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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使者”国际派遣生 

本留学项目是由韩国湖南大学和世界华人联合会（总会）共同推出的“阳光使者”国际派

遣生项目，并由世界华人联合会（总会）下属教育委员会负责具体项目的实施运营。 

参加该项目的学生通过 3 年时间在国内委托培养院校获得相关专业的课程成绩以及语音

课程的学习，韩国湖南大学认可学分，然后到韩国湖南大学留学 1年完成本科课程/3 年完成

研究生课程，取得由韩国湖南大学颁发的本科学位证书/研究生学位证书，经中国教育部留学

服务中心认证，国家承认学历，证书在中国教育部留学网可查询 www.cscse.edu.cn，可参加

公务员考试，回国后享受海归待遇。 

世界华人联合总会简介 

世界华人联合总全是经联合国批准成立、由美国国家公证机关公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

和洛彬矶总领事馆认证的合法组织，是为华人事业 发展服务的国际性组织，致力于世界华人

事业发展，尤其是为促进中华民族教育事业的国际化发展。 2011 年，总会在主席姜琳女士的

亲自领导下，以刘吉部长“1＋1＋X”高等国际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为基础，启动“阳光使者”

国际派遣生 定向培养和国际就业，其宗旨是让更多的普通百姓子女平等享有国内外优质高等

教育资源的权利，为华人、侨胞、华裔和大陆有志于成为国际 复合型人才开壁一条安全、经

济、实惠的升学与就业紧密结合的成才路径。 

如何分辨真假阳光使者”国际派遣生项目 

“阳光使者”国际派遣生项目是一个 3加 1 公派留学项目，是广大高中学子的福音，是一条

通往**高校的新渠道。即：国内合作委培院校就读三年，加上国外两大指定院校就读一年的培

养计划。我方是韩国湖南大学驻中国办事处，是“阳光使者”国际派遣生项目的官方指定机构，

拥有校方公函和韩国湖南大学委托书等一系列文件证明，是合法公派留学项目，拥有政府支持，

区别于一般的留学中介机构“ 

韩国湖南大学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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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湖南大学成立于 1978 年，位于韩国光州广域市，校园风景秀丽， 是我国教育部认可 

韩国湖南大学位于韩国光州广域市，创建于 1978 年，是一所经过韩国教育部批准，由政

府扶持创办的综合性大学。学校现有硕博研究生及本科生共一万多名，专、兼职教授 300 余名，

其中 95%以上的教授拥有博士学位。 

韩国湖南大学现拥有 5 个本科学院(人文社会,经营,保健科学，ICT 融合,艺术)和 3 个研

究生院(一般,社会融合，教育大学院),研究生院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学校学历得到包

括中国教育部在内的广泛的国际认证与承认。 
韩国湖南大学是中•韩两国教育部承认的四年制综合私立大学，同时是韩国政府认可的

IT&CT,观光,设计,运动领域特性化大学,在全国享有盛名。此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韩国光

州领事馆是友好伙伴关系；受光州市政府委托管理及运营“CHINA FRIENDLY 中国友好中心”；

2006 年由中国教育部汉办批准并资助、韩国湖南大学和中国湖南大学共同运营开办第一所由

韩国高校牵头成立的孔子学院；2012 年由韩国国立国际教育院许可并资助、韩国湖南大学和

浙江旅游学院共同设立世宗学堂。 

韩国湖南大学在 2016 年被选定为教育部产业连结教育活性化（PRIME 黄金产业）创造基

础先锋大学,从 2016 年起 3 年共获得政府 6000 亿韩元的支援；2017 年被选定为大学生就业中

心运营大学；凭借对留学生一如既往的优秀管理和精心教育，被教育部评为教育国际化力量认

证大学，今后留学手续更加简洁化；2018 年被教育部评为“第 4 次产业革命改革先锋大学

TOP10”；紧接着又成功评选‘大学革新支援事业’，全韩国仅 11 所大学获此殊荣;2019 年成

为韩国政府重点扶持的 11 所大学之一。 

韩国湖南大学已与世界 13 个国家的两百余所大学结成友好姊妹学校，互通友谊、不断交

流，是外国留学生理想的大学之一。为了培养能够适应知识型社会的高素质人才，韩国湖南大

学树立了“展望 2025”、实现“以学生为本、感动教育 A+”大学的远大目标。通过最理想的

教育环境和最完备的教育系统，把学生培养成国际化的优秀人才，并努力挤身于韩国本土“教

育 10 大名校”行列。 

韩国湖南大学校园环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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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院校、专业及收费标准【若有变动以官方公布为准】 

国内委托培养高校  合作专业  
学习时间与收费标

准  
 备注 

 暨南大学-教育学院 

工商管理、国际贸易、体育

（运动休闲、足球）、音乐学、

多媒体影像、艺术设计（产

业设计、漫画动漫）  

学习时间三年，每学年

学费 26800 元   

深圳大学-（深大优课） 
工商管理、国际贸易、数字

媒体、计算机应用技术 

学习时间三年，每学年

学费 26800 元   

上海大学-上海温哥华电

影学院 

经营学（工商管理、国际贸

易）、艺术类（、多媒体影像、

产业设计、漫画动漫） 

学习时间三年，每学年

学费 48000 元   

上海交通大学-文化创意

产业学院 

经营学（工商管理、国际贸

易）、艺术类（、多媒体影像、

产业设计、漫画动漫）  

学习时间三年，每学年

学费 48000 元   

中国传媒大学-经济与管

理学院 

工商管理、国际贸易、多媒

体影像 

学习时间三年，每学年

学费 37000 元   

东莞理工学院-继续教育

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工商管理、

体育学，多媒体影像，艺术

设计,音乐学（基础理论） 

学习时间三年，每学年

学费 24800 元  

韩国湖南大学 经管类、艺术类  

1.第四学年学费已包含

在国际费用中，另要缴

纳住宿费约 13000 元左

右（含周一至周五早、

晚餐费，午餐在校园餐

厅自行安排。） 

2.按校方要求学生要自

行缴纳保险费。 

受汇率

影响会

略有变

动。 

国际费用 

（人民币） 

本科：16 万元  

3年国内知名大学+1年韩国湖大 

----------------------------- 

本硕连读 19万 

3年国内知名大学+3年韩国湖大 

 

该费用入学报名一次性缴清。国际

派遣费包含：韩国湖南大学录取注

册费、管理费、学分转换费、韩国

通报材料翻译费、韩国湖南大学入

学金、韩语过级韩国湖南大学第一

年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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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条件 获得合规的高中毕业证书、中专毕业证书、成人中专毕业证书。 

学习方式 

前三年在中方合作高校学习，合格后去韩国湖南大学学习一年；

如要继续参加硕士学历深造者，则需继续学习两年。 

符合韩国湖南大学本科生或硕士生毕业要求的，发放韩国湖南大

学本科或硕士毕业证书。 

韩语要求 

1.按照韩国教育部要求，进入经营学部（含工商管理和国际贸易）

本科段学习者韩语等级要求 3 级，研究生段学习者要求 4级；进

入计算机、幼儿教育本科段、研究生段学习者要求 3 级；进入艺

术设计、多媒体影像、音乐学、体育本科段、研究生段学习者要

求 2级。 

2.韩语未达标者，可选择双语中文班（仅限于经营学部工商管理

专业），双语中文班按照韩国校方规定另行收取费用，由学生自

行缴纳。 

项目特点 

1. 共享顶级高校资源。 

2. 学分互认文凭公认。 

3. 面试入学择优录取。 

4. 成功率高弯道超车。 

备注：住宿费等其他杂费以各院校当年入学须知为准；  

招生对象及录取条件 

1、招生对象：应往届高中、中职毕业生、成人中专生。 

2、录取条件 

(1).高考成绩达当年专科线以上或英语成绩 90分以上，免试入学； 

(2).雅思 4.5 或托福 75 分以上，免试入学； 

(3).未达到以上要求的考生，须参加国际派遣生选拔考试。 

报名资料及流程 

1、先提交《报名登记表》、身份证、高中或中职毕业证、高考成绩单原件，上交复印件及

1寸、2 寸免冠蓝底照片各 4张。同时提供身份证、毕业证书彩色扫描件、蓝底电子档照片，

待审核。 

2、选拔考试（面试、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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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试通过签订《国际派遣生定向委培协议书》。 

4、缴清国际派遣费。 

5、发放《录取通知书》。 

6、学生按规定时间入学注册（详见入学须知）。 

相关链接： 

世界华人联合会（总会）教育委员会网址：http://jiaoyu.wuca.net 

韩国湖南大学网址：https://www.honam.ac.kr 

韩国湖南大学国际交流处（中文）网址：https://global.honam.ac.kr/cn 

韩国湖南大学中国办事处网址：http://www.honambj.com 

毕业生证书及回国学历学位认证书展示： 

本科：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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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语言要求低,节省一年预科时间 

“阳光使者”项目秉承实用原则，没有强制的语言要求，达到韩语考试三级，能够有效地进行

工作与生活上的交流与沟通，就能顺利毕业。 
 

B:中外校际合作,学历全球认可 

学生在入读该项目时，已取得了韩国湖南大学的录取注册，成为韩国高校的正式学生。学生取

得学士学位后，可选择直接就业或者继续深造完成硕士学位。 回国之后可至中留服进行学位
学历认证。 

 

C:委托名校认真教育,用心育人陪伴成长 

国内委托著名高校提供教学课程和教学管理，从严要求。班主任、生活老师共同住宿，陪伴学

生度过大学适应期，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 
 

D:提供个性化深造途径,打造成功人生 

如学生有继续在韩深造的需求，本项目将继续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硕士、博士在韩升学指导，

并协助对接相应导师或项目。 
 

E:课程体系难易适中,人性化的考核模式 

项目采取“334”的考核模式，不以成绩论成败，关注孩子的全方位发展，课堂表现、作业完

成情况以及团队协作能力，这种考核模式让学生逃离填鸭式的教育，更能锻炼自身各方面的能

力，提高素质。 
 

F:对接韩国名企实习,注重实战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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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聘请诸多经验丰富的老师和企业家参与到课堂中，为学生分享实战信息;同时我们的学生

有机会进入韩国名企(三星、现代等)实习，为将来踏入工作岗位打下坚实基础。 
 

培养模式 TRAINING MODE 

反向留学：学生在韩国湖南大学委托的国内高校学习 3年（同时学生信息在韩国湖南大学进行

录取注册），课程成绩合格、遵守校纪校规、韩语能力等级考试四级以上者，可以进入韩国湖

南大学就读本科最后一年，毕业后颁发韩国湖南大学学士学位，报读硕士的本科毕业后无需参

加任何考核继续就读两年，毕业后颁发韩国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该文凭全球认可，回国后可至
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进行学位学历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