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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国际顶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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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媒体认可的大学
2016

被评选为产业链接教育特色
领军大学[PRIME] (3年）

2015

被评选为“高水平教学大学”
[ACE] (4年）

2016

2016

2

被评选为引领指导就业前景
示范大学
被评选为教育部K- MOOC
（韩国网络公开课程）参与大学

2016

2016

8

被评选为高校教学正常化贡献大学
支援事业 (2年）
8个事业团被评选为大学特色化
事业 (2014年起5年）

2016
2015

在中央日报大学评价中被评选为
以教育为中心的优秀大学

2013

2013 被评选为强化教育力量支援
事业

具有丰厚奖学金政策的大学
开展成绩优秀奖学金、社会服务奖学金及特色化奖学金、			
PRIME奖学金等多种校内•外奖学金制度
首尔校区设有 100余项奖学金、天安校区设有 90余项奖学金

丰厚的奖学金保障
首尔校区 2014年192亿韩元，2015年196亿韩元
天安校区 2014年197亿韩元，2015年205亿韩元

学费连续五年下调及保持不变 (使教育费用负担最小化）
首尔校区 2012学年度降低7.0%，2013学年度降低2.5%，2014 ~2016学年持平
天安校区 2012学年度降低7.0%，2013学年度降低3.5%，2014学年度下调0.1%，
2015 ~2016学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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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特色化的大学
2016年被评选为产业链接教育领军大学[PRIME]
2014年7个事业团 被评选为教育部主办大学特色化事业
2016年追加选定一个事业团

首尔校区

为国际强小企业培育新兴市场输出营销人才培养基地
培育青少年幸福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特色基地
K-Culture韩国历史遗产创新人才培养基地
幸福家庭服务专业人才培养基地

天安校区

产业链接教育特色领军大学[PRIME]事业
引领创造经济的融合型创意设计人才培养基地
构建创造经济技术融合型基础设施，培养创新人才特色高校
以NCS为基础在Smart Theater Art&Tech领域培养STAR型创意人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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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众多热门专业的大学

首尔校区

国际经营学科
“培养国际强小企业新兴市场输出营销人才事业团”
面向全球市场的祥明大学国际经营学科，被教育部评选为“首都圈大学特色化事业”。每
年获得9亿7千万韩元国家财政支援，五年来累计获得48亿韩元财政支援，主要用于培养
“K-Biz国际商务专业人才”。祥明大学国际经营学科为了培养“革新指向型国际经营管理
人”、“挑战指向型新兴市场开括输出营销人才”、“成就指向型国际强小企业领导人”而
竭尽全力。为了更好的学习国际商务贸易一线经验，通过与美国、中国、印度尼西亚、越
南、柬埔寨、缅甸等多国企业合作，为学生提供实习、就业衔接机会；强化全球贸易展示
会项目；开拓新兴市场专家培养项目；设立贸易风险投资SMGlobal，直接参与和学习出口
营销业务；为帮助学生完成本科学业，学校设有多种特色奖学金；为培养学生国际商务基
础能力，学校特设专款，对学生进行培训，以提高英语等二外水平；强调原产地管理师、
国际贸易师等相关资格的重要性；积极运作全球商务关联职务教育；强化学生的对口就业
能力；祥明大学国际经营学科与K-Biz Leader同步发展。

教育学科

天安校区

PRIME学科：

软件工程学科、电子工程学科、人工智能机器人工程学科、系统半
导体工程学科、智能信息通讯工程学科、绿色化学工程学科、信息
安全工程学科
“产业链接教育特色领军大学 (PRIME) 事业”
[智能 IoT 具体领域 = 未来产业需求领域 + 祥明大学强势领域]
祥明大学PRIME学科总共由7个 (软件工程学科、电子工程学科、人工智能机器人工程学
科、系统半导体工程学科、智能信息通讯工程学科、绿色化学工程学科、信息安全工程学
科) 学科构成，被选为2016年教育部产业链接教育特色领军大学，3年间每年获得50亿韩
元财政支援。PRIME学科奖学金占全体在校生奖学金的80% (以内) ，设有各年级设计室及
导入当日课题完成制度，提供本科生1人1台ＰＣ，１人１台实验装备，将所有课程调整为
以实务为主的ＰＢＬ设计课程，运营一对一导师制度，培养高级人才Ｔｏｐ Ｅｎｇｉｎｅ
ｅｒ项目，开展假期寄宿集中教育项目，有关每学期设计成果的设计ＰＲＩＭＥ展览会。
为系统管理设计成果而运营portfolioＤＢ，为强化就业能力而实施各种就业项目。

“重视青少年幸福教育，培养专业人才事业团”

纺织设计学科 / 产业设计学科

「每年获得6亿韩元财政支持，5年间累计财政支持30亿韩元，在校生每人可获得约300万
韩元教育补助」 祥明大学教育学科根据特色事业要求，通过多种模式培养青少年幸福教育学
科人才。该专业开设“1+1国家资格证”(教师、终身教育师、青少年指导师、青少年咨询
师) 教育课程；开设产业链接型教育科目；采用现场专家指导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模
式；与海外优秀青少年机构合作，开展幸福学校实习项目 (每学期选拔12名优秀学生，提供
德国University of Leipzig结业证书) ；提供社区青少年机关和创造幸福学校实习机会；提
供在校生奖学金，通过尖端专业课程，强化教学中“教授-学习”间的相互作用；赞助本学
科在校生每人一台平板电脑；强调学生的自律性，加强在校生自我管理能力；通过梦想秀 ·
未来人才论坛 · 教育现场探访等多种活动，培养青少年幸福教育学科人才。

“培养引领创造经济的融合型创意设计人才的事业团”

历史Contents学科，
知识产权学科
“K-Culture是培养韩国历史文化遗产信息创意人才的事业团”
祥明大学历史Contents学科和知识产权学科每年获得3亿韩元财政支持，5年累计获得
财政支持15亿韩元，用于提供特色优秀学生奖学金费用、增加电子板及3D打印机等多媒
体设备。本专业开设特色实习关联教育与实习课程；支持海外参观学习；注重capstone
design开发与教育；支持产学链接创业项目与就业社团活动。按照就业领域，加强毕业生
与在校生之间的交流，以终身指导教师制度为中心，构建系统性本科生前途管理体系。以
韩国历史与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国际历史Contents学科，为培养学生们的创意能力，开设了
人文学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复合教育课程。激活韩国传统文化，通过韩国历史文化信息实
现全球性文化繁荣为目标的历史Contents学科，旨在培养学生们的历史遗产Story-telling
及Contents筹划能力、文化遗产运用及文化旅游规划能力，培养专门的文化产品著作权管
理人才。

家庭福利学科
“实现幸福家庭，培养家庭福利专家的事业团”
自祥明大学家庭福利学科被教育部评为“首都圈大学特色化事业”以来，每年获得3亿韩元
财政支持，该学科制订了“幸福家庭与和谐社会”长远规划，旨在培养“创意型”“务实
型”“专业型”家庭福利学科人才。为培养创意性务实型家庭福利专家，本专业明确核心
教育目标，注重学生主导活动，充实现场实习，并以此为基础调整教学计划。该学科为本
科在校生开设了多种特色奖学金，提供参加国内学会，国内外实习，海外研修机会，通过
经营幸福家庭支援中心 (Happy Family Support Center) ，就业及学习社团，提高实际操
作能力；举办外部专家特别讲座，增强多领域学术知识

由纺织设计与产业设计构成的特色学科，被CK－1评选为地方大学特色事业。2014～
2018年间每年获得3亿韩元 (5年15亿韩元) 财政支援。为发挥两个学科特长，该学科引
进多专业制度，学习Smart Living Design连接专业，可取得双学位。可以在ACA / ACU
国际平面造型设计认证中心获取国际资格证，以此为基础，参与到特色化事业团体的多种
项目，为提高解决问题能力与竞争力，支持培养融合型创意设计人才项目。以就业创业项
目，扩大为品牌特色，进行展示，试制品的制作，企业连接，品牌国际化等机会。通过项
目链接教育、现场实习连接教育、Mini - Lab项目等，提高实务能力。

环境造景学科 / 建设系统工程学科
“培养创造经济技术融合型生态环境创意人才的事业团”
由环境造景学科和建设系统工程学科构成的此特色化事业团，2014年-2018年每年获得
12亿韩元 (5年共60亿韩元) 财政支援，开展符合地区要求的本科教育特色化项目。从区域
再生利用与环保区域开发的广域性国土开发及环境修复到绿色网络、人工区域绿化、城市
环境美化及设计公共设施等城市的具体领域，事业团体以培育此类城市及区域空间开发中
所需的创意人才为目标。全体在校生奖学金支付率占80%，运营各学年创意设计小组，将
本科生义务性每人取得1项资格证，运营以实务为主的PBL设计科目，任课程序及导师制
度，为培养高级人才，而强化学士、硕士连读课程，假期运营寄宿型集中教育项目 (备考英
语资格证) ，并实施一人一企业现场学习及实习义务化。

舞台美术学科
“以NCS为基础在Smart Theater Art&Tech领域培养		
STAR型创意人才的事业团”
有舞台美术学科构成的此特色化事业团被评选为教育部CK-1大学特色化事业，2016年
-2018年每年获得3亿韩元 (3年9亿韩元) 财政支援，开展本科教育特色化项目。此事业团
已开发舞台美术学科与全方位技术领域的NCS学习模块，以此为基础，为公演、TV、电
影、智能媒体，运营尖端舞台技术领域的现场实务中心专业教育课程，为了培养文化艺术
STAR Designer的教育。特别是，为了制作像音乐剧、TV电视剧等韩流Contents的现场
实务教育，通过与无线电视台、公共剧场等的交流协力为基础，运营着现场实习项目。为
智能媒体制作，开展着全息图、VR (虚拟现实) 等尖端技术教育。此外，各学年通过作为自
主学习教育程序的Self EDU Hierarchy与特色化毕业认证制ISO1200程序，稳定实施特色
化教育项目。

정시모집

2017학년도 재외국민 특별전형

CHEONAN CAMPUS

首尔校区专业介绍
文献信息学科

人文Contants学部

文献信息学将目标定位于以人类智力活动所需的知识与信息的搜集、积累、搜
索及传达等知识交流现象为基础，培养具备文献信息专业知识和涵养的信息专
业人才，通过交叉学科和应用领域的系统性学习，培养能够从事跨学科信息及

历史Contents学科

发) 图书管理员2级资格证，以专家身份进入社会。此外，2015学年度开始推进

历史Contents学科的教学目标是以历史知识为基础，具有人文

培养保健•医学领域主题专家定为学科的特色化课题，并在培养大量数据连接

学企划开发能力的社会所需人才。为此，通过探索历史而学习广

专业的开设等融合、符合的信息专家上倾注了努力。毕业生有机会以图书管理员

博的历史知识具有端正历史认知涵养，同时可以灵活运用这些知

及信息专家身份就职于国家•公共图书馆、大学•学校图书馆、医科大学图书馆、

识与视角的能力。此外，在2014年度首都圈大学特色化事业中被

医院图书馆、专业图书馆、舆论及金融机关、企业等。

评选为培养K-Culture领先韩国历史遗产Contents创意人才事业
团，5年期间可以得到多种奖学金福利以及学业、就业支援。
培养历史研究与教育领域的多种专家，历史Contents策划专家、

人文社会
科学学院

文献处理研究工作的专门人才。毕业时可获得国家认证的 (文化体育观光部颁

文化遗产Contents策划专家等。为此通过多种方式创造性地利
用历史与文化为社会做贡献且具有人文学素养的人才而努力。
此外，1369名本科及研究生毕业后在各个领域发挥其实力。
每学期实施定期学术考察及假期海外学术考察项目
主要项目
通过学科专业学会项目学习并提高专业知识及外语 (英语、中国语、
日语) 能力 通过学科就业社团项目，开发学生的主导就业能力
研究教育领域：大学教授、中学历史教师
博物馆领
毕业前景
公务员领域：国史编纂
域：国家公立博物馆管理师、文物厅管理师
委员会等历史相关的公共机关公务员、文物厅公务员、各地专属管理
师
出版领域：历史刊物出版策划、历史刊物作者、人文学书籍出版
策划
文化观光领域：历史文化相关主题旅行及旅游产品策划、故
宫及文化遗产考查专家
广播舆论领域：历史节目策划、历史文化
播放内容制作、编剧、记者
电话号码 _ 02 2287 5042

主 要 项 目 现场实习及工作实习 邀请相关人士进行就业讲座 通过学术考查的
现场考查及参观 运营就业社团FOS 支持考取英语TOEIC及专业相关资格证
国家图书馆及公共图书馆、大学•学校图书馆、医科大学图书馆、医院图
毕业前景
书馆、专业图书馆 舆论及金融机关、企业、信息系统企业的图书管理员及信息专家
电话号码 _ 02 2287 5064

韩日文化Contents学科
韩日文化Contents专业以培养韩日两国文化产业专家为目标，2015年开设该专
业，融合了日本学、比较文化学、文化Contents学，指向创造性的融合型专业。
将对深度理解韩日文化与高水平的日语能力为特色化，以培养韩日文化产业领
域国际人才为目标。现今，为适应韩日两国间的时代潮流，韩日文化Contents专
业对在校生提供交换生、日本短期研修、国内外交流活动等多样的文化交流机
会，实施融合型、复合型文化Contents教育以及现场实务教育。同时构建新模
式的，以知识为基础的教育系统，从而培养出在东亚市场有充分竞争力的国际
人才。
支持一、二年级专业学会活动
主要项目
个大学)
立命馆 / 龍谷大学短期研修

支持三、四年级国内外就业活动与实习机会

广播、舆论、出版、旅行等文化Contents相关公共机构及事业单位
毕业前景
及中小企业的营业、海外营业、经营管理、策划部门

日本大学交换生 (宇都宮市、鹿儿岛等5

韩国国内的日本企业及日本派驻

国内外大企业

电话号码 _ 02 2287 5116

空间环境学部
知识产权学科

空间环境学部是以空间科学理论为中心，理解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与空间

被视为21世纪核心产业的Contents产业，经历了Contents的创作及

探索人们周围多种规模的空间与环境，以习得灵活运用的方法为目标的学科。

策划，制作以及流通的过程，要求多样化知识。对此，该专业在需求文

理解因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人文自然环境变化，通过地理信息系

化Contents的策划，制作及相关专业人才的时代背景下培养具备解决

统 (GIS) 的空间结构及规模的分析，培养空间环境计划与设计能力，空间福利实

Contents的策划，制作及知识产权法律与技术知识，成为融合型专家为目

践能力等，培育兼具专业性与实用性的创意融合型人才。此外，为提高专业知识

标。目前知识产权专业作为引领特色化事业，积极推进多样的活动。可在

的应用与实务能力，将重点放在运营连接专业课程，运营学术考查、实习及现

文化体育观光部所属机构、社团法人版权团体等有关企业就业，同时有机

场实习项目，考取资格证等方面。毕业后主要发展领域为教育、海运•贸易•流

会进入Naver、Daum等派生企业就业。此外，有机会以专业人才的身份就

通、旅行•航空•酒店、CIS及IT产业相关企业、建设及空间环境设计相关企业、

职于法务法人为首的韩国300个左右的在线服务提供商 (Online Service

研究所、公社、NGO等。

Provider) 。

6

模型，通过以地理学与物理环境的应用为基础的居住学的学问性融合，深入

支持与特色化有关的海外相关机构研修项目
支持多样的海外
主要项目
语言研修 支持考取知识产权相关资格证 支持知识产权相关的论文征集

1- 4年级现场考查
3 - 4年级在校生可在国内企业实习
支持取得资格证 (数据处理工程师、室内建筑工程师、居住
主要项目
福利师、建筑工程师、住宅管理师、城市规划工程师、测量及地形空间信息工程师、地籍工程师、流通管理师、观光翻译导游、社会调查
分析师等)

毕 业 前 景 知识产权集中管理团体及知识产权相关企业等 法务法人、专利
法人等 大企业及中小企业的法务部门 知识产权网上服务企业

毕 业 前 景 海运•贸易•流通、旅行•航空•酒店相关企业
所、公社、ＮＧＯ等

电话号码 _ 02 2287 5234

电话号码 _ 02 2287 5047 / 5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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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及ＩＴ产业相关企业

建设及空间环境设计相关企业

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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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人才学部

韩语教育科

为了解决公共部门问题，培养以基本素养与专门教育为基础，能

国语教育专业以培养优秀的中级国语教师与国语教育专家为目标。为此，开设国语教育科领域的多种讲
座并不断开拓进取，除正规课程外还会进行学术考查，积极开展学术研讨会及研究、学术会、学术期刊
发刊等。特别是根据终身指导教学制度，通过教授与学生定期见面获取探讨前途的时间，通过申请各种
教研班、学习活动从而为拥有预备教师修养而积累力量。毕业生主要以中学国语教师、大学教授、奖学
士、对外韩语教师、公务员等身份活动。此外，还能就职于新闻社、出版社、广告公司、企业的培训部门、
产品开发相关部门等社会各个方面。

够引领社会发展，未来指向性、创意性专业人才。为了培育能主动
应对新时代变化，确保在多种领域中拥有竞争力的主导型人才，
系统地教授行政学与法学。特别是公共人才学部合并行政学与法
学，通过系统性学习相关知识，塑造公共领域中兼具理论与实务
能力的专家。

主要项目

主 要 项 目 公职专家 (公务员) CDR (培养具备领悟国家运营所需的行
政学、法学知识，实务中的行政学、法学专家 (国家公务员) ) 民间管
理者CDR (培育具备民营企业中总务、人事、劳务、财务、税务等职业技
术的公共管理人才) 第三部门专家CDR (培育在市民社会团体、社会
福利机关、社会企业等运营中，具备公职能力的专家)
毕 业 前 景 公务员 (总署、税务、教育行政等) ，国营企业及公共机关
关领域 (法务、劳务、鉴定评估员等)

初•高中国语教师、大学教授、奖学士、对外韩语
毕业前景
教师、教育公务员、新闻社、出版社、广告公司、企业的培训部
门、产品开发相关部门等
民营企业 / 金融领域，法律界 (进法律研究生院深造) ，法律相

电话号码 _ 02 2287 5399 / 5080

家庭福利学科
该专业为提高家庭生活质量，本专业通过系统性专门学习，培养家庭福利相关领域专业人才。被评选为首都圈大学特色化事
业团，5年得到15亿韩币财政支援以便给学生们提供多样的机会。
系统地探索从胎儿到老人的人类发展状态以及韩国社会的家庭问题、社会福利领域
根据有关培育专家的时代要求，
主要项目
授予儿童教师、儿童家庭咨询师、家庭生活教育师、健康家庭教师、社会福利师等的资格证，从而培育出可以直接在福利现场工作的专
业人才。
公•私研究机关及行政机关 (市民团体、教育咨询研究所、社会福利公务员等) 公共机关、私人机构 (社会福利院、幼儿
毕业前景
园、健康家庭支援中心、多文化家庭支援中心等) 国营企业•准国营企业、NGO团体 (good neighbors、世界展望会、Holt儿童福祉
基金会、儿童财团等)
电话号码 _ 02 2287 5254

国家安保学科
位于首尔中心的国家安保专业，是引领国防、军事领域最高水平国
内代表专业。2013年与陆军签订学军合作协议，在校生可通过军
人奖学金考试领取四年全额奖学金，毕业同时被任命为少尉，以此
种培育方式成为国家安保人才的摇篮，又是培育具备能力、品质、
领导力的社会国家领导人的摇篮。国家安保专业是由最优秀的学
生构成的专业，是由热情、实力兼具的国内最佳师资力量构成，符
合拥有最杰出教育课程的专业，享有国内最高名牌民间军官学校
的威望。通过选修双学位，为开发领导力与团队精神采用自治指挥
办公系统，实施语言、体能、电子计算等毕业认证制度，考查海外
战迹地等多种教育项目，培育具备军事专业性与领导力的精锐军官，培养军事、安保、统一领域的军事家以及国家社会所要
求的专业人才。
双学位选修
为共同体意识修养的住宿指导
为领导能力与团队能力修养采取的自治指挥办公系统
实施外语、体
主要项目
能、电子计算等毕业认证制•与各学年教育目标相关联的军营体验 考查海外战迹地及文化探访 参观及体验安保现场 其他各学
年特色活动 (安保训练会、爱国教育研修、讨论会等)
任命为学士军官或者ROTC军官，完成七年间的义务服役期，可根据本人意愿申请长期服役•军官服役期间可通过公费
毕业前景
委托进修国内外硕士及博士课程、海外军事专业教育，可在海外各国武官等各领域就业
转役后可进入军务院、国防公务院、教学要
员、军事研究机构、双学位辅修相关公司等
此外，在国防转职教育园、国防就业支援中心通过多样的前途相关信息及招聘信息在有
关领域再就业
电话号码 _ 02 2287 5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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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考查、学术研讨会、学术会、学术刊物发刊等

电话号码 _ 02 2287 5090

英语教育科

师范学院

作为国际语言的英语已成为生活手段，其应用能力是决定
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教育目标，一、培养有能力的中等学
校英语教师，二、通过与其他专业融合以及双学位专业课
程，培养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知识信息社会所需的国际优
秀人才。学科开设英语教育学、英语学、英文学、普通英语
及商务英语等相关课程学术领域以及普通英语能力领域的
讲座，开展与多种学科通过第二专业辅修的方式进行的融合教育，从而养成博学的人才。根据毕业前景计划，分为英语教师聘
用轨制与一般系就业准备轨制，系统地进行指导。毕业生可就职于教授、公立及私立中学教师、教育公务员、教育企业 (教育
项目、HRD等) 、媒体 / 广播界及国内企业与海外企业等社会各个层面的职位。
主 要 项 目 一、二年级开设就业前景讲座 三、四年级开设强化就业能力的讲座
会活动 支援考取公认英语水平资格证 (TOEIC、TEPS等)

中等聘用考试备考讲座

为强化英语能力的学

毕 业 前 景 教授、公立及私立中学教师 教育公务员、教育企业 (教育
项目、HRD等) 媒体 / 广播界及国内企业与海外企业等社会各个层面
电话号码 _ 02 2287 5098

教育学科
本专业以学校教育等教育学习相关领域学问为基础，培养
教育领域专业人才。尤其是，教育专业2014年被评为首都圈
大学特色化事业团 (事业团名：青少年幸福教育养成事业团
- HEY STAR) ，通过本事业培养出可以系统地连接学生•青
少年们“校内”与“校外”空间活动的专业人士，开发并实践
韩国型教育福利模型，从而实现青少年幸福教育。本学科毕
业生将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和中学教师 (2级) 资格 (标示科目：
教育学) ，并且通过双学位进修可以获得相关学科教师资格
证。通过终身教育取得相关学分和教师资格及青少年指导
相关学分，从而取得青少年指导师及青少年咨询师资格。此
外，毕业后也可向教育相关研究机构、生产企业教育专家等
方面发展。
前途轨制 (青少年轨道、企业HRD轨道、国营企
主要项目
业 / 公务员企业轨道、教师聘用轨道) HEY STAR前途项目 (梦想
面试、未来人才论坛、青少年教育探访现场) HEY STAR实习 (海
外实习项目、创造幸福学校实习、青少年机构实习、咨询机构实习)

数学教育科
该专业主要通过系统性的数学理论知识学习，掌握数学
教育理论与方法，培养有能力、有创造性的中等学校数学
教师。毕业生将取得中学数学教师 (2级) 资格证，广泛学
习解析学、代数学、几何学、拓扑学、应用数学、电脑与
数学、数学教育学等多领域。
主 要 项 目 支援学习小组活动 支援学术会 支援参加
支援参观附属学校有关课程
支持中
师范学院授课比赛
等聘用

毕 业 前 景 中学教师、教育行政公务员 青少年指导师、青少
年咨询师、青少年教育机构CEO
教授、国策研究所研究员
大企业教育研修院 金融机关 终身教育师 终身教育专家

教育界 (教育部国家公务员，公•私立中高等学
毕业前景
校教师，数学教育出版社，运营学院及出版社，数学学习指
导，学院讲师) 研究生院 (数学、物理、信息通讯、电子、机
械、土木、应用统计、经济学、金融数学) 银行、证券IT领
域 (密码专家、字符识别、图像、动画、编程员、网站管理、系
统管理、数据库管理、电脑网络管理)

电话号码 _ 02 2287 5082

电话号码 _ 02 2287 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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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金融学部

智能信息工程学部

熟知经济及金融的基本原理，从而理解企业活动、财政、经
济变动、贸易、金融、房地产、消费者等国内外经济领域热
门话题和金融现象，培养在各种经济活动过程中可以做出
合理性判断的经济专业人才。本学部以传统经济学为基础，
同时提供金融理论、消费者学、房地产学、贸易学等相关领
域的教育课程，培养现代社会要求的创意融•复合型人才。
在校生不仅攻读经济学科目，同时学习与金融经济、房地产
经济、国际贸易、消费者经济等有关的多种专业课。另外，
通过参与经济金融实务、国际经济实务、个人财务设计、资
产管理、消费者趋势分析等结合实务授课，以及专业团队、
产业视察、专家特讲等，从而进行实务训练。本学部毕业生
作为经济相关专家就职于社会各界，就业行业与领域也逐

经营经济
学院

渐多样化。不只是普通大企业和贸易商社、骨干企业等企
业，也积极就业于银行、证券、投资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

入报社、广播电视台等舆论领域，还有部分毕业生升学至研

电话号码 _ 02 2287 5391

跃于专业研究机构。
专业团队、专家特讲等实务训练支援
主要项目
年级产业视察 支援获取金融资格证

融合工科
学院

电气电子计算机学部

支援3,4

毕 业 前 景 海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投资公司 消费者相
关协会、非营利团体、公共机构、教育机构 大企业及骨干企业
电话号码 _ 02 2287 5052 / 5258

管理相关知识和经验。为适应融复合型经营环境变化，构建
实用学问体系，给学生提供就业相关的社会性指导。

电气工学科
电气工程专业在被称为‘引领未来能源新产业领域的技术融合型工学人才发电站’的专业教育蓝图下，为培养能源分析及电力
系统解析专家、未来能源环境领先人及技术融合型 / 现场针对性工学人才，集中了专业力量。与其他大学的电气工程专业不同，
为了通过只针对智能型电力网和能源管理技术领域进行特色化，进而培养出兼备理论和实务的硬件 (H / W) &软件 (S / W) 统合
型工程师，我们志在电力送配电新技术、智能电力设备、新再生能源、能源管理解决方案等专业 CDR 领域的特色化教育。
以在校生为对象，实行专业领域现场专家研讨会
主要项目
班 假期运营计算机培训、中文培训等知识共享项目

主 要 项 目 经营学部结合企业合理决策和科技化经营手段，学
习企业管理相关知识和经验。为适应融复合型经营环境变化，构
建实用学问体系，给学生提供就业相关的社会性指导。
毕 业 前 景 制造、金融、IT、广告、外企
机构、学校、咨询、专业资格证、公务员

1 年级：以开源代码为基础的多种智能型设备制作核心
主要项目
教育
2、3 年级：人文、设计、工学融合深化项目核心教育
4 年
级：1 人 2 个公司的 Fellowship 项目核心实务教育
假期：工作室
及野营中心的短期专业学习及应用活动

机构、教育机构等公益性领域。除此之外，许多毕业生也踏
究生学院，进而占据学界的一席之地，或以研究员的身份活

经营学部结合企业合理决策和科技化经营手段，学习企业

人工智能信息工程专业也是为培养具备人类心理、设计、工学相融合的知识和技术的创意融合人才。探
究人类的脑信息、感知、认知、感性的相关知识，并希望学生可以凭借对其的理解成为 ICT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和 DT (Data Technology) 专业人才。人工智能信息工程专业运营
Wearable Technology、Data Science、Human - Machine Computing、Human Security 4 个专业项目，
培养出各领域的智能信息工程专业人才。项目进修者会因此具备 System Engineer 和 Data Scientist 的
能力，可作为专业工学者活跃于 ICT、医疗、机器人、汽车、移动设
备、通信、安全、安保、人工智能、设计、脑科学、感性认识领域。

智能设备、影像及信号处理、机器人产业、智能型汽车、
毕业前景
虚拟现实及扩增实境产业、娱乐 脑科学、医疗、保健、大数据、安保
UX 设计、多媒体产品、游戏及媒介美术相关领域

构。最近也频繁进出于消费者相关协会、非营利团体、公共

经营学部

人工智能信息工学科

3、4 年级提供在韩企业实习机会

假期运营国家技术资格证预备

电力相关国营企业 (韩国电力、韩国电力技术等) 、重型电机相关企业 (晓星、LS 产电、PoscoPower、HanvitPower
毕业前景
等) 、智能电网相关企业 (NuliTelecom、OmniSystem 等) 的电力系统 (送配电) 解析及运营相关领域 送配电电力设备运营及开发相
关领域 新再生能源 (风力、太阳能) 解析及工程技术领域
智能家居、能源管理 (EMS) 、建筑自动化领域、能源效率化领域

国营企业 / 政府投资

电话号码 _ 02 2287 5112

电话号码 _ 02 2287 5061

国际经营学科
该专业面向国际市场，旨在培养国际企业所需的创意性人才。2014 年起被选定为教育部特色化事业团，5 年间得到 50 亿韩
元财政支援，是教育成果得到认可的学科。2015年调整专业教学计划，明确新兴市场专业营销人员培养目标，进行了目标设
立、共有价值树立、教育课程及运营方式调整等活动。按照 3 条轨道 – 新兴市场专业市场人员、国际强小企业专家、国际商
业专家设定学生前途规划图，根据国际能力指数 (G-Index) 对学生能力进行系统管理，同时正在积极促进兼备理论和实务的
专职教授的补充、强化英语及第二外语教育、国际现场教育项目的大幅扩大、职务基础能力教育强化等。国际经营学科为学
生准备包含奖学金在内的多种支援及革新性的教育项目。尤其是以中国、东南亚及中亚、欧洲等崛起的新兴市场为对象而推
进的产业视察、贸易展会、实习、新兴市场开拓者派遣等积极进取的活动。毕业后学生们进入大企业及骨干企业、强小企业、
金融机构、风险企业、流通业、IT 服务业等多种领域和多种职务，不断活动，同时也以专业为基础在贸易公司或外企进行就业
或创业等，并由此进入到国际市场。
国内外国际强小企业现场学习
参加国内外贸易展会
新兴市场 Pioneer (EMP : Emerging Market Pioneer)
主要项目
通过 SMGlobal 的出口流程实习 国际强小企业 / 新兴市场渗透专家特讲 强小企业创造构思比赛 职务相关专业教育项目

毕业前景

大企业及中小企业

金融机构

电话号码 _ 02 2287 5051 / 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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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及物流

公共机构及国营企业

NGO

融合电子工学科

计算机科学科

进入第四次产业革命以来，生产行业需要拥有硬件与软件的融合性思
考方式的人才。融合电子工学科作为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产业领域的
核心基础学科，以培养可以综合硬件与软件的融合性人才为目标，针
对涵盖 ICT 机器的核心 - 嵌入式和超连接社会的核心 - 物联网、无人
机、二足步行、计算机视觉、深度学习的智能机器人的相关基础及应
用知识进行教育。尤其是我们学科为了培养实务型融合人才，强化产
学连动，施行以国家职务标准为基础的教学计划，致力于培养业界需
要的实务能力。融合电子工学科的课程着重于专业核心能力的开发，
以便学生在未来可以成长为物联网专家、智能机器人专家、数码信号
处理专家。在学术上，与电气电子计算机学部的其他专业的连接及进
修双专业较为容易，毕业后可进入三星电子、LG 电子、LS 产电、韩国
航天航空、现代起亚汽车等大企业，以及韩国国内外的中坚企业等。

计算机科学专业是以 1993 年开设的电子计算学及信息
处理学为基础而发展成的专业。计算机科学专业提供
软件开发所需的基础及专业知识，并提供以此为基础，
提供以IoT (Internet of Things，物联网) 为中心的开发
多种应用软件所需的经验和知识。为了培养符合软件产
业领域所需的人才，该专业教学课程通过提供软件开发
的核心基础技术的实验和实习进行巩固，提供多种技术
领域的专业科目，并通过其融合项目课程提供实战和相
同经验。因此，修满本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可进入到以
ICT 为基础的多种融合及应用软件开发领域。

1、2 年级提供开放实验室
3、4 年级提供企业实习
主要项目
及参与教授研究课题的机会 支援取得专业相关资格证 支援取得
外语能力资格证
大企业及中小企业的研究开发、生产技术部门
毕业前景
相关协作团体 国内外风险企业及创业
电话号码 _ 02 2287 5392

ICT

主 要 项 目 毕业作品展会 参与 Membership / 征集作
品展 生产企业观摩 教授-学生指导 前后辈指导
社团活动
嵌入式软件领域
信息安保软件领域
信
毕业前景
息技术 (SI) 及 IT 服务软件领域
网页
网页、数据库、
移动应用软件领域
多媒体、HCI、UX / UI 应用软件领域
融合软件相关研究所及相关机构
电话号码 _ 02 2287 5292

천안캠퍼스

11

정시모집

2017학년도 재외국민
특별전형
首尔校区专业介绍

CHEONAN CAMPUS

生命化学工学部

外食营养·服装学部

生命工学科

食品营养学科

生命工程学作为解决21世纪人类难题的食粮、能源、疾病、环境问题的核心学问领域，正被受瞩目。面对这种趋势，生命工程

食品营养学科为培养外食产业和食品/营养相关专家，通过营养学、食品学、料理学、外食经营学等融•复

学正针对医疗及健康相关生物合成技术开发、生命信息分析、遗传工学、基因组-蛋白质分析及操作、海洋生命工学、分子生态

合专业知识的授课，使学生掌握相关内容，通过料理实习及现场实习，锻炼专业技术，使学生具备相关专家

环境评价技术开发、生命资源技术开发等涉及生命工程学等多种相关领域进行研究和教育。另外，生命工学科以实行面向未

的资质，毕业后，可作为营养师、营养教师、料理师、料理教师、食品企业 R&D 研究员、食品卫生职务公务

来用户中心的定制型教育，培养毕业后面向生命工学领域的各种生物企业及国家研究机构的专业人才为目标。自生命工学科

员、外食企业管理人、餐饮事业创始人、饮食空间设计师、咖啡师、糕点师等活跃于多个饮食相关领域。

毕业后，就业方向可大体分为1) 国家公立研究所；2) 生物医药品企业及企业附设研究所；3) 生命信息及诊断医学中心；4) 生
命、环境、农水产畜牧业食品、基础医学相关研究生院升学；5) 生物风险创业等。入学起，通过终生指导教授制度和专业特色
化 CDR，初期为学生规划就业方向，再通过生命工学综合设计、专业和就业、专业和创业等就业方向规划课程，进行更加系统
化的就业方向指导。
1、2、3、4 年级支持生物企业参观
支持学科 AMP 学术小组试验实习、学术大会、学术刊物发刊
支持生命工学科
主要项目
研究室体验及实习
支持生物创业小组活动 (希望研究室) 推荐菲律宾当地英语研修 (课外综合支援中心) 推荐国际海外服务活
动 推荐国际产业视察团 (美国、中国)  (课外综合支援中心)
推荐美国、中国合作大学交换生

毕 业 前 景 国家公立、自治团体、企业附属生命工程学研究所研究员 生物制品开发、生产管理、品质管理部门 生物制品市场营
销、学术支援部门
大学医院、医学研究所研究员
生命基因组信息及诊断医学中心分析业务部门
生命、环境、农水产畜牧业食
品、进修基础医学相关研究生院 环境影响评价专业调查员、咨询部门
电话号码 _ 02 2287 5142

运营食品营养学科学生自治合作社‘Andamiro’
主要项目
推行农村地区老人免费提供饮食服务活动
以外部人员为对
象，推行实际体验料理及外食产业运营的学术制度
每年举办
料理大会及活动
营养相关：营养师 (三星 Welstory、Pulmuone
毕业前景
ECMD、CJ Food Ville、Aramark、Dongwon Home Food、
现代 Green Food 等) 及营养相关研究所) 食品相关：食品
公司及研究所 (CJ、不倒翁、Pulmuone、NH Homeshopping
等) 、食品领域 政 府机构研究院 (农村振兴厅、韩国食品研究
院、食品医药品安全处等) 等
外食相关：CJ、SPC、星巴克、
Dongwon、Ourhome、自然别曲、Myashley 等外食企业
R&D 及管理人

文化艺术
学院

电话号码 _ 02 2287 5129

化学Energy工学科

化工新材料学科

能源化学工程专业以尖端纳米及分子工程学为基础，针对能

化工新材料专业自 2000 年后每年输出 40 名左右学徒，

源转换和储藏相关的全面知识和技术进行教育，同时以培

其毕业生进入以企业和政府机构为首的各种职业领域。化

养通过新再生及生物能源的生产和利用解决能源枯竭、气候

工新材料专业结合化学、物理学、生物学、数学等多领域知

变化及环境问题的人才为目标。课程包括作为基础领域学

识，学习研究新材料，掌握制造原理与应用技巧，丰富人类

问，且描写物质的性质和构成的能源热力学、催化工程学、

生活。化工新材料专业就业领域广泛。代表领域为包含石

有•无机材料化学、化学两论和统计，还有作为能源工程学

油化学产业和燃料电池、太阳电池、二次电池的电气材料

应用科目的电气化学和能源储存、能源光化学、能源环境工

产业、化学设备产业、半导体及显示器件相关信息及电子材

学、能源转换工学、纳米工学等。此专业将培养作为韩国未

料、绿色环保材料及工程产业、生活化学材料、生物化学产

来重要产业的能源工程学产业的能源工学专家、能源储藏及

业。可就职于企业，与化学产业和环境产业相关的众多政府

转换研究开发人员、气候变化对应专家，奉献于企业、政府

部门及公共机构。

机关、大学等国家各个领域专业人才。
扩充实验实习的教育课程
支持英语成绩高分学
主要项目
生 支持取得危险物处理、环境报道、化学分析报道等资格证

扩充符合理论的实习的教育
主要项目
生的学业 鼓励取得公共机构资格证

支援外语能力优秀

毕 业 前 景 太阳能、电池、燃料电池制造公司 电子公司、小型
再生产公司、环境相关机构 政府、公共机构、研究机构、大学等

毕 业 前 景 大型企业及中小企业 / 政府及公共机构研究院
环境及生活材料相关机构
制药公司、石油化学及炼油公司
等

电话号码 _ 02 2287 5283

电话号码 _ 02 2287 5297

服装学科
服装专业为时装产业阶段，即企划及设计、材料开发及跨
国合作工程、生产、流通、市场营销、VMD 等多种领域，发
掘才能，发挥能力，而提供最新型的教育。并不断培养利用
CAD、CAM 系统的时装产品制作和流通自动化，利用 IT 技
术的智能时装和信息服务，在通过构建多国企业生产系统使
韩国时装系统化等未来时装产业的发展中，成为领军人才，

Game学科

具有创造性、整合性思考力的国际时装专门人才。

Game专业在digital storytelling、设计、卡通形象、影像、动画等艺术基础， 编程、移动网络、电脑绘图、数学等工学基础以
及心理、市场营销、经营、社会文化等人文社会学基础上探讨游戏企划、创作、运用的理论与实际。通过与 Game 研究生院的
硕博连读，可以更加系统的研究游戏，使学生们具备将自身想法开发成为作品的基础能力。另外，研究生院于 1996 年在韩国
首次开设游戏学硕士课程，于 2005 年首次开设游戏学博士课程，现已培养 3 名博士和 80 余名硕士。
每学期举办游戏企划及作品比赛
主要项目
G-STAR、PlayX4 等各种游戏展会

毕 业 前 景 进入游戏企划、制作、运营相关企业
司 升学至研究生院 Game 专业
电话号码 _ 02 2287 5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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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世界游戏开发公司 Epic Games 及 Unity 韩国分公司的联合项目

参加

NC Soft、NHN 等 20 个上市企业和 Nexon 等约 3,000 个游戏及产品相关公

运营现场研究
产学链接高级设计课程
就业
主要项目
及创业学术制度 校友返校日 教授指导学生、前辈指导后辈
3、4 年级时装实务现场实习 4 年级毕业作品时装秀
就业方向：服装设计师、服装纸样师、技术设计、
毕业前景
时装市场营销 / 商业专家、时装材料专家、时装信息企划人员
就业现况：The Handsome、LG Fashion、Eland、Kolon、乐
天、Galleria、新世界国际、CJ Mall、AK、8Seconds、Uniqlo、
Etro、Solid Homme、beyondcloset、BNX、Lifung、
Hansol、Choishin、Namyangi 及个人创业
电话号码 _ 02 2287 5154

천안캠퍼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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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ONAN CAMPUS

运动·舞蹈学部

生活艺术学科
以工业为基础，通过艺术与设计教育，培养有素质有才华的国际
创意人才。生活艺术学科运营着产学合作课题、企业长短期实习

运动健康管理学科

舞蹈艺术学科

体育健康管理学科正在培养与地区社会共存的最高水平体

舞蹈艺术专业开设于 1996 年， 在舞蹈世界化与大众化命

成绩。自大一起起，通过 1:1  咨询，拓宽对于未来的视野。 大一

育 - 健康管理专业人才。本学科在校生将深层探究健康管

题下，本专业旨在培养有学术研究能力的舞蹈专业指导师

主要学习基础课程为所有学生提供了可以探索专业的时间，大二

理、运动康复、运动指导的科学知识，同时通过现场实习及

并为祥明大学对外宣传起到作用。具体方向有韩国舞、现代

细分为家具造型与纺织艺术两个专业，学习相应专业知识与技术

地区社会联动项目，成为实务能力卓越的真正的知识人。尤

舞、芭蕾舞。通过公演艺术现场实习，为舞蹈艺术文化发展

可接受正式的阶段式专业深化课程。

其是运营着支援项目，在毕业时，支持获取国家公认的体育

做出贡献。 舞蹈艺术学科为了培养纯正舞蹈艺术和社会舞

指导者 - 健康运动管理师及各种运动指导师资格。本学科

蹈领域的创意性专业人才，正进行着面向未来的教育。

毕业生可在各种体育设施、综合医院及保健所运动处方室、
企业健康增进设施、健康增进企业、体育行政机构、公务员
等多种相关产业现场进行就业。另外，通过升学至包含专业
领域的多种领域的研究生院，可在体育教师、政府机构和企
业专业研究员及教授等职位上崭露头角。
1、2 年级：现代社会所需的体育科学及健康管理
主要项目
相关领域的技能和理论基础学习
3 年级：由培养实习及课题
完成所需实务和理论知识的课程构成，并运营与实习及资格证获
得关联项目
4 年级：为了可以投入现场，以运动健康管理专
家进行活动，从而强化现场教育

主 要 项 目 培养领军舞蹈学的面向未来的专业人才 培养实
现世界化的创意性专业人才
培养贡献于国家和地区社会，使
大众化得到实现的社会舞蹈指导者

等众多项目，主动参加韩国国内外优秀设计博览会等，取得优异

主要项目

学术考察

韩国国内外展示

毕 业 前 景 家具设计师、室内装修设计师 VMD、纺织设计师、材
料设计师、配饰及首饰设计师 根据创业人的能力，可选择多种方向
电话号码 _ 02 2287 5167

韩国国内外舞蹈团舞蹈家及艺术导演、教育舞蹈
毕业前景
专家、舞蹈指导者、编舞家、讲师、舞蹈艺术专家、小初高艺术讲
师、大学专职教师、大学外来教授
电话号码 _ 02 2287 5156

音乐学部
音乐学部以 1970 年祥明大学的创学精神 – 在教育中心基础上
开设为‘音乐教育专业’，而在这40 余年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和变

运动指导师：健康运动指导师、运动指导者
运
毕业前景
动处方：运动康复专家、医院及公共机构运动处方师
体育产
业：运动市场营销专家、经营幼儿体育机构、经营私立体育相关
机构
教育：教授、教师、运动讲师
研究：体育相关研究所
研究员 公务员：公务员 (一般行政、警察、消防公务员等) 学
生军事教育团 (ROTC) ：职业军人、军官任期后，就业于企业
其他：金融、流通、服务业、保险等

化。音乐学部划分为钢琴、声乐、新媒体作曲、管弦乐专业，以基
于系统化的专业技能及实习中心教育，形成指导者人格，培养独
特的、多技能的音乐人作为目标。另外，不只是技巧能力，也进行
“人性中心教育”。音乐学部以尖端产业关联的“艺术实用化”为
目标，音乐学部的教授团队正为输出创业性的、热情的未来音乐
家而不懈努力。

电话号码 _ 02 2287 5153 / 5326

定期演奏会、毕业演奏会、新生演奏会
双人组演奏
主要项目
会、钢琴独奏演奏会
Spring Showcase、MMF (Media Music
Festival) 弦乐演奏之夜、管乐定期演奏会 SMCC 定期演奏会、
合唱定期演奏会、歌剧班定期公演、Talk 演唱会、治愈演唱会

美术学部

演奏者、伴奏者、合唱团团员、管弦乐团团员、指挥者、
毕业前景
宗教音乐人
中等音乐教师、音乐学院讲师、音乐治疗师
音乐专
业杂志记者、乐器修理专家、音乐制作人
录音 / 编辑专业人士、演
奏公演企划人、音乐词谱专家等

造型艺术学科

电话号码 _ 02 2287 5172【钢琴】 / 5320【声乐】 / 5323【新媒体
作曲】 / 5481【管弦乐】

本专业以传统美术领域为基础，学习韩国画、西洋画、雕塑
等美术理论，培养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创意型融复合国际
性美术家。为开发学生潜力，大一、大二开设专业基础课程，
大三、大四开设专门教育课程。4 个专业化方向中的不同选
择，可选择一个或者两个方向的教育课程组成。同时开设供
各自选择的媒介美术关联专业、融合艺术教育关联专业、文
化艺术教育史教育课程。所有课程的构成都是为了根据各自
才能、天赋、关注点等不同，可以细致选择或构成各自未来
希望的方向而规划。现有毕业生以画家、雕刻家、影像及装
置艺术家、策展人、展示企划人、美术评论家、美术教育者、
插画师、动画师、室内装修 / 时装 / 视觉设计师、复原专家等
众多美术现场频繁活动。
韩国国内外美术专家特讲研修讨论会
主要项目
举办在校生企划展示

实行多种美术现场关联作业及课题

在校内画廊 (Space Zero、月海画廊) 等地

毕 业 前 景 现有职业：画家、雕刻家、美术教育者、插画师、美术评论家等 可关联发展职业：电影导演、文化活动业者、色彩派画家、
花艺师、美术治疗师、美术专业放送 PD、舞台美术家等 国家资格：色彩派画家、美术心理治疗师、游戏绘图专家、网页技术人员等
电话号码 _ 02 2287 5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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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校区专业介绍
国际地域学部

设计学部

■ 日语圈地域学专业

设计学院设计学部由视觉设计专业，时装设计专业，室内设计专业，陶瓷设计专业4个专业组成。大
一开设的教育课程分为大学政策，教养教育和学部基础设计教育，大一可自由选择与自己性格相符
的课程，大二进修专业课程。设计学部四个专业以专业性为根基，目标是培养带有国际视觉的国际
化设计人才，以知识服务奉献社会的创新型人才，符合国家要求的多技能设计人才。理解国家以及地
区社会所要求现代设计新体系，洞察企业所要求的专门性技能，以及掌握世界范围市场经济未来走
向的新时代领先设计人才。不仅仅是具有竞争力的人才，更
是国家设计产业复兴的希望。因此本学院以文化 (Culture) +
人力 (human) ＋鉴赏 (Emotion) ＋策略 (Strategy) 的教育
理念为基础，培养创新性和专业性皆备的新时代设计人才。
四个设计专业领域特色如下。

汉语圈地域学专业
■ 英语圈地域学专业
■ 法语圈地域学专业
■ 德语圈地域学专业
■ 俄语圈地域学专业
■

に

中

E

ç

ä

Ж

旨在培养具备人文修养，国际沟通能力，专业务实能力，随
机应变能力的国际化人才。为增强学生的国际沟通能力，加
深对对象国及地区的了解，学生们在学习对象国及地区基本
概况课程和人文素养课程后，在语言能力方面，通过循序渐
进的模式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直到沟通无障碍的高级水平；
在地区探索方面，对学生进行相应地区社会、文化、历史等

国际人文
学院

方面的全面教育，以研讨会的形式对当地企业文化、国际关
系、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深层次的学习。

视觉设计专业
视觉设计专业是把多样化的信息和内容在视觉上形象化，
对使用者如何用方法和技术进行有效转达的一个专业。本
专业是从 (编辑，字体排印学，平面造型设计，信息设计，品
牌设计，插图等) 中开始，运用到网络 (移动通信，网页，应用
程序，游戏，UI，UX，BX等) 等多样化领域的教育。大二学习
视觉设计所必需的专业基础以及原理。大三，大四对专业更
加的深化，通过学习过程进行更加务实化的中心教育，使得
学生能够在工作岗位上发挥自己的能力。为了培养专业化，
具备国际竞争力的设计人才，与国外大学进行海外交流，产
学链接活动也在不断地进行。
海外语言研修及交换生项目
外企业实习项目
主要项目
外语能力资格证 (JPT, JLPT, TSC, HSK, TOEIC, TOEFL,
DELF, Goethe-Zertifikat, TORFL, FLEX等)

毕 业 前 景 国际通商，金融服务，外企就业 通讯社出版社，
旅行社，航空公司，广告公司，翻译公司
企业对外事务部以及
咨询公司等
电话号码 _ +82 (0) 41 550 5162

한

韩国语言文化学科

毕业认证制：是以实习替代毕业论文，学生自愿在
主要项目
多样的领域中开发自身的能力，加强就业竞争力，能够更好的在
国内外优秀的企业中就职
国际交流活动：与日本，新加坡，中
国等海外大学进行研讨，展览等国际交流活动
实习活动：假
期中在设计公司实习
双学位：School of Visual Arts (美国
纽约) ，Northumbria University (英国纽斯卡尔) 三学年以上
学生可进行支援，在海外大学取得的学分本校同样认证，可同时
获得双学位。

设计学院

时装设计专业
随着现代社会多元化及专业化的发展，具备高附加值的时装
设计专业旨在培养具有主导创意性和感性的审美意识的专
业人才。不仅培养学生在时装设计方面理论研究能力和创新
策划能力，更是通过系统性的教育，培养具备专业的服装理
解及制作能力的创新型复合专业人才。
海外大学合作项目：与新加坡大学,中国河北科技大
主要项目
学，绍兴文理学院交流活动
时装现场实习活动
就业-创业
社团支援活动 国内外作品展 邀请专家讲座等

大企业宣传室以及设计组，图像设计公司，设计编
毕业前景
辑公司，新闻社，杂志社，广告代理公司，品牌设计公司，品牌
推广公司，设计企划室，设计代理，设计工作室，网络代理，广播
台，企业网站设计组，UI / UX设计师，游戏公司，卡通形象设计，
款式设计公司，插图画家

时装设计：男装，女装，童装，户外服装，饰品设
毕业前景
计师，制服，韩服服装区域的专家
设计模式：裁剪师，技术设
服装商：时装产品策划，销售负责人，时装
计师，新产品开发
MD，VMD，供货部门，纤维服装贸易，电视购物MD，时装信息
策划师等
时装传媒：时装杂志社， 时装采编，艺术指导，时
装编辑

电话号码 _ +82 (0) 41 550 5192

电话号码 _ +82 (0) 41 550 5199

韩国语言文化学科旨在培养兼备人文品质和创新性的合格专业人才，同时注重学生能够运用韩语和韩国文化相关专业知识
为社会服务的能力。通过开展兼顾实用性和创新性的专业教育，不仅重视韩语和文化的持续发展，而且能够培养为韩国文化
世界化做出贡献，为高端信息技术社会提供韩语文化产品的实用
性专业人才。特别是在专业课程设置中，以面向外国人的韩语教
育课程为中心，旨在培养一批能够向外国人教授韩国语言、传播
韩国文化的高素质人才。
定期考察韩国文化 (每年，全学年) 中国以及中亚交流
主要项目
项目 (大二至大四) 忠清南道国语文化院项目 (全学年) 留学课外
辅导 (全学年) 假期韩国文化学校实践 (全学年)
针对外国人的韩语教师
作家，诗人，编剧
出版社
毕业前景
以及杂志社
广告公司以及文化经济公司
文化产品管理企业单位
研究生升学以及韩语相关的教育领域
电话号码 _ +82 (0) 41 550 5112

室内设计专业
本校室内设计专业是1987年韩国最早4年制本科专业。室内设计专业是以承载人类生活的建筑空间为对象进行现代哲学理
念研究探索的领域。室内设计专业配备空间设计专业知识和实务经验丰富的顶级教授，不断开拓创新教育体制，培养以国际
视角为中心的创新性室内设计人才。多样化的教育成果：本专业在2009年获得了韩国室内专业设计学会所颁发的奖项，并且
学生们在国内作品展上获奖并且崭露头角。
主 要 项 目 smi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室内设计工作室顾问 多样的产品展示活动 大四毕业生就业咨询
制发展 / 创意性发展讲座 / 海外学术考察实习 / 与国内大学产品交流 / 国外研讨会以及参加设计研修

合成教育体

室内设计领域：空间领域专业室内设计师，室内装修，装饰
建筑以及环境领域：室内建筑师，公共设计师，城市设计
毕业前景
师，建筑公司以及施工公司就业 展览以及展示领域：展览设计，展览策划师，展览管理员 家具设计师，灯光设计师，色彩派画家，
电影 话剧的艺术指导
行政，宣传，管理领域：设计职位公务员，企业设计宣传室
教育以及研究领域：教授，讲师，研究院 －除此
以外记者，顾问等
电话号码 _ +82 (0) 41 550 5214

天安校区专业介绍

陶瓷设计专业

表演影像文化艺术学部

陶瓷设计专业是为了引导现代生物陶瓷设计而开设了工业陶瓷教育专业。本专业开设工艺陶瓷设计、产品陶瓷设计、环境陶
瓷设计、造型陶瓷设计等多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课程，以韩国传统陶瓷的创造个性和发展为基础，培养主导现代陶瓷设计
的未来型陶瓷设计专业人才。毕业后可进入能过够迎合时代趣味发展时代文化的生活陶瓷产业，或从事设计及品质开发研究
员工作，室内装修设计，环境造景设计，款式花色设计，陈列设计，日用品服务及博物馆管理，文化艺术师，陶瓷市场管理等。
此外创办个人陶瓷类企业，或在国内外的大学研究院进修，学习研究更加体系的陶瓷设计方法。
参加国内外作品展览 / 申办国内外陶瓷设计研讨会
主要项目
为了培养复合型人才而建立教育体制 / 运营产学链接项目
为
了培养投入设计区域务实工作的人才，进行国内外的现场实习教育
为了取得知识产权的专利申请 / 量身定做的学习指导教育 / 多样
的就业 创业活动开发 设置相关资格证书的教育课程
大型企业以及中小企业的设计师，品质开发研究院
毕业前景
室内装修设计师，环境造景设计师
款式、卡通形象设计师
陈列设计，产品销售，陶瓷艺术指导
博物馆以及美术馆的管
理员，文化艺术教育师
电话号码 _ +82 (0) 41 550 5221

纺织设计对人类生活关系密切相关的材料——织物进行一定图文技巧设计，使
其成为适用于各种用途纺织品的过程。纺织设计专业主要以系统研究纺织设计
过程，培养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并具有附加值的产品。其教育目标就是培养
具备以上素质的纺织设计师。本学科为了使学生能够理解纺织概念，将纺织材
料的多种表现方法细分为如下四门课程。学生通过织造，染色，编织，款式设计
的详细详细课程能能够更有效的学习设计的过程，技法以及面料的特性等。学
生们以所学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基础，通过在相关企业研究所的亲身实践，发
展为将来可以引领韩国纺织产业进步的专业人才。
主 要 项 目 第1学年：创意竞赛奖学金支援 1，2，3学年：学术考察，校内展示支援 1，2，3，4学年：就业 创业社团，专业小型活
动支援 2，3，4学年：征集作品展活动 3，4学年：国内外实习机会，参与设计展示会，国际展示 第4学年：校外展览，设计庆典，
设计博览会及就业创业相关的活动支援
纺织设计师，染色设计师，样式设计师，壁纸设计师，编织设计师，床上用品设计师，时装饰品设计师，转换器，展览设计
毕业前景
师，室内装饰物品设计师，个人纺织设计工作室，纤维艺术家，服装设计师，色彩派画家，纺织物分析家，纺织物设计师，素材开发家，
MD，教育行业
电话号码 _ +82 (0) 41 550 5207

产业设计学科
该专业为多样化的产业体系提供必要设计理论，技术教育与尖端信息文化设计相结合，主力培养具有创意性的设计人才。产
业设计专业注重设计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给学生们提供现场实习教育机会，整个教学过程集设计调查、分析、实习、评价 / 检
讨为一体，各个教学环节联系紧密。本专业具备满足社会需求、引领文化发展、迅速适应技术发展的教育体制，致力 培养具
备领导才能的未来指向型毕业生。
产业设计课题展示：产业设计专业全体学生课堂中创作的作品展示会
产业设计专业毕业展示：产业设计第4学年学生
主要项目
毕业产品展示 产业设计专业学术活动：产业设计专业全体学生设计现场考察，体验学习 其他各种讲座活动
产品设计师

电影影像专业

艺术学院

电影是以人类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作为基点对未来进行想象
的一种艺术。同时也是利用大规模的投资创造高附加产值的
未来指向型产业之一。近几年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创造的数字
电影渐渐成为电影业发展的一种趋势。尖端电影艺术产业的
兴起引导着我们专业培养一批能够引领电影艺术和电影事
业发展的优秀人才。鉴于电影影像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以
及产业价值不断提升，我们专业也在不断提升教学层次，与
此同时注重让学生能够参与到一部电影制作的表演、拍摄等各个环节，培养学生在实践中获得真知的能力。
主 要 项 目 支持3,4学年学生进行影像产品、电影以及公演制作
美术部，表演部，市场策划部，编剧部) 运营支援

纺织设计学科

毕业前景

公演影像文化艺术学部由戏剧表演专业，电影影像专业，文化艺术经营专业等三个具体专业组成的。以巨
大的投资力度来创造高附加产值的未来指向型高端电影产业在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的同时也将韩流
电影事业推向了世界,在此背景下电影影像专业在拓展研究领域的同时旨在培养专业人才和多元性文化人
才。在将演技和理论细分的戏剧表演专业是按照学年分类，阶段性地学习公演制作课程，为使学生以后能
在实践中发挥自己的才能,学校为学生配备专业的课程计划和授课团队,打造引领21世纪的公演制作人才。
文化艺术经营专业通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系统学习，着重
培养学生应该具备的专业知识、技术和天赋，从而打造能够
引领韩国文化艺术向前发展的专业的文化经营人才 。

家具设计师

电话号码 _ +82 (0) 41 550 5227

环境设计师

产业设计策划

3.4学年电影节支援 (举办)

学术部门 (技术部，音响部，编辑部，

电影制作：电影导演，摄像 / 灯光导演，策划公司设计师，音响设计师，编剧作家，电影策划，制片人，电影宣传，电影供
毕业前景
应，宣传等
电影内容：广播剧 (PD,摄像导演，电视编剧，节目编剧，电视演员等) ，广告制作公司 (PD，CF导演等) ，网络广播 (PD，摄
像导演) ，电影节 (程序员，协调员，仲裁员等) 演技：电影演员，话剧演员，音乐剧演员，广播电视演员，歌手，模特，代言人，演技学院
等 教授；大学讲师，兼任教师等 其他：研究生，留学等
电话号码 _ +82 (0) 41 550 5237

戏剧表演专业

文化艺术经营专业

以稳固的理论课程为基础，培养话剧人的知性和感性能力，在各个
学年结合阶段性的公演制作课程，让学生克服与现场的距离感在实
践中发挥自己的才能，以培养德才兼备的话剧人才。话剧是一种与生
活密切相关的艺术形态,为确保话剧艺术创作的专一性,话剧学研究
的专业性,我们通过对学生进行专业的知识培养和系统的实践训练，
打造兼备知性和感性并能引领21世纪话剧艺术发展的专业人才。

在创新型文化经济的时代，通过培养引领韩国文化艺术
不断发展的专业经营人才，实现文化艺术的振兴、创新
产业的发展、公民文化福利的提升。为实现这一目标，文
化艺术经营专业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培养学生
们的知识、技能以及态度，实现真正的素质教育。

主要项目
化产品开放

亚洲大学话剧原型研究
基于共同创作和区域社会的文
2级文化艺术教育师证书 封山假面舞的继承以及传授

话剧 (音乐剧) ，电影 (电视) 演员，文化艺术培训师，话剧
毕业前景
T.I.E指导，歌手，话剧 (音乐剧，儿童剧，歌剧，舞蹈，影像) 演出家，音响
监督，舞台监督，舞台技术 (照明 / 音响) ，照明设计师，笑星以及喜剧演
员，公演 (活动 / 广告) 策划人，公演制作管理人，广告代言，教授 (教师) ，
记者，娱乐主持人，主播，模特，化妆师，配音演员，MC (主持人) ，电视
导购，播音员，话剧艺术
讲 师，话 剧 评 论 家 ，经
纪人，演艺 节目工作人
员，戏剧 (剧本，广播剧
本) 编剧，活动策划人，
戏剧教师，兴趣班教师，
电视台导演，广告导演
电话号码 _ 		
+82 (0) 41 550 5266

1，2学年理论教育，校内实习＋现场观摩
主要项目
3，4学年具体专业深入教育＋校企相关合作实习研究支
援
公演策划，展示策划，文化艺术教育，文化政策四个
领域的专业特色教育
文化艺术教育师资格证
各专
业就业社团运营 (公演策划社团DYD / 展览策划社团CRE
－M / 文化市场营销社团)
公演艺术策划 博物馆 美术馆 画廊 国际美
毕业前景
术展等管理员 / 公演场，艺术团，庆典，公演策划师等公演
策划者
文化艺术行政，文化设施以及团体宣传，资金筹
备行政单位 / 地区文化财团 艺术支援负责人，国会以及地
方议会行政顾问
文化产品业务漫画，电影，大众音乐等
文化产业的部门顾问，演艺企划公司经纪人
文化艺术
教育 博物馆 美术馆 公演场等文化设施以及团体的教育部
门 / 少年宫，老人会馆等社会福利设施教育部门
企业文
化经营 企业文化财团，企业社会福利部门 / 电视台，通讯
社文化企业部
文化艺术咨询 国立和公立文化政策研究
所 研究院 / 艺术顾问公司 社会统计调查研究院
电话号码 _ +82 (0) 41 550 5426

天安校区专业介绍

摄影媒体Contents学科

国际金融经营学科

进入数码时代以后，摄影的使用范围不仅仅停留在定格的图片之上，也被容纳到了影像媒体之中，摄影在表现艺术的同时，在

1989年以金融保险学为基础的全球金融经营系在祥明大学创立。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革新2017年以国

这个信息化时代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摄影媒体Contents学科，不仅注重培养学生从现代化理念出发进行科学思考和美学

际金融经营学科的面貌重新出发。以过去27年的历史为基础，在21世纪化的金融环境中培养国际化、创

造型感知的能力，同时也致力于培养兼备专业体系化理论知识以及实际应用能力的摄影影像人才。毕业生可以选择继续深造

新、具有领导能力的新型人才。在当今社会发展不稳定的环境中，通过对学生进行经济主体发展理论教

进行深层学术化的研究学习，也可以选择在电视台，影像编辑工作室，杂志社，宣传公司，广告公司等多种领域发挥自己的才

育，并引导学生将其运用到实践中，解决实际的问题。目前在一般经营、金融保险以及会计等领域进行

能为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图像不仅是艺术、实用的表现媒体，也是国际化和信息化时代一种重要的交流方式。

了较为广泛的教学实践，将来可能会扩展到市场、经营战略、人事管理等多个层面。以学生为中心，强化

数码信息作为一种新兴的学术领域在文化信息产业中占据了核心

教育成果，目前毕业生们活跃在各种国内外大中小企业、金

领域，该专业通过人类的创新意识和文化知识，艺术和产业、科技

融保险机构的舞台。就业领域各专业对接比例高、就业率

的融合创出高附加价值。在本专业您可以学习到人物设计，漫画，

高，获得了学生和家长的一致认可。

图画书和童话书，广告宣传片制作，动画，手机软件设计，网页产品
设计和游戏设计等多种知识。我们将从专业的知识教育和体系的
实践教育入手，培养致力于数码文化产品开发的专业型人才。让学
生不仅具备与制作数字产品相关的知识体系和构思能力，而且注重
培养学生的艺术涵养和商业意识。即从企划、制作到完成等各个
方面培养学生的能力，将学生打造为数字文化产品开发的复合型
专业人才。
电话号码 _ +82 (0) 41 550 5244

主 要 项 目 经营,行政方面工作并支援 取得各种资格证以及
校内学术会议及专业咨询
企业招聘博览会
商业英语支援
及经营学会支援
证券等系列产品模拟投资项目
韩国交易
所等机构参观学习及专业指导
理赔师,保险设计师等专业资格
证书考试支援
毕 业 前 景 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圈 大中小企业
会计部门、经营部门、人事部门等
取得专业资格证 (注册会计
师、CFA、保险设计师、保险赔偿理财师) 后就业及创业

融合技术
学院

电话号码 _ +82 (0) 41 550 5320

舞台美术学科

漫画·动漫学科

1996年，在韩国四年制大学中最早设立了舞台美术学科。至

动漫专业是以培养漫画和动画设计的专业性人才为中心的

植物食品工程学科

今该学科已经为话剧，舞蹈，音乐剧，广播，电影美术等多个

学科。漫画专业注重企划，故事设计，编辑等漫画制作的全

植物食品工程学科 (Dept.of Plant and Food Sciences ) 是研

领域培养出了众多人才。本学科是以融合美术教育体系进行

过程。故事大纲，剧本设定完成后，对如何从登场人物的设

究植物的开发，生产以及加工使用等产业领域的应用学科。

具体运营的，其中包括了舞台设计，舞台服装及化妆设计，舞

计到演出方式等完整的漫画制作方式进行教学。此外，漫画

开发领域作为开发和普及新植物的领域，包括生命工学，育

台照明以及音响设计，策划公司设计师，美术等多种内容。多

专业注重变化发展的多媒体环境，培养尖端文化艺术人才。

种，组织培养等。生产区域包括应用植物的生产技术以及生

样化的教育体制也是韩国舞台美术以及技术领域专业的基

为此漫画专业开发研究以漫画内容为基础的游戏策划 / 图像

产所需要的设施或控制领域。加工领域包括开发和储存，加

环境造景学科

石与典范。祥明大学舞台美术学科注重培养艺术人所应具备

以及互动内容的多种课程，开展多样化的国际交流与共同项

工，流通以及生产的应用植物领域和植物设计领域。植物产

环境造景学科是以绿色科技为基础，对城市规划、建筑、造

的创新意识和主导未来文化的责任意识，实现学生在知识技

目。动漫专业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急剧变化的新时代，按学年

业工学的产业化所需要的信息和经营也是很重要的部分。植

景、公共设计等进行评价、修复以及生态规划的一门专业。

能和实践能力双方面的协调发展。
「以爱人之心实践艺术」

整合性的课程运营创造平台。动漫专业的毕业生们可就职于

物产业工学以应用植物本身的信息为基础，通过追求工学和

通过对一些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接触到的生活空间以及设

2D，3D，游戏以及各种媒体动漫电影的制作和策划公司。也

美学产业化，是一门关联体系性的综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施进行设计改造，培养学生的理论学习基础和现场动手实

可在动漫，游戏，电影角色设计，美术背景，特殊效果，人物

技术。作为需要哲学性思维能力的专业，在研究高附加值的

践能力。2014年被韩国政府选定为特色化专业，全部在学

制作，独立动漫作家以及当下受到青睐的APP应用设计等多

植物产业领域和创造新技术方面率先走在前列。

生享受国家奖学金补贴，争取让学生能够在每学年获得一

领域发展。本学科注重技术和理论并行，以绘画，电影，照
片为基础课程，结合视觉艺术的教育理论和复合型的多媒
体应用等课程。以务实目的为基础的复合型教育课程与注重
产学结合的教育理念相结合。旨在培养具备国际竞争力，适
应未来文化复合型产业的创新性人才。

主 要 项 目 NCS国家职务能力标准基础学习 2，3学年天安
市幼儿园以及一般人为对象的儿童剧 (皮影戏) 公演
3，4学年
SBS，SBS产学合作实习 3，4学年国立剧场等现场实习

1学年野外写生和人体绘画活动
2·3学年重
主要项目
点进行务实型综合项目实习
全学年的学术考察参与支援 •
SMAF电影节和作品展支援
SICAF，BIAF等国际活动参与以
及支援 现场亲身实习活动参与指导等

舞台设计师，电影美术导演，广播舞台设计师，艺
毕业前景
术指导
舞台服装设计师 道具设计师 化妆设计师
灯光导
演，灯光设计师，音响设计师，舞台导演，舞台技术导演
电影
美术相关企业，广告策划师，电视购物公司，广播广告策划师，电
视剧制片人，建筑设计公司，美术领域等

毕 业 前 景 卡通形象插图画家，漫画家，动画家 网页漫画，
长篇漫画，儿童漫画，实验漫画作家，漫画展览
漫画评论家，
漫画出版社，编辑策划人，漫画管理，文化行政
OSMU文化
内容策划师，应用程序开发策划，游戏图像专家，游戏，娱乐教
学策划师
动漫·游戏·电影制作领域动画片制作人，概念艺术
家，CG艺术家，PD，电影动画TD 特技动作 宣传电影制作，广
告策划，电影制作公司 电影 游戏视频VFX专家，电影合成

电话号码 _ +82 (0) 41 550 5273 / 5285

电话号码 _ +82 (0) 41 550 5251

产学合作研讨会
3, 4年级毕业作品设计大赛参
主要项目
赛支援 技师资格证 (食品技师、分析技师、质检技师等)

毕 业 前 景 毕业后可以进入以植物为对象的所有领域的国 / 公
立机关，企业，研究所工作，还可以创业自营。
电话号码 _ +82 (0) 41 550 5289

种资格证书，毕业时能具备3-4个证书。同时通过校企联合
等多种教育活动争取让学生的就业率保持在100%。本专业
内与建筑系统工学联合，学生在学期间通过学习环境生态
融合设计工学专业并且学习相关的教育课程，在毕业时可
获得环境造景学理科学士学位和环境生态融合设计工学学
位两个学位。
报考相关资格证 (例如: 1年级GTQ或者ITQ / 2年
主要项目
级 电脑图像运用技能资格 / 3年级造景产业技师、自然生态产
业技师、环境保护产业技师 / 4年级其他技师资格证
参加校
内比赛 (每人一次以上) 。 毕业作品设计以及校内外比赛等项
目支援
就业社团、就业咨询、青年就业协会等就业项目支援
夏令营、课后实践、英语外教讲座等学习项目支援
造景设计与造景施工公司
环保生态复原公司、
毕业前景
建筑公司、综合工程师公司、造景技术事务所
造景相关研究
所及 公务员
国立企业 (LH,水利公司、农渔村公司) 通讯
社 (造景报社, GARDENNING, 相关搜索网站)
电话号码 _ +82 (0) 41 550 5297

天安校区专业介绍

护理学科

软件工程学科

实践人性之爱：Find your future here！祥明大学护理学科以真理，自由，正义为教育理念培养专业的人才。优秀的教育团队对

软件工程学科旨在培养为促进21世纪智能信息发展具备理论以及实务能力等创造性专业人才。软件

每一名学生负责，努力培养学生能够担负起对健康和生命负责的能力。随着对健康概念的多元化，保健医疗机构的多层次化，

工程学收集并分析网络技术，智能手机，事物关联网络，信息保安系统的数据，应用到机器人技术，

护理专业需要在理解人类健康的基础上，通过实践理论知识和于他人不断合作，履行护理义务。祥明大学为培养有责任心和

自动化机器传感器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对社会有广泛需求的领域。以理论教学的学习和现场实习

有执行工作能力的护理人才在不断努力。

为基础，培养能够分析解决问题、富有创造力的软件系统设计开发人才。一方面注重学生们对设计
在教学过程中，提供到国内最高水平的医院实习机
主要项目
会；此外提供语言研修和海外志愿者活动机会。每年举办专家演讲
和学术大会以及多种社团活动。
临床护士
社区保健护士 (护理、保健等公务员，保
毕业前景
产业保健管理师
保险审查护士
研究
健诊疗专职公务员)
职业 (研究员、研究护士)
电话号码 _ +82 (0) 41 550 5430

实验的动手操作能力，另一方面与校外企业联合为学生提供多种多样的实习能力。此外实习、研讨
会、专家讲座等多种形式的教育项目也为培育人才提供了多
种途径，为研究软件内部技术也同时配备了研究生研究室。
软件及IT相关项目开发及参与支援
通过就业商
主要项目
通过软件项目以及毕业设计等培育实务
谈进行就业指导宣传
型的专业人才
软件系统细分领域研究支援 (研究生及本科生
实习
软件开发设计师
手机软件工程师
内置软
毕业前景
件、网络软件开发
电脑及网络服务程序开发
情报保安专
家
数据库专家
通过考试以后获得专利代理资格及高级公
务员
自主创业 研究生或博士毕业后研究员

工科学院

电话号码 _ +82 (0) 41 550 5363

体育产业学科

电子工程学科

高超的科学文明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使人们增加了对休

电子工程学科是PRIME事业团的主要专业。对学生进行电

闲和运动的关心。因此培养运动产业中的多样化专业人才变
成了教学的当务之急。同时本专业还注重培养与体育产业相

器、电子以及电脑等硬件基础教育的同时，培养学生通过软

关的兼备理论实务和实际操作能力的专业型人才。

社会体育学科

培养特化人才 (PBL, Capstone Design) 现
主要项目
场实习教育 (实习及创业课程运营) 体育产业类型创业社团运
营
体育产业领域公务员培训班
体育记录分析研究影像支
援 (比赛分析领域) 水上项目物理治疗课程
专业健身操指导
体育产业终身学习学分制
国民健康体育协会主办的综合病
体育俱乐部事业推进事业单位

社会体育学科旨在培养身心健全的社会体育指导人才和运

生活体育指导教 练
体育产业开发部门职 务
毕业前景
体育演播导演
专业体育宣传策划
体育项目产品开发
研究
综合项目企划
体育行政管理公务员
大众体育设
施管理者
老幼体育企划
比赛分析

动处方人才。本学科具备多样化的优秀教学团队，通过专家
指导教育和利用健身房，游泳馆，壁球馆，篮球场等高级设
备培养生活体育人才。作为社会体育的一种类型，本学科的
目的在于增进健康体质，通过培养学生们理论学习和实务
实践的能力，培育国家和社会所需的复合型社会体育指导
人才。

电话号码 _ +82 (0) 41 550 5334

件控制操作系统的能力。迎合社会需求目前开设的主要课
程有数码设计，内置系统及手机控制，智能感应及智能电子
装备设置等。特别是通过产学结合，培养学生们在无人移
动体、佩戴型智能机器、事物网络联系以及数据分析等方
面的实践动手能力。此外本专业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工作能
力，理论知识，奉献精神以及设计营销等全方位多层次的专
业技术。
产学合作 现场实习以及实习项目
Capstone
主要项目
Design比赛
就业支援项目
因材施教的课程体系设置 (SM
Multi - Package) 创造融合知识产权项目
电子电器电脑领域, 工业公司及国际研究院、工程
毕业前景
师等
金融、汽车、机器、建材、国防、能源、医疗产业与IT融合
领域的私企、国企以及研究所等
投资创业、专利代理人以及
国家公务员等

人工智能机器人工程学科

电话号码 _ +82 (0) 41 550 5356

域，还是未来高增值产出的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通过创新的

人工智能机器人工程学科不光是未来最具创意的技术领
技术实践教育，产学研相结合的运作结构，多种多样的就业
实践活动，培养能够在产业实务现场发挥自己能力的专业
人才。本专业可以细化为人工智能、机器人设计、无人自动
化、人-机 / 机-机等专业技术。

培养特化人才 (PBL, Capstone Design) 取得
主要项目
体育教师资格证 培育健康管理师以及选手管理专家 培育运
动损伤及物理治疗专家 培育体育行政及管理经营人才 运营
体育医学社团 运动处方及理疗项目 学术会议参加

PBL基础的实务型专业课程 / 实习计划
加强专
主要项目
业能力的各种教育项目
在各种教育活动中成绩优秀者将获得
奖学金 加强就业能力的国内 / 国外实习

运动治疗师
健身教练 (保健所、体育中心, 健身
毕业前景
房, 国家队训练所) 生活体育教练
休闲体育指导
体育休
闲中心 体检中心 运动中心运动处方部门

经济、医疗等领域的人工智能专家
智能机器人
毕业前景
技术者
无人 / 自动化机器人技术者 / 研究员
人工智能机器
人 / 机器人－机器人接口设备技术者 / 研究员

电话号码 _ +82 (0) 41 550 5344

电话号码 _ +82 (0) 41 550 5548

天安校区专业介绍

系统半导体工程学科

绿色化学工程学科

系统半导体是PRIME事业团主要学科。为了培养系统半导体工程师本专业提供理论教育和实践设计系统教育。系统半导体是

绿色化学工程学科是以传统化学为基础，主要研究提高人类

电脑内部装置处理数据的主要配件，从Intel和AMD开发的CPU到用于控制冰箱微信息处理机都属于系统半导体范围。所有

生活品质的环境可再生能源、生命工学等相关的专业 。本专

IT机器包括1个以上的系统半导体配件，因此在IT方面可选择多种就业发展。以实习学习理论，设计作品为教育目标，祥明大

业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在特色化学产业领域能够发挥中枢作

学PRIME事业团的代表项目中为本专业开设6学分教育课程吗，这也是明显区别于其他工科专业的一个特色教育。

用的优秀专业人才。本专业通过对学生进行体系的化学工
学基础及核心教育，同时注重培养学生在防治环境污染、可

海外现场实习 (美国 / 加拿大IT企业实习) 活动支援
主要项目
假期寄宿型IT教育活动免费支援 (4－6周 电脑设计、微软设计、
SoC芯片处理器设计) 免费申请专科援助

再生能源、生命工学等特色领域的理论学习和实践能力，让
学生们在知识层面和技能水平上都有很大的提升。

系统芯片设计工程师
半导体 (专业的半导体设
毕业前景
计) 企业工程师
知识产权 / 专利行业的发展方向
智能手机在
内的IT硬件 / 固件开发

绿色化工职业设计活动实习 (一、二学年) 项目
主要项目
设计、职业提升和现场实习,实习期支援 (三、四年级学生) 新
闻 (化工、环境) 的报道资格证的援助为基础的实务能力、NCS实
务能力强化实行

电话号码 _ +82 (0) 41 550 5569

化学相关的大企业及中小企业 (精密、石油化工产
毕业前景
业、工程、半导体产业,环境技术，新能源再生和以及生命工学相
关)
国家公务员 (技术)
国内外研究生院进修
电话号码 _ +82 (0) 41 550 5311

智能信息通讯工程学科

建设系统工程学科

智能信息通讯工程学科是祥明大学PRIME事业的带头专

建设系统工科对道路，桥梁，港口，大坝，隧道，地铁，运河

业。2015-2016年被国家教育部选为特色学科，旨在培养

等社会间接资本进行设计、施工、监理以及维护的一门学

国家职能手机和网络通讯市场所需的核心人才。每名学生

问。随着社会基础设施规模的扩大，一方面需要安全稳健的

配备一台电脑，将理论用于实践的课程学分为6学分。手机

设计，另一方面也需要考虑到经济原则。为此本专业一方面

APP、无人飞机、无人汽车操作系统、无线通讯设备系统等

为学生提供系统的理论教育，另一方面让学生学习专业的技

多个领域等待你的到来。就业以后你可以成为令人骄傲的

术。本专业被国家教育部选定为祥明大学CK-1特色项目之

IT系统工程师。

一，正在全力培育学生的个性特色发展。

海外现场实习 (美国 / 加拿大IT企业实习) 项目支援
主要项目
假期寄宿型IT教育项目免费支援 (4至6周 网页、应用软件、嵌
入式系统开发专利申请程序开发活动) 免费申请专利援助

实习支援
个人能力以及就业就业能力强化活动
主要项目
国家资格证的取得支援

毕 业 前 景 互联网网页开发者、SI工程师
开发者
知识产权 / 专利行业的发展方向
报通信领域的就业前途
电话号码 _ +82 (0) 41 550 5349

软件开发者、系统
信息通讯学科 / 情

公务员 (国土海洋部、专利厅、市、区政府和技术人
毕业前景
员) 以及国营企业 (土地住宅公社、水资源公社、道路工程、韩国
电力等) 大型建设公司 (三星、大宇、现代、大林、GS、浦项建
设等) /机械工程公司 (三星工程、现代工程等) 研究所 (建设
技术研究院、韩国建设生活环境实验研究院、韩国铁路技术研
究院等)

经营工程学科
现代社会已经进入生产、金融、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化模式。
此前社会出现的问题大多是单一的某一领域的个别问题，但
是当今社会出现的问题大多是综合了多种知识，需要复合型

电话号码 _ +82 (0) 41 550 5306

人才才可以解决。经营工科的目标是培养同时兼备经营知
识和工学知识和经营学精神的专业人才。经营工程学科为了
迎合综合时代趋势和企业要求，以工学基础的经营学为教育
目标，实行销售，会计，金融工学，经营科学，经营统计等科
目的教育。另外，为使学生们在具备经营专业知识的同时兼
具经营学的思考方式，本专业同时开设了市场、生产管理、
经营科学、服务经营等多种课程。
MIS专家 (经营信息情报系统企划以及开发者) ：企
主要项目
业的经营管理所需的情报系统企划及解决方案的提供 品质经
营 (QM) 专家:企业的全面性质量革新以及改善活动管理
生产
管理专家：企业的生产计划以及企业生产活动管理
流通 / 物
流专家：公司或组织的产品移动以及流向管理
金融工学专
家：利用工程学为工具分析金融市场

信息安全工程学科
该学科学习研究国防安全领域中的核心技术-信息保安系统设计技术 (S / W,H / W) 及黑客与防御技术。培养信息情报安全专
业军官，应对黑客攻击。为此本专业的课程以基础和核心教育为主体，同时注重学生们的实务应变能力。在学期间参与国内外
各种大赛并且获得相关的资格证书，在毕业时能够以信息安全专业人才的身份就业。
国内外资格证取得课程运营 信息安全领域：CISSP,CISA,CEH / 网络领域: CCNA, CCNP, CCIE, LPIC, MCP,
主要项目
MSE / 国家认证资格证：信息安全工程师，信息处理工程师，情报通信工程师 国内外竞技大赛参与 重要教育课程实习 / 实习课程
编制

一般经营领域 (企划、营销、经营等) IT管理策
毕业前景
物流以及流通管理
制造企业
金
划，活动以及产品开发
融机构 其他领域 (学校以及公共机构)

毕业前景
IT相关企业

电话号码 _ +82 (0) 41 550 5370

电话号码 _ +82 (0) 41 550 5205

信息安全专业企业 军校 (军队学生，ROTC，预备军官学校) 警察厅网络调查队
升学 (国内外研究生院) 创业 (创业风险投资、积极支持成立实验室)

军队相关军工企业、研究所、企业

首尔校区

天安校区

www.smu.ac.kr
首尔校区
韩国首尔市钟路区弘智門2街20祥明大学（邮政编码03016）
Tel _ 02 2287 5196

天安校区
韩国忠清南道天安市东南区祥明大街31祥明大学（邮政编码31066）
Tel _ 041 550 5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