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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为全州大学的外国本科留学生尽快适应大学
生活而制作。内容包括教务制度、奖学制度、出入
境制度、大学生活及留学生经常咨询的问题。

希望这本指南为留学生提供平易近人的行政服务和
教育环境, 提高留学生活的满意程度, 并帮助留学生
理解教务制度, 适应大学生活。全州大学支持每一位
留学生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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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州大学, 
培养超级明星的地方

1. 全州大学教育指标

2. 全州大学异象

3. 全州大学教育目标

4. 国际交流院

5. 2020-2021学年主要教务日程

6. 一目了然的大学生活









外国留学生 指南  11

第一部分. 培养超级明星的全州大学

C. 位置

1) 国际交流院留学生管理组: 国际馆203号

2) 单科学院专任助教: 单科学院行政办公室

3) 留学生服务中心: Star Center A209号

D. 主要业务

 教务: 听课申请, 成绩, 奖学金, 休学, 复学, 除名等

 学业: 支援学业项目, 专业辅导, 韩国语提升辅导, TOPIK指导等

 签证: 申请签证, 外国人登录证申请·延期, 签证变更, 时间制就业(打工)许可, 出入境相关业务

 生活: 宿舍申请, 文化体验, 免费诊疗, 支援留学生保险

 咨询: 学业及生活相关的所有问题

E. 重点支援项目

 第一,「学习的留学生活」支援成功的学业

    • 指导提升韩国语沟通能力
    • 辅导提升专业学习
    • 支援取得高级TOPIK学习

 第二,「健康的留学生活」有疾病和受伤时给予帮助

   • 支援义务加入医疗保险
   • 留学生合作医院医疗费减免制度
   • 访问学校进行免费诊疗服务
   • 支援住院-出院及医疗费支付保证

 第三,「如同自E家的留学生活」支援适应、了解韩国社会

   • Host Family, 结识韩国人良师(Mentor）
   • 支援适应文化项目
   • 访问留学生单间公寓进行咨询服务
   • 各单科学院有专任助教服务

 第三,「有陪伴的留学生活」与社区合作, 为留学生建立交流群体

   • 社区自愿者教学的韩国语学习班
   • 通过文化、体育交流的社会融合
   • 通过各个国家留学生会进行留学生活指南
   • 与留学生服侍团一起实践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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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0-2021学年 主要教务日程

A. 1学期

内容 2020学年 1学期 2021学年 1学期

新生听课申请 3. 13.(周五) 2. 26.(周五)～2. 27.(周六)

1学期开学 3. 23.(周一) 3. 2.(周二)

1学期听课申请变更 3. 16.(周一)～4. 3.(周五) 2. 22.(周一)～3. 5.(周五)

1学期申请取消听课 4. 6.(周一)～4. 17.(周五) 3. 8.(周一)～3. 26.(周五)

期中考试 开学后第八周 开学后第八周

1学期课程评价 6. 22.(周一)~7. 14.(周二) 6. 7.(周一)～6. 29.(周二)

期末考试 6. 29.(周一)～7. 3.(周五) 6. 14.(周一)～6. 18.(周五)

2学期转系申请 6. 29.(周一)～7. 16.(周四) 6. 14.(周一)～7. 1.(周四)

1学期成绩确认 7. 15.(周三)～7. 21.(周二) 6. 30.(周三)～7. 6.(周二)

1学期成绩排名公开 7. 23.(周四) 7. 8.(周四)

2学期听课收藏夹 8. 5.(周三)~8. 9.(周日) 7. 21.(周三)～7. 27.(周二)

2学期听课申请 8. 19.(周三)~8. 23.(周日) 8. 4.(周三)～8. 10.(周二)

后期学位授予日 8. 19.(周三) 8. 18.(周三)

B. 2学期

内容 2020学年 2学期 2021学年 2学期

2学期开学 2020. 8. 31.(周一) 2021. 8. 30.(周一)

2学期听课申请变更 8. 24.(周一)~9. 4.(周五) 8. 23.(周一)~9. 3.(周五)

2学期申请取消听课 9. 7.(周一)~9. 25.(周五) 9. 6.(周一)~9. 24.(周五)

期中考试 开学后第八周 开学后第八周

补课周 10. 26.(周一)~10. 30.(周五) 10. 25.(周一)~10. 29.(周五)

2学期课程评价 12. 7.(周一)~12. 29.(周二) 12. 6.(周一)~12. 28.(周二)

期末考试 12. 14.(周一)~12. 18.(周五) 12. 13.(周一)~12. 17.(周五)

2021学年1学期转系申请 12. 14.(周一)~2021. 1. 4.(周一) 12. 13.(周一)~2022. 1. 3.(周一)

2学期成绩确认 12. 30.(周三)~2021. 1. 5(周二) 12. 29.(周三)~2022. 1. 4.(周二)

1学期听课收藏夹 2021. 1. 20.(周三)~1. 26.(周二) 2022. 1. 19.(周三)~1. 25.(周二)

1学期听课申请 2021. 2. 1.(周一)~2. 10.(周三) 2022. 1. 31.(周一)~2. 9.(周三)

学位授予式 2021. 2. 17.(周三) 2022. 2. 16.(周三)

※ 如有变故，上述表上的日程可能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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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培养超级明星的全州大学

6. 一目了然的大学生活

入学 毕业

一年级

一学期 二学期
一学期 二学期

一学期 二学期

一学期 二学期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一学期  二学期

(建筑系)

 学业期间

学期课程

成绩评估

毕业标准 就业成功

ⓘ 听课科目 ⓘ 出席 ⓘ 课题 ⓘ 考试

• 期中考试
• 期末考试

• 提交TOPIK4级以上证明书
   (系办公室或国际交流院)

•  提交毕业论文或毕业作品
   (各个系都不同，请咨询系办公室)

ⓘ 听课申请 ⓘ 课业 ⓘ 考试&成绩 ⓘ 放假

0.0~4.5
(F ~ A+)

• 期中考试
• 期末考试

一周 八周 (期中考试) 十五周 (期末考试)





第二部分

教务制度

1. 开始智慧的大学生活

2. 入学本科

3. 教学课程介绍

4. 上课时间表

5. 听课申请

6. 交纳学费

7. 出席及成绩

8. 休学及复学

9. 退学及除名

10. 转系

11. 双学位及辅修专业

12. 提前毕业及毕业

13. 跨学科专业及融合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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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教务制度

 PC inSTAR 主要程序

 手机 inSTAR (jj Smart Campus)登录方法

1

2

学号输入

密码

① 学号是大学本科的.
(韩国语教育中心的学号不可)

不知道学号时请参考下面学号查
询方法.

② 密码和inSTAR密码相同.

密码丢失时可以利用‘密码查询及
变更’(请参考下面说明)

初始密码是本人的出生年月日 
(ex. 970102)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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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 inSTAR (jj Smart Campus) 主要功能

 ① 转换到主页

 ② 左侧移动到目录

 ③ 进入手机inSTAR服务

 ④ 通知事项

 ⑤ 电子学生证

 ⑥ 出席管理

 ⑦ 进入网络校园(Coursemos)

 ⑧ 进入全州大学校园地图

 ⑨ 进入图书馆网站

 ⑩ 下栽中心

12

3 4

8765

109

 提供的主要服务

• 教务管理: 听课/功课/成绩等教务相关内容
• 奖学登录: 申请奖学金/账号管理/学费通知书等 [学费缴纳内容查询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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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教务制度

B. 电子出席

出席管理系统是教授和学生之间利用智能手机确认出席与否的系统, 通过本人手机PUSH信
息实时确认出席的系统。

 出席管理软件设置方法

在手机 jj Smart Campus

①  通过下载中心下载设置‘全州大学

出席管理软件’软件.

[全州大学出席管理软件]

②  通过出席管理程序确认各个课程的

出席情况(参考下面说明)

2

1

电子出席管理注意事项

    1) 一定要打开手机流量或连接WiFi.

 2) 教授进入教室之前点开出席管理软件.
(迟到时下课后一定要找教授说.迟到三次为一次缺席.)

   3)  进行手机出席点名后要在 "各个课程出席现状" 确认, 以免发生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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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管理利用方法

出席处理确认方法

  1) 各科课程出席确认 或 时间段出席现状中进行确认.

 2) 确认当天上课的课程就能知道 缺席, 迟到, 出席 等情况.

 ※ 出席注意事项

一学期(15周)课时中缺席3次~6次(各个课程有区别)时不管考试成绩多好都会不及格(F).

① 点开全州大电子出席软件 

④ 教授进行出席确认  

→            ②‘登录’

→           ⑤ PUSH 信息 

→        ③ 准备确认出席

→              ⑥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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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教务制度

1 ① 学号查询

2
② - 姓名
     - 出生日期
     - 学科查询

C. 学号查询方法

 学号查询 → 输入姓名, 出生年月日, 系名 → 点击학번검색 → 变更密码

D. 密码变更 – 新生(第一次登录)

 学号查询 → 姓名, 出生年月日, 系名(搜索) → 寻找系名 → 输入两次要修改的密码

③ - 密码变更
   (8字符 ~ 16字符)
 - (英文, 特殊符号,
  数字包含)
     Ex) abc123456!!

3

1 ① 学号查询

2
② - 姓名
     - 出生日期
     - 学科查询

③ 找学号
   - 学号确认

3
유열동 님의 학번은 [201673043] 입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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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查询密码及变更方法

  查询密码 → 学号,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查询系名 → 点击搜索密码 → 输入发送到本人手
机的 '认证号码' → 搜索密码

F. 个人信息修改方法

 ① 登录inSTAR → ② 修改个人信息 → ③ 修改后点击저장(保存)

 • 可以修改的信息: 英文名字, 密码, 电子邮件, 地址, 电话号码, 保护者联系方式等
 • 正确的个人信息对发放证件及发生紧急情况时都很重要

1
① 找回密码 按键

1
① 登录

2
3

② 查询密码按键

③ 手机收到的认证信息  
 输入

② 个人信息变更2

③ 英文名，密码，
邮件，地址等 变
更 可以 变更后                          
‘保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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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听课收藏夹制度

 听课收藏夹是? 

在听课申请以前, 将自己关注的课程收藏在 ‘수강바구니(听课收藏夹)’，
正式申请时, 可以帮助快速申请到选择的课程。

 使用方法

inSTAR → 听课申请 → 听课收藏夹 → 课程目录旁 ‘담기(收藏)’

 申请期间

区分 1学期 2学期

2020学年 2020. 1. 14.(周二) ~ 1. 19.(周日) 2020. 8. 5.(周三) ~ 8. 9.(周日) 

2021学年 2021. 1. 12.(周二) ~ 1. 17.(周日) 2021. 7. 21.(周三) ~ 7. 27.(周二)

听课申请允许学分参考事项

• 每学期可以申请至少12学分以上, 至多19学分。

• 出路指导研讨、出路探索、社会服侍学分不包括在19学分内。

• 所有奖学金获得资格为至少12学分(平均分数为2.5以上)。

听课收藏夹留意事项

•  收藏在收藏夹的课程, 在正式申请听课时, 因超出听课限制人数, 或年级限制,
 即便是收藏的课程也有可能『申请失败』

 允许学分分类

标准 申请学分

PATHWAY 模式 18学分 (教养韩国语) 

新生 1年级 第一学期 至多 18学分 (专业+教养)

编入生
3年级 第一学期 至多 18学分 (专业+教养)

4年级 第一学期 至多 18学分 (专业+教养)

在校生

平均分数 3.0 以上 至多 19学分 (专业+教养)

平均分数 1.5-2.99 至多 18学分 (专业+教养)

平均分数 1.5 以下 至多 15学分 (专业+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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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教务制度

E. 听课申请

区分 1学期 2学期

2020学年

听课申请 2020. 1. 29.(周三) ~ 2. 7. (周五) 2020. 8. 19.(周三) ~ 8. 23.(周日) 

听课申请变更 2020. 3. 16.(周一) ~ 4. 3. (周五) 2020. 8. 24.(周一) ~ 9. 4.(周五)

取消听课申请 2020. 4. 6.(周一) ~ 4. 17. (周五) 2020. 9. 7.(周一) ~ 9. 25.(周五)  

2021学年

听课申请 2021. 2. 1.(周一) ~ 2. 10. (周三) 2021. 8. 18(周三) ~ 8. 22.(周日)

听课申请变更 2021. 2. 22.(周一) ~ 3. 5.(周五) 2021. 8. 23.(周一) ~ 9. 3.(周五)

取消听课申请 2021. 3. 8.(周一) ~ 3. 26.(周五) 2021. 9. 6.(周一) ~ 9. 24.(周五)

※ 申请方法: inSTAR → 教务管理 → 听课申请 或 听课申请明细/听课取消

※ 留学生在取消听课申请前, 一定要仔细咨询系办公室助教。

※ 因着日程,有可能变更

 听课申请方法

登录全州大学inSTAR网页(https://instar.jj.ac.kr)后, 参考下面的方法。

外国语 – 请留意毕业必修学分

• 留学生的教养外国语必须在韩国语课程中选择学习通过。
   - 在韩国语(1), 韩国语(2), 实用韩国语, TOPIK韩国语, 为外国人的大学作文，
 为外国人的陈述(presentation)这六个课程中选择两科。

• 四年级第二学期的预备毕业生要在最后一学期申请 “论文” 课程。

F. 各系教育课程完成标准表(2019届-2020届)

扫右边的QR码就能确认各系详细的教育课程。

(顺序)听课申请参考事项

 ① 点击(수강신청)听课申请  
 ② 选择系、专业、年级、昼夜、课程号码等 
 ③ 点击查询  
 ④ 在课程选项中选择自己要听的课程
 ⑤ 点击신청(申请）   
 ⑥ 确认选择申请的课程目录 
 ⑦ 点击保存(注意-如点击删除就会删除选项）
 ⑧ 最终确认选择申请的课程目录(绿色表示时间表已确定、朱黄色表示时间表未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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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教务制度

G. 重修

成绩不好的课程（C+以下）允许重新选择听课，给予补救的机会.

•  成绩设限：重修课程的成绩限制在A学分（就是不能得A+)。

•  成绩标记：重修课程不限制数目，在已经取得成绩和重修取得成绩中标记更高成绩。

H. 取消听课

允许学生放弃选择学习的课程，为学生提供更有效的学习机会.

•  申请期间：开学后四周以内可以取消6学分以内的课程

•  申请步骤：inSTAR → 教务管理 → 听课申请项目/听课取消 → 取消欲取消课程
•  成绩处理：取消听课的课程不登记在学籍，也不包括在学期平均评分内。

I. 毕业完成标准信息查询 

可以确认学生已取得学分，及不足的学分

 确认方法: inSTAR → 教务管理 → 查询毕业完成标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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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教务制度

B. 分期付款 

 在校生申请学费分期付款介绍

•  学费分期付款要在申请期间，参考下图在inSTAR进行。

•  申请时间请咨询系办公室或参考学校网站。

 申请方法

① (inSTAR) → ② 奖学/登录 → ③ 登录管理 → ④ 分期缴纳申请 → ⑤ 留意事项(遵守事项)确认→ 
⑥ 确认同意 → ⑦ 申请 → ⑧ 登录金(学费)分期缴纳填写申请同意书 → 打印后交给财务支援室
(位置:全州大学大学本馆308号)

学费缴纳参考事项

•  即便学费通知书上的缴纳金额为“零圆”, 也要在规定的缴纳期间缴纳才能完成学期登录。

• 2020学年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开始外国留学生的保险费60,000韩元将包含在学费
 (委托经费)中(学生最初加入保险的时间决定保险费缴纳时间)。

1

5

2

3

4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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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教务制度

 排名计算方法

•  学期排名: 以各系, 专业同年级的学生为对象, 依据该学期完成课程的平均评分决定排名。

•  全体排名: 以各系, 专业同年级学生为对象, 依据包括季节课程成绩的, 所有已修课程成绩的 
    平均分数决定排名。

C. 讲课评价

为了调查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 也为了提高上课质量, 学校对开设的所有课程都在进行讲课
评价。学生一定要在讲课评价期间参与并进行讲课评价。未进行讲课评价的, 有可能限制确
认成绩。

•  评价期间: 结束课程前后两周, 详情参考学校网站。

•  参与方法: inSTAR → 教务管理 → 讲课评价(填写设问调查)

D. 成绩确认 

 确认方法: inSTAR → 教务管理 → 各学期成绩查询

 成绩异议申请: inSTAR → 教务管理 → 成绩异议申请
如没有确切的根据向教授提出成绩异议申请时, 有可能产生不良后果。

 成绩确认步骤

① 期末考试 •  诚实参加“出席+作业+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等才能拿到好成绩。

▼

② 讲课评价
•  要对所有听课的课程进行讲课评价。
•  不参与讲课评价, 就不能确认成绩, 也不能邀请更正。
•  讲课评价期间等详细事宜将通过push短信告知。

▼

③ 成绩确认
•  确认听讲课程的成绩
•  未进行讲课评价的学生在成绩更正邀请期间之后才能确认成绩。

▼

④ 成绩更正邀请
•  成绩确认后, 对成绩有异议时, 可以向教授询问。
• 未进行讲课评价的学生, 不能进行成绩更正邀请。

▼

 ⑤ 确认结果
•  确认后的成绩不可变更。
•  成绩好的可以获得奖学金。平均评分不满2.5的没有资格获得任何奖

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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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相应的申请
类型证明材料 inSTAR登录 教务管理 考勤认定申请

填写出勤认定
申请书后打印

考勤认定申请书&
证明材料 学科办公室提交

E. 出席认定(因公缺席)

符合下列申请事由的, 即便缺席听课也可认定为出席。

出席认定内容 出席认定期间 申请期间 申请证明材料

本人住院 住院期

出席认定事由终结
日第二天开始七天

之内。

住院确认证明

家族死亡

• 包括公休日五天之内: 
(外)祖父母, 父母,

• 兄弟姐妹: 包括公休日
三天之内

死亡证明书及家族
关系证明书

因生理现象不能出席 每月一次(考试期间除外) 无

教育
课程
进行

现场观摩,
现场实习 参加教育课程

进行的当天
缺席日之前

系公文
(包括参加名单)

国家事业公
共活动

事业团公文
(包括参加名单)

学生本人结婚 5天
结婚证书
(或抄本)

 申请方法

出席认定留意事项

•  出席认定申请保存后两周以内打印 “出席认定邀请书” 并签名后, 与其他证明材料一起交 
 给系办公室(如不提交, 出席认定申请将被取消)。

• 远程课程与出席认定无关, 要听课。

•  因生理现象申请的出席认定, 不可在前一个月申请日20天之内再申请。还要在希望缺席 
 日一周之内进行申请。

    ex) 1. 3月22日申请生理缺席时, 到4月11日不能再申请生理缺席申请。
         2. 希望3月22日申请生理缺席时, 缺席申请只能截止到3月29日(超过一周不能申请)











第三部分

奖学制度

1. 新生奖学(新生·编入生)

2. 在校生成绩奖学

3. 校内奖学金

4. 校外奖学金









第四部分

出入境制度

1. 出入境业务代理

2. 滞留资格变更

3. 滞留期延长

4. 滞留地(地址)变更

5. 护照信息变更

6. 外国人登录证丢失重新办理

7. 时间制就业(打工)许可, 申请

8. 电子民愿Hikorea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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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毕业后准备求职时]  留学(D-2) → 变更为求职准备(D-10）

• 对象: 留学(D-2)资格滞留者, 获得学士, 硕士·博士(平均学分2.5以上)学位者

• 准备材料

学校准备 本人准备 表格下载

•申请书 •护照
•外国人登录证
•毕业证书, 成绩证明书
•雇用合同原件和复印件
•居住事实证明书(OneRoom合同)
•雇用活用计划书(雇主填写)
•营业执照复印件
•手续费130,000韩元

雇用活用计划书 
表格下载

C. [毕业后在韩国就业时]  留学(D-2) → 改为特定活动(E-7）

• 资格: 对获得韩国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者中通过雇用必要性审查后作出决定

• 准备材料

学校准备 本人准备 表格下载

•申请书 •护照
•外国人登录证
•毕业证书, 成绩证明书
•雇用合同原件和复印件
•居住事实证明书(OneRoom合同)
•雇用活用计划书(雇主填写)
•营业执照复印件
•手续费130,000韩元

雇用活用计划书 
表格下载

常见问题

问题 1.  能滞留多长时间?

•  D-10求职活动签证一次给予的滞留时间为6个月, 通过求职活动计划书等审查, 最长可延长2年。
但不能用求职活动签证（D-10）打工等。

※  D-4(研修)或

D-2(本科或研究生)留学签证在校期间如有违反钟点工就业相关法规的情况, D-10签证不能变更。

• 申请咨询: 直接到外国人出入境事务所申请, 详情请咨询外国人综合咨询中心: 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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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工许可时间

课程/学年 TOPIK 资格
每周许可时间

周间(周一~周无) 周末,公休日, 假期

韩国语研修
(以入境日为准入境6个月以上者)

无TOPIK成绩 10小时之内

2级以上 25小时之内

大学
(本科)

1~2年级
2级以上 10小时

3级以上 25小时 (无限)

3~4年级
3级以上 10小时

4级以上 25小时 (无限)

研究生院
(硕士·博士)

在校生
3级以上 15小时

4级以上 35小时 (无限)

结业生
3级以上 15小时

4级以上 30小时

※ 打工限制行业: 卡拉ok、夜店、建设现场、制造业，一次拘管强制出国。课外辅导及不符学生身份的活动等。 
 TOPIK通过4级以上者, 可在制造业打工。

 许可申请顺序

 申请许可要提交的材料

• 雇主: 标准劳务合同书、钟点工就业确认书、事业者登录证复印件、事业者身份证复印件等

• 留学生: 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成绩证明书、TOPIK成绩证明等

 未经许可打工者的处罚规定 - 法务部

区分 雇主 留学生

规定
雇用期少于六个月: 200~500万(韩元)
1年以下: 400~700万
2年以下: 600~1,000万

 1次违反: 禁止打工1年/罚款
2次违反: 禁止留学期间打工/罚款
3次违反: 取缔留学资格/强制出国

※  所有外国人都持有 “外国人登录证”, 前面有滞留资格(D-2 or D-4), 后面有滞留期间。
    超出滞留期间的视为非法滞留者。

※ 雇用非法滞留者：处以3年一下徒刑及2000万以下罚款(雇主)。 

雇主 & 留学生 提交留学生所属大
学(国际交流院) 法务部 打印许可标签

或许可书 学校→雇主

•  填写钟点工就业确
认书

•  填写标准劳务合同书
•  准备申请材料

提交
所属学校 审查材料

许可, 不许
(接收后7日

之内)
通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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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出入境制度

C. 钟点工就业主要信息

仅限于留学生参与的勤工俭学水平的钟点工就业(简单劳务等)活动, 专业领域除外。

[允许外国人留学生打工的领域]
• 被认为与专业科目有密切关系的工种
• 口译·翻译, 图书馆图书整理, 区内环境整治, 饮食业助理, 一般事务助理等
• 不属于就业限制领域的简单劳务领域
• 制造业(TOPIK四级以上者/暂时允许)
• 英语村或外语训练营等场所的售货员, 餐厅店员, 活动辅助人员
※ 获得学分的无薪实习, 校内研究项目, 在校学校的助教, 劳动奖学金获得者, 许可除外
※  在不侵害留学资格本质事项的范围内, 短期的酬金、奖金和其他日常生活中有报酬的活动, 属于许可例外

可以做什么样的勤工俭学?

•  具备TOPIK(韩国语能力), 专心学习的学生中, 只有全州大学国际交流院留学生负责人确认后得 
 到法务部长官许可的人才可以。

•  有非法打工被查处经历的人, 一年内不能做。

谁能做到呢?

•  更换打工地方时, 只需在14天内申请变更国际交流院访问即可。

想换打工的地方吗?

•  建筑业(包括简单日用劳动工种), KTV音乐酒吧, 娱乐场所服务, 娱乐酒店服务, 娱乐接待员等

• 不是钟点工, 月工资形式(员工)的工作

• 个人家教(包括外语)

• 脱离学生身份的活动及其他法务部长限制就业的行业

这种勤工俭学不可以。

•  违反者处理标准/未经许可的就业

·因属于非法就业(非法雇用), 当事人及雇主可根据法律第18条予以处罚(通过审查决定强制出境、 
 准予滞留等)
·第一次被揭发时缴纳罚金: 自缴纳罚金之日起1年内, 限制钟点工就业, 不发放毕业后就业准 
 备签证D-10

      ※ 建筑业或学生脱离身份的劳动活动: 第一次被揭发时被强制出境

违反了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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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出入境制度

第五部分

校内生活

1. 颁发学生证

2. 校内无线网设置方法

3. 图书馆使用

4. Host Family

5. 专业学习辅导

6. TOPIK辅导

7. 学校保健室

8. 就业教育

9. 文化体验

10. 留学生咨询

11. 取得A+的方法

12. 考试技巧

13. 学习报告技巧

14. 大学生活礼仪

15. 证书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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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连接程序运行后, 请输入本人的用户名和
密码后点击 ‘OK’ 按钮。完成正常认证后, 
即可使用互联网。

※  认证ID和密码
- 在校生/毕业生: inSTAR ID / 密码
- 教职工: JUIS ID / 密码 

4.  点击系统板的 ① Wi-Fi  图标, 然后连接
到 ② ‘jjuniv’。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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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校内生活

B. 智能手机(Android)

1. 单击Android 机器的  ① ‘设置’ 图标后, 选择  ②  ‘Wi-Fi’。

2. 选择  ③ ‘jjuniv_smartphone’后, 设置如下。 
之后输入本人的用户名和密码, 点击  ④ ‘连接’ 键就可以正常上网了。

1
2

A. EAP 模式: PEAP

B. CA 认证书: 不设定  
      (点击ca认证书后选择)

※  认证ID及密码
• 在校生/毕业生: inSTAR ID  
                             / 密码
• 教职员: JUIS ID / 密码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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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智能手机(iOS)

1. 在iOS  ① 点击 ‘设置’  ②  ‘Wi-Fi’-中文.

2. 选择③ ‘jjuniv_smartphone’后, 输入本人的用户名和密码, 点击 
④ ‘连接’ 键。在认证书确认窗口点击 ⑤ ‘信赖’ 按钮即可正常上网。

1

2

3

4
5

用户姓名: inSTAR  

密码: inSTAR 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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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确认本人的学籍 ① 即可打印 - 即可打印选择的证明书

① 选择结算方式

[信用卡]
※ 留学生: 可以用 우리은행 체크카드

(证明书: 一份 400韩元)    

2

5

1
1

1

2 3

① 可在韩文 / 英文中选择
② 选择需要的证明书

  选择所需证明书的 
① 份数后 
② 点击[다음]按钮

43

1

2

2

1

  如需要追加证明书
② 点击[증명서추가]按钮

  确认所需证明书目录 ① 确认后
     ③[결제] 点击结算键

1



第六部分

校外生活

1. 留学生保险

2. 合作医院

3. TOPIK个人申请方法

4. 单间煤气费缴纳方法

5. 单间电费缴纳方法

6. 中国留学生归国证明办理方法

7. 校园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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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校外生活

D. 请求方法 (중앙인스코리아/保险公司)

•  全州大学国际交流院网页资料室 ‘公告1号’ 或者扫描右侧二维码, 即可下载 
 [保险金请求书&个人信息同意书]表格。

• 参考[保险金请求材料] 表, 准备 ①共同材料(必须)和 ②~④号中诊疗相关收据后, 用手机拍 
 照发送到保险公司KakaoTalk, 请求在治疗后两年内有效。

  保险公司 KakaoTalk ID

•  负责中文 KakaoTalk ID: CLAIMS

•  负责英语 KakaoTalk ID: INSCLAIM

•  负责越南语 KakaoTalk ID: INSVIETNAM
 ※ 咨询按语言分类的KakaoTalk即可。

E. 请求诊疗费退款 (70%~80%)

•  在提交申请后的最长一周内付款, 扣除医院等级(上级综合医院20,000韩元, 综合医院15,000 
 韩元, 诊所10,000韩元) 扣除金额和总诊疗费的20%中的较大金额后, 保险金以本人存折支 
 付。(不可免责事由支付）

C. 保险费申请文件

区分 提交材料 发放处

① 共同材料

保险金申请书 & 个人信息同意书

本人外国人登录证复印件

存折复印件

治疗费
用

② 住院出院确认书
(手术包含)

住院和退院确认书(治疗明细包含）

治疗医院
治疗费收据

诊疗费明细表

手术时的手术确认书

③ 门诊治疗

诊疗记录书或初诊记录纸

诊疗医院治疗费收据

诊疗费明细表

④ 医药费 药店(医药费)收据
※ 药袋或购药明细收据

诊疗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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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医院位置

효자교

삼
천

전
주
천

이동교 서원로

삼천교

우림교

천
잠
로

홍
산
로

백
제
로

다가교

완산교

전라북도청

박물관

롯데마트

근영여중고

효자4동
주민센터

상산
고등학교

전라북도
교육청

우전
초등학교

스타
벅스

홈플러스
효자점

완산
소방서

효천
더퍼스트

APT

효천
우미린 APT

완산구청

전주우체국

신흥고

시내
(객사)

구정문

신정문

삼성안과
이비인후과 소피아

여성의원

맑은얼굴
피부과

전주
시티병원

전주
병원

예수
병원

명가
한의원

우리들
항외과

미소심는
치과

수병원

위사랑
연합내과

전
주
대
학
교

1

2 3

4

5

6

10

대자인
병원

12

11

7

9

8

No. 医院名称 地址及电话号码 信息 备注

1 위사랑연합내과
전북 전주시 완산구 서원로 62
☎ 063-283-6300

전주대 → 1km
(   10분)

2 소피아여성의원
전북 전주시 완산구 홍산로 245
☎ 063-221-0002

전주대 → 1.5km
(   20분)

3 맑은얼굴피부과
전북 전주시 완산구 홍산중앙로 22
☎ 063-221-5566

전주대 → 1.5km
(   20분)

4 전주시티병원
전북 전주시 완산구 세내로 277
☎ 063-239-0114

전주대 → 2km
(  15분)

5 미소심는치과
전북 전주시 완산구 세내로 257
☎ 063-241-2804

전주대 → 2km
(  15분)

6 우리들항외과
전북 전주시 완산구 용리로 57
☎ 063-225-0770

전주대 → 3km
(  26분)

7
예수병원

(종합병원)

전북 전주시 완산구 서원로 365
☎ 063-230-8114

전주대 → 4km
(  35분)

8 수병원
전북 전주시 완산구 서원로 63
☎ 063-251-7200

전주대 → 1km
(   10분)

9 삼성안과이비이후과
전북 전주시 완산구 우전로 225
☎ 063-220-0114

전주대 → 1km
(   10분)

10 명가한의원
전북 전주시 완산구 서원로 318
☎ 063-231-7582

전주대 → 3km
(  28분)

1 1 전주병원
전북 전주시 완산구 한두평3길 13
☎ 063-220-7200

전주대 → 4km
(  30분)

12
대자인병원

(종합병원) 

전북 전주시 덕진구 견훤로 390
☎ 063-240-2000

전주대 → 10km
(  50분)

※ 扫描二维码可知医院位置、门诊时间、门诊科目等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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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ID 输入后确认是 
 否重复 

• 打* 的项目都要 
 填写

• 同意利用条约
   (4个项目)

报名方法 
Tip

报名方法 
Tip

3

输入后确认
是否重复

200823011

●●●●●●●●●●

●●●●●●●●●●

대한민국(Rep. of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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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校外生活

•  检索考试地点后 
 进行选择

报名方法 
Tip

• 登录自己的证明 
 照片

(电脑里要有照片)

报名方法 
Tip

• 选择全罗, 济州 • 先择 TOPIK Ⅱ

• 全州大学
• 全北大学
• 圆光大学中选一

• 申请人员/招集员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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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的项目都要 
   填写

• 确认打√ 的项目 
   并登录

报名方法 
Tip

•  确认是否输入正确
点击考试费结算

报名方法 
Tip

71903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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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虚拟账号(无存 
 折转账) 后进行结算

报名方法 
Tip

10

报名方法 
Tip

报名方法 
Tip

•  确认打√的项目后, 
 点击下面(다음)

选择银行 本人姓名

  TOPIK 网上报名方法 
 介绍(视频)

•   确认银行, 收款人后转账到虚拟账号
 截止到当天下午6点 

•  转账后点击닫기 (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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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 要做的事 说明

   缴纳方法 A. 汇款通知单“全北银行&农协”本人虚拟账号汇款

 缴纳方法 B. 拿着汇款通知单(缴纳通知单)访问银行缴纳

 缴纳方法 C. 银行账户-自动转账申请(每月25日自动支出)
访问银行时的准备物品：存折，外国人登录证, 缴纳通知单)

1

2

B. 搬走时(最后一天)

区分 要做的事 说明

One Room搬家
(最后一天)

① 确认电表 • 电表在One Room建筑一层的后面

② 取消用户
     (区域管理事务所)

• 韩国电力公司 123号 (可以24小时通话)

  - One Room地址
  - 韩国语名字
  - 电话号码
  - 确认电表数字左6位 
  - 外国人登录证号码

确认使用费用
• 确认搬家前的使用费
• 收到 123客户中心的账号后汇款使用费用余额即可







第七部分

经常咨询的问题(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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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经常咨询的问题(FAQ)

留学生不用。但是, 在基础必修课中, 要学习基督教和文化。

08  [选课申请] 留学生也要听礼拜课(채채)吗?

毕业证书必须在毕业学期结束后的学位授予仪式(二月或八月)结束后才可领取。
证书丢失不能补发, 本人同意后可以代领。

12  [毕业证书] 同学可以代领吗?

TOPIK有效期为两年, 在全州大学上学期间(包括韩国语进修或本科)获得TOPIK四级以上
的学生, 不论有效期如何都可以毕业。(但, 入学前取得的TOPIK不能使用)

10  [毕业/TOPIK] 毕业条件中有TOPIK有效期吗?

留学生也可以申请双学位、辅修专业。详细内容请咨询指南书正文内容或学科行政
室。

09  想申请[双学位/辅修专业]。留学生也可以吗?

毕业证书将于毕业后的一个学期左右在学科办公室保管, 之后将按照学校规定保管, 要
尽快领取。

13  [毕业证书] 在哪里领取?

最后一学期终讲的2月或8月中旬学位授予仪式结束后颁发毕业证书。毕业典礼前回国
也不能提前给您, 本人确认后可以代领。

11  [毕业证书] 什么时候能拿到?

所有课程将根据学士规定, 限制听课人数。因此, 在申请听课期间应快速选课, 如果没有
座位, 请咨询学科助教老师。

07  [选课申请] 专业或基础课程没有位置。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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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登录证背面, 根据学生的滞留资格将赋予6个月、1年或2年的滞留时间。但是, 因
退学、休学、毕业、结业等原因, 学校课程结束时, 14日内必须要出国。

16  [滞留] 如果还没到签证期限, 可以留在韩国吗?

如因本人受伤或疾病住院不能出席时, 请于上课前与科任教授联系并说明情况后, 上课
时提交入院、出院确认书。

18  [出勤认证] 住院了, 不能去上课。怎么办?

学士警告是学生每个学期的平均成绩不足1.5分, 连续3次学士警告的学生将自动开除学
籍(退学)。

17  [学士警告] 如果学习成绩不好, 会被开除学籍(退学)吗?

学校规定了学费缴纳日期, 学费缴纳时间的第一次是开学前, 第二次是开学后, 第三次是
开学第三周后。未缴时按学校规定开除学籍。

15  [学费] 现在没有钱, 不能缴纳学费。该怎么办?

留学生不包括在超级明星奖学金计划中。但是, 如果在一定程度上填满SP分数时, 可以
被推荐到自我提高奖学金。(자기향상장학금)

14  [奖学金] 留学生如果填满超级明星SP分数, 能否获得奖学金?



第八部分

受理留学生苦衷及介
绍留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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