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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C 韩国国际本硕班，是由韩国教育部高端人才培

养计划（GHC）与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合作办学，

联合培养项目。

GHC 全称是 Global Hub College( 国际化重点大学 )，

韩国教育部高端人才培养计划，该项目由韩国教育科学

技术部于 2010 年发起并资助的韩国优秀大学国际化进程

项目介绍
Project introduction

项目特色
Project features

改革的官方项目。通过严格的准入评审标准，选拔韩国

综合办学实力最优秀的大学，提供专项资金，帮助外国

留学生进行专业性教育，并且在留学经费方给予了最大

限度的支持，同时建立院校与韩国以及境外企业订单式

的人才培养合作模式，保障项目院校在读海外留学生的

就业。   

1. 引进韩国教育部 GHC 项目先进的、国际标准化的课程体系，

结合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优质的教学资源，选取最优秀的韩国

大学学习，为渴望深造的中国学生提供更优质的学习机会和更广阔

的发展空间，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专业人才，同时也为广大

莘莘学子提供了一条规范、经济、安全的留学通道。

2. 学生在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所修学的课程学分，第四年

通过“转学分制度”获取韩国 GHC 合作学校入学资格插班进入申

请的韩国大学大四阶段就读，毕业合格者获得中国教育部承认的韩

国大学学历与学位证书。

3. 项目的立意是为韩资企业定向培养人才；入学即参与项目签

署订单式培养就业保障承诺书，保障学生就业。

4. 随着大学教育的普及，本科学历已经成为就业的标准配置，

拥有硕士学历，对于学生今后的职业发展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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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Professional orientation

商科类

国际金融学

国际经济学

国际经营学

国际酒店管理

专业方向课程设置
Project features

学业规划
academic Planning

GHC 韩国国际本硕班教学计划是针对留学韩国高丽大学、中央大学、延世大学、启明大学，京畿大学等名校而设计的

国际课程体系，以韩语和专业课程为主，以培养国际化、应用型高层次人才为目标，为学生提供真实可靠、原汁原味的教

育体系。通过强化外语教育教学、突出专业基础训练、加大实践能力培养，以开门办学为指引，引进韩国大学优秀师资、

韩国跨国公司高管、中国优秀企业精英讲学等方式，为学生获取国外优质大学学历即全球认可的学士学位证书（全日制本科），

并赴海外留学完成本科课程后，前往国外合作院校进行学习深造，完成学习期满，符合条件者，可获得中国教育部认可的

硕士文凭。为进入优质韩国本土或国际韩资企业就业提供坚实基础。

商科类

全球道德管理

国际物流与贸易

商务谈判策略

全球人力资源管理

商业与金融

微观经济学

艺术商学

商务沟通等

经济学概论

宏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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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须知
Points to note for enrolment

收费标准
rate of charge

【韩国高校】

联系方式

1. 招生计划

60 人（20 人 / 班）因床位有限，

报名录取按照先后顺序，额满

为止。

2. 招生对象

2021 届高中毕业生（可少量接

收往届生、复读生、中专职高

毕业生）。

3. 录取条件
参加当地高考的学生，高考分
数不低于对应类别本科线下 50 
分，需参加项目统一组织的笔
试和面试，依据面试和笔试的
成绩择优录取。

6. 开学时间

2021 年 9 月（具体以录取通知

书时间为准）  

5. 报名资料
填写报名表，2 寸蓝底免冠照片
2 张，身份证、高中毕业证、高
中成绩单、曾获奖项证明复印
件各一份。

4. 报名方式
学校周边地区考生可直接到学
校招生办公室报名；其它地区
考生可在项目驻全国各地的招
生办事处报名；通过网站、电话、
微信以及信件方式报名。

1. 报名费：500 元

2. 入学测试费：1000 元 ( 符合免试条件者不予收取 )

3. 国内课程培养费：19800 元 / 人 / 年

4. 住宿费：1200--2900 元 / 人 / 年 

座机：028-62176989    028-61946033  

手机：18512889018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高尔夫大道 367 号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成都校区）第二教学楼 E 座 218、612 室

其他学杂费 : 详见入学须知

5. 国际课程培养费用：150000 元 / 人（含国际教养课程费、学籍

注册费、项目管理费、学分转换费、签证服务费等）

6. 留学服务费：10000 元 / 人

其他学杂费：详见入学须知

首尔地区 地方地区

学费 学费 3-5 万人民币 / 年 2-4 万人民币 / 年

住宿费 住宿费 2-4 万人民币 / 年 1-2 万人民币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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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延世大学
Yonsei universitY

韩国高丽大学
Korea universitY

合作院校
co-oPerative 
institutions

研究型综合大学，与首尔大学和高丽大学，并称为韩国大学的一片

天（S.K.Y.），韩国公认最著名的三所大学之一。延世大学在国际口碑与

声望极高，位列 2020THE 世界大学影响力排名世界第 47 位，韩国第 1 位；

2021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第 85 位，2019 年 THE 世界大学排名（商业、

创新、基础设施、专利）世界第一；2018 年社会责任指数第 1 位。

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简称高丽大、高大，是韩国最大

的私立研究型综合大学 之一，是环太平洋大学联盟成员、亚太国际教

育协会发起成员、亚太国际贸易教育与研究联盟 （PACIBER）成员和

Universitas 21的创始会员，世界大学100强之一. 韩国高丽大学历史悠久，

目前在韩国大学排名第 2 位、私立综合大学第 1 位。2021 年 QS 排名第

69 位，亚洲第 1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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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大学成立于 1973 年，是韩国优秀的研究型大学。学校以“打造 21 世纪亚洲最强高校”为座右铭，下

设十个学院。亚洲大学坐落于首尔南部的京畿道水原市，距离首尔约 40 公里。是首尔的卫星城市，现有在校生

14,350 名，包括 10150 名本科生及 4200 名研究生。2021 年 QS 世界排名第 540 名。

首次推出的教授绩效评估制度、讲课评比制度、一条龙行政服务系统、校园信息化等成了当时很多大学争相

效仿的对象。这一时期，亚洲大学开始在政府及媒体的各类大学评比当中，作为 100 年韩国大学史中的新兴私立

名校受到了关注。尤其是，从 1990 年代后期开始通过大型国策研究课题的中选和产学合作积极开展各项研究活动，

校外受托研究经费也自 开校以来首次突破 100 亿韩元。亚洲大学于 2003 年开校 30 周年之际，发布了大学发展

的新远景一成为“世界级大学”。

韩国京畿大学，和启明大学的简介修改。京畿大学建于 1947 年，是位于首尔（Seoul）及

京畿道道厅水原（Suwon）的韩国著名大学校，是京畿道的代表性名门学府，也是韩国 9 所以

道级（省级）行政区命名的大学之一。位于首尔市西大门区，水原校园是以本科为主的综合本部，

设置于 1979 年，位于水原市灵通区。目前，在校学生规模达 17,000 余人。京畿大学先后与世

界 38 个国家、220 所大学签署了姊妹协议，建立了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关系。2020 年 QS 亚

洲大学排名中位，列韩国大学第 59 位，亚洲 500 强。

韩国京畿大学
KYonggi universitY

韩国亚洲大学
ajou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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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启明大学（Keimyung University), 简称启明大，坐落于韩国第三大城市 --- 大邱市，是韩国一所私立综合性大学。亚

洲大学 200 强之一，她始建于 1899 年济众院（现启明大学东山医院前身）。1997 年启明大学被美国 180 所大学组成的 CCIS （ 

College Consortium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指定为美国大学生学习韩国语方面的唯一一所主管大学，旨在培养美国大学生的

世界性视野和国际性观念。
成 立 于 1994 年 12 月， 坐 落

在韩国最古老的历史名城——洪

城，距首尔约 150 公里，交通十分

便利。在韩国国内 4 年制大学当中，

以高就业率 (80% 以上 ) 名列第 35

位（2010 年），教授研究论文成

果名列第 8 位（2010 年），校内

3 个研究所的论文集正式为韩国研

究财团选定的登载候补学术志 . 教

授研究论文成果名列第 8 位（2010 

年），校内 3 个研究所的论文集正

式为韩国研究财团选定的登载候补

学术志。

 
KeimYung universitY

 

-

韩国青云大学

韩国启明大学

chungw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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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韩民国解放以后建立的第一所私立大学。1946 年以海公申翼熙先生为中心的上海临时政府成员

提议创建了国民大学。凝聚着民族独立之魂的国民大学这就是国民大学的宗旨。

2018 年韩国《中央日报》排名（a）创业部门第 1 位（b）教育环境第 2 位（c）外国留学生最喜

爱的大学第 5 位 2018 年 QS 亚洲大学排名中与中国双一流 211 院校哈尔滨工程大学并列。2020 年 QS

亚洲大学排名中与上海中医药大学、燕山大学排名接近。

中央大学（Chung-Ang University）是韩国首尔一所顶尖综合大学。目前，中央大学整体综合竞

争力排名全韩名列前茅 ，以表演系、电影系、摄影系、新闻系以及心理系最负盛名，其中，戏剧表演

系和电影系研究生院是全韩国最高的戏剧影视表演学府，培养出了众多顶尖的演艺界和文化界人士，中

央大学亦是世界戏剧院校联盟成员。中央大学在 2016QS 世界大学排名位列 356 名 ，2018 泰晤士报高

等教育亚洲大学排名 50 名 ，2017 韩国国内大学排名第 5 名。

 
KooKmin universitY
韩国国民大学  

 
chung-ang universitY
韩国中央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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