未来职
业定位起到了很大帮助作用。对此进行了全
国 性的报道。

2014.11.21. 播放

KBS 新闻 9 
cycle show! ‘自行车体操’听说过吗?’

KBS, EBS 公共广播
'热点学科, 
 富川大学特别取材'

EBS 新闻
专科大学 ‘ 报名者增加了’

2011.06 播放 2012.02 播放

特别取材 : 富川大学运动康复系 特别取材 : 富川大学护理系

德才兼备人才的摇篮

7

广播媒体报道



国外大学师生来我校进行短期研修

日本国际外语观光空乘专科大学短期研修访问团(2015.1.5.~22)

英国伯顿和南部德比大学短期研修访问团 (2015.11.8.~15)

菲律宾莱西姆大学交换学生在韩国酒店现场实习（2015年暑假）

俄罗斯阿穆尔(amur)大学短期研修访问团 (2014.6.24.~27)

中国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短期研修访问团 (2015.5.18.~23)

2015年外国人留学生招聘博览会(2015.09.11.)

外国人留学生就业强化项目（留学生现场实习，外国留学生就业博览会等）

德才兼备人才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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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饮食制作体验

国际留学生羊肉串摊位（富川大学大同节庆典）

韩国传统文化体验（韩服体验）

韩屋村探访

外国留学生爱宝乐园游玩

韩国传统文化体验（韩国传统图案书包制作）

留学生韩国文化体验

德才兼备人才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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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宿舍生活

教授与学生们的料理party

乒乓球娱乐时间

与教授们的商谈时间

宿舍消防演习

业余跆拳道课程

德才兼备人才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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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川大学学生海外语学研修和现场实习

2015年海外语学研修与现场实习（日本）

2015年海外语学研修与现场实习（中国北京）

中国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2015年海外语学研修（新西兰）

2015年海外语学研修与现场实习（加拿大）

中国山东大学

海外大学交换生项目（本校学生赴海外交流学习）

德才兼备人才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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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川大学通过国际交流院招收外国留学生， 
现在有来自中国，蒙古，俄罗斯，日本，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 
乌兹别克斯坦等多国的留学生在学校学习。

大川同学（日本/酒店观光经营系 2年级） 帕西琳娜同学（俄罗斯/酒店观光经营系2年
级）

村木智子同学 （日本/酒店观光经营系 2年级）

在日本学习韩语的时候，我对旅游特别感兴
趣，所以就申请来韩国富川大学的酒店观光
经营系了。富川大学大量的实习课程，可
以使我积累各种工作经验，富川大学还提
供许多海外学习机会，所以我觉得来富川
大学学习是我的成功选择。毕业以后，我
想成为促进韩国与日本文化交流的桥梁。

我在韩国的其他大学韩国语学院学习韩语的时
候，了解到了富川大学酒店观光经营系，然后就
申请来这里学习了。来富川大学以后，专业课上
的韩国语比较难，但是因为有亲切的韩国同学们
的帮助学业还是很顺利的；虽然存在生活上和毕
业后工作选择上的苦恼，但是因为有对我们就像
对自己孩子一样的教授们的指导，这些苦恼也都
迎刃而解了。毕业后想从事国际教育有关的工
作。

当初是以短期交流生的身份来过富川大学，出于
对韩国的热爱和对富川大学的良好印象，我申请
来富川大学学习了。虽然因为语言不好做作业时
有一定难度，但是因为韩国同学的帮助，作业都
达到了教授们的要求。在这里和来自其他国家的
留学生一起用餐，一起学习，非常开心。毕业后
想为韩日交流做贡献。

사람다운 사람이 되자, 일다운 일을 하는 사람이 되자!

12

通过大量的沟通和体验

'不断成长的
富川国际化人才'



在国际交流院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相关专 委员们。
这些专 委员既是相关院系的外语教授，也为了实现“走向世界的富川， �
从世界中走来的富川”这一口号而积极指导教育学生和从事大量的国际交流活动。

英语圈 专 委员

- 各语言圈交流担当 (语学研修，韩国语言学院介绍，外国 留学生短期研修、入学和插班协助，实习就业指导)
- 各语言圈外国留学生学习生活指导

日语圈 专 委员 中文圈 专 委员

※每个语言圈2名教授 (共 6名)

德才兼备人才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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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全球化富川而努力！

国际交流院专 委员教授们 



英国
Bournville College 等两所大学

中国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等十四所大学

越南
Hong Bang University

等六所大学

马来西亚
Berjaya University College of Hospitality

新加坡 
PSB Academy 等三所大学

菲律宾  
Lyceum of the Philippines University

俄罗斯
Amur State University

日本
Josa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等五所大学

国际性教育项目运营

  互认学分，互派交换生，开设共同学位课程
  互认学分 海外共同办学-双学位课程(1+1, 2+1合作模式等)
  留学生插班

积极的海外现场实习项目

  特性化的海外现场实习项目(中国, 新加坡, 日本, 澳大利亚等)
  海外企业和教育机关的联结协力课程支援

德才兼备人才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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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国际交流友好大学现状�
 _ 于2016年3月



菲律宾  
Lyceum of the Philippines University

加拿大
Thompson Rivers University

美国
Shepherd University

等两所大学日本
Josa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等五所大学

 共10个国家 39所大学
国际语学中心(Global Language Center)运营

为外国学生开设了特色的韩国语教育学院

  �英语 : 海外(美国,加拿大, 英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菲律宾等)英语研修及英语教育项目运营
  �汉语 : 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语学研修及汉语教育课程运营
  �日语 : 日本语学研修及日语教育课程运营

 针对外国人的系统韩国语教育
 我们拥有韩国语教师资格证的高水平教授团队，还为准备韩国语能力考试 (TOPIK) 的同学开设高得分特别班
 与韩国文化体验(K-POP等)相连接的韩国语特别课程
 �与韩国语教育相连接的技术资格证教育课程（咖啡师资格证课程，发型设计课程，�
  针对外国人的韩国语教师资格证课程等）

外国语
教育

韩国语
教育

德才兼备人才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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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系 _ 2年制*

酒店观光经营系 _ 2年制*

不动产交易营销系 _ 2年制*

文秘行政系 _ 2年制*

幼儿教育系 _ 3年制*

税务会计系 _ 2年制

社会福祉系 _ 2年制*

婴幼儿保育系 _ 2年制

航空服务系 _ 2年制*

人文系列

科系设置

食品营养系 _ 3年制*

酒店外食料理系 _ 2年制*

护理系 _ 4年制

自然科学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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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年制后面带*的科系开设了专业深化课程 
 (可以颁发韩国教育部承认的本科学位证)

共 4个系列�
 27个系

建筑系 _ 3年制*

室内建筑设计系 _ 3年制* 
土木工程系 _ 2年制*

电脑信息安全系 _ 3年制

电脑软件设计系 _ 3年制

电子系 _ 2年制* 
信息通信系 _ 2年制*

智能机器人系 _ 3年制* 
电子商务系 _ 2年制*

纤维服装商务系 _ 2年制*

影像&游戏设计系 _ 2年制

工学系列

工业设计系 _ 3年制*

运动康复系 _ 2年制*

艺体能 
系列



大学专业 
(编)入学
学科1

系列 系/专业 课程年限 可颁发4年制�
学士学位

工科

建筑系 3年制 O

室内建筑设计系 3年制 O

土木工程系 2年制 O

电脑信息安全系 3年制
电脑软件设计系 3年制
电子系 2年制 O

信息通信系 2年制 O

智能机器人系 3年制 O

电子商务系 2年制 O

纤维服装商务系 2年制 O

影像&游戏设计系 2年制

艺能
工业设计系 3年制 O

运动康复系 2年制 O

自然

食品营养系 3年制 O

酒店外食料理系 2年制 O

护理系 4年制

人文

工商管理系 2年制 O

酒店观光经营系 2年制 O

不动产交易营销系 2年制 O

文秘行政系 2年制 O

税务会计系 2年制
幼儿教育系 3年制 O

社会福祉系 2年制 O

婴幼儿保育系 2年制
航空服务系 2年制 O

德才兼备人才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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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资格2

语言能力要求3

入学资格

外国人
1) 父母都是外国人的外国学生
2) 在海外完成相当于韩国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全部课程的学生

在外国民 在外国完成相当于韩国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全部课程的在外国民

插班生申请资格 (需同时满足以下所有条件)

1 在外国大学（包含专科大学）完成1年以上课程后，想插班到大学2年级学习的学生

2 想插班到与本人以前的院系相同或者相类似的院系者

3 在相关国家教育部认证的大学里面学习者

4 在以前的大学里面没有过拘役，被开除学籍，或者留级现象者

5 取得韩国国立国际教育院举办的韩国语能力考试 (TOPIK) 3级以上者 

6 即使没有TOPIK 3급，但是可以被我校判定为具备相应的韩国语沟通能力者 

7 根据学业计划书和面试被我校判定为可以入学者

语言能力要求 (满足以下两种条件中任意一项者)

1) 持有国立国际教育院颁发的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3级证书以上者 
2) 被判定为具备相应的韩国语构词造句能力者(韩国语课程6个月以上者) 

※ 在国内外正规教育机关学完6个月以上的韩国语课程者也可以申请

※ 拥有包含韩国国籍的双重国籍者不可申请
※ 国外的家庭教育，网络大学等学历不予承认
※ 申请富川大学的条件：参考富川大学外国人留学生入学及管理实施细则第2章（新入学）和第3章（插班）

德才兼备人才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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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学（或插班）申请书 [样式 1]

2 自我介绍书

3 最终学历的毕业证及毕业证网上认证(或者毕业证公证的领事认证)

4 最终学校全学年成绩单原件

5 申请人及父母的户口本复印件(本人和父母不在同一户口本的情况需要亲属关系公证)

6 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或者护照复印件(本人及父母)

7 外国人登陆证复印件(仅限于持有外国人登陆证者, 证件前后面复印)

8 韩国语能力考试资格证书

9 银行存款证明(20,000美金以上, 一年定期存款)

10
父母的在职收入证明(需要有用人单位的联系方式)
留学经费担保书(本校样式)

11 个人信息使用同意书(本校样式)

12 个人信息使用同意书

13 照片（3.5 cm * 4.5 cm） 3张 

14 转型费 35,000韩元

※ 出入境在审查申请签证所需要的材料时，也许会要求提交其它材料。

申请材料4

德才兼备人才的摇篮

20



※ 留学生享受另外专有的奖学金 (减免上面提示的学费的25~30%)
※ 成绩优秀者还可以享受额外的成绩优秀奖学金，韩吉优秀人才奖学金等

学费金额5

名目 年级 名称 金额

专科课程
1 入学金 75 ~ 80 万韩币 

1 / 2 / 3 学费 315 ~ 340 万韩币

专升本课程
(专业深化)

3 入学金 30 ~ 35 万韩币 

3 / 4 学费 300 ~ 315 万韩币

德才兼备人才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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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 时间 接收材料 学费交纳

春 3月中旬 ~ 5月底 1月底 1月底

夏 6月中旬 ~ 8月中旬 4月底 4月底

秋 9月中旬 ~ 11月底 7月底 7月底

冬 12月初 ~ 2月中旬 10月底 10月底

国际语学中心

教育课程1

正规课程招生计划2

长期课程申请材料 3

长期课程
(春/夏/秋/冬4个学期)
(每个学期10周课程)

韩国语长期课程 
 （穿插韩国文化体验）�
6个月~2年

- 入学条件 : 高中（或者高三在读）以上学历者 
- 开设有TOPIK韩国语能力考试班
- 提供大量的文化体验活动: K-POP, K-DRAMA, 料理教室, 韩国探访等�
※ 特别优惠对象：结婚移民者和多文化家庭学生

短期课程
(夏季/冬季)

定制型教育课程 
1周~3个月

- 韩国语课程与各种技术（资格证）教育并行
- 专门为促进就业的技术教育 (咖啡师资格证，美容化妆师资格证等) 
- 非留学签证者也可以申请

※ 入学前或入学后交纳留学生保险费用(13万韩币) / 申请住宿者需交纳健康诊察费(4千韩币)

※ 出入境在审查申请签证所需要的材料时，也许会要求提交其它材料。

1 入学申请书 (本校样式)

2 自我介绍书 (本校样式) 

3 学习计划书 (本校样式) 

4 个人信息使用同意书 (本校样式)

5 留学经费担保书 (本校样式)

6
最终学校(高中以上)毕业(预毕业)证的原件及公证认证材料 �
(毕业证或者预毕业证公证件的韩国领事认证；或者学信网/学位网提供的认证)  

7 最终学校的全部学年成绩单 

8 申请者(或者父母)在相应国家银行开据的银行存款证明原件 (6个月以上的定期存款 金额9千美金以上 )

9  父母在职证明及年收入证明

10 申请者与父母的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申请者与父母不在同一户口本时，需同时提交亲属关系公证）

11 申请者与父母的居民身份证 (仅限中国国籍者

12  韩国语或者其它外语成绩证明（仅限拥有者）

13  护照复印件 (拥有外国人登陆证者需同时提交外国人登陆证复印件)

14  3张 照片 （3.5 cm * 4.5 cm ） 

15  转型费5万韩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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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金额 备注

长期课程 100万韩币 必须至少申请两个学期 (学费1,000,000韩币*2学期)

短期课程 50~60万韩币 以周为单位，根据课程费用也有多变化

报名费 5万韩币 短期课程除外

学费 报名费, 宿舍费, 宿舍保证金

Beneficiary A/C 630-009241-153 630-007548-423

Beneficiary Name Bucheon University

Beneficiary Address 25, Shinheung-ro 56 beon-gil, wonmi-gu, Bucheon-si gyeonggi-do Korea

Bank Name KOREA EXCHANGE BANK, BUCHEON BRANCH

Swift Code KOEXKRSE

Bank Address 420-822 SIMGOK 2-DONG WONMI-GU, BUCHEON-SI

Bank Tel GYENGGI-DO KOREA 169-10

入学申请和入学步骤4

学费6

学校账户信息5

[学生]
提交材料

[学生]
去相关韩国领�
事馆贴签

[相关韩国领事馆]
把签证贴到护照上

[学生]
告知学校可以取得�
签证的日期和来韩机票(或船票)信息

[学生]
入国

[大学]
材料审核通过后 
颁发标准入学许可书(必要时向学生转达)

[大学]
告知学生签�
证返签号

[大学]
材料和标准入学许可�
书提交至出入境管理处

[出入境管理处]
材料审核通过后
颁发签证返签号

※ 为了顺利申请留学签证，申请富川大学的学生应该在入学典礼45天之前，把所有材料递交至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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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使用(床、写字台和椅子、个人衣橱)、房间公用(洗手间、淋浴室)、
宿舍公用(厨房、洗手间、洗浴室)、因特网、中央空调、
洗衣机、干燥机、饮水机、电冰箱、高清数字电视机等

宿舍 INTERNATIONAL 
HOUSE

留学生宿舍全景

休息室

楼层密码安全门

留学生商谈室

 * 2015年1月宿舍内部重新装修后设施完善
 * 预计2017年富川大学第二校区宿舍楼竣工（可容纳300学生入住） 

设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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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室

梦堂图书馆

独立卫生间

健身房

18万韩币 * 6个月
ㅡ
108万韩币

35万韩币 * 6个月ㅡ
210万韩币

22万韩币 * 6个月
ㅡ
132万韩币

20万韩币ㅡ
※退宿舍时返还15万韩币 �
(扣除床上用品费用5万韩币)

宿舍
保证金

宿舍设施或者卫生状态不良时，会扣除部分或者全部保证金费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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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最先进的教学楼和宿舍楼(宿舍楼可入住300名学生)

京畿道富川市素砂区 – 地铁1号线素砂站 (徒步15分钟) ┃ 距离仁川国际机场的驾车时间为30分钟

2017年
第二校区预计开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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