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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

大学

哲学生命 医疗伦理学
051-200-7060    http://history.donga.ac.kr

史学系
051-200-7060    http://history.donga.ac.kr

学科介绍

哲学是在所有的学问和艺术思想基础上形成的一门学问。对此，哲学以深度研究为基础，并试图与其

他领域的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例如，科学哲学、法律哲学、艺术哲学、电影哲学、心理哲学等，都由趣

味浓厚的教程组成。想让自己一生更有意义、更自由、更有创造性的学生们，哲学这一学科将会对你们

充满无限魅力。 生命医学伦理 专业 � 生命医学伦理学是指对东西方伦理理论的探索以及对人类生活中

所产生的多种多样的伦理性问题的探索，并对此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例如，对生命医学伦理、企业伦

理、信息伦理、环境伦理、职业伦理、社会伦理等实践性伦理也有相应研究。通过这个专业可以走向企业

的伦理经营部门，大学附属医院或者R&D研究机关的IRB（机关 生命伦理委员会）专家或者社会各界的

伦理专家之路。

主要课程

哲学的问题, 生命医疗伦理的问题, 哲学的历史发展, 现代社会与生命伦理

伦理学, 生命医学伦理学, 科学技术哲学的理解, 临床试验研究, 医学的哲学和伦理

毕业后的前途

生命医疗伦理学 专业
1. 生命伦理相关政府机构 (食品 医药品安全处, 保健福利部)

2. 制药公司及临床试验经办机构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的 临床试验监督员 (Clinical

Research Associate) 及 临床试验行政人员 (Clinical Trial Assistant)

3. 医院 机关生命伦理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的行政主管

学科 Q&A

Q. 哲学生命医疗伦理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区别是什么？
作为所有学问的基础，培养各种学问的融合性研究的哲学性思考方式从而多方面培养开拓能力。特别是生

命医疗伦理方面是以生命医疗伦理专家的培养为目标的全国最初特性化学科课程。

Q. 哲学生命医疗伦理学科毕业的前辈们主要从事什么职业？
获得教师资格证的中高老师、新闻工作者、广告公司、市民人权团体讲师、论述教师等各种职业均可以选

择，也可能是法学院的司法人员。还有医院机关生命伦理委员会(IRB)的行政讲师，受托研究机构的临

床实验监督员，也可就业于外国制药公司。

学科特色项目

哲学活动 : 以每年各地区的文化和政治亲身体验为基础，感受个人的发展前景。和教授以及前后辈之间

没有隔阂融洽的研讨哲学性的历史事例与经验分享

学科介绍

历史学是指通过对韩国·东方·西方 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等各地区、各时代的研究，来进一步

说明人类的历史是当今社会往来以及未知明天的知识储备仓库。 史学系的核心教程是对文献的探究以

及实地考察，通过每年的学术考察和历史纪行来切身地体会历史的流向。通过对这种历史的研究而得

到的知识和经验，并将它们在社会中与历史有关的各种部门中进行灵活运用。

主要课程

北韩现代史的理解, 韩国的焦点与展望, 东方史的理解, 西方史的基础知识

西方古代社会的结构和古典文明, 东方古代的社会和文化, 韩国古代史,

西方封建社会和中世纪文明, 东方中世纪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东亚世界秩序与朝鲜社会, 韩国中世纪史,

西方近代市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韩国近代史, 东亚近代史, 韩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西方现代史 

毕业后的前途

专业分类 : 文化遗产保存处理师或者学术艺术师. 历史有关研究所研究员或者大学教授

非专业领域 : 可进入学院, 媒体出版领域

学科 Q&A

Q. 在社会学科里面学些什么呢？

就像大学里面能够学到很多大学问一样，不像中学时候一样根据年级和时代的特点和事件进行学习，

而是那个时期实行了哪些制度有什么意义，这些制度是怎么实行的，通过了解女性和历史书里无法形

成主流的百姓.亲民.乡里.等，从微观角度上更为具体的来学习那个时代。

学科特色项目

史学历史活动 ：“东亚 和平人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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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语文学系
051-200-7019    http://korean.donga.ac.kr

学科介绍
2002年以前，一直在以韩国国语国文系的名字进行招生，从2002年开始改编为韩语文学系，并且由韩
国国语国文专业和文艺创作专业两部分组成并运营。2004年，韩国国语国文专业和文化创作专业成为
独立的学科并运营。为了进一步的促进就业，增加其实用性，于2005年两者合二为一，成为一个学科。
韩语文学系在诸多领域培养出很多具有实力的校友，如教授、教师（韩语、国语），文人、广播媒体记者、
广播和剧本的作家等。以后，我们学科将会通过东南亚、日本、中国、美国等各所大学之间的合作，来实
现韩语文学的国际化和实用化，并且让其成为特属于东亚大学文学系而有的特点。 

主要课程

韩国大众文化欣赏, 韩国文学新阅读, 语言与人类, 现代文学的理解 
国文学概论, 语言学概论

毕业后的前途

1. 教育界 : 教授, 国语教师, 韩语教师, 读书论述教师, 文艺教育指导师等
2. 文艺创作专业人才 : 诗人, 小说家, 导演, 评论家, 纪录片作家等
3. 文化艺术策划家 : 广播的电视剧剧本作家和媒体界的

KBS, MBC, EBS, KNN 等电视台的作家, 剧本策划等
4. 经营专家: 公务员, 一般企业, 银行券, 大企业, 进军中小企业

学科 Q&A

Q. 想要成为韩国语教师有什么方法呢？
想要成为韩国语教师的话有多种方法。韩国语文学系开设了几个培养韩国语教师资质的科目，另外还
可以在东亚大学国语文化院里面攻读120个小时的韩国语课程。可在国内大学开设的韩国语教育机构里
面上班或者是在外国参加韩国语教育活动

外国人留学生的学科介绍

要说明韩国文学专业的内容的话大的方面有两个。 第一个， 可以了解和学习古文学和现代文化（诗，小
说，传说）等。 第二个， 学习创作小说的方法在写小说的时候会有很多帮助。 也可以学习怎么教授外国
人学习韩国语的方法。 每个学期最大的学科活动就是文化游记， 即4天3夜学习文化以及观光的活动。
(16学号, PHAM THI OANH, 越南)

学科特色项目

活动 ：每年5月进行文化探访。了解方言和口语文学，调查研究韩国文学遗址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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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

大学

考古美术史学系
051-200-7151    http://gomisa.donga.ac.kr

学科介绍

考古美术史学系是指通过遗址和文物来理解人类的历史和文化。 这门学问分为考古学和美术史学两方

面。 理论学习是指为培养考古学和历史学领域的专业人才所需掌握的的基础和深层内容来使其拥有对

文物方面更加广泛的知识。来使其对文物持有更加广泛的知识。以及通过每年的文化遗址现场体验学习

来开阔视野，不仅仅可以直接对各地文化遗址进行发掘与调查，而且还可以通过对博物馆，美术馆的

收藏品，传统寺庙的圣宝文化祭等的现场实习，来取得相应的经验，开阔自己的眼界，并且通过这些

经验可以成为一名（博物馆，美术馆等）管理者，或者也可以活动于文化祭部门等。

主要课程

现代考古学的理解, 影像的美术史, 宗教和文明, 女性的生活和艺术

韩国的美术文学, 文物的理解和实习, 韩国石器时代考古学, 美术学方法和现场工作, 人骨调查方法论, 韩

国三国时代考古学, 佛教美术的历史和图像, 博物馆学, 韩国的传统绘画,韩日比较考古学, 文化遗迹考察

与实习, 韩国雕塑与石雕艺术

毕业后的前途

国立中央博物馆, 文化遗产,国立文物研究所,各类文物调查机构,公私立博物馆及美术馆等

• 出版社、文化展示及策划、文化节、文化观光等负责文化事业的各种文化产业领域

• 负责文物的公务员和负责各种文物媒体的记者和PD等不同的职业，也可以进入大学深造，通向学者的路。

学科 Q&A

Q. 考古美术社会学科的教科课程是怎么形成的?

该科目是由考古学科和美术史学相结合，到大学毕业前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的特色项目（为期四年）。

第一阶段是考古学·美术史学的基础课程（培养对文化遗产的基础认识能力），第二阶段是考古学·美

术史学专业基本课程（培养实证的学习能力： Field-work实习 ）第三个阶段是考古学·美术史学专业深

化课程（博物馆学 文化产品学专业基本课程：培养广阔深沉的思考力）第四阶段 博物馆学·美术馆·文

化遗产 调查研究专门机关实习核心课程（培养专门区域实务能力及就业设计）

学科特色项目

一年两次考察，通过春季和秋季研讨会，了解在全国各种考古学和美术史学的价值，寺庙遗址以及历

史古迹发掘现场的考察等， 扩大访问见闻。

博物馆和文化文物发掘调查机构签订的实习协议。可以利用假期时间，派遣去实习。

通过实习，将所学习的专业知识直接运用到现场从而积累经验， 更利于毕业以后的发展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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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德文系
051-200-7060    http://history.donga.ac.kr

学科介绍

德语德文系是通过对德语的掌握和对有效的教学课程的灵活运用，不仅仅是德语， 还可以从其他三个

方面对德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如此，不仅是对文学，历史以及作家还是作品等都会有更为广泛深入

的了解。尤其是还可以通过慕尼黑大学的交流项目，可以亲自赴德国进行体验。

主要课程

初级ZDⅠ, 德国文化的理解, 初级ZDⅡ, 德语文章论, 德语语法, 初级ZDⅢ, 德国史, 德语精读, 德语地区文

化概论, 德语学概论, 初级ZDⅣ, 德语会话, 德语地区文化(文化圈), 德语写作, 文本分析, 德语文化史, 德

国宗教和哲学的故事, 经济德语, 德国的大众媒体, 文本制作, 德国的政治体制, 文本与记忆, 中级ZDⅠ, 中

级ZDⅡ, 德语课程教材及研究法, 文化和沟通, 德语的昨日与今日, 中级ZDⅢ, 中级ZDⅣ, 德语教学论, 德

国社会变迁史, 德国的都市和文化, 发表的技法, 德语课程理论及论述, 美国地域学, 表达的魅力和风格。

毕业后的前途

1. 贸易相关工作者 : 海外销售, 贸易, 原料经销商, 贸易保险, 国际贸易运输, 集装箱运输, 进出口通关业务,

验收与检验企业, 鉴定企业, 银行的贸易搭档(外汇窗口), 海运(船舶)公司, 航空物流, 韩国贸易协会, 贸易

振兴公社, KOICA(国际合作) 等。

2. 翻译专家 

学科 Q&A

Q. 跟德国的交流项目是什么呢?

就是跟德国的慕尼黑大学合作成为姊妹大学， 每年选拔一些交换生并且提供去亲自体验德国文化的机

会。 同时，以德国学研究所为中心从而接触多种多样的德国消息，提供关于德国的特讲和面试机会，

帮助学生们进出德国。

Q. 完全没有学习过德语的学生们可以跟得上吗？

我们系准备了从基础德语到实务德语的短期教育过程，帮助提高学生们的德语能力。即使没有一点德

语知识的学生，只要用积极地态度去学习德语， 一定可以很大地提高自己的德语水平。

学科特色项目

原语话剧节 : 在校生利用夏季充分准备英文话剧，参加舞台话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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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

大学

英语英文系
051-200-7036    http://a812.donga.ac.kr

学科介绍

英语英文系是通过英文系和英美文化，来理解英美的语言及文化，从而进一步来培养出21世纪所需的

国际性人才。最重要的是通过最尖端的视听，各种器材的活灵活用，外加外国教授的讲义课程，来培

养出具有竞争力的、全球意识性的人才。关心英语或者对英美文化的学生，尤其是希望参加国际活动的

学生，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可以进入诸多部门及领域，来展现你的实力。

主要课程

基础英文法, 英语发音练习, 英语会话及作文, 英语词汇和短语

英语学概论, 英文学概论, 英语会话Ⅰ, 英语阅读, 高级英语作文, 英美文化, 

毕业后的前途

教育界 : 教师, 教授, 讲师

贸易行业 : 国际贸易, 物流, 企业的国际贸易领域及国外企业

语言学界 : 同声传译, 航空公司乘务员 

外国人留学生的学科介绍

英文系就是学习英语，掌握基本的语法及交流常识，了解说英语国家的文化历史等！ (15学号, 冯静,
中国)

学科特色项目

原语话剧节 : 在校生利用夏季充分准备英文话剧，参加舞台话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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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
051-200-7128    http://china.donga.ac.kr

学科介绍

为了培养具有卓越汉语表达能力及对中国有着广泛的知识和教养型的人才，本系主要采用语言授课课

程以及均衡授课课程。 因此本系把培养能与中国人进行良好沟通的人才，作为主要培养目标。以汉语表

达能力作为选拔基准，目前国内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处于不断增加的趋势，这样不仅在国内可以就业，

甚至可以被指派到中国各地就业。

主要课程

汉语与汉字, 基础汉语练习Ⅰ, 电影与中国, 基础汉语练习Ⅱ

汉语会话, 500字中国语, 中级汉语语会话, 汉语精读, 商务汉语, 中文演示文稿。

毕业后的前途

学院升学, 翻译师及口译师, 文化出版界. 企业界, 金融界, 电视台, 报社等媒体机关, 外国公关, 机构, 商社等

的活动, 汉语教师 航空公司乘务员。

学科 Q&A

Q. 如果进入法国文化学科，就业能够获得哪些帮助呢？

法国文化学科为了帮助学生们就业每周为学生们组织1次社团（就业，法语等）活动，月1回的同门特

讲。将会有各个领域的前辈们对于就业出路进行分析解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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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

大学

法语文学系
051-200-7060    http://history.donga.ac.kr

学科介绍

法语文学系是对最具浪漫主义的法语和法语文学进行系统性的研究的一个学科。在诸多法语圈国家

中，法语作为共同语言所使用着，所以法语在国际舞台中的活用范围在不断地扩大，并且企业的关注

度也在不断地提高。本系一直活用多样的视听资料，来给学习法语的学生们带来帮助。另外，通过与法

国大学的学术交流和语言研修项目来积累学生们的实际经验从而提高竞争力。

主要课程

法语练习, 法语会话, 法语语法, 法语文章练习, 法语地区文化, 法语文学概论, 法语短片的理解, 法语文

艺精读, 法语诗的理解, 法语小说的理解, 法国文艺符号学入门, 实务法语会话。

毕业后的前途

1. 法语翻译专家

2. 法国文化专家

3. 可以利用法语的领域 : 法国文化院, 航空公司和金融界, 服务休闲产业及国内外贸易公司, 进军国际机

构和国内行政机关. 还有表演文化, 美学, 服装设计, 电影艺术, 酒店经营, 美容, 还可以从事烹饪相关

领域。

学科 Q&A

Q. 如果进入法国文化学科，就业能够获得哪些帮助呢？

法国文化学科为了帮助学生们就业每周为学生们组织1次社团（就业，法语等）活动，每月一次的特讲活

动。将会有各个领域的前辈们对于就业出路进行分析解疑。

学科特色项目

法文人的夜 : 每年10～11月 系学科代表 执行举办的“法文人之夜”活动。通过对法国大众音乐和法国诗

的理解等的学习，根据上课掌握知识为基础了解话剧，音乐剧，诗歌朗诵 等多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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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

大学

儿童系
051-200-7060    http://history.donga.ac.kr

学科介绍

儿童学作为研究儿童的发展教育以及家族关系包含在内的多种人际关系的学科。其也是一门包括家族

学、发展心理学、社会福祉、教育学等被社会科学得以应用的一门复合型学科。通过进一步地了解掌握对

儿童和人类家庭的相关知识， 可以成为婴幼儿教育，保育，商谈与家庭的相关专家。 并且以后可以成

为婴幼儿教育、保育、商谈与家庭的相关专家。

主要课程

幼儿发展, 幼儿教育论, 儿童商谈, 婴幼儿教授方法论。

毕业后的前途

1. 幼儿教育专家 

2. 婴幼儿保育专家: 托儿所保育教职员及院长, 幼儿综合支援中心保育专员(保育师工作经验3年以上),

幼儿园现场观察者及保育咨询顾问, 课后儿童指导师

3. 幼儿教育机构及保育设施运营 : 幼儿园园长及保育设施设备。

4. 儿童咨询( 及父母教育) 专家

学科 Q&A

Q. 成为托儿所/幼儿园教师需要什么样的资质？

儿童学科入学后选修完保育实习/教育实习等）保育教师/幼儿园教师所需要的课程并取得资格证就可以了。

外国人留学生的学科介绍

儿童学系，专注于孩子婴幼儿期和儿童期的发展与教育。学部将从婴幼儿的保育与教育，儿童发育和
儿童心理等多方面进行系统学习。它是一门多角度了解儿童的发育与心理的学科，也是多方位培养具
有专业素养的幼师学科。  (14学号, 张涵之, 中国)

学科特色项目

保育，幼儿教育实习。

课程运作 : 通过理论知识和实习学习的经验，参与完成项目的管理运营。

对相关机构深入了解探访。

实习室 : 游戏指导室，心理测量治疗室，婴幼儿发育分析室、儿童行为观察及咨询等多个实习室。

│ 数学系

│ 新材料物理系

│ 化学系

│ 生命科学系

02自然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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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物理系
051-200-7221    http://physics.donga.ac.kr

学科介绍

新材料物理学是指在基础物理学的基础上，研究新电子材料、陶瓷、高性能复合材料等相关的尖端材

料、技术的一门学科。新材料物理学把科学性创意和理解力以及工学的应用力、实践能力作为学科宗旨。

另外，本学科还与电子·信息通讯产业紧密相连，这使得学生们在就业时可以选择与此相关的各种部

门进行工作。

主要课程

大学数学 I, 物理学及实验 I, 化学及实验 I, 大学数学 II, 物理学及实验 I普通生物学 

力学, 电子学, 物理数学, 原子物理学, 电子学实验 II, 电磁学 I, 现代物理学, 现代物理实验, 量子力学, 波动及光

学, 热及统计物理

毕业后的前途

物理学和工程学领域-研究生进修、研究所、专利厅等。

材料领域-三星、LG等各种半导体、显示器、太阳能电池相关的公司。

核-核辐射，辐射领域，应用产业组织。

非破坏领域 – 工业产业, 医院。

其他领域 – 大学教授, 中学老师。

学科 Q&A

Q. 新材料物理的强项怎么样？

新材料物理学系是在基础物理学的基础上开发新的电子材料，纳米结构的物质，精密陶瓷，高性能复

合材料等尖端材料，作为学文和技术的研究领域，需要科学的创意性和理解力还有工学应用力和实践

能力。所以对在自然现象形成的原理，材料科学及电子工学应用，新技术和和工具原理及开发感兴趣

的学生是比较适合的领域。

学科特色项目

《新材料物理学和产业考察》，《新材料物理学和就业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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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

大学

数学系
051-200 - 7206    http://math.donga.ac.kr

学科介绍

在日新月异的知识信息化社会，数学已经成为了所有学科的基础。就像高尖端的科学技术决定国家的

竞争力一样，数学也就成了国家先进化必备的一门学科。通过对数学各领域基础知识、概念和数学体

系的研究，把培养学术的发展、尖端科学社会和信息技术社会所需的具有思考能力和实力的人才作为

目标。

主要课程

大学数学Ⅰ, 物理学及实验Ⅰ, 普通生物学, 大学数学Ⅱ, 物理及实验Ⅱ, 普通化学

毕业后的前途

升研究生,或大学研究所的研究院

- 多领域的政府机关及投资机关, 银行, 研究所

- 各种企业的企业策划室和电子计算所

学科 Q&A

如果进入数学系，能获得哪些帮助呢？

在数学系里经常会有数学专业的研究生，有课程上或者其他问题都随时可以得到帮助。

学科特色项目

实习策划活动 : 全年级的学生聚在一起的就业讲座以、模拟面试，能力倾向测试，校友座谈会等 各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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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系
051-200-7260    http://biology.donga.ac.kr

学科介绍

通过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生物信息学等的飞速发展，对于生命的奥秘也不断地被发掘。探索人类和生

命奥秘的生命学，就成为了引领21世纪的重要学科。在生命的探索中，所得到的庞大的知识，来服务

于人类的健康和福利上，利用超尖端的科学技术来进一步加以发展。

主要课程

普通数学, 化学及实验I, 化学及实验II, 物理学概论, 生物学及实验I, 生物学及实验II

遗传学, 细胞生物学, 微生物学 , 分子生命学, 生物化学, 动物生理学。

毕业后的前途

1.  国公立研究所 : 国力保健研究所, 食品药品安全处, 韩国生命科学研究院, 韩国基础科学支援研究院, 韩

国标准研究所, 韩国原子能的学院, 国立科学调查研究院, 国立癌症中心等国公立研究所的专门研究院

2. 教育者 : 学院经营者或者科学讲师, 国内外大学教授。

3.  企业及医疗机构就业 : 制药公司, 食品公司, 化妆品公司等生命科学相关企业的产品开发, 品质管理, 商品

销售, 医院及各种医疗机关的研究院。

4. 专业职位: 医.治.药学专门大学院, 教育大学院等生命科学和通过特殊大学院的升学可以进入专业的职业。

学科 Q&A

Q. 在生命科学科里面能够学习到什么？

从大二开始学习专业课程。专业课程里面有遗传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等与生物关

联的理论与实践科目。

Q. 生命工学和生命科学有什么区别？

生命科学是寻找生命形成的原理，寻找这个原理的过程为中心，但是生命工学是以生命科学为基础开

发新的技术为中心。

学科特色项目

1 展望集训营 : 每年9月，国立科学调查研究院，韩国生命工学研究院，韩国原子能的学院等国内首屈

一指的生命科学研究所及相关行业现场参观考察。

2 实习项目 : 国内唯一的生命科学研究领域，通过政府赞助的韩国生命工程研究院的协议，进行多样的生命科

学领域的先进研究，每年寒暑假期间进行简单的实习活动，已达到让学生寻找未来出路的目的。

3 专业化项目 : 我们系有疾病基因工程专业人才的培养项目。通过尖端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结合，对

癌症、老年痴呆、糖尿病等难治性疾病的基础研究和新药开发的专家培育，更好的就业于生命科学及

相关研究制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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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

大学

化学系
051-200-7240    http://chem.donga.ac.kr

学科介绍

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地飞速发展，在工业领域，以原子·分子为单位，进行精密测量操作技术的必要性

在不断地增加，所以化学则成为21世纪纳米/生物/信息技术的核心的基础学科。无论是研制出新的安

全医药用品还是工业上需要的有效物质材料的开发。我们都可以进军到与此相关的各个领域。

主要课程

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 分析化学, 无机化学, 分析化学实验, 有机化学实验, 物理化学实验, 生物化学, 物理

化学实验, 生物化学实验

毕业后的前途

研究生升学, 国·公立 研究机关或者企业研究所, 制药公司和生命工程公司, 重化工及石化领域, 分析机

器制造·贸易领域, 高分子化学领域, 大学教授及化学教育的担当教授。

学科 Q&A

Q. 纯粹的科学基础化学专业毕业后就业难吗？

在化学领域中纯粹基础科学属于比较中心的位置，也说明关联领域涉及比较广的意思。化学专业者是要在

与化学相关产业的固有领域就业，但是进入相关的多样化领域的机会也是很多的。未来产业的发展是必须

要通过物质材料的开发，可见化学在未来社会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学科特色项目

现场学习 : 以每年学科二年级学生为对象，进到企业进行现场学习。

研究室实习，地区中高学生化学科学创意活动、科学读书俱乐部、学生创意研究活动，日本的短期大学

交换学生项目。



政治外交系
051-200-8605    http://political.donga.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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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介绍

政治外交学是指在国家制度或理论、历史或思想、地区或国家关系等，与诸多领域相关的的综合性学

科。如今的现实世界中我们所看到的国际政治现象，政府和政党的各种政治行政性行为，对于韩国政

治现实上的分析，对韩国外交史和政治史的研究，对政治现象的数量性、经验性的分析技术，对政治

理念和思想的考察等，不仅进行多样的理论性探讨、实际性的教育以及习得专业性的知识，并且不断

地努力地开阔眼界和丰富素养。

主要课程

政治言论, 现代政治和公共福利, 西方政治史, 行政学概论。

现代大众传媒与政治, 比较地域政治, 地域国际政治, 西方政治思想, 外交政策论, 论文练习。

毕业后的前途

1. 学界, 政·官阶, 论坛界等的教授,研究院, 政治家, 外交官, 公务员, 记者

2. 进入金融界或者企业界

3. 现有教授, 国会议员, 外交官, 高级公务员, 记者等

学科 Q&A

Q. 政治外交学专业除了政界人士或者是外交官以外还有其他出路吗？

毕业后出路并不仅仅限制于政界人士或者是外交官。

比起政治学的落脚点更好的是造就为社会思考的知识分子，培养对时代的烦恼，现实问题的认识。因此毕

业后不仅仅可以成为政界人士和外交官也能够在其他社会各种领域中发挥自己力量。

Q. 东亚大学政治外交系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本校政治系的强项是有政治经济，国际组织，市民社会等广泛领域中优秀的教授队伍，即使在社会科

学中也是全方面的人才，本校的政治外交学系学生们也具有历史和文化，思想,还有重视维持社会脉络

的政治学天赋的自信心。

外国人留学生的学科介绍

政治外交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旨在研究社会与国家内发生的各种政治现象。政治外交学科的研

究领域涵盖行政、心理、教育、社会等一切基础学科。学好政治外交，就能看清事物发生的本质，能解读

社会与国家间发生的重大事件，预测未来走向，从而把控国家的发展方向。(13学号, 刘晓轩, 中国)

学科特色项目

1 登山大赛        2 量身定做型前途教育项目        3 地区政治领袖培养计划（2015年）

│ 政治外交系

│ 行政学系

│ 社会学系

│ 社会福利学系

│ 媒体通讯学系

│ 经济学系

│ 金融系

社会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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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
大学

行政学系
051-200-8628    http://padmin.donga.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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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系
051-200-8683    http://sociology.donga.ac.kr

学科介绍

行政学是指对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的急速变化，确保国家的竞争力和适当的行政对应

能力，来培养优秀人才的一门学科。由于国家的政策与诸多的环境因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为了

研究行政学里存在的一些相近的学问和相关的政策问题以及能够更好的对资源进行管理，而设立的一

门专业型学科。就像左右国家生计一样，比起其他的任何一门学科，行政学都需要有很强的使命感以

及要具备一定的研究的态度。

主要课程

政治学概论, 行政学原书精读, 行政学概论, 经济学概论

社会科学方法论, 行政组织论, 人事行政论, 财务行政论, 地方自治论, 政策决定论

毕业后的前途

成为政府机关公务员, 工程, 工业园区等的国营企业, 也可以从事许多政府投资机关, 民间企业, 也可能进入

银行等广泛的领域. 也可以升学进入大学院, 硕、博士学位取得后可以在研究所,研究院或者成为大学教授。

学科介绍

围绕在我们身边的一切，都可以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另外，在探索人类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展示

出来的基本秩序和变化的基础上，来进行合理地分析并提出对策，这才是社会学的中心内容。因此这

个领域很适合充满好奇心，以开放性思维来探索社会问题，并且具有一定的创造性思考能力的学生

们。社会学可以涉足一些相关政府和公共机关领域，并且可以制定政策和实施于专门性的活动上以及

企业管理、部门调整、宣传和咨询专家等诸多方面，从学生就业的角度来看是非常好的一个专业。

主要课程

社会学的理解, 文化人类学, 社会学原书精读, 职业和社会

古典社会学理论, 社会调查方法, 社会学原书精读2, 社会不平等的理解, 社会统计, 现代社会学理论, 人

口及社会, 社会调查分析, 历史社会学, 社会心理学, 社会学实验, 产业社会学。

毕业后的前途

1. 研究机关       2. 媒体领域       3. 金融圈 

学科 Q&A

Q. 社会学科中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在社会学界需要把个人的问题当成社会的关系并以多样的视角来看待问题的学生。对社会变化本质感兴趣

的学生更好。还需要坚持不懈努力找出问题的坚强意志。不仅仅是社会学，还与邻近的学问是紧密相联的,

需要承受大量的学习压力,和能够洞察社会各个部分的综合思考。

Q. 社会学科具体学习什么？

社会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它涉及人口、家庭、组织、社会运动、社会结构等几乎所有社会现象。与社

会科学不同的是，社会学是看透社会现象的本质,通过“社会学想象力”揭露社会问题与被揭露的差别。

因此与此相同的“社会学视角”的学习和培养是社学会的特点所在。

学科特色项目

专题研讨会 : 每年5月 教授、毕业生、在校生将共聚一堂举办专题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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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
大学

社会福利学系
051-200-8666    http://sosowel.donga.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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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通讯学系
051-200-8645    http://comm.donga.ac.kr

学科介绍

社会福利学是指理解当今社会所产生的多样性社会问题，并且探索出相对的解决办法。另外，对未来

事情做好防范，在政治、经济、行政等方面获得知识和技术，是这门学科的主要目的。 通过培养专门社

会福利师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 同时，这也符合韩国的福利政策和制度，会对韩国的福利发展做出积

极的贡献。

主要课程

社会福利概论, 社会变动和福利, 幸福的生活和社会福利, 福利国家的理解

社会福利实践论, 社会福利调查论, 社会福利政策论, 社会福利现场实习 I 

毕业后的前途

1. 公共部门社会福利社 : 社会福利机构的公务员, 国民退休金公团和健康保险公团, 有员工福利工团。

2. NGO 活动: 儿童基金会和goodnight大巴一样的机关。

3. 社会福利现场专家 医疗公司企业家, 精神保健社会福利公司, 教育福利社, 综合福利馆在内的各种福利

社等机构。

学科 Q&A

Q. 如果进入社会福利系，就业会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呢？

社会福祉系为了帮助学生们的就业，在指导教授的指导下运营的就业社团（社会福利现场就业社团，

国有企业园区就业社团）。还有教育力量强化事业中地区社会贡献事业，商学协力教育事业和同是政府

支援事业积极参与的社会福利机构和实务特讲，邀请就业生特讲,一年开设10次以上讲座等,强化在校

生的就业力量。

Q. 有与志愿服务活动的时间管理和学科挂钩的机构吗?

自愿义工活动的时间管理可以通过社会福利自愿服务认证管理系统(VMS)、1365自愿服务网站进行系

统化的义工活动的时间认证管理。通过系统性的时间管理，可以使自己的自愿服务活动变得更灵活。还

有每学期满足规定时间的话，可以认证社会义工学分，也有机会获得社会义工奖学金。

学科特色项目

1. 社会福利现场实习 : 理论上学习的知识，通过在社会福利实践中，达到社会福利所必须具备的基本

素质和能力培养的目的。

2. 预备社会福利大使大赛 : 主要针对社会福利工作的活动规划，机构分析能力的养成及提高在校学生

们的能力而举办的大赛。对社会福利的理解及对大学生活经验的认知，以大赛的形式两年举办一次。

学科介绍

随着世界多样性交流媒体的产生与发展，对信息量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增加。因此，对信息的处理以及

对可以有效传达信息的专门性人才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学生们在研究人类交流活动的新闻广播电视系

中，可以学习到与报纸、广播、出版、广告、宣传、电影等各领域的相关的内容，并且能够在其中系统地

对各种现象进行研究，并且从中积累相应的实务训练经验。最终学生们可以涉足于与广播电视公司或

者新闻社等相关的领域。

主要课程

媒体内容制造, 广播制造, 公共关系论, 广告制作

毕业后的前途

广播界 (电视台PD 和记者, 广播公司事业部), 广告界 (AD,AE), 新闻界 (新闻社记者) 出版界, 企业宣传队

学科 Q&A

Q. 进入媒体交流学科后,会接受什么样的实务教育?

在多媒体交流学科中,设有专门负责广播制作的专用工作室、广告宣传实习室、报纸制作实习室、照片冲洗

暗室等,学生们在毕业后会进入多样的多媒体领域,具备专业的实务教育机会。不仅如此,还设有独立运营考

试班,为想要进入新闻单位的学生提供学习空间，也可开展新闻从业考试学习等多样的活动。

外国人留学生的学科介绍

新闻放送以大众传媒 社会传播为主要元素。当中是以写作 新闻报道 广告 摄影为基础。职业多元化。是将
来吃香的行业之一。(16学号, 周昕豪, 中国)
媒体交流学系是有关人类交流活动的学科. 实务性教育的专业的特点是理论讲义新闻和对广播，出
版， 广告信息， 电影， 在线媒体等现状的研究和实务经验的积累来传播最新的知识，  毕业后可在进
出领域以及主要的广播社和新闻社工作，同时也可以是主要的记者， PD， 广播作者，广告AE， 字幕
组。 除此以外还有企业的信息部， 搞搞策划部， 职工学习等。(14学号, LY THUY DUNG , 越南)

学科特色项目

传媒／烟花节：每年第1学期,根据教授们给的主题在影像，照片，广告，随笔，诗 这五个领域中提交

作品，选举优秀最佳作品进行展示活动。在第2学期举行的”烟花节"活动中,学生们可以自由组成小组,可

从最初的租赁影像设备开始拍摄视频、视频编辑等所有工作,然后举行视频试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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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
大学

经济学系
051-200-8615    http://decon.donga.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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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介绍

经济学能寻求出一些资源配置问题，经济性，社会性的问题，并且找出适当的解决方法。同时对经济

问题进行主题讨论、研究与课堂讨论的相关教程，从中学习实用的经济原理。 对我们身边发生的经济问

题有关心的所有学生都可以选择这个专业。 另外，可以对社会现象进行逻辑性的分析与整理，并应用

数学模型来进一步进行理解。通过这样的训练培养出来的能力，以后可以驾驭于记者、经济、外交官等

多种领域的各项工作。

主要课程

经济学原理, 经济统计, 经济数学, 经济学的理解

微观经济学Ⅰ, 宏观经济学Ⅰ, 计量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Ⅱ, 宏观经济学Ⅱ, 时事经济论, 

毕业后的前途

1. 金融机关 : 国企(韩国银行, 金融监督员, 存款保险公司等), 各种银行

2. 一般企业 : 大企业, 中小企业, 外国等      3. 政府机关      4. 论坛      5. 学界及研究机关 :研究院, 教授

学科 Q&A

Q. 什么是经济学？

经济学是找到解决分配有限的资源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问题的方法。因此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具备

逻辑的严谨性，科学的严密性，同时也需要寻找解决方案的实创性。因为这样的特性，经济学是在社

会科学领域首屈一指的学问,也是唯一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学问。

Q. 进入经济学科的话，主要就业于哪里？

经济学科毕业的话获取与会计师，税务师相似的各种经济与金融相关的资格证，可就业于相关领域中

的公务员，一般社会教师，经济专门记者等。还有在考试就业的领域，一般就业领域都是与金融业相

挂钩的政府机构，大部分都是在企业里的经济系领域。就业的出路也是非常多样化的。

外国人留学生的学科介绍

经济系是关于经济方面的研究，分析经济事件和其显现出来的特征。 预测经济问题并且通过数学和理

论性的知识来寻找解决方法。 通过经济力强的国家可以了解重要的经济学角色。 和社会大学经济学系的

有能力的学生们以及充满热情的教授们一起通过各种学习形式来进行课程。 经济学毕业生们毕业后可

寻找银行或者与货币，金融等领域相关联的工作。 (16学号, NGUYEN THI HUONG , 越南)

学科特色项目

exercise on field : 每年第一学期，产业釜山、庆南地区选定团体和经济相关机构,以相关选修课的学生

为对象，进行现场学习。

访问釜山港口公社，亲自向负责人了解釜山港的选址和条件、现状及未来发展规划等后，将上课书本

里所学的进出口相关理论的结合。对有出入的问题进行讨论和提问。访问韩国银行釜山分行，对韩国银

行的基准利率和利息的变动产生的影响等进行讨论，并可以和韩国银行的员工进行问答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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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
大学

金融系
051-200-8661    http://finance.donga.ac.kr

学科介绍

金融产业不仅是创造高附加值的动力，是开启国民人均收入3万美元的时代，也是国家新成长的动

力，同时也是国际金融城市釜山的先驱带领者。为了适应社会的需求，金融学科在理论和金融产业领

域中，对实际性的知识进行着研究与实践。通过银行、证券、保险、房地产、期货等相关的先进的金融技

巧和投资理论，来培养具有竞争力的专门性的金融人才。

主要课程

金融数学入门 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s in Finance, 微观经济学论 Principles of Microeconom-

ics, 宏观经济学伦 Principles of Macroeconomics, 经营学概论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金融统计学 Financial Statistics, 证券投资理论 Investment, 金融交易法 Acts on   Financial Transac-

tions, 期货理论与实务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utures Market, 金融经济学 Financial Economics,

资产管理概论 Assets   Management

毕业后的前途

1. 金融专家 : 银行, 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 房地产关联公司, 期货公司, 资产管理运营公司, 金融管理公共

机关等。

2. 一般企业的财务会计及资产管理负责人: 

3. 金融相关的各种证书的取得 : 银行·证券·期货·不动产·资产管理·保险·税务会计·鉴定等取

得各种相关的资格证。

学科 Q&A

Q. 釜山的地区发展战略和金融学系的前景如何？

釜山市在2009年被指定为衍生产品·船舶金融专业化金融中心,在南区门岘洞一带建成了革新城市“门岘

金融园区”。入驻釜山国际金融中心，转移到釜山的有金融相关公共机关 韩国资产管理公社、韩国预托结

算院、大韩住宅担保、韩国住宅金融公社、韩国交易所等。作为金融产业的中心城市,随着釜山广域市的地位

提高,对地区金融专业人才的需求也会大大增加,对金融专业毕业生的前途也会大有帮助。

学科特色项目

金融人的节日活动：每年毕业的学长和同学、系教授等整个金融系家庭参与举办的交流活动。银行、证

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 包括普通企业、国有企业等多种领域的活动，给参加活动的毕业生开设就

业讲座。教授、毕业学生、在校生的座谈会、联谊的体育活动等，体现出整个金融系的一体化。

金融机构实地考察：我们有机会访问韩国交易所、韩国银行釜山分行等所在釜山主要金融机关,加强对

金融机构的相关业务的理解,并可获得有关金融机关人才招聘机会。特别是釜山国际金融中心成立以

后，金融机构现场观摩活动将增多，活动将更加值得期待。

│ 经营学系

│ 国际观光学系

│ 国际贸易系

│ 经营信息学系

04经营大学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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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大学

经营学系
051-200-7406    http://biz.donga.ac.kr

学科介绍
经营学适合关心企业经营研究、想成为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或者想自己进行创业，或者想成为会计
师，在企业中进行会计监察工作的学生。通过对经营学的整体性的分析，对于想成为经济学家在研究
所里进行工作的学生，这是一个很合适的学科。 特别是我们大学的经营学系为了摆脱以理论为主的经
营学教育，在系内设置了综合经营教育讲义教室，并且还强化了以ERP为主的经营学实务教育。同时，
我校还与美国西部的密歇根大学联办了2+2联合办学，在本校学习两年，在美国大学学习两年，学习
期满后，可以同时取得两校的经营学学士学位的特别待遇。

主要课程

经济学概论、经营学概论、会计原理、管理统计学
财务会计、市场营销概论、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运营管理、经营战略等

毕业后的前途

人事组织 : 一般大企业/骨干企业的中层管理者, 人员, 董事, 人力资源开发专家, 工人劳务公司, 猎头等 
生产 : 企业中的质量管理, 生产管理, 运营管理, ERP运营等。  
财务 : 各企业的财务担当者, 银行, 证券, 保险在内的各种金融机构基金, FRM(财务风险管理公司),

CFA(公认财务分析师), 保险会计师, 金融投资分析师等。
营销 : 企业的产品规划及销售, 广告/宣传流通管理, 还有进入营销战略部门, 营销业务中心的国内·

过外界 咨询公司, 广告公司, 调查公司, 还可能升学入研究院。
会计 : 会计师, 税务师, 财经公司等. 会计法人, 税务法人, 税务公务员, 一般公务员,公共机关, 大企业,

中小企业, 可以进出中小企业。

学科 Q&A

Q. 进入经营学科的话，上课是怎么进行的？
经营系的课程是从基础到深化过程依次展开的。例如:会计领域里会计原理听完之后就是财务会计1，财务
会计II，成本会计，管理会计，电算会计，税务会计按顺序进行选课。营销领域的科目和人事领域科目一
样的情况下就按照作业发表的形式来进行。

外国人留学生的学科介绍

1956年开课以来,具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东亚经营学系在全国屈指可数的优秀企业、政府机关、教育机
关等致力于培养地区社会和国家发展的诸多经营人才。(14学号, 张熙冉 , 中国)

学科特色项目

研究生院，销售发行产品准备班，资格证准备班、骨干企业班 
外国企业班， Vision Makers（为大学生活中迷茫的学生学生的寻找适合自己的理想前途，帮助实现理

想的项目活动），英语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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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光学系
051-200-7426    http://dongatourism.donga.ac.kr

学科介绍
国际观光学是脱产社会中，以备受瞩目的休闲和观光产业为对象，进行的一项对观光理论和观光技法
的探索以及对观光资源保护开发等相关方面的研究。并在符合世界化、信息化、开放化的观光经营领域
中担当着培养国际性专门性人才的先锋作用。 只要是对观光产业持有丰富创意想法的学生，无论谁都
可以来进行挑战。

主要课程
旅游学概论  Principles of Tourism, 经济学概论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会计原理 Principles of Ac-
counting, 经营统计学  Business Statistics
酒店经营论 Hotel Management, 旅游英语会话Ⅰ Tourism English ConversationⅠ, 旅游营销
Tourism Marketing, , 旅游考察 Field Trip to Tourism Destination, TourisminGlobalAgeⅡ, Tourism
in Global AgeⅡ, 旅游数据处理实习 Tourism Data Processing Practice, 旅游企业人事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for Tourism Industry,  旅游企业管理会计 Managerial Accounting for the
Tourism Industry, 旅游企业财务管理 Financial Management for the Travel Industry,  旅游英语会话
Ⅱ Tourism English Conversation Ⅱ, 旅行社经营论 Travel Agency Management Seminar, 旅游经
营论,  Tourism Management

毕业后的前途
酒店, 旅行社, 旅游体闲产业, 航空公司, 度假村开发, 餐饮业, 国际会议产业, 会展产业, 活动产业, 邮轮产业,
医疗旅游产业, 旅游相关机构和研究所, 旅游调查员 旅游向导, 旅游专家, 旅游指导人员等。

学科 Q&A
Q. 观光考察
春季的时候学生们自行规划旅游路线-自行实施各项旅游项目,举办观光活动从中比较研究观光理论和
实际，掌握观光的基础资料。
同门体育大会和观经人之夜-   国际观光系为在校的观经人和毕业的前辈们一起建立联系，加强了前后
辈之间的联系。也成为了教授教授和前辈们融洽相处的一个经典人文庆典。

外国人留学生的学科介绍
国际观光学，由旅游、酒店、航空三大主题构成，它是一门研究旅游业经营管理的新兴学科，是世界各
国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让我们更远看世界的平台。(13学号, 段丁萌 , 中国)
我认为对于观光和酒店经营方面很有兴趣的学生来说很适合. 也会学习观光考察和实习的课程,和一起
学习的韩国朋友一起努力准备小组作业,可以感受到自我开发的喜悦和自信. 教授们也很亲切的地帮助
外国学生 (15学号, NGUYEN THI HIEN  , 越南) 

学科特色项目
通过观光考察(包括主要观光目的地以人文、自然环境的 实地体验后进行调查研究成果发表)、旅游特讲、
托业互助小组，CRS(电子货币系统)等,给学生们提供实际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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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系
051-200-7436    http://trade.donga.ac.kr

学科介绍
国际贸易学是根据骤变的全球经济环境，把培养全球经济性人才作为目标的。因此，将重点推进国际
经济、国际经营、还有贸易实务（贸易顺序以及贸易关系法等），并以此来培养国际经济和国际经营环境
变化时的应对能力以及加强对商品与资本之间的转移原理的理解，及进入社会之后，可以做出最佳的
决策的人才。

主要课程

经营学概论, 经济学概论, 经营经济数学, 贸易学概论, 民法总则。
贸易商务论、统计学、国际商务、国际贸易、世界经济、国际金融理论等。

毕业后的前途

外币专家, 关税师, 金融资产管理家等。

学科 Q&A

Q. 国际贸易系毕业之后前辈主要就业于哪些地方？
现在国际贸易毕业生中按照领域来分就业率的话 金融33%，贸易·物流·流通24%, 制造业等其他43%.
工程, 大企业, 中小企业, 不分工种的就业于各样职业。

外国人留学生的学科介绍

国际贸易系学生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受到经济学、
管理学的基本训练，具有理论分析和实务操作的基本能力。了解主要国家与地区的社会经济情况，能
在涉外经济贸易部门、外资企业及政府机构从事实际业务、管理、调研和宣传策划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13学号, 胡莹 , 中国) 
大家好, 我是东亚大学贸易系的学生NGUYEN THI THUY LINH. 贸易系是学校中最积极,活泼向上的一个
系, 为了学生们生活和就业方面运营了各种各样的项目.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系教授们对学生的关
爱, 特别是给了我以及同我一样的留学生很多的关心和照顾. 一起学习的贸易系韩国学生们学习也很努
力,能力也很强. 在国际贸易系学习的时间里, 从教授和同学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留学生活也过得很有意
思. (15学号,  NGUYEN THI THUY LINH , 越南) 

学科特色项目

企业访问 现场学习
就业社团 : 贸易、物流，金融班
全国产品发行参加指导
参加外部教育培训项目 : 釜山商会、FTA（自由贸易）支援中心、釜山庆南本部海关、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

社(KOTRA)等在釜山地区开设了长期教育课程,因此,会有相关领域的就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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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信息学系
051-200-7463    http://mis.donga.ac.kr

学科介绍

经营信息学是以一般经营理论和电脑活用技法为基础的一门应用学科。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是能

把信息资源得以利用的一门学科。同时，将一般经营学领域、电脑信息技术领域以及合理决策的计量经

营领域，这三者相结合起来进行使用。通过把这些领域的相结合通过合理的决策，内在的经营管理和

信息管理技术来学习新的经营技术， 最后再通过对信息技术的灵

主要课程

经营学概论、会计、计算机体系结构、操作系统、管理统计学、MIS概论。

市场营销概论、财务会计、生产及经营管理、系统分析与设计（综合设计），MIS，财务管理。 

毕业后的前途

信息管理专业化道路

1. SI公司: SI(System Integration) 公司的企业信息系统的开发应用 信息技术服务的公司。

2. ERP 相关公司: SI公司中ERP独特的企业系统。

3. 多样的网络业务相关公司: 各种电子商务交易，逃税等各种网络业务管理公司。

经营系统前途。

1. 金融企业：银行，保险，证券公司，金融等相关行业。

2. 一般企业的营业/会计/营销/人事/组织/财务/生产管理职责。

学科 Q&A

Q. 和电脑工学有什么差异？

电脑工学主要就是教电脑系统和程序设计。经营信息学是和经营一起学。开始无论是什么系都是差不多

的学衔。但是电脑工学比较侧重技术开发，而经营信息主要是与人接触解决经营问题实现技术信息运用。

经营信息是为了更加了解人们的经营问题,将其运用为解决经营问题的方法论和实现其信息技术的应用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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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特色项目

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教育事业，ICT(复合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人才培养项目——JAVA专

业人才培养项目和SAP在ERP开发及咨询专业人才培养项目。

WMU双学位制双学位制 : 1、2年级的学生在东亚大学经营信息系,3·4年级的学生可以去美国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大学经营系学习,同时可以取得两校的毕业证书。在留学时，可免除本校的学费，

在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大学成绩优秀的学生，每人可获得6000美元的奖学金。WMU在us

news and world Report连续11年被评选为前100位国立大学,WMU经营信息学科的经营信息系在密

歇根州组织举办着最大规模的经营信息活动。

│ 分子遗传工程系

│ 应用生物工程系

│ 生命资源产业学系

05生命资源科学学院
College of Natural 
Resource and Life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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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遗传工程系
051-200-7503    http://mge.donga.ac.kr 

学科介绍

遗传工学是指以分子水平的多样化、新生命的探索开发为基础，通过运用尖端的植物生命工程，对未

来更加深化的粮食和环境问题，加以解决；开发出增进人类健康的机能性食品以及环保型新能源的开

发等等，从而来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这也是学习尖端科学技术专业领域的最具代表性的一面。

主要课程

普通化学，普通生物学，基础微生物学及实验，基础生命科学及实习。

普通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植物生理学、细胞生物学。

毕业后的前途

关于专业的就职和前途: 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工作 (如: 企业研究所，国家公立大学，研究所，大学等),

生命工程相关研究机构 (如:  农村振兴厅、生命科学研究院等), 医药/制药领域 (生产，品质管理，研

究，营业等), 中小企业 (生物材料生产及营业), 食品/化妆品领域, 农业公务员, 种子相关领域, 有关生命

产业的金融机关(例如 : 农协) 

学科 Q&A

Q. 分子遗传工学系毕业后前途怎么样？

分子遗传工学科可以说在东亚大学里面就业率是（2013年70.4%, 2014年78.2%）和大学院进修率(2013年

25%, 2014年33%）相当高的专业。想推荐想要更深入的学习专业进入研究领域的学生进修研究生。实际上

即使是大学毕业，分配到与生命工学相关的企业和机构的学生也非常多。如在学校中发现自己与专业不太

符合的话，可以选修自己希望的辅修专业或者是副专业。

学科特色项目

全球挑战者: 学生主导的海外挑战节目

前途集训营和研讨会

实验室循环制: 提前了解大学院详细的专业知识及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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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生物工程系
051-200-7595    http://appbio.donga.ac.kr

学科介绍
应用生物工程学是针对生物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生命现象、自然环境以及来制作适合人类活动的最佳
环境，并对其进行探索研究的一门学科。进来备受瞩目、且迅速兴起的生命工程学技术被给予应用，生
物工程产业得以扶植。对于他可能发展的所有空间，都成为了关注的对象。

主要课程

普通生物学、基础微生物学及实验、普通化学、生命科学及实验基础。
微生物学、昆虫学、分子植物病理学及实验、农药科学与实验、植物真菌病学及实验、昆虫生命工学。 

毕业后的前途

1. 生命科学领域研究院 : 大学、医院、国立研究所和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
2. 生命科学相关政府机关 : 学科特性植物检疫相关业务专业。
3. 制药质量管理领域 : 以生命科学为的制药的质量管理领域的专家。
4. 生命科学相关的企业运营：生命产业相关的企业直接经营。
5. 生物控制相关领域 : 为了学科内植物保护技师的程序操作，取得证书的同时成为农药及防疫相关领域专家。
6. 种子相关领域 : 为了成为学科内的种子技师，从项目的运营中取得资格证和成为苗木领域的专家。
7.关于环境领域 : 取得环境技师资格证成为环境相关领域的专家。
8. 生命产业相关的金融机关 : 农协生命产业相关的志愿专家。

学科 Q&A

Q. CK事业支援的“教育部选定专业化学科”是什么？
为了培养创新人才,东亚大学应用生物工学科和遗传工学科向教育部的ck(University for Creativeko-
rea)事业申请以“生命产业 统合连接教育事业团”并已被批准。2014年8月开始五年内会给这两个学科支
援大约44亿韩币。该项目费将主要用于学生们的创意融合教育，提供智能教育设施，生命产业特化专业
教育项目运营、前途和就业支援、奖学金优惠、培育跨国人才、培育生物社团等多种丰富多彩的项目。

Q. 有很多学生参与的国际项目吗？
LINC和CK事业支援的有海外实习，交换学生,全球设计，全球生物挑战者项目等等。全球生物挑战者项
目是从大学一年级开始的。海外实习，全球设计和交换学生主要是以结束了4个学期课程的大二大三学
生为主。2014学年寒假,参加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学生有3名。还有海外实习8名，全球设计4名和交换
生6名。这个数字如将目前滞留在国外的交换生以外，2-3学年的在校生中有25%以上的学生参加了寒假
国际项目。

学科特色项目

1 专业总会 : 应用生物学科每学期都会组织教授和学生们的聚会，师兄弟之间增进感情，通过毕业生
特讲和实习活动及外国交换学生实习交流经验，增进校友之间的情谊。

2 现场参观 : 应用生物学每学期和教授们一起参观相关企业活着公里研究所。东南地区的主要生命权产
业相关企业，我国公立研究所教授亲临现场参观。同时作为许多专业相关经验和增长见识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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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资源产业学系
051-200-7512    http://liferes.donga.ac.kr

学科介绍

生命资源产业学科具备为了人类的生存和福利，对植物生命资源的种子及品种的开发；为了生物产业

原料的生产，致力于多样的教育和研究探索之中；为了对植物进行基本的理解，在植物生产科学、植

物环境科学、植物生命工程学等多种学科进行最新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并培养下一代在生物产业领域

起到核心的重要作用。 目前，在分子育种学、种子生产学、生物能源学领域进行着多样的、有深度的研

究。生命资源产业系的学生们可以把所学的知识，学以致用，直接运用到实际的生产之中去，同样也

是一门实用性的学科。

主要课程

普通化学及实验、普通生物学、基础生命科学及实验、栽培学

作物学、遗传学、植物生理学、种子学 

毕业后的前途

种子专家 |  分子育种学专家 |  生物能源专家 

学科 Q&A

Q. 生命资源科学大学与其他学科有什么区别？

生物资源产业学科是培养全球种子开发及生产和生物能源领域专业人才的专业。比起其他大学学科，

不仅要查明食物的全部生长史理论，栽培，种植，使用等综合运用的基础性生命现象而且更强调产业

应用的学科。遗传学，分子生物学，植物生理学等基础科目可选修为共同科目。

Q. 在校期间是否能与系专业相关的机构进行实地考察呢？

有这方面想法的学生在可以取得学分的同时与相关企业或者是研究机构在假期进行实习项目，目前大

学院也在准备构成学研结合制度，在学校里听课后，去国家研究所进行实践研究。

学科特色项目

为了培养国际知名人才与国外大学学制交流以及联合学位项目。

鼓励小组学习活动

教师们为了加深学生们的专业素养,开设"实验室体验项目(open-Lab)"课程。

有效的培训和支持，为实验研究，学术和农场实习、提供联合经营等附属设施设备。

为就业而召开的产学合作研究及举办就业说明会。

相关企业，政府研究机关 实行学分实习的项目。

│ 建筑工程学

│ 土木工程学系

│ 环境工程学系

│ 能源 � 资源工程学系

│ 电器工程学系

│ 电子工程学系

│ 计算机工程学系

│ 机械工程学系

│ 产业经营工程学系

│ 造船海洋设备工程学系

│ 化学工程学系

│ 新材料工程学系

│ 有机材料高分子工程学

06工科大学
College of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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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学系
051-200-7620    http://civil.donga.ac.kr

学科介绍

土木工程学主要致力于道路、铁路、桥梁、地铁、自来水、下水道处理、堤坝、港湾、园区开发等的设计和建

设，并担负着规划建设未来城市、海底城市、地下建筑以及宇宙城市的重要责任。土木工程系从单纯的理

论与经验传授中解放出来，运用多样教育模式来培养优秀的工程学技术性人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信

息化、多元化、专业化概括了现代社会的特征及变化，并利用这一点，本系 也在致力于土木人才的培养。

主要课程

构造工学, 修理和水文学, 地基工学, 测量学, 建设管理, 上下水道, 土木设计

毕业后的前途

土木工程学毕业生进入的领域，大的土木职位公务员(国家职位, 地方职位), 国有企业(韩国道路工程, 韩国

水资源工程, LH工程，设施管理工业园区等), 建设领域大企业, 中小企业, 工程公司, 设计/监理企业, 国家/

公共机关 研究所和研究生升学等. 而且积累一段经验后，取得象征相关领域技术专家的技术资格证，可

进入各类建设工程进行规划和设计, 也可以做监理和咨询等工作，甚至开办自己的公司。

学科 Q&A

Q. 好奇就业之前的过程

工学是实用性学问。我认为，身体力行的在实际现场验证理论是否能有效被运用是最重要的部分。所以

一直准备在能亲身体验的施工公司就业。为了就业没有其他准备的，专业比较适合也觉得很有意思，

想再进一步努力学习。

外国人留学生的学科介绍

大家好! 我叫Nguyen Dinh Thanh, 是土木工程系的一名学生. 土木工程系综合具体的训练过程,科学,科

学手段与高质量的国际工程师. 以具体实际的经验在地理,桥梁隧道,交通港口,船舶工作,水,能源等等的

建设方面(让学生)获得了国际化水平的专业资格. 另一个强项就是教授的专业水平都很高,所有的教授

都是在建筑领域水平很高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发过,德国,日本等国家接受了正规的训练. 教授在韩国的

建筑领域也是享有盛誉,比如,韩国科学建筑协会,能源发展协会等. 铁路, 公路, 隧道,桥梁...... 因此,大学

生,研究生和博士生门都有机会去一些实地训练从而将自己学到的知识运用起来.  (16学号, 研究生,

NGUYEN DINH THANH , 越南) 

学科特色项目

考察现场 |  东亚土木工程节以及就业Camp Day |  学分实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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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学
051-200-7606    http://archi.donga.ac.kr

学科介绍
所谓的建筑是指利用艺术过程和先进化的技术来充当媒介为了人类生活更为广泛的交流而存在的学

科。本系为了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工程师，在超高层建筑和构造安全建筑设计等技术上，结合轻环境建

筑设计，先进化的建设管理以及建筑能源节约管理技术等，共同学习，共同进步，携手走向未来。

主要课程

科学技术与哲学, 知识产权入门、工程经济、技术写作、大学数学，工业数学，微分方程，线性代数，物理

学及实验、化学及实验、实用电脑、电子计算机实习。

创意工程设计、应用力学、建筑环境工程、建筑工程、结构力学、建筑空气调和系统、建筑工程设计、建筑施工学。

毕业后的前途

建筑职位 :大综合建设公司的建筑职位, 专业建设公司和相同施工公司构造设计, 环境咨询及设备设计,

建筑设计等工程分公司。

教育职位: 教育职位及国家研究机关。

釜庆大学, 东义大学, 韩国海洋大学, 东西大学, 庆尚大学, 济州大学, 江原大学等有建筑工学科有教授职位。

学科 Q&A

Q. 建筑工学和建筑学的区别是什么？
在建筑学里建筑的里‧外部设计和室内设计领域是通过细节来学习建筑的审美特质。建筑工学里是从建筑

的基本知识开始，初高层及环保建筑物的设计及施工，管理方案，建筑物的能源管理技术和最近趋势相

对应的多样化知识深入学习，主导引领国家及地区的建筑技术专业技术人和按照国际协约培养国家认可

的认证技术师。

Q. 想要进入建筑工学系需要怎样的素质？
建筑工学系是为了打造国家的基础产业设施和一般建筑物的合理性，要求具有较高的技术理论和现场

中心的实务经验。

因此申请我们建筑工学系的学生需要擅长科学和数学，电脑等，必须要有解决问题的逻辑思维能力。

特别是擅长建筑产业的国际化外语，电脑应用，统计分析等的话对进入社会是更加有利的。此外，也

强调建筑工学的协同心和领导力。

学科特色项目

工学认证 : 在釜山和庆尚南道地区首次获得2005年韩国工程学教育认证院(ABEEK)的评价,深化建筑工

程正式认证程序,并持续进行认证的工学教育。工学教育认证是指,对工程教育的教育目标、教育课程、教育

环境及对此的持续改善努力,只要评估得到认可,就给予认证制度。而且,2007年韩国国内的工学认证制度

被纳入了泛世界性的公约,在国内接受认证的项目的毕业生们可以与许多发达国家的大学毕业生同等能

力得到同等的认证，因此,在海外留学、外国企业就业及国际通用的专业技术资格证时,会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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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学系
051-200-7674    http://envu.donga.ac.kr

学科介绍

环境工程学是为了解决根本性的环境污染问题，针对环境污染产生的原因，现状并且给出对策从而进

行研究的一门学问。对于为了营造良好的环境，遏制环境污染，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并对环境问题

持关注态度的学生，这门学科必是最合适的选择。另外，在环境工程系，为了应对地球环境、能源、大

气、水质、废弃物等环境产业的各样问题，除了理论研究以外，还通过设计，实践实习以及实地考察，

还设有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课程。 

主要课程

水质, 大气, 废弃物, 土壤&噪音震动

毕业后的前途

公务员 : 环境部, 国立环境科学院, 韩国环境政策评价研究院, 地方环境厅，市、郡环境公务员，市、郡保

健环境研究院等。工程·工业园区·协会, 设计·施工单位, 环境影响评估公司, 污染水处理·调查公司。

学科 Q&A

Q. 环境工学系毕业后,就业条件是什么?

环境工学系毕业后想要就业于与自己专业相关领域的话，像大气环境新闻，土壤环境新闻，废物处理报道

的话需要取得环境记者资格证，想在企业就业的话，除了以上资格证还要求像托业一样的公认英语成绩。

学科特色项目

观摩活动 : 环境工程系每年5月对环境基础设施进行参观。分学年（1～3年级）前往最终污水处理设施，

自来水，粪便处理设施，大气污染处理设施（焚烧等）填埋场等环境工程和相关的基础设施进行参观，

对书中的理论应用于实际体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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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资源工程学系
051-200-7763    http://donga.dsso.kr

学科介绍

为了经济的持续发展，能源及资源稳定的需求成为了必备的主题。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努力来提高技

术能力和培养专门性的人才。在能源·资源工程学领域中，为了培养专门性的领军性的人才，并把能

源和矿物资源的勘探、评价、开发、生产、处理、利用、建设等领域作为教育的目标。

主要课程

石油及天然气工学, 资源开发工学, 资源处理工学, 地球物理勘探

毕业后的前途

国有企业, 研究所, 企业

学科特色项目

资源开发特色化方案 : 通过资源开发国际标准技术教育，培养国际认证的能量工程师，通过国内外现

场实习/实习教育，培养具有需求型人才工程师,针对于以培养实务终身教育活动引导现场中心型为目

标的开展的资源开发特性化的大学，将为学生们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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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工程学系
051-200-7732    http://electrical.donga.ac.kr

学科介绍

电器工程学的所有产业设备和机械装置就如同给生命注入血液一样，随着文明的发展，它的用途也随

之变得多种多样。电气工程学中通过电力的产生和变换、输送、风力·太阳光等新再生能源以及各种仪器

设备和产业设备系统的自动化的设计与管理，计算机及其他的机械电子学应用与各样机能性控制系统

的开发及运用，以及对尖端材料与传感器有关的多样的专业性教育项目，来培养现代社会所需的人才。 

主要课程

科学技术与哲学、环境和产业， 未来学，现代社会和生命工程，工业技术和伦理，修辞学的故事、逻辑

学、工程经济、CEO特讲、大学数学、物理及实验、化学及实验、电池电子数学，工业数学，程序语言，数

值分析

基础电器电子工学设计, 逻辑电路及设计, 电磁学, 交流电路理论, 电器设备, 自动控制, 电力电子，电力

工程

毕业后的前途

1. 供电系统  –理解包含从发电到电力消费的全过程整个系统，能够实现总体系统目标的最优化的专业人员。

2. 电气设备 -机械能量转换为电性能量的发电机和电性能量的能量转换为电的变压器，机电能量转换

为机械能的电动机相关的基本理论，分析和设计概念的专家。

3. 电力电子 -工业现场自动化设备所使用的电动机/发电机等驱动时的信号处理电路和半导体特性能理

解，利用电动机/发电机驱动系统设计的专家。

4. 电材料及物理性质 –使用包括传感器的薄膜功能性装置及电子装置，微型显示器制造技术、设计技术

和评价技术等微系统全面的专家。

5. 制系统-各种设备和系统所必需的机器人等智能精密控制器，传感器及接口技术、数字信号处理技术、

各种控制系统的设计和Networking技术对各项信息系统分析及设计能力的专家。

学科 Q&A

Q. 和电子工学系有什么区别？

电机系是强电，电子系是弱电。 

简略来说，在发电所里生产电，向工厂或家里发电的的过程和电动机等所有是由电机系来操纵的。供电使

用的机器特别是直流所使用的机器，就把它当成是电子系操作的部分和半导体元件就行了。 当然,并不是

因为这样就不会涉及电力过度和电子机器。还有即使在电气系也要学习控制电路设计。电子系的话一般半

导体制造与设计等都非常专业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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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电子工学系数学很多吗？

需要很多，特别是数学。代数，三角函数，微分和积分等等用的比较多。

学科特色项目

企业考察 : 每年一次学科专业都会去参观企业,提供了解前辈们正在做什么事情的机会,巩固前后辈之间

的团结互助和睦关系。

现场实习 : 理论学习，更注重事务性的操作内容的教育，每个假期会提供企业实习机会，通过现场实

习可以直接体会了解工作，能够更好地掌握和运用所学习的理论知识。

每位教授组织的社团 : 在学科内,每个学科都设有教授组织的社团,不仅可以学习电力学科的全部内容,

还能学习到专业领域的更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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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学系
051-200-7730    http://ee.donga.ac.kr

学科介绍

电子的移动技术与利用的学科，被称为电子工程学。在21世纪的当今社会，以IT和NT为主导的学科。电

子工程学在过去的100年间，被用于人类发明的各个领域。且在家电、计算机、通讯、半导体、宇宙航天等

领域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现代科学文明核心的一个重要工程。电子工程学对于通信、纳米技

术、电子零件、视频、信号处理以及机器人自动控制等，正逐步成为专业实习的一个知识化特点。

主要课程

前途和自我开发、实用汉字，生活中的经济, 管理学的理解，知识产权入门、物理及实验、化学及实验、

大学数学、微分方程、基础量子物理、概率与统计、数值分析及练习

创意工程设计、基础电子实验、电路理论、计算机编程语言、电磁、电子电路、逻辑电路、控制工程、固体电

子学，通信理论，微控制器实验、数字信号处理、数字系统实验，DSP实验，高级设计、内置系统的实验。

毕业后的前途

1. 电子工程专家 : 纳米技术专家, 信号处理、信息处理专家、通信系统、网络专家、控制工业机器人、智能

机器人专家等。各种国家研究所、企业研究所研发、系统设计、电路设计、数字控制等多种项目的进行。 

2. 数字图像处理专家

3. 通信设计专家 : 新一代通信技术的光通信和maximum-mimo的焦点低消耗, 可以利用低功率高速度

和高效率的通信专家领域进入。

4. 输出装备技术家 : 广播发送, 负责转播设施的安装或操作 RF(Radio Frequency)叫做工程师. 通过天

线给非确定大多数观看收听者传递信息及负责转播站名称称呼场所设备的操作及维修，并负责发送

设备保持最佳状态，鲜明的画面和干净的质量提供的任务。

学科 Q&A

Q. 电子工学科里面什么领域有实验室？

电子工学全方面领域都有实验室。按照领域来介绍的话：有图案设计实验室，控制实验室，纳米有机元件

实验室，新媒体通信实验室，超高速列车实验室， SoC设计实验室，显示设备实验室，无线通信实验

室，内置&自动装置研究室， RFIC实验室，光电子元件实验室，移动网络实验室等。

学科特色项目

特性化专业的智能型电网: 实现智能电网的核心技术——电力系统和太阳能发电、有／无线网络运用相

关的基本原理,并通过实习和设计,培养具备专业能力的融合型人才,培训课程和2个电子工程学系联合，

开设的特色化专业电子工程系。

东亚大学 专业指南 | 工科大学 │ 43

计算机工程学系
051-200-7776    http://computer.donga.ac.kr

学科介绍

现代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中对计算机系统的需求都是不可缺少的。并且也在培养与计算机的硬件及软件技术、信

息通信技术、多媒体技术、信息管理和分析技术相关的专业性人才。在计算机工程系，通过对计算机硬件及软

件的理论和实践学习以及综合教育，把培养能够引领信息通信时代的专业性人才作为奋斗的目标。

主要课程

英语阅读与写作、数码信息利用, 设计和融合技术， 知识产权的理解、技术管理、就业实务英语, 论文报告书撰

写和发言技术法 、大学数学、物理及实验、化学及实验、线性代数、概率与统计、工业数学、离散数学、数值分析

数据结构、计算机体系结构、编程语言、数据库、操作系统、算法

毕业后的前途

1. 引导信息化社会的专业程序员

2. 领域不被拘束的IT融合的核心技术人员：在汽车、造船、机械、造船、海洋、港口等多种领域中融合IT技术的主导

的技术人员。

3. 创新风险企业家：活用IT技和各种应用程序的开发及利用网络时代的风险创业企业家。

4. 进入研究生院的未来指向性专业人员：进入研究生院，进行更加深入的学习和研究，进入国家研究所的研究

员及国内外大学的专家教授。

学科 Q&A

Q. 电脑工学系入学的话，重点学习什么领域呢？

进入电脑工学系，以基本的程序设计（C, Java等）为主，细化为程序设计语言，C编程设计，网页编程设

计，软件工程，计算机网络，多媒体，软件工程学，演算法，人工智能等实际操作。

学科特色项目

1. 工学认证制度 : 根据韩国工程学教育认证（ABEEK，Accreditation Board for Engineering Education of

Korea）中提出的认证标准，完成深化项目的毕业生在社会上需要的工程实务执行 并给予国际学位的同等

性的认证。

2. 应用程序开发 : 最近,当下最具有人气的app制作开发应用程序，并提供开发程序研究室,无论何时个人或

小组毕业作品都会得到支援和指导。

3. 知识产权教育 : 二年级第一学期开设实用新型专利、商标和外观设计等方面的知识，参与CPU大赛与全面

支持培养引导知识创造社会风尚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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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学系
051-200-7635 / 051-200-7659    http://mech.donga.ac.kr

学科介绍

现代产业的中枢机械工程学适用于各种机器的基本原理的学习、设计和制造等相关领域。平时对机械设

计，汽车，造船等领域持有关心和兴趣的学生，可以选择这个专业。在机械工程学开设的科目有很多

与生产现场所使用机械，构造物等的相关设计与制作有关，而且最近用计算机进行设计的比重在不断

增加。 因此，机械工学系作为所有产业的基础必学学科，此专业毕业的学生，就业率是非常高的，就

业前景是十分多样的。

主要课程

数字信息利用、实用汉字、设计和融合技术、工程经济、英语发言及讨论，就业实务英语、物理及实验、化

学及实验、工业数学、应用数学、计算机编程、数值分析、动力学、静力学

材料力学，机械工业的写法，工业热力学、组织学、流体力学、机械设计

毕业后的前途

机械制造企业的设计及制造部门和技术管理及劳务部门、重工业、汽车、航空、造船、电子、化学、金属工

业部门，进入国、公立及企业的研发所参与研究开发及政策研究等。

|  汽车产业领域   |  航空宇宙产业领域   |  造船港湾产业领域

学科 Q&A

Q. 机械工学是什么？

为了使人类生活更便利、物质上更加丰富，针对于精力、运动及能量研究的学问。在英语里面是力学是 me-

chanics 或者是mechanical engineering.在机械类里面的意思是 machine 或者是machinery。在现代

产业社会工学中发挥最重要支柱性的学问，可以说是其应用领域最为广泛的基础学科。

Q. 为了学习机械工学应该事先准备什么呢？

机械工学是数学性的学科，尤其物理非常重要，所以需要准备。

Q. 机械工学科毕业的话,主要进入哪些领域？

机械工学以后发展方向非常广泛，机动车，航空宇宙，电子，重工业，造船，生产自动化，能源等等，

企业，研究所（国家资助和民间）技术性公务员，教授（大学）或者创业等可以作为出路。

学科特色项目

工程认证 |  设备工程师专业 |  海洋设备工程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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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营工程学系
051-200-7686    http://ie.donga.ac.kr

学科介绍
产业工程系是为了对制造及服务系统的合理运用，学习与研究分析系统及科学性的决策技术。因此，为
了掌握现场所需要的计算机应用技术，并以经济学和统计学作为基础，学习学科，可以在多种产业现
场领域，采取相应的技术做出相应的调整，来进一步达到系统的效率性及各种领域中充当指挥的作用。

主要课程

环境与产业、科学技术与哲学、工程经济、发言和讨论，大学数学，工业统计， 产业经济数学 、工业统计
及实习、物理及实验、化学及实验、基础程序设计、编程应用及实习
产业经营系统、创意工程设计、生产计划及控制、人类工程学及实验、质量管理、经营科学、产业信息系
统、团队项目

毕业后的前途

产业经营工学，以专工特性上 经济界多方面 进入特别是理工系列和经济系列, ICT产业, 服务业等企业
个别部门的综合管理者, 作为经营人的需求. 具体的工程作业管理  경经营管理（计划、会计、管理咨询、经
营、质量管理（QA）、可靠性管理、产品设计、成套设备工程（建筑工程）  用CAD/ CAM（设计）、金融业、信
息网络管理、安全管理、流通、物流管理、SW开发企业创业企业、大学及研究所等。

学科 Q&A

Q. 工科大学与其他系差异是什么？
工科类专业包括机械，土木工程，工业化学等，通常能制作出精密的仪器, 建造设施, 利用化学物质来研
究新产品, 工科类专业通常在特定领域中进行研究并能收货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产业经营工学与其他
系最大的差别就是产业经营工学和经营学是以全观性的视角来协调和管理来达到开发的。简单的举例来
说，降低产品单价的分工化工程系统设计，人间活动的安全，效率的提高，现代工学性产品，劳动环境
的开发，设定组织内无边界的效率和方向科学性的经营管理等。

Q. 也有实务教育吗？
熟悉学科教育务实技能反应，工业企业整体中广泛使用的CAD（设计），Minitab（统计），Plexim（模

拟实验），JAVA（程序设计）等活动的使用方法。此外，ISO标准课程结业，工程师资格证书等运营实施

实务特讲，也可以参加假期企业现场实习。

学科特色项目

1. 加入工程认证制度
2. 参与LINC企业。 : 教育科学技术部的《产学合作培养领导学院（系LINC）参与事业》
3. 参与实验室辅助实验研究 : 6个专业实验室实验室
4. 产业考察和各种免费专题讲座 : 专业、就业讲座，产业考察等
5. 量身定制型就业指导
6. 团队项目发布会 : 在即将举行毕业学期的时候举行团队项目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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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船海洋设备工程学系
051-200-7787    http://naofe.donga.ac.kr

学科介绍

本专业是打开21世纪海洋开发时代的尖端技术，即造船海洋技术以及与海洋工程技术领域相关的基础

理论和产业的实物教育，以复合实务技术教育为主，来培养造船海洋工程学产业、研究、学术界的领导

人才。同时也想培养能够对造船海洋工程学相关问题给予解决，并具备多方面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

的人才。另外，在研究生院里，只在本科学习过程中学习到的与造船海洋工程学有关的知识远远是不

够的。在产业现场及相关研究机构，那些大学学过造船航洋工学全部基础知识的本科生相较于有能动

性，核心性、有研究能力的研究专家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为此本系计划开设了硕士课程，为的是培养更

高端的人才。

主要课程

大学数学、物理及实验、化学及实验、电子处理学、工业数学，统计学

静力学，工程入门设计，造船海洋工程概论， 船舶现有设计、材料力学、结构力学、流体力学、化工量论

毕业后的前途

釜山庆南有造船及海洋设备产业集中的地理特性. 即世界最大的造船企业和STX、大选、不仅城东造船、

中小规模的造船及海洋设备设计公司，造船器材工业公司，这里还设置了国家研究所。  

本专业毕业生在这些企业不仅担当设计、制造、管理工作的技术人员，通过进入研究生院可以作为相关

企业的研究员，使其能发挥重要作用。此外，进入船只检查任务的执行的船级社和各造船相关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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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程学系
051-200-7717    http://dache.donga.ac.kr

学科介绍
化学工程在很多产业领域研发了核心技术。在纳米（NT）领域，化学工程在LED、OLED等显示屏上使用

透明的充电材料以及开发了像半导体一样的新材料等方面，培养出了一些人才。另外，在能源和环境

（ET）领域，对太阳能电池以及燃料电池的开发和环境测量领域，也培养出了一些出类拔萃的人才。 在

生命和生物（BT）领域，对亲环境能源的开发（生物乙醇、生物柴油）、食品、药用的新素材的开发方面，

也培养出了领军性的人才。

主要课程

知识产权的理解，实用汉语，东西方文化的结合，发言和讨论, 英语发言及讨论创意工程设计、有机化学I

大学数学、物理及实验、化学及实验、普通生物学，大学数学，科学信息检索概论，工业数学，工程计

算机，化工量论、物理化学、单元操作，热力学、反应工程、热及物质传导。

毕业后的前途

1. 研究及教育 : 大企业的中坚企业研究所、大学教授、工业高中的教师，研究所研究员的化学工程专家。

2. 生产及质量管理 : 在化工、造船、汽车、电子信息相关的企业及中坚企业工厂中负责生产及品质管理专业工程师。

3. 技术营销 : 大企业，中坚企业的市场营销专业技术负责人。

4. 设计 : 造船公司、工程公司的设计团队中巨大的工厂或设备的设计公司。

5. 投机公司 : 以化学工程学的知识为基础在投机创业或就业。

6. 国有企业, 公务员, 国会的事务职位。

学科 Q&A

Q. 化学工程系 ，毕业后的前辈们主要就业于哪些的地方？
三星重工，大宇造船海洋，三化涂料，三星电子等。

Q. 化学工学系毕业后的前景如何？
石油工业领域应用的工业化学领域颜料、染料、精细化工领域的农药，化学肥料或酸碱工业、生物化工

领域应用的发酵环境，发展替代能源领域，半导体及金属加工领域。此外，橡胶、造纸、水泥等化学厂

里新材料开发、工厂设计安全驾驶及环境对策方面，还有许多毕业生辈出，各种化工厂等就业委托数

量日益增加的趋势。

学科特色项目

工程认证(ABEEK)应用:工程教育认证课程得到广泛的评估计划,协助工程的相关专业学生的能力开发教

育项目,认证评级机构（公司）对获得韩国工学教育认证院在项目进行评估,并赋予认证制度。本项目的名

称是“化学工程深化项目”,毕业证书和成绩证明书,选该课程的学生来说,“化学工程深化专业”(国文)及

名称,并且“Bachelor of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Engineering”(英文),本课程的学生在“化学工程专

业”（国文）和“Bachelor of Engineering”（英文）名称来区别，分别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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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工程学系
051-200-7747    http://metal.donga.ac.kr

学科介绍
当今社会，除了汽车、宇宙航天、重化工业等高科技，高尖端产业以外，半导体，计算机等电器电子产

业等，所有的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优质新材料的开发。成为了所有产业的基础和根基的

新材料工程学，是研究现代产业发展的原动力，是对新材料的理解、制造、加工、分析、材料的结构和物

质的性质关系等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本系毕业的学生必定会在零部件原材料产业中，成为必不可缺

的人才。

主要课程

环境与产业，产业技术与伦理、科技技术与哲学、实用英语会话，技术写作、工程经济、技术管理、CEO特

讲，计算机处理学，计算机设计，大学数学，工业数学，物理学及实验、创意工程设计、新材料要素设计

材料力学, 铸造工学, 材料工程实验、材料相平衡理论，材料相变态， 非铁合金的构成与规律性，基础

新材料工学，材料科学，材料组织实验， 铁系合金的构成与规律性 ，材料热力学、炼铁和炼钢学, 新材

料综合设计。

毕业后的前途

1.  炼铁，炼钢领域, 2. 重工业领域, 3. 汽车领域, 4. 航天航空领域, 

5. 电力公司的领域, 6. 公务员领域, 7.  博士, 研究员, 教授领域 

* 大企业和中坚企业就业 : 钢铁、汽车、航天造船、铸造、锻造、热处理、半导体、粉末冶金、复合材料、航空、

铁路、医疗容器、石化、工业机械、鞋等。

* 创业风险投资企业

* 国有企业就业 : 就业国铁公社和水资源工程、机场工程等国有企业。

* 教授及教师 : 通过硕士、博士课程，成为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或大学教授。

学科 Q&A

Q. 新材料工程深化应用程序（工程认证制度）是什么？ 
新材料工程深化应用程序（工程认证制度）是工程教育课程的广泛诊断及评价程序设置，是帮助工程相关

专业的学生能力开发的教育程序。

Q. 新材料工程系重视的学科基础是什么？
新材料系只是材料的学问。而且物理和化学是最为基本也是重要的，因此新生一年级需要学习物理与

化学实验I, II和化学与实验I, II。

学科特色项目

开放实验室 : 每年一次面向所有的在校生开设研究生实验室,介绍各领域的实验室,招收研究生的志愿者。

岭南运动会 : 岭南体育大会是每年一次的岭南地区大学的新材料工程相关学科的教授及学生聚集2天1

夜的学术大会及体育运动会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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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材料高分子工程学
051-200-7539    http://omp.donga.ac.kr

学科介绍

有机材料产业主要由纺织业和高分子产业组成。现在正在逐渐向输送用、电子产业用、军事用、土木用等

多方面的尖端素材产业进化。本学科对于有机材料和高分子的基本知识以及利用尖端材料制造所需的

科学、工学的知识，并且为了深化教育和对新素材的开发，本学科给予一定的研究活动。 因此，我们的

目标是为了能够积极的面对信息化、知识化社会，我们通过有效的自我开发，来培养一些有助于国家

产业成长的专门性人才。

主要课程

环境与产业，产业技术与伦理、科学技术思想与哲学、实用汉字、工程经济、普通物理、普通化学、大学数

学、计算机处理学、工业数学、普通生物学、高分子工程概论、纤维工程概论。

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 高分子化学, 高分子合成, 有机材料物性学。

毕业后的前途

1. 服装和产业用纺织品领域 : 产品开发部现场管理及纤维作为专家活动 

2. 电气电子材料产业领域 : 企业在产品开发和管理中的专家 

3. 高分子产业领域 : 企业及研究所产品开发部及管理中专家 

4. 国立民间研究领域 : 专业研究机构的研究员，R&D及非R&D的业务      5. 就读研究生

学科 Q&A

Q. 纤维产业系改编成有机高分子材料工程系，有哪些变化？
已有的纤维产业学科，纤维材料及产业构成，有机高分子材料学科，不仅有纤维产业还有高分子材料

工程及对整个产业的有机材料产业全部都要学习。特别是高分子产业 ，替代金属等，无机材料或电子

产业、军用、土木用、医疗用等特殊目的的高新材料产业的发展。因此在以前纤维产业的狭窄的范围里比

起纤维素材料包括的高分子材料和石化产品等有机材料，需要更广泛的学习和研究。这个产业的融合

技术将作为后盾让毕业生们的就业领域也更加广阔。

Q. 学科专业相关课程外 ，能获得什么样的支援 ？
在有机材料高分子工学系里实施与专业相关的以下活动。

• 深化和加强专业研讨会：通过专业相关的课程进一步深化及专家的讲座，能够更好的理解和运用专

业知识，也可以了解更广泛的就业机会。这样的活动每学期开展四次左右。

• 访问专业相关企业：在学校里学的理论，在现场应用，通过观察实例不仅提高了对专业的理解度而且

对未来工作满意度和期望值增加有所帮助的。新技术的开发及产业化的经验将会作为青年创业的契机。

学科特色项目

高分子材料实验室 |  纺织品加工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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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
051-200-7618    http://arch.donga.ac.kr

学科介绍

建筑学是把培养能将人类的生活要素以及城市空间进行设计的人才，作为教育的目标的学科。建筑学

是针对人文·社会·技术·设计领域的多种综合性知识，来适应多变的未来产业，使学生自身具备相

关的基础知识。

主要课程

建筑学系

设计 – 基础设计Ⅰ, 基础设计(表现手法), 基础设计Ⅱ, 基础设计 (建筑与计算机), 建筑设计Ⅰ, 建筑设计

Ⅱ, 建筑设计 Ⅲ, 建筑设计 Ⅳ, 建筑设计 Ⅴ, 建筑设计 Ⅵ, 建筑设计 Ⅶ, 建筑设计 Ⅷ

文化脉络 - 建筑和造型, 居住环境论、西方建筑师、建筑与社会、近代建筑理论、韩国建筑史、现代建筑理论

技术-建筑结构力学、建筑材料和构法、结构体系、建筑环境工程、建筑系统，建筑施工及管理，建筑设备计划

实务-建筑法规、建筑实务的理解，建筑实务实习。

室内建筑设计

设计思考、社区再生计划及设计、基础设计、建筑与造型、建筑结构力学、建筑材料与构法，融合设计项

目、釜山的历史文化与城市建筑、公共艺术与城市环境、设计与融合技术, 造型实习、科学技术思想和哲

学，韩国传统艺术与21世纪文化、设计与文化、居住环境论、建筑设计、建筑与社会。

毕业后的前途

学生毕业后可进入不同领域. 

1. 建筑设计及设计领域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展览及室内设计、装修施工公司等建筑及室内建筑设计师

的梦想可以向环境设计相关的企业，城市设计企业的进军。

2. 可以报考建筑工程师等各类工程师资格证，建筑学（五年制）专业人员，建筑师事务所业务实习期间

可以应试申请建筑师资格考试。 

3. 其他建筑技术领域相关的建筑工程公司, 三星建筑, 现代建筑, LH工程等的施工单位及国营企业, 也可

以成为公务员,教职员. 向建筑相关研究者的方向发展的话，升学就读硕 、博也可以。作为在国际建筑

学教育认证机构被公认的学科，去外国留学或去国外建筑公司也是不错的选择。

学科 Q&A

Q. 建筑学专业（五年制）和室内建筑设计专业（四年制）的区别是什么？ 

建筑学专业（五年制）按现行建筑法规定的五年制建筑学专业学位课程，也是韩国建筑学教育认证（KAAB）

的建筑学认证程序的建筑学教育，毕业的学生在建筑师事务所业务实习满期后，可以参加建筑师资格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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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建筑设计专业（四年制）是以建筑学基础知识为基础，设计的多样化和专业知识更综合的业务能力，

具备社区的引导作用，负责建筑专业室内设计师培训的课程。

Q. 建筑学专业（五年制）和室内建筑设计专业（四年制）进行的教育的内容是什么？

建筑学专业（五年制）中施行的教育内容有传媒，文化脉络、设计、技术、业务5个领域。

① 设计综合能力。 ② 文化研究能力 ③ 设计研究能力 ④ 环境研究能力 ⑤ 用户研究能力 ⑥ 技术研究能

力 ⑦ 运行研究能力。 ⑧ 为了培养专业技术能力，教科课程构成要均衡，并要有充实的建筑专业能力。 

例如 : 通过建筑史、建筑理论等科目，了解教育建筑的历史、文化方面需要的知识。为了对建筑技术有更

广泛的理解，学习关于建筑规划、建筑环境规划、建筑结构、建筑施工、建筑材料、建筑设备的系统知识。

另外，为培养设计领域的表现技法、建筑设计和业务的能力， 正在实施建筑实务教育。室内建筑设计专

业（四年制）是在建筑学专业基础科目的基础上追加一些设计知识，室内建筑施工及技术方面的知识，

室内建筑设计工作室，室内建筑实务知识教育。例如:为了能够对设计和室内建筑有更广泛理解，除了

建筑规划概论、建筑结构、建筑施工、建筑材料等建筑学专业科目以外，还开设了室内建筑工作室，室

内建筑施工及材料，家用设备公司设计、公共设计等装修及设计专业科目。

外国人留学生的学科介绍

建筑学是研究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学科。建筑设计是对于环境， 用途， 经济， 文化上的条件和要求加以

运筹调整和具化的过程。 建筑师既是设计师也是艺术家。(12学号, 马洪蓁, 中国) 

学科特色项目

现场学习 : 第一学期初考察的建筑，亲身观察建筑物的形态或亲身感受建筑物的空间,建筑物的使用功

能及感受到建筑物的作用,对建筑物的使用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实务学习及实习 : 建筑学认证必修课程，利用四年级和五年级的暑假期间，进行每次为期4周的建筑设

计事务所实习工作。 作为实务经验的现场体验学习。

毕业作品展示 : 和其他专业不同的是不需要毕业论文。只需要完成毕业作品，并展示发表。

国际研讨会 : 釜山国际建筑文化节上进行的国际研讨会从2011年以后和日本九州产业大学建筑系建立

了持续性的学术交流。

时装设计，毕业作品发布会，实务能力的教育项目，现场实习项目，时尚设计产业就业团队。

产业设计学系
051-200-7980    http://design.donga.ac.kr

学科介绍

产业设计学专业是以审美造型及尖端技术的协调为基础将理论和技能相结合来进行教育，从而把培养

出具有创造性设计能力的专业设计师作为主要目标。。其中由2个细节专业（视觉媒体专业、产品交互专

业）所构成。 视觉设计专业是提高多种领域的商品及公共物品视觉价值，并对数码产业及分界面设计产

品进行教育，产品交互专业是对日常生活中接触及使用的工具和系统的设计教育。

主要课程

视觉媒体设计专业, 产品交互设计, 海洋生活空间设计专业

毕业后的前途

视觉媒体设计专业 : 企业公关部和设计部门, 广告代理公司, 电视台, 新闻社, 编辑出版专业设计公司, 企

业形象设计专业, 平面设计专业企业, 包装设计专门企业, 游戏开发企业, 用户界面设计的专业企业, 品

牌设计专业企业, 网络设计专门企业, 推广设计专业企业, 海报设计专业企业, 影像设计专业企业, 计算

机图形设计专业企业, 影像/照片工作室, 自由职业设计师, 教育界(教授及教师)等。

产品交互式设计专业 : 企业产品规划和设计部门, 家用电器设计专门企业, 生活产品设计专门企业, 厨房

用品专业设计公司, 汽车设计专业公司, 运输设备设计专业公司, 公共设计专业公司, 家居设计专业公司,

环境设计专业企业, 消费者设计专业企业, 展示设计专业企业, 装潢设计专业公司, 工程技术设计专业公

司, 自由职业设计师, 教育界(教授及教师)等。

外国人留学生的学科介绍

你好。 我叫PANDANI MUTIA PUTRI。 我的专业是视觉传媒设计系。我以外国人有很多的经验。虽然语言

和文化不同， 我和朋友们相熟起来。我门有差异但是一起努力互相帮助。(16学号, PANDANI MUTIA

PUTRI,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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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设计学系
051-200-7328    http://dauf.donga.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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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介绍

时尚设计学的教育目标是以设计和科技为以及基础，通过结合设计教育，来培养时尚产业圈所需的具

有综合性的以及具有实务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在服装产业中，基础设计、素材、衣服构成、文化

史、社会心理学、营销以及零售等相关的学科 ，会对整体的理论有所掌握。通过对综合性的实务教育以

及摄影棚的相关教育，来培养当今全球化社会所需的专业性融合人才。

主要课程

服饰文化史 |  设计 |  材料 |  服装结构 |  营销 |  零售

毕业后的前途

服装经理, 时尚总监, 品牌经理, 时尚顾问, 服装批发商, 服装设计师, 剪裁师, 时尚协调者, 色彩师, 纺织品设

计师, 针织设计师, 形象设计师, convertidor, 时尚插画画家，产品经理, 模板设计师, 技术设计师，裁剪师,

裁缝师, 品质管理师, 展览设计师, 广告营销员, 时尚摄影师, 时尚模特。

学科 Q&A

Q. 时尚设计系学些什么呢？

时装设计学科是由服装设计专业和零售市场营销专业组成的。服装设计专业细分为服饰文化、设计、色

彩、材料、服装、服装等，通过理论和摄影课程,可以在服装产业领域中学习到必要的专业知识。零售市场

营销专业是学习商品销售计划、消费者学、社会心理学、营销、广告学、流通学等专业理论知识,通过学习

国内时装流通企业和产学合作项目， 学习现场实务能力。

Q. 如果进入时装设计学科的话,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就业帮助？

时装设计系为了帮助学生们就业，学科内运营了社团（就业，竞赛，创业）以此丰富学生们的经历及开

发并强化职业能力。利用冬夏季冬季假期进行现场中心教育（取得 计算机图形学资格证，现场实习 ）培

养现场实务能力。

外国人留学生的学科介绍

服装设计专业是可以学习到打版,立体剪裁，成衣，服装产业学,智能衣服和各种CAD软件等等的一门学

科. 因为实际操作性多于理论的原因理解不会特别困难，但是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 本校服装设计学院的

教授们既能力强又亲切，努力学习的同学来到服装设计学院，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梦想！(15学号, 研究生,

吴楠, 中国) 

城市规划工程学系
051-200-7662    http://urban.donga.ac.kr

学科介绍

城市规划学是对我们生活的国土及城市的居住空间，进行的一项综合性的环境因素研究的学科。城市

规划学的目标是对面临的城市问题，来钻研其解决方式及技术。为了应对今后的信息化社会，确保优

秀的电子器材，我们正在GIS、CAD、ITS等方面展开了学生研究活动。对于具有开放性和进取的而学生

来说，这是一门具有独特魅力的学科。

主要课程

造型实习， 城市工程制度 、统计学概论、计算机应用技术、地理信息分析

城市发展计划及实习，园林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交通规划、计量分析论、毕业设计

毕业后的前途

1. 都市计划及交通相关工程技术企业

2. 国有企业 : 釜山城市工程等

3. 建设企业

4. 专门职位公务员, 

5. 国内·外国际援助机构: 韩国的 KOICA 及 UN的 World Bank等。

学科 Q&A

Q. 城市规划专业毕业后可在哪些专业领域职业呢？

城市规划工学科毕业后可进入的领域大可分为公共领域和民间领域。公共领域包括像LH工程一样，国

土、城市、交通相关中央、地方政府、公共企业。当然有多样化的职级行政，专职公务员等。民间领域的

话，与城市规划相关的工程企业和建筑、不动产、开发相关的企业等。但是现在为止列出的领域只是一

部分而已。城市规划领域不仅仅是城市规划，交通经济学，社会学，最近受到瞩目的U-City关联IT等都

可以说是所有学问的总体.城市规划专业不仅能培养学生城市方面的专业知识，还能增加学生在从事除

城市规划以外的其他领域的竞争力。

学科特色项目

实地考察 : 为了解韩国城市多样的模样, 访问与新城市、韩屋村等有特色的城市地区，学习城市的特点

和城市设计‧城市环境‧空间配置‧交通布置等。

岭南地区 : 每年11月通过岭南地区城市工程学相关学术研讨会,以培养专业知识。

城市规划的夜 : 每年毕业作品展并邀请专业毕业后从事各种领域的前辈们，欢聚一堂且安排颁奖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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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学系
051-200-7571    http://la.donga.ac.kr

学科介绍

园艺学是为了满足人类舒适生活环境而开设的一门基础学科。它将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城市环境问题

理解方面作为研究对象，并把培养合理性的，具有创意性的园艺家来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研究园艺

学的人们，对我们生活的环境所带来的问题进行分析以及解决，一定要具备科学的、合理的思考及批

判意识，并且和环境的质量相比，我们不但要持有一颗对未来加以改善的进取心，还要有一定的哲学

信念。

毕业后的前途

1. 园林设计事务所, 2. 园林行业公有企业 : 国策研究所, 工程(土地工程等) 及各种公共机关(国家公园管

理工团等), 3. 公园/绿地相关公务员, 4. 园林施工公司 , 5. 大型建筑公司, 6. 树木管理公司, 7. 园林设计师

学科 Q&A

Q. 造景学和园艺学的差异是什么？

造景学是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融合了社会学，生物学，植物学，水木学，城市规划及建筑，

土木等综合性的艺术科学领域，对环境空间进行设计、施工、管理的技术。相反园艺学分为蔬菜、果树、花卉

园艺学,主要是供给人的饮食生活中的副食或者是茶点,可以说是人类追求的植物栽培的理论和技术。

Q. 造景学科入学需要准备的是什么？

造景学是需要对植物的基础知识有所了解的学课。因此可以多去可以感受植物的空间（水木园，植物

园，公园等）。

还有作为具体的造景空间设计学问，对培养human scale很有帮助。

最后最重要的是对造景学的这份热情与兴趣。

学科特色项目

1. 现场实习 : 特别是与植物学相关的,访问釜山和庆南一带的植物园,进行现场授课,并培养成为树木及

园林领域的专家。

2. 两天一夜的研讨会 : 3月,邀请园林设计师参加为期两天一夜的各类活动,在园林领域进行特别讲座,开

展关于在园林领域讨论的研讨会。

│ 美术系

│ 音乐系

│ 体育系

│ 跆拳道系

08艺术体育学院
College of Arts and 
Phys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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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系
051-200-1720    http://artmanager.donga.ac.kr

学科介绍

美术专业作为21世纪文化时代的标志，它融合了韩国画、西洋画、雕刻、陶瓷艺术、木雕家具，纺织艺术

等固有的专业性的学科，同时把培养艺术领域的专门性人才作为目标。现代美术兼备了特殊性及专业

性 ，并把美术系的专业科目进行了有机的巧妙结合，来拓宽创意的多样性与实地教育的专业性。因

此，对专业的选择面也有了大幅度的扩展。为此，希望通过自主、创新的优良教育，把培养国际化的优

秀人才作为重点。以悠久的传统为基础，通过有针对性的教育及多样的教育活动，培养在国内外美术

界活动的能力。

主要课程

Artist Program

东方画技能 |  西洋画技能。 |  媒体艺术 |  版画 |  雕刻技能。 |  西方美术史 |  现代艺术论

ART & Design Program

其他推论技术 |  混合媒体技术 |  布艺技能 |  染色设计技能Ⅰ |  工艺论 

陶瓷艺术Ⅰ(Ceramic Art Ⅰ) |  木质型家具 Ⅰ(Wood Working &   FurnitureⅠ) 

毕业后的前途

Artist Program

专业作家, 学术师, 美术评论家, 电影, 影视及美术导演 各类别专业 Artist (时尚, 饰品, 装修, 生活, 活动等)

ART & Design Program。

时尚协调者, 色彩专家,批发商,   纺织品设计师, 时尚设计师, 纤维艺术作家, 家具设计师, 室内设计师, 陶

瓷工艺设计师。

学科 Q&A

Q. 进入美术学科的话,能获得什么样的就业帮助呢?

运营专业与就业对接的文化产业就业准备班，强化艺术现场。将学生们分成小组进行实施现场考察教育。

还有专业化文化相关的事业所参加的项目。

美术学科毕业的话,在相关专业领域里面有什么职业？

专职作家，美术馆管理员（学艺研究师）,画廊师，文化新闻记者，美术行政人员，美术评论家，幼儿园

老师，美术学院老师，舞台美术制作师，平面设计师，影像美术导演，评论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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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特色项目

1. 野外美术学习 : 美术专业的学生到目前为止学到的能力去野外参观感受并可以进行实际风景素描，

参观位于附近的博物馆，根据讲师讲授课程的不同选择现场教学的场所从而达到指导教育的目的。

每年第一学期进行一次, 学生们可以在创作中心、首尔市立美术馆等平时无法接触到的地方体验。 此

外,举办技能大会,将师兄弟们聚在一起画画，为在校学生提供善意的竞争机会及更好的经验。 这个活

动对专业学生作品创作经验积累有很大的帮助。

2. 专业特色化项目 : 在现代社会中公共艺术领域的需求和作用被不断增大, 选定大幅公共美术、环境美

术、数码艺术领域三个领域的专家、(作家及评论家、馆长等教授艺术程序和方法论，并注重培养学生

们的实务能力。特强过程结束后利用冬季假期短期的实习派遣，积累实务经验。

3. texpro的集中教育计划 : 每年寒假期间,为学习纤维美术专业学生提供支援项目。学生们通过texpro

特讲，学习纺织物、时装、纤维公司使用的实务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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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体育
大学

音乐系
051-200-1758  / 1760    http://music.donga.ac.kr

学科介绍

音乐系最初于1966年12月开设于釜山，到现在为止，在艺术，音乐多样性的语言和样式方面，不断地

敦促对整体性以及全球性的理解，并以此为契机，在具有竞争力的领域实施深化教育以及培养对音乐

的审美眼光，并把培养这中兼备理论与实践的、富有创造力的演奏家作为培训的主要目标。多种细节专

业共存的音乐学科分为钢琴、管弦乐、声乐作曲以及实用音乐四个专业，共同强化的基础科目既西洋音

乐史、音乐通论、合声学。并且在国乐概论、计算机音乐等传统的基础上，音乐与IT技术领域相融合，来

进行理解。除此之外，还开设了对于细节专业来说，相匹配的教学科目。

主要课程

钢琴-钢琴合奏 : 通过钢琴二重奏与合作伙伴的配合和沟通的方法，学会演奏合唱的基础课， 钢琴技巧

和音乐技能也能提高。同时可以从五线谱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愉快的演奏也可以成灵感和音色丰富的表

达研究。

管弦乐-管弦乐 : 从古典到现代的各种集体演奏的管弦乐曲，和谐与平衡中形成的管弦乐艺术音乐美的

体验。

声乐-合唱 : 通过布兰希丁克对自我的认知将对彼此的想法和音乐的表现相融合， 通过这个过程培养耐

心和共同体的心性。

作曲-作曲研讨会 : 给作曲的学生实质性的帮助,创作的必备要条件的旋律、节奏、和声作曲系统接触到的

曲子。

实用-合奏 : 通过许多实用的音乐演奏形式中最重要的乐队合奏，夯实专业演奏用的基础。

实用-舞台彩排： 由于音乐和现场的有机关系拥有实际的意义。通过每周现场舞台积累丰富的经验。

毕业后的前途

独奏者, 交响乐团或合唱团, 音乐治疗师, 音乐PD, 音乐构成作家, 音乐专业记者, 音乐评论, 教育家。

学科 Q&A

Q. 音乐系升学后技能考试怎么样进行？

根据音乐系的具体情况,实力技能考试题的曲目各不相同。欲知详情,请到学科公告栏查看，有疑问的地方

请到学科办公室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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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留学生的学科介绍

音乐与文化相碰撞，与历史，生活的相结合，古至中世纪音乐的起源，现至当今多元化的音乐，音乐文

化专业，就是让你遨游在音乐世界！(15学号, 研究生, 徐蓓蓓, 中国) 

大家好！ 我是就读实用音乐专业的三年级学生 NGUYEN THAI LOC。 因为韩国的音乐很发达学习音乐的

学生们不仅努地学习，练习也很重要。 并且，为了 提高对音乐的感性和知识，也经常开设一些特讲。 特

别是实用音乐系的学生们都很善良， 外国留学生们有什么困难的话也会帮助我们。 (15学号,  NGUYEN

THAI LOC, 越南) 

学科特色项目

各专业详细项目

钢琴专业 : 钢琴合奏课,不仅是课程的延展,而且还助于学生们积累舞台经验。"(东亚钢琴系合奏之夜)而

且许多学生的专业特性，通过钢琴和合唱,提高学生们的凝聚力。"(钢琴合唱合奏之夜)

管弦乐专业 : 第一学期,管弦乐专业的学生们的弦合奏(东亚乐队Chamber)和(WIND管弦乐团）共同演

奏管合奏和弦合奏。 管弦乐的专业交响乐团,演奏乐器并详细学习音色的细节特性的专业过程。 暑假,第

2学期为交响乐庆典的演练活动。学生们要在第二学期举行的大学交响乐庆典、东亚大学交响乐团演奏

会上，展现大学一年学习的实力技巧。

声乐专业 : 暑假期间要进行集训课程。学期中的练习不足和搭档练习，通过练习，是可以提高实力的集

训。第二学期就要举行定期演奏会。(合唱定期演奏会)

作曲专业 : 用一年时间自己创作曲目，自由组成小组为定期举办的演唱会做准备。创作的曲子在第2学

期每年定期举办演奏会。

实用音乐专业 : 暑假期间合奏研修课程,通过定期演奏会面试选拔，在第二学期举办定期实用音乐演奏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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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系
051-200-7806    http://pe.donga.ac.kr

学科介绍

自1962年体育系成立以来，不仅为韩国的体育学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甚至在世界体育界也留下巨大

的足迹。 另外，在体育系的理论研究领域，获得了韩国体育奖（研究部门）并且还被认可为国内最高的

研究机关，并为各大学培养出了超过40余名的大学教授。不仅在全国的中学、高等教育系统，还有体育

行政、社会体育领域，也具有卓越的能力，并被不断认可的，同样也是一个传统的名牌学科。

主要课程

专业技术Ⅰ(舞蹈Ⅰ,体操Ⅰ,柔道), 体育科学概论, 专业技术Ⅱ(高尔夫,篮球,足球)

专业技术Ⅲ(舞蹈Ⅱ,体操Ⅱ,冰上)

体育原理, 运动生理学, 海洋休闲运动Ⅰ, 专业技术Ⅳ(体力培养,游泳Ⅱ,田径Ⅱ)

运动营养学, 冬季体育, 网球Ⅱ, 运动的发展

毕业后的前途

体育学院毕业后, 体育教授, 体育讲师, 教练(AT, PT), 体育生活指导者, 竞技教练, 体育会行政职员, 体育

记者, 体育代理商, 军校, 警察公务员, 大企业,中小企业,幼儿体育指导者,障碍人体育指导者,银色运动指

导者,娱乐讲师, 临床运动师, 临床肥胖・糖尿病运动师, 康复运动师, 运动按摩医生等职业体育中心经营,

也可以进军体育队. 还有, 国营企业, 工程等不仅是广告社, 一般企业及在体育相关的论坛中参加多样的

活动。

学科 Q&A

Q. 体育学科毕业后前辈们主要就业于哪里？

体育教师，运动讲师，教练，生活体育指导者，竞技指导者，幼儿体育指导者，娱乐培育讲师，临床运

动师， 恢复性运动师，运动按摩师等职业，当然主要就业于体育中心，体育组，球员教练，军官，警察

和消防公务员，大企业，中小企业。不仅国营企业，工程等是政府机关，与运动相关的媒体界也有多样化

的就业出路。

学科特色项目

体育科学产业专家培训项目

美国运动处方师和健康教育师资格证学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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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拳道系
051-200-7856    http://taekwondo.donga.ac.kr

学科介绍

跆拳道系是一个结合了“跆拳道学”“警察学”、“警护学系”，是一个系统的学科研究。作为培养了世界顶

尖的选手以及教练员的跆拳道系，也是捍卫宗主国名誉与传统的一门高尚学科。因此，跆拳道作为具

备了科学性的研究和学术性的体系的教育系统，也因此培养出了世界所需的优秀教练员。

主要课程

专攻技能（ 较量), 专攻技能（ 品试）, 专攻技能（ 示范）, 警护学概论。

毕业后的前途

普通警察, 海洋警察、检察机关公务员等公安机关公务员及消防公务员, 总统警卫室，警卫指导师，私人保

镖、警卫、保安相关设备制造及销售企业，内部审计公司人员（CIA）、应急处置安全员、救生员、体育教师及

公务员、国际跆拳道教练、硕士、博士课程通过跆拳道和体育领域的研究者和大学教授。

学科 Q&A

Q. 跆拳道学科和其他大学有什么差别？

我们学校的跆拳道学科比起其他大学海外实习课程方面更活跃。我们以突出这些优势，从而跨入海外

就业率最高的大学成为了我们的教育目标。

学科特色项目

海外实习项目Heiti-간체가는체每年假期,都可以到海外旅游。在放假期间,可以直接到国外学习跆拳道,

并通过与外国人的交流来度过更有意义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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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学科
051-200-7528    http://healthcare.donga.ac.kr

学科介绍

在食品营养学系里，通过对食品、营养、料理以及供餐营养的理论研究，从而来进一步学习食品、营养

的一些相关基础理论知识。 另外，通过彻底的实验与实习，来了解食品的摄取以及食品的组成和特

性，对人体的影响，营养素的作用，健康和疾病的预防，营养不足和过剩，集体供餐系统，卫生管理等

生活中实际出现的问题的原因和解决方案。可以在为提高地方的营养和国民饮食的多种领域找到工作。

主要课程

食品与营养 (Food and Nutrition), 食品与营养 (Food and Nutrition), 普通生物学 (General Biology),

生理学 (Physiology) 

生理学 (Physiology), 公共保健学 (Science of Public Health), 营养学 (Nutrition), 生命周期营养学

(Life Cycle Nutrition), 临床营养学 (Diet Therapy), 饮食营养学 (School meal nutrition)

毕业后的前途

营养师（企业、医院、学校、诊所及委托专业公司），食品公司研究员（新产品开发、产品评估、促销营销领域

等），餐饮企业饮食管理者（连锁酒店宴会、促销及宣传负责人）等。保健的资料/食品相关研究所（国公立学

院和大学的科学研究所、大学、研究所、企业研究所）的专业研究员和大学教授等。

除此之外，食品营养政策、信息和相关的行政及媒体（国公立机构、企业、社会团体、电视台、报社、相关机

构）等多种领域进军。

学科 Q&A

Q. 想要成为专业领域的专家，食品营养学科的特点是什么？

食品营养学科的最大特点之一是本学科入学后选修保健福利部的认证教科目的话能够考取营养师资格

证。如取得营养师资格证，可以成为企业，医院/医疗机关，国公立机关，地区社会机关等与营养师或

者食品营养相关业务的专业人士。还有即使是食品营养行政及政策相关的国公立机关的公务员选拔，

有营养师资格证和有经验者都可以享受优先制度。

学科特色项目

企业现场实习:除了营养师实习之外,还提供暑假和寒假期间的食品/快餐企业实习的机会。

专家力量强化项目:作为食品营养学专业的专业人员,为了具有相关领域的专业性，支援HACCP(食品

危害防治)组长教育课程及英语强化授课等学习的机会。

│ 食品营养学系

│ 医药生命工程学科

│ 健康管理学科

健康科学学院
College of Health Science

64 │ 东亚大学 专业指南 | 健康科学大学

09



66 │ 东亚大学 专业指南 | 健康科学大学

健康科学
大学

医药生命工程学科
051-200-7561    http://medicinal.donga.ac.kr

学科介绍

医药生命工程学作为医学和生命工程学的综合学科，生物产业的核心学科既生命工程学，生物保健产

业的基础学科既基础医药学，对此学科进行相关的理论学习、实验实习以及现场实习，通过这些学

习，进 一步来进行体系性的、科学性的实务教育，并以此作为教育中心，来培养专门性人才。并为国家

和地方做出贡献，这也是本系的教学目的。特别是在医药生命工程系中，为了应对日益加剧的老龄化

社会，将重点放到了天然药物素材以及机能性健康视频素材的开发和教育上 ，并可以以此为契机，培

养出医药生命工程学领域的领军学科。同样这也是本系的奋斗目标。

主要课程

普通化学, 普通生物学

生物化学, 有机化学, 汉阳本草医学, 免疫学。

毕业后的前途

1. 制药公司,(健康功能性)食品公司,化妆品等企业公司。

2. 临床试验设计（CRO），医药许可有关公务员及医药相关律师。

3. 研究人员

学科 Q&A

Q. 请说下只有医药生命工学科有的教育课程。

医药生命工学科是学习利用天然物与其他化学物开发出新药品材料的特殊化专业。即利用天然物将药物活

性成分分离与天然药物学有关的科目.（例：中药草药医学，药物分析学等）和关于天然物及其他化合物成

分的生物活性的验证教科目，（例：药理学及实习，细胞生物学，动物细胞工学等）。为了检定天然物与其

他化学物的安定性 ,教科科目是（例：实验动物学与实习，毒性学）和医药品许可相关的科目（例：医药品

开发，生物新药开发）构成的。

学科特色项目

部 : 我们学院的在校生，各自有不同性质的3个社团,以各社团的指导导师为基础,引导学生找到最适合

自己的方向。

研究生体验项目

生物健身专业项目 : 3年级学习医药生命工程专业相关的专业课程以外，还可以学习生命健康专业。生

物健身专业是由医药生命工学专业、食品营养专业、生命工程专业共同开设的专业相结合的专业,是比培

养医药学领域人才教育更为专业化的教育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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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学科
051-200-7528    http://healthcare.donga.ac.kr

学科介绍
在健康管理学中，对于成人疾病的预防与治疗、健康和体力的维持与增进、伤害的预防与治疗以及康复

等健康管理方面，通过运动学、医学、保健学、老人学、自然治疗法等来学到多样的科学知识，并通过对

健康管理和运动课程项目的开发，来培养指导能力。 此外，本系针对压力的管理、合理的营养摄取以及

与身体运动造成负伤等方面对学生进行了特殊培养，以能够进行咨询和教育的健康管理指导、运动专

门指导的培养作为教育的目标。

主要课程

临床工作论, 人类生长与发展, 人体解剖学,健康增进概论。

毕业后的前途

健康产业，增进健康，运动科学相关产业、保健及环保产业、医疗服务等· 进入医学专科院及国内外研究

机构等。

学科 Q&A

Q. 体育学科与体育健康管理专业有什么差异呢？
健康管理专业学习成人疾患的预防与治疗,健康和体质增强,老人疾病的预防和康复,健康管理制定战略,

U-health社会需要的内容开发，通过对身体信号分析学习健康管理科学性的知识和理论，不仅是运

动，多样化的非药物性的项目开发及培养药方的专业性。为了加强身体素质，综合性的改善压力和合

理性的营养摄取还有身体活动等生活习惯。培养系统性的预防医学的基础知识和制定策略相关的创意

思维能力的专家。

培养具备专业化和创意性的解决问题能力现场中心的健康管理专家是东亚大医学系专业特性化战略之

一。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的医学,基础科学医药生命工学,营养学等大学之间实施综合教育.为了增进

学生们的逻辑思维和创意性将引用讨论式教学方法。还有通过在医疗院，保健所等国内外的保健机构

等多样化的现场实习机会，实现健康管理领域的领先作用，以培养专业化，实用化的人才将为我们的

目标。还有通过我们系的国内外运动科学，公众保健，预防医学，家庭医学，身体仪表工学领域的学

者研讨会和讨论项目，在健康管理领域里不仅是运动，健康，医疗，保健而是多领域里面多面职务/研

究实行能力的特殊人才。

学科特色项目

视改式(改变视觉，改变我，) : 上半学期和下班学期，国内外(日本、美国、芬兰等)现场/研究专家和学

生们,对他们进行沟通、自我发展的战略、专业性沟通交流等,对专家及教授和学生进行融为一体的沟通交流。

蒂贝特明星@东亚 : 蒂贝特林肯测试。不仅是健康相关领域的专家和讨论、先进国内外的大学、研究机构

的系统学习。

国际能力强化项目 : 为强化健康管理学科的全球竞争力,开设专门英文应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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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Business
051-200-8705    http://gb.donga.ac.kr

学科介绍

2015学年度新开设的国际商务专业是集成并发展东亚大学最优秀学府国际学部而诞生。  此学科紧跟国

际时代发展的步伐，以英语及第二外国语为基本，以培养东亚洲地区具有国际视野和发展眼光的谦卑

人才为目标。    

主要课程

经济学概论、商务地区语言（中国、日本），全球商务

管理会计学、经济统计学、市场营销管理论、财务管理、生产运营管理、国际经营论 

毕业后的前途

开拓国际市场专家

国际商务纠纷解决专家

国际商务谈判专家 

学科 Q&A

Q. 国际商务专业的外语教育要如何进行呢？

外国语教育主要以英语为主，分为学期中上午8点开始“0”节课及假期集中的特讲来进行。第二外国语

课程由设定正规科目衍生出四个科目课程。

学科目结构中，与现存的经营大学科的区别是什么？

国际商务大学可以分为外国语，国际认知和商务领域。商务需要的基本教科目就是针对于国际企业活

动进行的。另外，需要掌握国际政治经济的专门知识和通商法等通过这些科目能够提高业务能力。

学科特色项目

全球商务领袖培养项目:全球性商业学科为了提高商务实务力量,与地区内的跨国企业共同进行教育和

管理。学生们通过参与现场企业输出或投资参与企业工作,理论与实际操作相融合的方式学习知识。 国

际商务活动所需要的外语课程教学外，在“0”课节开设英语以外的第二外语（汉语，日语）的课程。在正

规课程里,第二外语为中心的课程,会话中心的实务商务英语课程之外的课程集中辅导。

│ College of Global Business

Global Business学院
Department of Global Business

68 │ 东亚大学 专业指南 | Global Business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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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本学部
051-200-8702    http://cj.donga.ac.kr

学科介绍
独立于中国，日本学部，也有别于中文系，日语系。以培养对东亚洲地区（中国，日本）有系统化综合
化的理解的实务性学者为目标。  通过东亚洲的物流以及金融许可，合理利用釜山的竞争力，培养在中
国，日本等学科的理解和文化交流中可发挥能通的作用的技能型人才。  本学部内开设的中国学科，日
本学科专攻在二年级入学时决定，开设及运营的全面综合的教学过程包括：学习各自专攻所需要的基
本语言，以及各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历史，地理等全面综合的学科知识。 

主要课程
中国学专业
东亚的历史, 东亚的社会和文化, 基础日语, 基础中文
中文基础会话, 现代中国的理解, 中文语法和作文, 中文练习, 中国政治研讨会

日本学专业
东亚的历史, 东亚的社会和文化, 基础日语, 基础中文
日语会话, 多媒体日语, 日语作文, 日本都市和文化遗产, 日本近现代思想和国家经营, 日本民俗文化内容

毕业后的前途
1. 贸易, 金融, 物流企业职员。
2. 驻海外特派员: 外交领域, 企业, 广播及新闻社驻海外特派员。
3. 宾馆, 旅行社, 航空及海航公司职员: 釜山地区的国际水准的酒店管理公司, 旅游产品策划, 航空公司空姐,

邮轮乘务员等。
4. 电影振兴公司, 旅游公司, 展览公司职员。
5. 游戏, 娱乐、体育经纪公司的职员。

学科 Q&A
Q. “中国语学科”和“日语学科”有什么区别”？
和以前以语言为中心不同的是,通过以国家语言为基础,以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社会、文化等的总体利
害关系,培养专业的实务型专家的专业。

Q. 一年级开始就分专业吗？
不是的，一学年开设包含中国、日本的东亚西亚的共同课程，跨过一国窄小的理解，从东亚西亚地域
层面上来一起理解中国和日本。当然一年级除了英语是必修课以外，第二外国语要从中文和日文中二
选一，进入大二要进行专业选择。

Q. 想要了解下关于实习项目。
需要中国语或者是日本语的国内企业和派遣到中国、日本企业与专业相关的地方去积累实践经验。具备
国际就业竞争力，根据派遣和支援项目实习期的学分也可以得到认证。

外国人留学生的学科介绍

日本学通过以国家语言为基础,学习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社会、文化等,培养专业的实务型专家
的专业。教授亲切，出勤好分，有基础的同学更加有优势。(13学号, 贾晓舟, 中国) 

│ 中国 � 日本学部

中国·日本学部
Stud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70 │ 东亚大学 专业指南 | 中国·日本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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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部学科及研究生行政支援办公室

乘鹤校区

哲学生命 医疗伦理学 051-200-7006 建筑工程学 051-200-7606

史学系 051-200-7060 土木工程学系 051-200-7620

考古美术史学系 051-200-7151 环境工程学系 051-200-7674

韩语文学系 051-200-7019 能源·资源工程学系 051-200-7763

英语英文系 051-200-7036 电器工程学系 051-200-7732

德语德文系 051-200-7091 电子工程学系 051-200-7730

法语文学系 051-200-7117 计算机工程学系 051-200-7776

汉语系 051-200-7128 机械工程学系 051-200-7635 /7659

儿童系 051-200-7306 产业经营工程学系 051-200-7686

数学系 051-200-7206 造船海洋设备工程学系 051-200-7787

新材料物理系 051-200-7221 化学工程学系 051-200-7717

化学系 051-200-7240 新材料工程学系 051-200-7747

生命科学系 051-200-7260 有机材料高分子工程学 051-200-7539

分子遗传工程系 051-200-7503 建筑学 051-200-7618

应用生物工程系 051-200-7595 产业设计学系 051-200-7980

生命工程学系 051-200-7596 时尚设计学系 051-200-7328

生命资源产业学系 051-200-7512 城市规划工程学系 051-200-7662

园艺学系 051-200-7571 美术系 051-200-1720

音乐系 051-200-1758/1760 体育系 051-200-7806

跆拳道系 051-200-7856 食品营养学系 051-200-7317

医药生命工程学系 051-200-7561 健康管理学系 051-200-7528

九德

医学系 051-240-2796

富民

政治外交系 051-200-8605 经营学系 051-200-7406

行政学系 051-200-8628 国际观光学系 051-200-7426

社会学系 051-200-8683 国际贸易系 051-200-7436

社会福利学系 051-200-8666 经营信息学系 051-200-7463

媒体通讯学系 051-200-8645 College of Global Business 051-200-8705

经济学系 051-200-8615 中国日本学部 051-200-8702

金融系 051-200-8661

校区地图

富民校区

B01. 博物馆(BM)

B02. 法学院(LS)

B03. 继续教育院(BE)

B04. 综合楼（BA~BD）

B05. 国际馆

★正门

♦ 翰林生活馆富民馆

九德校区

G01. 石堂纪念馆(GE)

G02. 医科学院讲义楼(S1)

G03. 医科学院(S2)

G04. 医科学院基础医学楼
(S2)

G05. 旧.社会科学学院(GA)

G06. 第二学生会馆(CF)

G07. 美术馆(CN)

G08. 音乐馆(CD)

G09. 九德图书馆(GG)

G10. 大讲堂（石堂会厅）(CB)

G11. 艺术学院(CA）

G12. 艺术学院实习楼(CAD)

♣ 东亚大学医疗院

♠ 心脑血管疾病中心

♦ 东亚大学医疗院（新馆）

★正门

乘鹤校区

S01. 大学行政及人文学院(A)

S02. 学生会馆(Q)

S03. 工科学院1号馆(P1)

S04. 工科学院2号馆(P2)

S05. 工科学院3号馆(P3)

S06. 产学协力馆(RS)

S07. 艺术体育学院(G)

S08. 教授会馆(W)

S09. 生命资源及健康科学学院(M)

S10. 翰林图书馆(B)

S11. 自然科学学院(E)

S12. 工科学院4号馆(P4)

S13. 创业团

S14. 产学研究馆(SM)

S15. 翰林生活馆(DA)

S16. 学军团（DE）

S17. (暂定)艺术学院

S18. (暂定)艺术学院实习楼

S19. 翰林生活馆乘鹤馆（预定）

★正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