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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釜山 

∘ 韩国第二大都市

∘ 世界第5大的港口城市(港湾, 物流中心地)

∘ 有山有水的韩国第一观光城市

∘ 各种国际会议、活动举办城市

- APEC(世界首脑会议), BIFF(国际电影节), G-STAR(国际游戏展), International Motor Show

(国际汽车展)等

∘ 平均气温: 春季 15℃, 夏季 32℃, 秋季 25℃, 冬季 2℃

∘ 便利的交通设施(乘坐KTX到首尔2小时50分钟)

∘ 与首部周边相比物价便宜

 WHY 东亚 

‘同坐问道’即师生们坐在一起谈论学问，怀揣着这样的渴望石堂郑在焕先生于1946年创立了东亚大

学，从此我校便与大韩民国的现代历史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在韩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东亚大学
培养出了许多政界和法律界的栋梁，经济界的领军人物及体坛名将，也培养出了最为珍贵的20万校

友。东亚大学作为地区性的名牌私立大学，一直发挥着引领韩国社会的多样性和活力的作用。为了

最先获得未来的发展机遇， 我校正在努力培养具有专业知识，道德，团队精神，环保意识等面向21

世纪人才。培养针对性人才就是大学与我们社会的未来。东亚大学以差别化的教育观为本，培养具

有魄力和风度的‘东亚绅士’。

∘ 韩国第一大港口城市-釜山地区排名第一的名门私立大学（1946年建校), 位于市中心

∘ 毕业校友约20万人以上

∘ 教职工758名, 在校生23,000余名

∘ 与35个国家的306所机关建立交流合作关系，来自35个国家(中国，越南，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尼

西亚，日本等）的留学生在本校学习
∘ 教育国际化力量认证大学，韩国政府邀请奖学金修学大学
∘ 教育部大学基础力量评估中被选为自律改善大学及大学革新支援企业(PILOT)

∘ 主要交流大学: 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兰州大学，西南政法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咸阳师范学院, 宝鸡文理学院等30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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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大学国际法务学科 介绍 

∘ 研究生院法学系设立于1958年9月，1999年11月在产学研合作过程中又新设立了釜山发展研究院

法学系。2009年9月15日，学、研、产协同课程法律专业被更名为国际法务专业。

∘ 国际法务学科的目标是，将研究者所从事的以现场为中心的研究主题选定为学位论文主题，从法

律角度解决现场问题，并将其培养为相关现场领域的国内最高专家。

∘ 学科的生产科学合作机关
   证券托管结算院(KOREA SECURITIES DEPOSITORY)

   灾难安全研究院(DISASTER SAFETY INSTITUTE)

   釜山开发研究所(BUS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 外聘教授部门: 韩国海事科学技术研究, 韓國法制硏究院, 邀请其他实务专家

∘ 学术会: 亚洲国际法务学术会, 国际灾难安全中心

∘ 毕业校友（法律，国际法务学科)

   大法官, 釜山警察局长, 釜山教育监, 釜山商会会长, 农心会长, 耐克森轮胎会长 等

 程序概要 
∘ 招生名额: 每学期15名左右

∘ 授予学位: 法学硕士／法学博士

∘ 课程年限: 2年(4个学期)

∘ 课程区分及最低所修学分

 <博士> - 课程学分: 博士课程修满36学分，论文研究4学分(最后两学期各2学分)

        - 与之前系别不同的学生需要修完指导教授所规定的补充科目6学分以上

 <硕士> - 课程学分: 硕士课程修满24学分

∘ 学期制: 1年2个学期, 一学期15周以上课程

   - 全日制课程, 学期中应留在韩国，入学后第一学期不可休学
∘ 专业: 国际法务系 国际关系·国际金融专业
∘ 博士/硕士阶段

   - 课程可中文授课
   - 毕业论文(博士): 韩语版 ／ 报告书代替论文(硕士): 韩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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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授课班优待 
∘ 欢迎典礼(入学说明会)

∘ 开展文化体验活动: 访问釜山附近等主要产业及文化设施项目活动
∘ 每学期举办系洽谈会
∘ 免费韩语研修: 2小时*每周2次*10周

∘ 宿舍: 新入生优先分配外国人留学生宿舍

 课程费 

※ 以上金额为2020学年度标准，注册时学费可能会变更，敬请注意。

 宿舍 

 授课教授(预定) 

∘ 趙東濟 (国立台湾大学 博士) : 法学, 法学专门研究生院 教授

∘ 元东郁 (中国北京大学 博士) : 政治学, 中国学专业 教授

∘ 文哲珠 (成均馆大学 博士) :   经营学, 国际贸易系 教授

∘ 梁熙喆 (国立台湾大学 博士) : 法学, 法学专门研究生院 兼职教授

∘ 郑然镐 (中国政法大学 博士结业) : 法学，律师(特邀教授)

∘ 李相模 (中国政法大学 博士) : 法学，韩国法制研究院(特邀教授)

 咨询 
区分 专业相关咨询(国际法务系) 入学相关咨询(国际交流处): 提交资料，报名，签证，入境等问题
电话 82-51-200-8562 82-51-200-6443

邮箱 chodj@dau.ac.kr(专业方面) lwh801010@donga.ac.kr (入学行政方面)

地址
부산시 서구 구덕로 225, 동아대학교 국제교류처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Dong-A university, 225, Seo-gu, Gudeok-ro, Busan)

房间状态 费用（略算) 设施 餐费
双人间 4个月

约900美元 公用设施: 咖啡厅, 洗衣房, 厨房个别: 洗手间, 冷气暖气, 书桌, 椅子，书架, 床，衣柜, LAN提供（有线网) 不包含

课程 入学金 学费／1个学期 合计
硕士 692,000韩币(约4,100人民币) 3,773,000韩币(约22,200人民币) 4,465,000韩币(约26,300人民币)

博士 692,000韩币(约4,100人民币) 3,919,000韩币(约23,000人民币) 4,611,000韩币(约27,100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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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日程 

日 期 内 容 备 注
2020.11.12.~12.02.(16:00) 2021年度前期新入生申请时间 网上申请报名及发送快递件

12.17. 专业考试 远程电话或视频面试
12.30.(14:00) 公布合格者

2021.01.06.~01.07. 缴纳学费

 所需材料 

区  分 详细事项 形态 样式

入学申请书 网上填写申请后打印并提交  www.studyinkorea.go.kr 原件

自我介绍书 原件 1

学习计划书 原件 2

照片1张(3cm × 4cm) 贴在入学申请书上 原件

护照复印件 本人护照 复印件

本科学位证明 1) 提交中国教育部学位认证报告 (www.cdgdc.edu.cn)

2) 学位证及毕业证复印件
认证件

*硕士学位证明

本科成绩证明 ※ 英语或韩语原件及公证本
※ 插班生需提交插班前的成绩证明

公证件
*硕士成绩证明

学籍调查同意书 本人亲自填写后签字 原件 3

父母学生关系证明
父母学生在同一户口本上的情况，只需提交户口本复印件; 不
在同一户口本上的情况需提交亲属关系证明原件及公证件

公证件

父母身份证 身份证复印件 复印件

存款证明 18,000美金的银行存款证明(入学日期截止有效) 原件

财产保证书 提交存款证明为非本人的银行存款证明时 原件 4

研究刊物目录及论文 相关者提交即可 复印件 5

确认表 根据确认表中的顺序整理后提交 原件 7

※ 样本请登陆国际交流处网站进行下载(http://global.donga.ac.kr)

※ '*'博士申请者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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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设科目 
<国际关系专功>

1A2201 国际经济法(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1A2202 国际政治学(International Politics) 

1A2203 国际比较政治论(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Politics)  

1A2204 国际经营学(International Managment Theory)  

1A2205 东北亚政治经济论(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1A2206 国际交易法(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1A2207 国际通商纷争案例研究(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Dispute)  

1A2208 国际地域纷争论(International Regional Disputes) 

1A2209 国际协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1A2210 后进国家政治发展比较研究

        (Comparative Study on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1A2211 国际政治体系改革研究(The Renova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 

1A2212 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A2213 地域经济协力论与FTA(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FTA) 

1A2214 国际协力论(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ory)  

1A2215 WTO法规与亚洲经济研究(Study on WTO Regulation and Asian-Economic) 

1A2216 中国经济法案例研究(Case Study on Economic Law of China) 

1A2217 韩中比较贸易法(Comparative Trade Law of Korea and China) 

1A2218 韩中比较民商法(Comparative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of Korea and China) 

1A2219 中国贸易法(Chinese Trade Law) 

1A2220 知识产权法一般理论(General theor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1A2221 国际金融研究(Study on International Finance) 

1A2222 金融交易判例研究(Case Studies on Banking) 

1A2223 国际外汇管理论(International Foreign Exchange Management) 

1A2224 国际金融制度比较研究(The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Financial policy) 

1A2226 私法基础理论(Basic Knowledge of Civil Law) 

1A2227 国际交流的理论与实践(International Exchange Theory and Practice) 

1A2228 东北亚环境纷争研究(A Case study on the Environmental Dispute in East Asia) 

1A2229 国际人才资源论(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s) 

1A2230 比较劳动法研究(Comparative Study on Labor Law) 

1A2231 社会法一般理论(General Theory of Social Law) 

1A2232 劳动争议组成制度研究(Study on Law of Labor Dispute) 

1A2233 最低工资法研究(Study on Law of Minimum Wage)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 7 -

<国际金融专功>

<论文研究>

1A2234 日本劳动法(Japanese Labour Law) 

1A2235 社会福利政策论(The theory of Social Welfare Politics) 

1A2236外国劳动者劳动关系法(The Laws and Politic for the foreign Workers) 

1A2237 东洋法文化论(Theory of Oriental Legal Culture)  

1A2238 家族法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 on Family Law)  

1A2239 国际开发论(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A2240 国家领导者论(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Theory)  

1A2241 东北亚国际协力论(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1A2242 国际劳资关系论(International Industry Relationship Theory)  

1A2243 国际环境法研究(Study on Law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1A2244 人权法(Human Right) 

1A2245 比较宪法(The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 

1A2246 国际关系论(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A2247 私法一般理论(General Theory of Private Law) 

1A2248 中国投资法律研究(Study on Investment Legal of China)

1A2249 银行法(Banking Law)

1A2250 国际金融法体系与金融实务(International Financial Law and Practice)

1A2251 东北亚物流与通商(Logistics and Trade in Northeast Asia) 

1A2252 韩中之间物流与企业纷争事例研究(Case Study of Sino-Korean Trade & Business Dispute) 

1A2253 民法基础理论(Basic Knowledge of Civil Law) 

1A2254 比较民法(Comparative Civil Law) 

1A2255 日本法入门(Introduction of Japanese Law) 

1A2256 韩中日比较民法(Comparative Study on Civil Law of China, Japan and Korea) 

1A2257 韩中日合同法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 on Contract Law of China, Japan and Korea) 

1A2258 韩中日担保法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 on Law of Security in China, Japan and Korea)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1A2901 博士论文研究 1(Thesis Research for the Doctoral Degree 1)

1A2902 博士论文研究 2(Thesis Research for the Doctoral Degree 2)                             

[2]

[2]

1A2259 资本市场与金融投资业相关法律(Act on capital markets and financial investment) 

1A2261 证券托管结算制度的权利行使(Korea Securities system of exercising rights) 

1A2260 国际金融市场的法与实务(International law and practice of the financial markets) 

1A2262 集合投资产业的法律与实务(Laws and practices of collective investment industry) 

[3]
[3]
[3]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