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成人高考报名流程

预报名到大学函授站或教学点报名 4月-8月

网上报名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报名并记下报名序列号 8月中上旬

到当地教委照相进行信息采集做准考证 8月下旬-9月初

领取准考证 9月下旬

参加全国统一成人高考考试 10月中下旬

成绩查询，查询录取去向 11月中下旬

学生缴费办理入学手续，大学发放录取通知书 12月

各大学校注册学籍 第二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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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历的意义

滨州学院
韩国留学部正
式启动“韩国
留学 免费带
你飞”活动。扫
一扫上面的二
维码，通过微
信公众号报名
韩国留学，免
费赢取韩国机
票！快快扫一
扫！活动截止
到7月31日。

滨滨州州学学院院韩韩国国留留学学部部简简介介

韩
国
留
学

免
费
带
你
飞

阶段 课程 教学目标

第一阶段

韩国语入门 掌握韩文字母的发音与书写 ;

能够读写简单的单词、句式，掌握基
本语法与日常生活对话。

韩国语发音

学生安全教育

第二阶段

韩国语精读1

掌握韩文的拼读及音变，能够
流利的阅读韩语文章。

韩国语听力1

韩国语会话1

韩国文化课

第三阶段

韩国语精读2
掌握2000~3000个单词，熟练运

用基本时态和语法，达到TOPIK2级
考试要求的水平 ;熟悉韩国的文化
背景以及各种风俗习惯。

韩国语听力2

韩国语会话2

韩国语写作

韩国文化课

滨州学院是2004年5月经
国家教育部批准成立的一所省
属全日制综合性普通本科院
校。为扩大国际化人才培养，学
校坚持开放办学，已与美、英、
韩、俄、澳、加拿大等国家建立
友好合作关系，达成合作办学
项目，推进办学国际化进程。

滨州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举
办中韩国际预科班项目，主要
对拟赴韩留学学生开展韩语教
学。本着为学生负责的态度，做
了严谨的课程安排和教学管
理，通过“全天授课+晚自习辅
导”的教学模式，帮助学生奠定
良好的语言基础。

项目优势

校际合作：滨州学院与韩
国大学直接合作，通过校际间
的国际交流，让学生可以直接
通过学校的优势资源，顺利赴
韩求学。我校将为学生统一办
理签证,办理各项出国手续。

师资雄厚：韩国资深外教
与我校韩国语专业老师联合授
课，以提供最佳的课程安排与

韩国语教育环境。普及韩国语
与韩国文化，为学生在出国前
打好坚实的韩语基础。

专业优势：专业设置广泛，
优势明显，入学政策宽松。入学
一年后，学生还可以根据自己
学习情况调整专业。

韩国留学优势及待遇

韩国高校专业设置齐全，
入学条件宽松，学习费用低廉，
学生按学习成绩可以申请奖学
金。学生学成归国后，学历由国
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
国家承认学历，与国内统招生
获得的学历证书具有同等效
力，并可在中国教育部涉外监
管信息网站查询。

课程设置

通过基础性的韩国语阅读
和写作，培养学生自由灵活地
运用韩国语进行交流的能力。
重点实施会话，听力，阅读，写
作四方面的综合教育，从而使
学生在最短期内取得TOPIK
(韩国语能力考试)成绩。

学期设置

满10人开班，随到随学，循
环开班。考试成绩合格后，将颁
发滨州学院韩国语结业证书。

学习方式

高中生：国内0 . 5年+韩国
4 . 5年可获得本科学位

专科生：国内0 . 5年+韩国
2 . 5年可获得专升本本科学位

本科生：国内0 . 5年+韩国

2 . 5年可获得硕士学位
注：学生完成规定的学分

后，将颁发韩国大学的学历学
位证书。国家承认学历，具体可
到中国教育部涉外监管信息网
站查询。同时所获得的海外学
历均由中国国家教育部开具

《国外学历学位认证》证明，回
国后即可参加公务员考试及其
他各类国家考试，与统招生所
获得的学历学位证书用途一
致。

当前不少人已经拥有了本科
学历，或许很多人并不明白“自己
已经是本科了，再去获得一个第
二学历有什么意义呢？”

一、什么是第二学历，第二学
历待遇怎样？

第二学历，是为适应经济和
社会发展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满足从业人员拓宽知识、专业领
域的要求而举办的成人继续教
育。山东省教育厅、人事厅、财政
厅鲁教职字【2006】9号文件规定：
成人高等毕业生在干部聘用、职
称评审、工资待遇等方面与普通
高等教育同层次毕业生享有同等
待遇。

二、考取“第二学位”的必要
性与重要性

解决就业压力：随着高校的
扩招，普通院校的普通专业的毕
业生在就业中丝毫没有优势。第
二学历人才就业面宽，找工作也
将多一个敲门砖。

拓宽知识面：随着各行各业
对知识面要求的提高，企业对全
面人才的需求远大于对高精尖人
才的需求，因此选修二学位、拥有
更宽的知识和技能，可以为自己
的职业发展加上“双保险。

三、本科生报考优势
1、拥有双学位，毕业待遇等

同研究生；跨学科人才，在企业受
欢迎；

2、国家承认的学历学位证
书，与跨校辅修区别很大；时间
短，职业证书免费拿；

四、第二学历的获得方式
一是指在修读普通全日制统

招(第一学历)学历的同时，修读
第二专业获得的学历；

二是在获得全日制统招学历
后，在职获得的非统招学历，包括
成人教育(业余、函授、脱产)、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自考)、广播电
视大学(电大)和远程教育(网络
教育)

温馨提醒：正在为专业发愁
的人，正在为专业不对口而发愁
的，现在好好看看这篇文章？

择校→递交材料→面试→缴纳
学费→发返签证→贴签证→入
学培训→正式入学→就学反馈

择校

为了实现最优留学，通常
根据学生对韩国大学志愿意
向、专业喜好及家庭收入状况
等各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后
进行择校。

递交材料

择校后，准备申请入学材
料。通常申请材料需要：自我介
绍书、学习计划书；护照；最终
学历毕业证、最终学历成绩单；
毕业学校老师推荐信；全家身
份证、全家户口本；父母收入、
在职证明；存款证明(个别学校
不需要)；照片等。韩国大学的
不同，所需提供的资料也有所
不同。申请材料一般提前3-4个
月时间准备。

面试

材料递交后，语言学习阶
段个别学校需要面试。如我们
合作的建国大学、忠南大学等。
语言学习阶段的面试非常简
单，一般为网络面试。面试老师
会用中文问学生几个问题，学
生用中文回答即可。回答的内
容要和自我介绍书、学习计划
书大体相符。本科阶段的面试，
根据学校、专业的不同，决定是
否有面试。本科阶段的面试也
不会太难，教授无非是通过几
个问题考察下学生的韩国语水
平是非能达到专业课的听课要
求。

缴纳学费

递交材料审核通过后，韩
国大学会下发缴费通知单，学
生在通知单规定的时间内缴纳
学费即可。一般通过四大银行
(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

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境
外汇款。

发返签证

学生在获得申请学校的录
取通知书后，申请材料递送到
韩国法务部接受审核，审核通
过的将获得法务部签发的签证
颁发许可证，这个签证颁发许
可证，就是我们通常简称的“返
签证”。

贴签证

按照韩国驻华大使馆要求
准备一些普通材料，可顺利领
取到签证。如无特殊原因，大使
馆不会拒绝为持有签证颁发许
可证的学生完成最终的签证程
序。申请人本人或他人持材料
到户籍所在地所属领区签证处
办理贴签证。但，广东、四川省
领区必须申请人本人亲自前往
办理。

入学培训

签证办理完后，就是准留
学生了。留学部的老师会对学
生进行入学前培训。包括入境
须知、接机、入校后安排、安全、
饮食注意等各方面问题老师会
详细讲解。

正式入学

语言阶段的入学时间通常
为每年的3月、6月、9月、12月
份。本科开学的时间为每年的3
月份和9月份。入学后，韩国老
师会详细安排宿舍、熟悉校园
等基本学习生活区和学校周边
环境。

就学反馈

学生根据留学状况可给予
留学部老师反馈。如在学习或
生活上遇到问题，留学部老师
会协调韩国学校同学给予帮
助。当然，这都是无偿的。

留留学学申申请请流流程程

成成考考的的三三种种形形式式
6月份高考如火如荼的进行，牵动

着大部分人的心，6月份也是成人高考
报名的火热时期，现在就关于成人高
考报考三种层次给大家做一下简单介
绍：

高起专：高中起点升专科。学制
2 . 5年。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
每科150分，总分450。

专升本：专科起点升本科，需要报
考者提供大专毕业证明，即必须取得
教育部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教育
或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专科毕业证，
无论是全日制或是成人高考或者自考
取得的专科毕业证均有效。学制2 . 5
年。考试科目为政治、英语，加一门专
业科目，每科150，总分450。

高起本：高中起点升本科。学制
为5年。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
史地/理化，每科150，总分600。

因此希望有需要提升学历的考生
抓紧时间报考，无论您是从事什么职
业，均可以报考相应学历。

滨州学院继续
教育学院通过本报
黄蓝教育大讲堂向
广大学员温馨提示：
在选择韩国留学和
报考成人高考进行
学习时，请选择正规
机构进行实地考察。

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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