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与韩国京东大学 

中外合作办学招生简章 

 
 

中外合作办学外方院校介绍 

 

京东大学（KyungdongUniversity）是韩国的一所私立大学，以出众的教学质量和极高的就业率闻名于

韩国，是韩国教育部评定的优秀教育大学，2001 年被评为教育优秀领域最多大学，2004 年以高就业率被

韩国教育部列入韩国大学就业先进第一组别，江原道内就业率第一，2014 年被评为优秀教育贡献机构。学

校在韩国目前共有 3 个校区，分别为：束草 Global 校区、京畿道原州文幕 Medical 校区和京畿道 Metropol

校区。校园坐落于韩国最高名胜观光地（江原道）以及首都圈京畿道，依山傍海，被誉为韩国湖与森林围

绕的十大美丽校园之一。目前在校生七千多名，有来自全世界各国的留学生。 

 

该项目通过山东省教育厅审批并获国家教育部备案，纳入国家统招计划。项目费用低廉，学生通过此

项目学习将有机会获得本科、硕士、乃至博士学位，归国可获得教育部认证，享受国家海归留学生的各种

优惠政策与福利待遇，并可参加公务员与事业编制招聘考试。 

 

项目亮点 

 

国家公办项目 

国家教育部备案，学历受认可，安全可靠 

 



本硕联合培养 

项目学生可获得合作院校本科与硕士优先录取 

 

费用低廉高性价比 

海外学习期间本科学费每年仅 3 万人民币左右 

 

工作保障降低留学成本 

京东大学为每位国际学生 100%提供兼职工作 

 

行业前景广阔 

艺术设计和计算机是我国政府确认的大力发展的重点方向 

 

 

 

二、项目优势 

 

本硕联合培养 

2+2 培养模式。通过山东轻工职业学院单招和高考统招，学生首先进入学院进行 2 年全日制的专业课和外

语课程学习，语言成绩合格，即可获得京东大学本科录取。进入京东大学就读 2 年，成绩合格者将获得本

科学位，并可选择继续进修硕士和博士学位。 

 

韩国高就业率名校，注重培养工作能力 

京东大学以为学生事业发展为首要任务，注重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学生有充足的机会去起亚、三星、

现代等韩国知名企业见习。学校同超过 790 家企业签订了优先就业录用协议，为学生积极创造就业条件。

并建立有专门的产学就业处，多达 40 人的就业服务团队，就业率常年位居韩国高校前列，文凭含金量高，

毕业生受到各大企业欢迎。 

 

中韩文化同源，留学环境最为优越 

中韩两国在习俗和文化有交融互通之处，中国学生在接受意念上比较顺畅，极容易融入韩国学习和生活氛

围，韩国院校也非常欢迎有着相似文化及思考方式的中国学生。相比欧美等国从政府到民间严峻的留学环

境，学生在韩国的学习氛围要更为安全和稳定。 

 

帮助国际学生 100%获得兼职工作 

京东大学依靠其学校影响和京东财团的强大实力，为每个国际学生 100%提供兼职工作，这在韩国大学中是

独一无二的。学生上课期间工资每月约 1000 美金（约人民币 7100 元），假期期间工资为每月 1500-2000

美金（约合人民币 10000-14000），兼职工作所获得收入轻松覆盖学习成本，接近零成本升学。 

 

完美的学习环境 

学校国际校区所在地是韩国束草市，位于韩国东海岸，整个城市依山傍海，自然环境非常优美，这里是韩

国最为著名的风景名胜区，也是最为著名的影视拍摄基地，在 2000 年曾经风靡于中国的电视剧《蓝色生

死恋》即在此地拍摄，风靡全球的韩束化妆品公司也诞生于此。这里的人们民风淳朴，生活平静和谐，远

离超大城市的喧嚣，对于国际学生来说是海外学习的完美选择。 

 



费用低廉，奖学金丰富 

京东大学对国际学生实行奖学金减免政策，获得韩国语 3 级证书的学生，入学时获得 50%奖学金，获得韩

国语 4 级证书的学生将获得 70%奖学金，减免后每学期仅 1-1.7 万元人民币。同时学校为了鼓励学生努力

学习，实行每学期奖学金与成绩挂钩的制度，每学期结束时，平均成绩在 75 分以上即可获得最低 30%下一

学期奖学金，最高至 100%，大大降低学习成本。 

 

韩国留学人才需求广泛 

中韩两国经济联系紧密，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 2500 亿美元，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并且已经签署协议

将建立中韩自贸区。山东省与韩国经贸联系最为密切，无论是在中国还是韩国都需要大量既会韩语又懂其

他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学生毕业后将有大量工作机会。 

 

 

 

 



 

 

 

 

 

三、合作办学专业介绍 

艺术设计专业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与韩国京东大学合作，2020 年开始开办艺术设计专业高等专科合作办学项目，专

业方向为视觉传达。该项目教育部批准书编号为 PDE37KR3A20191068N。项目纳入国家统招计划，国内学

制三年；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学生可选择 2+2 专升本模式，即在大二结束后赴京东大学进修本科学位，学

制二年，毕业后获得山东轻工职业学院专科毕业证书与韩国京东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并可继续攻读硕士和

博士学位。 

 



 

 

 

艺术设计专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招生信息汇总 

合作专业 艺术设计 

招生代码 650101H 

培养模式 中外联合培养，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中外方优秀师资共同授课 

学制 
2+2 模式。学生在国内完成 2 年学习后，于第三年开始赴国外学习 2 年，最快四年获得本

科学位 

国内 

入学要求 

学校面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招生，招生对象为参加当年全国普通高考、山东省高职统

考并达到相应录取分数线和录取标准的考生。 

国外 

入学要求 

顺利修满山东轻工职业学院所要求课程，满足语言要求，即可直接申请赴国外合作大学升

读本科，无需参加专升本考试。 

语言要求 授课语言：韩语语言要求：韩国语 3 级 

学历学位 国内：艺术设计专科文凭 国外：艺术设计学士学位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简介 

 

艺术设计专业是省级特色专业，始办于 1988 年，是学校最早开设的专业之一，本专业现已建成广告

传媒工作室、设计与制作一体化工作室、计算机辅助设计实训室等 5 个校内实训室。拟与企业共建世纪开

元线上设计与制作工作室、满城风讯广告创意创业孵化基地等校企深度融合工作室。视觉传达设计方向主

要培养平面广告设计人才。本专业采用“设计项目教学法”进行教学，通过贴近于实际应用的教学案例，让

学生了解平面广告设计流程及内容，掌握平面设计领域中各种设计项目的设计规律与表现技法，让学生熟

练使用多种平面设计软件，使学生具备胜任平面广告设计任务的能力。核心课程有图案、构成、艺术设计

理论、计算机辅助设计、广告图形创意、插画设计、版式设计、海报招贴设计、产品包装设计、企业形象

设计、印刷工艺等。 

近年来，教师获得国家级奖项 8 项，省级奖项 17 项，主持、参与省级以上课题和教学改革项目 25 项，

专利 11 项，发表教科研论文 46 篇。组织师生积极参加各级各类大赛，2019 年共获得一等奖 7 项，二等

奖 15 项，三等奖 23 项。 

 

 

 

 

韩国京东大学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介绍 

 

韩国京东大学艺术设计专业是学校最受欢迎的专业之一，80%教师拥有在其他大学和教育集团授课的

经验，并且一半以上具有艺术行业 5 年以上的从业经验，因此在教学中更能贴近未来工作要点进行授课。

京东大学的艺术设计专业在课程设置上除了注重对学生的专业技能素质和学术能力的培养外，重点关注学

生的心理学习和美学教育，帮助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乐观敬业的职业精神。京东大

学艺术专业教师具备丰富的教学经验。学校学生曾在多个艺术大赛上 ，包括 2014 年，学生车载池获得第

33 届韩国艺术大赛设计大奖；2016 年，学校艺术设计系毕业学生金永池参加 K-designAward 艺术设计大



赛获得优秀奖。学校与韩国文化广播公司（MBC）、韩国 SM、DSP 等艺术经纪公司签署有实习协议，每年

学生都能直接进入这些韩国顶尖艺术文化公司进行实习。学生未来可进入企事业单位、中大型国企、艺术

公司、互联网电子商务公司等从事设计和广告等方面工作。 

 

 

 

 

四、费用情况说明及国际学生反馈 

 

费用情况说明 

 

1、 国内学习期间学费 

艺术设计专业学费标准：12000/年（人民币）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学费标准：11000/年（人民币） 

 

2、 国外学习期间学费 

艺术设计专业本科学费标准：约 34000/年（人民币） 

智能计算本科学费标准：约 34000/年（人民币） 

（具体费用以入学当年京东大学公布的学费标准和奖学金政策为准） 

 

 

3、 住宿及伙食费用 

国内住宿费：1000/年（人民币） 

国外住宿费：四人间：11000/年（人民币） 

（具体费用以入学当年京东大学公布的住宿标准为准） 

 

伙食费及杂费：每月 1600-2000 人民币左右 

 

 

 

 

 



国际学生反馈 

 



 

 

 

六、常见问题解答 

 

1.学生通过合作办学赴京东大学攻读专升本需要什么条件？是否需要考试？语言需要什么水平？语言不达

标怎么办？后期是否能升读硕士博士？ 

 

因为这三个专业为合作办学项目，我校已经与京东大学达成了学分互认协议，学生在完成国内部分课程后，

不再需要进行专升本的专业课考试，只需要通过相应的语言考试即可直接进入本科正课。 

 

艺术设计：国内学习期间同时学习韩语强化培训课程，学生在进入嘉泉大学前通过韩国语 Topik 三级即可

直入大三，未获得韩国语三级的学生也可先进入嘉泉大学语学院进行韩国语学习，完成韩国语课程学习后

进入本科正课。 

 

计算机应用技术：国内学习期间同时学习英语强化培训课程，达到雅思 5.5 分水平即可直入京东大学学习，

英语未达标者可以进入语言课程学习，通过后再进入本科正课。 

 

学生在完成本科课程后可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直接申请，优先录取，无需研究生考试。其中硕士学

制 2 年，博士学制 3 年，学制上也低于国内学制，节省宝贵时间。同时京东大学设有专门的升学指导老师，

如果学生硕博想去其他学校学习，老师将免费指导帮助学生申请。 

 

 

2.后期赴国外学习费用多少？是否有奖学金？ 

 

我校与京东大学的合作办学项目，学生语言达标正式入学时，本科学费每年 3.4 万人民币左右，每年含生



活费总费用在 5-6 万左右，同时还有大量奖学金项目，费用低廉性价比高。同时因为京东大学帮助每位国

际学生安排兼职工作，学生每月收入在 1000-2000 美金左右，约合人民币 7000-14000 每月，大大减轻经

济压力，有机会实现零成本留学。 

 

关于奖学金，我校对于第三年赴京东大学留学的学生，每人给予 5000 元人民币资助。同时京东大学设置

了种类繁多的奖学金项目，包括语言达标正式入学奖学金（根据语言成绩，可获得 50%到 70%减免，减免

后学费分别为 1.7 万人民币一学期，1 万人民币一学期）、每学期均可获得成绩激励奖学金（京东大学根据

学生上一学期成绩，对学生给予成绩激励奖学金，用于下一学期学费减免，以此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奖学

金幅度为：75%均分可获得 30%奖学金，80%均分获得 50%奖学金，90%均分获得 70%奖学金，95%及以上获

得 100%奖学金，学费减免后从分别为 2.3 万、1.7 万、1 万和 0）。 

 

对于每学期均可获得的成绩激励奖学金，根据近四年数据统计，有 56%的学生获得 50%奖学金，29%的学生

获得 70%奖学金，11%的学生获得 100%奖学金，仅 4%的学生获得奖学金低于 50%。 

 

5.京东大学为每位国际学生 100%安排兼职工作，是否可以详细介绍一下？ 

 

韩国允许外国留学生周一至周五进行 20 小时工作，周六周日不限时间。京东大学依靠自身力量，保证每

位国际学生都获得学校安排的兼职工作，工作场所包括酒店、高尔夫球场、咖啡厅、餐厅、便利店、合作

企业等，工作环境有保障。上课期间（8 个月）工资每月约 1000 美金（约每月人民币 7000 元），假期期

间（4 个月）工资为每月 1500-2000 美金（约每月人民币 10000-14000），兼职工作所获得收入轻松覆盖

学习成本，并有机会有所结余，大大减轻经济压力。 

 

6.韩国留学是否安全？ 

 

中韩两国在习俗和文化有交融互通之处，中国学生在接受意念上比较顺畅，极容易融入韩国学习和生活氛

围，韩国院校也非常欢迎有着相似文化及思考方式的中国学生，学生在韩国的学习氛围要更为安全和稳定。

截止 2017 年底，中国有超过 100 万的人员长居韩国，中韩关系融洽。同时韩国和中国一样，监控设备遍

布大街小巷，安全保障严密，非常安全。 

 

7.京东大学的住宿环境如何？ 

 

在京东大学，学校有统一的留学生宿舍，提供统一的书桌、衣柜、床等基础设施，每个房间均配有空调和

网络，并设有独立洗手间，公共洗衣房。洗衣采用投币式全自动洗衣机，方便快捷。学校留学生宿舍还建

有公共多功能厅和健身房，并有特色餐厅，为学生提供卫生可口的食物。 

 

 

 

 

 

 

 

 

 

 



附：海外院校掠影 

 

 

 



 



 

 



 

 

 

 

 



城市风景 

 

 

 

 



国家公园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