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學生入學資料繳交須知
需要資料說明如下：
1、 欲 2021 年 8 月入學的學生，請務必於 2021 年 6 月底以前與本
校教務處登記報名
報名專線：02-334-7217 轉 2108

古老師

2、 本校不招收初三下學期及高三上下學期轉學生
3、 學生入學時需辦妥長期簽證，旅行簽證不行。
4、 需公證的資料,請務必先將資料發郵件給本校確認，確認無誤後再
做公證。
本校郵箱: ochs.korea@gmail.com
5、 本校不接受學期中途轉學生，轉學生請於 8 月註冊日以前親自到
本校教務處繳交資料完畢
6、本校漢城華僑中學地址：韓國首爾市西大門區延禧路 176 號。
（請
搭乘 2 號地鐵,新村站 3 號出口換乘西大門區方向 03 號公車，在
漢城華僑中學站下車。）
서울시 서대문구 연희로 176

本校根據學生國籍不同，有不同的繳交資料規定，

转学生入学数据缴交须知
需要数据说明如下：
1、欲 2021 年 8 月入学的学生，请务必于 2021 年 6 月底以前与本校
教务处登记报名
报名专线：02-334-7217 转 2108

古老师

2、本校不招收初三下学期及高三上下学期转学生
3、学生入学时需办妥长期签证，旅行签证不行。
4、需公证的数据,请务必先将数据发邮件给本校确认，确认无误后再
做公证。
本校邮箱: ochs.korea@gmail.com
5、本校不接受学期中途转学生，转学生请于 8 月注册日以前亲自到
本校教务处缴交数据完毕
6、本校汉城华侨中学地址：韩国首尔市西大门区延禧路 176 号。
（请
搭乘 2 号地铁,新村站 3 号出口换乘西大门区方向 03 号公交车，在
城华侨中学站下车。）
서울시 서대문구 연희로 176

本校根据学生国籍不同，有不同的缴交资料规定，

一、 学生为中国籍：
下学期
初
一

1. 六年制小学毕业证书

1. 六年制小学毕业证书

2. 学籍表

2.学籍表(小学、中学)

3. 学生档案(成績及評語)

3. 学生档案(小学、中学成績及評語)
4. 转学证明书(市教委或区教委章印)

1. 六年制小学毕业证书
初
二

2. 学籍表(小学、中学)
3. 学生档案(小学、中学成績及評語)
4. 转学证明书(市教委或区教委章印)

下学期
1. 六年制小学毕业证书
2. 学籍表(小学、中学)
3. 学生档案(小学、中学成績及評語)
4. 初二中考证 (地理、生物) 复印件
5. 转学证明书(市教委或区教委章印)

1. 六年制小学毕业证书
初
三

2. 学籍表(小学、中学)
3. 学生档案(小学、中学成績及評語)
4. 初二毕业时(地理及生物中考) 中考证(复印件)
5. 转学证明书(市教委或区教委章印)

下学期(不招收轉學生)
下学期

高
一

1. 初中毕业证书

1. 初中毕业证书

2. 中考证(地理及生物) 复印件

2. 中考证(地理及生物) 复印件

3. 初中学籍表

3. 学籍表(初中、高中)

4. 初中三年学生档案(成績及評語)

4. 初中三年学生档案(成績及評語)
5. 省普通高中学学生学籍档案(须公证)
6. 转学证明书(市教委或区教委章印)

1. 初中毕业证书
2. 中考证(地理及生物) 复印件
高
二

3. 学籍表(初中、高中)
4. 初中三年学生档案(成績及評語)
5. 省普通高中学学生学籍档案(须公证)
6. 转学证明书(市教委或区教委章印)

初一
至
高二
共通
準備

1. 父母親及學生외국인사실증명서 (以父母親及學生姓名各開證明共三張)
2. 學生出生證明、照片一张
3. 學生출입국증명서(5~10 년)
4. 学生及父母親护照复印本
5. 学生外国人居留证复印本 (旅行签证不行)
* 母親或學生歸化韓籍者:기본증명서/가족관계증명서

二、學生為華僑（台灣籍）
：
初

1. 六年制小學畢業證書

一

2. 小學六年成績證明
1. 六年制小學畢業證書

初

2. 初中成績證明
自中國轉學生如同中國籍準備

二

3. 初中生活紀錄
4. 轉學證明書
1. 六年制小學畢業證書

初

2. 初中成績證明
自中國轉學生如同中國籍準備

三

3. 初中生活紀錄
4. 轉學證明書
1. 初中畢業證書

高
2. 初中三年成績證明

自中國轉學生如同中國籍準備

一
3. 初中三年生活紀錄
1. 初中畢業證書
高

2. 高一成績證明
自中國轉學生如同中國籍準備

二

3. 高一生活紀錄
4. 轉學證明書

初一至高二
共通準備

1. 父母親及學生외국인사실증명서
2. 華僑協會戶籍謄本、照片一張
3. 學生外國人居留證複印本

(旅行簽證不行)

三、學生為韓國籍: 學生必須在海外住滿三年
初

1. 六年制小學畢業證書

一

2. 小學六年成績證明
1. 六年制小學畢業證書

初

2. 初中成績證明

二

3. 初中生活紀錄

自中國轉學生如同中國籍準備

4. 轉學證明書
1. 六年制小學畢業證書
初

2. 初中成績證明

三

3. 初中生活紀錄

自中國轉學生如同中國籍準備

4. 轉學證明書

高
一

1. 初中畢業證書
2. 初中三年成績證明

自中國轉學生如同中國籍準備

3. 初中三年生活紀錄

1. 初中畢業證書
高

2. 高一成績證明

二

3. 高一生活紀錄
4. 轉學證明書

初
一
至
高
二
共
通
準
備

1. 學生출입국증명서(5~10 년)
2. 가족관계증명서、照片一張

自中國轉學生如同中國籍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