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第一学期外国留学生复学申请指南（首尔校区）
■

复学申请时间 : 2021.01.11(星期一) 10:00 ~ 2021.01.25(星期一) 17:00

■注意事项
1. 休/复学有关事项的所有内容会通过邮件群发给各位同学，但在群发过程中可能会因为邮箱的问
题导致学校的邮件无法接收，所以请务必在国际处网页上进行确认。
2. 若HY-in 里的个人信息(邮件和电话号码) 没填写或者填写错误，学校将无法与学生进行联系。
此问题的责任将由学生本人承担，所以请再次确认本人的个人信息是否正确。
3. 根据学生本人的不同情况，出入境管理所或者大使馆可能会要求提交追加材料。
4. 不接受国际处访问申请。
★★当地大使馆不允许办签或出入境政策上的原因，若学生用不了标准入学许可书，请两周内联系
国际处。

■ 复学对象者
1. 新入复学：韩国语成绩达到复学要求的学生
★ 复学条件 ：TOPIK 4级或者汉阳大学语学院4级者（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
* 通过2020年7月17日与12月31日汉阳大学替代TOPIK韩国语考试的学生也可以申请复学

→本考试是针对 2021 年第 1 学期复学时暂时有效,无法用于在校期间中的奖学金申请（HIEA 奖学
金，TOPIK 奖学金)韩国语能力证明的材料。

2. 一般复学：想申请复学的一般休学生 (取得一学期以上成绩者)
* 请参考<附录>1.一般休学制度
3. 休学即将满一年的学生 (仅限本科/一般大学院)
→即使韩国语成绩未达到复学要求，也必须申请复学，然后再申请休学
4. 因连续3次拿到学事警告而强制留级休学6个月的学生（★如不申请复学，将会被开除学籍★）
<对象者区分>
区分
滞留在韩国的学生

参考A项

滞留在海外的学生

参考B项

F签证持有者

参考C项

■关于一般复学生缴纳学费
1. 缴纳学对象者
1) 休学时没缴纳学费并休学的学生
2) 强制留级休学六个月的学生
2. 完成复学申请并领国际发送的材料，若未缴纳学费就不能上学。
3. 2021年第一学期在学生缴纳学费链接：http://finance.hanyang.ac.kr/-12?

A. 滞留在韩国的学生（办理D-2签证对象）

申请
复学
所需
材料

申请
方法

办签
所需
材料

1. 护照复印件
2. 复学申请书
*不用上传HY-in自动保存的复学申请书
*必须在HY-in上传国际处附上的复学申请书
3. 保险证书： 复学申请期间开始后，将通知追加提交文件，*请参照D项
（复学申请是先决裁，但若未提交后续所需保险证明书，则可能被取消。
*新入复学申请者韩语能力证明(必须选一并上传)
1) TOPIK证书
2) 汉阳大学语学院4级结业证书
★通过2020年7月17日与12月31日汉阳大学替代TOPIK韩国语考试的学生不用提交韩语能
力证明（国际处统一确认考试通过者）
1. 登陆 HY-in申请复学 https://portal.hanyang.ac.kr/sso/lgin.do 并保存
2. 上传申请复学材料并保存
3. 国际处将标准入学许可书与事业者登陆证发至学生邮箱
*国际处发放的材料仅限于发送给完成1与2申请方法的学生
4. 其它办签所需材料学生自己准备(参考以下所需材料)
5. 先预约管辖首尔校区的出入境管理事务所，在预约的时间去申请签证。
(*管辖出入境访问方法参考«附录»3)
1. 护照及护照复印件
2. 外国人登陆证（仅限持有者）
3. 照片1张（3.5cm x 4.5cm）*六个月之内拍下的照片
4. 手续费13万韩币
5. 住所证明书（房屋租赁合同或者住宿证明）
6. 语学院出勤率证明（限于新入复学者）
7. 滞留资格变更申请书（出入境管理所有）
8. 标准入学许可书, 汉阳大学事业者登陆证(国际处发放）
9. 肺结核诊断结果 *参考«附录»2
10. 存款证明原件（2万美金/2400万韩币/140000元人民币）
* 申请签证日为准，30天以内的存款证明原件
* 有效期应持续到2021年8月以后
11. 最终学历证明认证书(需要公证) *参考«附录»2
12.亲属关系证明；公证书(只限于提交以父母账户为开的存款证明原件的学生)

B. 在中国/海外的学生（办理D-2签证对象）

申请
复学
所需
材料

申请
方法

办签
所需
材料

1. 护照复印件
2. 复学申请书
*不用上传HY-in自动保存的复学申请书
*必须上传国际处附上的复学申请书
3. 保险证书： 复学申请期间开始后，将通知追加提交文件，*请参照D项
（复学申请是先决裁，但若未提交后续所需保险证明书，则可能被取消。
*新入复学申请者韩语能力证明(必须选一并上传)
1) TOPIK证书
2) 汉阳大学语学院4级结业证书
★通过2020年7月17日与12月31日汉阳大学替代TOPIK韩国语考试的学生不用提交韩语能
力证明（国际处统一确认考试通过者）
1. 登陆 HY-in申请复学 https://portal.hanyang.ac.kr/sso/lgin.do 并保存
2. 上传申请复学材料并保存
3. 国际处将标准入学许可书与事业者登陆证发至学生邮箱
*国际处发放的材料仅限于发送给完成1与2申请方法的学生
4. 其它办签所需材料学生自己准备(参考以下所需材料)
5. 学生本人携带材料到相关领事馆或者大使馆申请签证
1. 护照及护照复印件
2. 身份证
3. 照片1张（3.5cm x 4.5cm）*六个月之内拍下的照片
4. 申请书（大使馆、领事馆均有）
5. 标准入学许可书, 汉阳大事业者登陆证（国际处发放）
6. 肺结核诊断结果（在本人居住地附近的医院进行检查）*参考«附录»2
7. 存款证明原件（2万美金/2400万韩币/140000元人民币）
* 申请签证日为准，30天以内的存款证明原件
* 有效期应持续到2021年8月以后
8. 最终学历证明认证书(公证书) *参考«附录»2
9. 亲属关系证明；公证书(只限于提交以父母账户为开的存款证明原件的学生)

C. 持有F签证的学生
持有F签证的学生无需申请D2签证，请您按照以下方式进行复学申请。
1）登陆HY-in网站申请复学后打印复学申请书
2）上传本人的“F签证证明（外国人登陆证复印件）+ 国民健康保险公团资格得失确认书
3）★★若未上传以上材料并联系不到本人的话将无法成功完成复学手续★★
4）持有F签证的学生中，属于新入复学的学生必须提交韩语能力证明

D. 复学生提交保险证明书相关【未持有F签证的学生（申请D2签证或海外滞留者）】
由于目前保健福祉部还没公开关于外国人留学生国民健康保险必须加入制度的国民健康保险修改案，
保险证书可在复学申请以后才需要提交。
根据施行方式和日期，学生们可能再义务加入2021-1学期的校内DB保险。校内保险义务施行的话，
学生们必须根据以下其中一个步骤提交证明书。

1）休学申请时已缴纳学费的休学生：缴纳保险费后提交保险加入证明书
2）休学申请时没缴纳学费的休学生：于在学生缴纳学费期间提交保险费
我们会在近期给予关联事项的通知，请留意若在获得通知后都没有提交保险证的话复学可能
会被取消。

E. 联系方式
负责老师 : 문 원 경 (Ms. Wongyung Moon)
电子邮件 : wmoon3@hanyang.ac.kr
电话号码 : 0082-(0)2-2220-2844
国 际 处 官 网 网 址 ： study.hanyang.ac.kr

<附录>1. 一般休学的规定
▶ 2021-1 休学申请时间：2021.01.18(周一) ~ 01.25（周一）
**休学详细指南会通过邮件和国际处网站通知，请确认

▶ 本科课程
-申请一次最多有效期为一年
-休学满一年的情况下，如果不申请复学将会被除籍。所以必须先申请复学，然后再申请休学
-在学期间休学时间最长3年（休学次数最多4次）
-因连续3次拿到学事警告而强制留级休学6个月的学生必须申请复学

▶ 大学院课程
* 一般大学院：申请一次最长可休学一年
- 硕士/博士课程：在校期间最长可休学 2 年（休学次数最多 2 次）
- 硕博连读课程：在校期间最长可休学 3 年（休学次数最多 3 次）
* 专门/特殊大学院： 申请一次最长可休学 6 个月
- 在校期间最长可休学 2 年（休学次数最多 4 次）
**一定要到自己所属的学科确认自己可能休学的期间

 HY-in 复学申请方法
1. HY-in 登陆后点击申请按钮（신청）

2. 申请（신청） 复学申请（복학신청）

3. 选择变动区分（변동구분）并上传附件 点击保存按钮 （저장 버튼 클릭）

<附录>2. 有关肺结核诊断书与最终学历证明认证书事项
1. 滞留在韩国的学生肺结核检查 ：城东区保健所（http://bogunso.sd.gp.kr/01intro/info.jsp）
2. 在海外的学生肺结核检查 ：咨询所在国家大使馆肺结核检查指定医院并开诊断书
※需提交肺结核诊断书的国家
①柬埔寨 ②缅甸 ③菲律宾 ④巴基斯坦 ⑤孟加拉国 ⑥蒙古 ⑦印度尼西亚 ⑧印度 ⑨尼泊尔 ⑩
越南 ⑪泰国 ⑫俄罗斯（联邦） ⑬马来西亚 ⑭乌兹别克斯坦 ⑮中国 ⑯斯里兰卡 ⑰东帝汶 ⑱
吉尔吉斯斯坦 ⑲老挝
3. 最终学历证明认证书
1) Apostille 认证
2) 毕业院校所属领事或学历认证
3) 中国学生最终学历证明
-普通高级中学毕业生：中国教育部学历/学位认证报告
-职业高级中学毕业生（①,或②选一）：①学校开具的毕业证明（省教育厅+驻中国韩国领事
确认）②省教育厅开具的毕业证明（驻中国韩国领事确认）
**但是在韩国的大学/高中等取得学位(学历)时,可提交未经公证的学位证明
*备注
（法务部部长公告国家）非法滞留多数发生国家
-公告21国家：加纳、尼日利亚、尼泊尔、缅甸、孟加拉国、越南、蒙古、斯里郎卡、乌兹别克斯
坦、乌克兰、伊朗、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泰国、巴基斯

坦、佩鲁、菲律宾 –重点管理对象5国家（领留学，语言进修签证后恶用于暗中申请难民，未具备
财政能力证明的国家）：几内亚、马里、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喀麦隆
=> 不属于法务部部长公告21国家或重点管理对象5国家，免提交最终学历证明及银行存款证明

<附录>3. 首尔出入国管理事务所
1.
2.
3.
4.

外国人综合服务台：1345（不用按区号，汉语、英语、日语都可以）
主页：http://www.immigration.go.kr或http://www.hikorea.go.kr
访问时间：09:00－18:00（午饭时间12:00－13:00）
位置及交通
位 置

首尔陽川區木洞东路 151

公交线路

5012, 6619, 6624, 6640, 6620, 517路

地铁线路

乘坐地铁5号线，在五木桥站下车，从7号出口出来后直走，徒步约10分
钟即可到达

5. 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