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act Book 

Daeyeon Campus of Pukyong National University



‘新的开始，新的灵感’ 
 

今天，作为国立大学的创造性发展模式，釜庆大学正在自豪地成长为致力于在
新常态时代创造大学教育、研究、社区服务的新愿景的大学。 
 
请参加我们的"新的灵感"。 釜庆大学以破例的热情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提高决
心，重新振作起来的大学 ： “新的开始”是釜庆大学。 
 
最重要的是，富庆大学尊重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价值，通过提高大学竞争力，为
地区和国家发展做出贡献。 ▷ 培养创造性的融合人才 ▷ 培养国内最好的研究
支援、福利 ▷ 培养大学的自主性 ▷ 培养大学的财力，以此满足国立大学的作
用和义务。  
 
今天的釜庆大学将成为我们所有人的未来，为了成为与大家一起成长和进化的
大学，我们将竭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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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  右  铭 | 为自己创造未来  
教育理念 | 我们以开放的心态为人类创造光明的未来。  
教育目标 | 釜庆大学的目标是通过创造性研究、自由教育，培养为实现地区、国家、世界社会的美好未来做出贡献的，

具有开放精神和行政能力的有责任感的人。
釜慶大學校 
1996. 7.  6. 釜山水産大學校和釜山水産大學校合并为釜慶大學校 
1996. 11. 26. 设立国际交流中心和欧洲信息中心 
1997. 6. 18. 在加拿大西海岸水产海洋部的科学研究所设置当地水产科学研究中心  
1999.  12.  24. 设立终身教育中心 
2002. 11. 22. 开设水产科学技术中心  
2004.  9. 17. 开设海洋生物过程研究中心 
2007. 9. 20. 开设工程教育创新中心 
2010. 10. 29. 开设LED海洋融合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2011. 3. 24. 开设原子能零部件材料人才培养中心 
2011. 10. 13. 开设水产海洋科学研究所开馆     
2012. 11. 26. 开设集聚近岸植物研究中心  
2013. 3. 1. 设立全球渔业研究生院  
2014. 3. 1. 设立科学技术融合研究生院  
2015. 9. 3. 委托研究船Nara号  
2016. 3.  1. 设立技术管理研究生院   
2016. 7. 5. 设立未来融合学院  
2017. 9. 1. 设立世界渔业研究所 
2018. 3. 27. 被评为第4次产业革命中领先创新的大学（教育部，韩国研究财团） 
2018. 4. 11. 被选定为国立大学开发事业（教育部，韩国研究财团）  
2018. 4. 12. 被选定为大学终身教育支援对象（教育部）   
2020. 3. 4. 首次启动训练船"白鯨号"  
2020. 10. 19. 釜慶大學校第7任總長張瑛秀教授就任仪式正式拉开帷幕   
 
釜山工業大學校 | 韩国最早的近代技术教育机构 
1924. 5. 5.  被认定为釜山工业附属学校  
1963. 3. 11.  升入釜山工业高等学校  
1973. 9. 29. 被认证为国立釜山工业大学 
1983. 12. 7.  升格为釜山开放大学  
1993. 2. 24.  更名为釜山国立水产科技大学的釜山国立研究所| 韩国第一所水产高等学校. 
 
釜山水産大學校 | 韩国首个水产大学 
1941. 3. 28. 被认证为釜山官立水产综合学校（4年制大学） 
1946.  9. 1.  升格为釜山国立水产大学 
1986. 11. 6. 科系（水产海洋科学科、自然科学科、工学科、社会科学科）被批准   
1990. 3. 1.  釜山水产大学4所大学9个学系升格为国立水产大学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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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工学教育被韩国工学教育认证院认证 

2007 被教育人力资源部评为优秀革新国立大学 

2008 韩国建筑认证院认证的建筑教育  

2009 KAB认证的经营教育EA(EA) 

2010 韩国贸易教育审定院认证的贸易教育  

2013 被东亚日报评为青年梦想大学-优秀就业及创业支援者（2013~2015年） 

2014 A组国立大学中就业率排名第一（教育部）  
国内生命科学领域排名第一（Leiden排名）   
韩国大学在亚洲大学排名中排名第3位（朝鲜日报） 

2015 A组国立大学（文部科学省）就业率排名   

国内生物医药领域排名第一（Leiden排名）   

在亚洲大学排名中，没有医科大学的国内大学排名第4位（朝鲜日报）  

2017 设立世界渔业研究生院（世界水产学院试点项目） 

2018 被选为"第四届产业革新先行大学"（教育部） 

2019 被选为2019年创业套餐事业的先行机构（中小企业部、韩国创业振兴院） 

2020 被指定为新技术创业集群领域（中小企业部） 

願景 PKNU以服务精神与人类一起创造新知识引领未来

标语 从整合到融合，从融合到创造新知识

目标 透过釜庆大学的融合史及跨学科教育及研究历史, 
建立创新的大学制度

通过创新的大学体制和可持续的交流环境， 
为社会做出贡献

两个主要 
战略方向

六项主要策略

相关代表项目

基于专业化的跨学科教育和研究成果的扩散 创造和维持可持续的交流环境， 
通过满足地区需求，为社会团结做出贡献

大学创新支援项目、BK21+、HK+、SSK， 
创新的大学引领第四次产业革命

国立大学振兴事业、大学终身教育事业、 
高中教育振兴事业

链接+

• 加强大学系统（专业化、融合、扩散）和环境（交流、地区、社会）的可持续性 
• 将大学的创新成果与大学的公共成果联系起来 
• 构建多种教育和研究项目（创新培养项目、LINC+）的密切关系+) 

专业化

建立专业教育 
研究体系

收敛

构建7个融合型教 
育研究体系

扩散

扩大网络，普及教 
育和研究成果

沟通

创建用于通信的 
管理环境

区域间性

把大学的发展和 
地区联系起来， 

提高文化能力

社会间性

建立社会贡献制度

願景

专业化

收敛 扩散

沟通

区域间性 社会间性
号研究舰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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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4个学区校园25,000名学生组成的大规模国立大学。 
目前，釜庆大学共有4个校园，包括: 以教育、研究为主的大淵校区、产学
合作校区、水产科学院机长校区、海洋科学技术中心高城校区等。全球自
主专业学部△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自然科学学院△经营学院△工科学院
△水产科学学院△环境·海洋学院△未来融合学院等。 7个学院，普通研
究生院和6个特殊研究生院，1个专业研究生院录取本科生3500人，在校
生25000人，教授600人 
 
首次走上新的道路的唯一部门 
目前，仅在釜庆大学开设的学科中，在国内开设的第一个学科占20%以上，占15个，建校
90多年来的学科也非常突出。目前，仅釜庆大学就有15个固有学科，占全体学科的20%以
上 其中一部分是大学成立90多年来一直存在的学科。釜庆大学正在以工学、水产、海洋等专
业学科为基础，培养引领未来的融合型、创造性人才，开辟新的道路。 
 
海外评价和业绩优秀 
釜庆大学的外部标准、新生入学率、毕业生就业率位居前茅，在韩国国立大学（2015年）教师
人均论文数中位居第一，国立大学A组中就业率位居第一。在Leiden 排名生命科学领域在国
内大学位居第一（2014年）生物医学领域在国内大学中居首位（2015年）。 
 
与政府的财政支援事业 : "富裕" 
釜庆大学有很多政府出资的项目。我们为了提高竞争力参与"国立大学开发"、"大学革新支援
"、"LINC+项目"、"第4次产业领先大学支援"、"人文韩国"、"大学对高中教育的贡献"、"终身教
育制度支援，产学合作大学开发"和“韩国社会科学研究支援"等多种项目。 
 
东南地区产学合作中心釜庆大学的"龙堂校园" 
龙堂校园从2015年开始全面开放，釜庆大学为创造企业家精神和产学教育创新平台而进行
的创造性尝试成为了国策。 这是教育部主办的"产学合作综合开发项目（URP+）"。釜庆大学的
"龙堂校园"作为东南地区产学合作的摇篮备受关注。 
 
我们成长为开辟新道路的"釜庆人" 
釜庆大学拥有21万名国内外校友，通过培养从历史中吸取新教训、挑战未来、创造价值、尊重
人才的人才，为国家发展、公共繁荣、世界和平奠定基础。

 
 
 
 
 
 
为引领未来尖端新产业而进行革新 
釜庆大学为了培养引领第四次产业革命和未来尖端新产
业的人才，不仅设置了之前没有的新专业，还运营了培
养人工智能(AI)编程及大数据领域专家的教育课程等，利
用人文、自然、工学等基础学科和水海洋领域以及人类、生
命、AI领域的特色综合大学的力量，引领新学问和产业发
展，不断革新，并创造了地区国立大学领先的事例。 
 
通过创新课程进行创新 
釜庆大学 主导了此次活动。通过将讲义转换为"创新课程
"来革新大学。教师注重创意,以提升学生的能力。   
从2021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始，将使用"共同授课和团队
授课"、"翻转学习"、"混合学习"等"革新授课"方法，进行
三分之一的901个班级。釜庆大学的学生们正在引领自己
的学习过程，在创造性和革新性的未来人才方面取得进
展。 
 
第一所国立大学 : 国立大学发展的"榜样" 
釜慶大學校是釜山水産大學校和釜山工業大學校于1996
年首次成功合并的大学，是韩国国立大学中发挥示范作
用的创造性大学。釜山水产大学是1941年韩国最早的水
产高等教育机构，釜山工业大学是1924年创立的韩国最
早的近代产业技术教育机构，也是培养了为国家和地区
献身、在韩国近代史中取得巨大成功的人才的大学。 
 

新的开始， 
新的灵感！

简
报

国际日参加者
参加入学说明会的 
留学生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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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国文学科帮助学生系统地掌握韩国语文学知识，继承包含理解韩国传统文
化遗产知识的创造性精神。我们的课程不仅有国语和文学的理论课程，还有各种
各样的应用课程。这为学生开辟了多种途径，使学生能够成长为专业人士，并有
机会在各个领域工作。 
 
 
 
该专业为学生提供了对英美文学和文化、英语语言学、英语教育的深入了解的机会。
这不仅强调实用英语和沟通能力，还强调培养国际时代知识分子所需的适当分析
能力。 授课内容包括写作、语音、语法、语法、口语交流、文学、英语教育方法等。  
 
● 英语英文学专业 
该专业为学生提供了对英美文学和文化、英语语言学、英语教育的深入了解的机会。
这不仅强调实用英语和沟通能力，还强调培养国际时代知识分子所需的适当分析
能力。 授课内容包括写作、语音、语法、语法、口语交流、文学、英语教育方法等。 
 
● 美国学专业 
该专业强调理解形成美利坚合众国的文化、教育、历史、金融现象，以及全球化带
来的地区文化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除了美国大众文化、美国及世界经济、美国电
影及社会、美国社会及教育政策等以美国为中心的课程外，学生们还从英语文
学、语言等多种课程中选择。 
 
 
 

日语日文学部的目标是培养日语专家。该课程是为想学习日语、文学、政治经济
学、社会、文化的学生准备的。 在第一年，学生必须选择入门模块，然后选择专
业，日语&文学或日本研究。 
 
● 日本语文学专业 
这个节目以日语文学和日语学研究为中心。 特别重视提高日语的流利性和广泛的
交流能力，培养学生的日本文化知识。课程采用多种形式的技术和数字多媒体，
帮助学生达到日语水平。帮助学生收集和分析从日本发送的信息。 
 
● 日本学专业 
该项目旨在培养对日本有充分认识、能够培养韩日两国积极关系和相互理解的学
生。 学生们选修日本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更专业的研究课程。学生们不仅
可以培养实用日语能力，还可以培养有助于理解日本社会的分析能力。这使学生
有能力分析东北亚的现状。 
 
 
史学科的目标是，通过该系提供的课程，教
育学生了解东西方文明的历史背景、独特的
业绩和文化创造力的源泉，从而培养对未来
有洞察力的专家。学生们可以对世界上发生
的各种问题产生不同的看法，并认识他们在
历史上的立场。 
 
 
 
 
服装设计学科的目标是培养能够满足未来专
业化、全球化世界需求的服装设计专家。课程
内容包括服装设计、服装施工、纺织设计、市
场营销、电脑服装设计、服装历史等。 学生有
系统地学习设计理论，接受实践训练。 
 
 
 
 
法学科的目标是培养具备全球信息时代所需的法律知识、以理性、逻辑、创造性思
维实现社会正义的领导人。该系通过基础法课程、比较法课程、外语和国际法课程
等，为学生准备国家考试，并且，通过环境、海洋、土地、经济、知识产权等讲座
和通过法官、检察官、律师、会计师等法律专家的讲座实习法律来使学生为社会需
求的变化做准备。 
 

国语国文学科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旨在培养创造性地发展韩国
传统和文化的开放型世界人士、引领世界知识经
济的专家、在法律、经济、新闻等领域以正义感为
社会服务的有良心的领导人、培养人才。通过深
入的人文、社会学、设计等多方面的研究,创造出
富有创意和独特设计的人。 

                          

+82-51-629-5405

英语英文学部

+82-51-629-5370~5371

服装设计学科

+82-51-629-5352

 +82-51-629-5303~8  
人文社会科学院

史学科

+82-51-629-5422~3

日本外勤训练参加者

日语日文学部

+82-51-629-5390~1 

法学科

+82-51-629-54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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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的是培养具备实用外语能力、综合知识和行政能力的区域性中国专家。为
此，将开设实用教育课程，让学生完成中文课程，掌握有关领域的实用知识和
世界观。 
 
 
 
 
政治外交学科的目标是，通过系统地教育学生世界各国的各种政治现象、比较研
究、国际关系、政治思想等，培养具有政治、外交专业见解的专家。 
 
 
 
 
 
主要目的是培养在信息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引领国家的经济专家。课程涵盖金融
业、劳资关系、商业经济学、中小企业、国际经济学和其他实体经济学领域。 学生
学习最近的经济理论、经济分析方法、实用经济知识,并掌握有关经济效益、增长、
稳定及公平的知识。 
 
 
 
● 国际学专业 
世界性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培养以欧洲、南北美洲为中心的世界性课题和领域的专
家，使学生能够掌握英语、西班牙语等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综合知识。
因此，该专业的目标是培养具备高外语能力、综合知识和执行能力的国际、地区
专家 
 
● 国际开发协力学专业 
国际开发合作专业提供有关国际开发合作的理论和实践的综合知识。目的是帮助
学生培养专业层面的分析能力，实施国际开发合作项目，培养对当地市场就业
有价值的国际、地区专业知识。 
 
 
 
● 行政学专业 
行政学科的目标是在全球化、信息化、全球化时代，培养能够系统地理解和预测
公共事务的行政专家。 学生学习如何创造性地计划、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协调
工作、应对变化和有效地执行任务。为此，从2020年开始引入行政、政策轨道、社
会福利轨道。通过行政政策路线，可以培养专业行政人员，提高录用公务员的可
能性，根据公共机关对地方人才的需求，掌握有关公共企业的实用知识，准备
适应性考试和就业。通过行政政策路线，可以培养专业行政人员，提高录用公务

员的可能性，根据公共机关对地方人才的需求，掌握有关公共企业的实用知
识，准备适应性考试和就业。社会福利路线也是为了在2020年培养社会福利领
域的专家而引入的。行政部提供课程，让学生取得社会福利、医务社会服务、学校
社会服务、矫正社会服务等工作所需的社会福利师执照等级2。 
 
● 社会福利学专业 
社会福利学专业培养了多种社会福利领域所要求的优秀人才。 如果进修社会福
利学专业开设的理论科目及现场实习科目，就可以取得社会福利师2级资格证。 
进修社会福利学专业后，可以进入社会福利公务员、公共机关、社会福利师等多
种领域。 
 
 
 
幼儿教育科的目标是培养韩国幼儿教育领域
的准教师和专家。该系致力加强准教师教育
处于人类发展中最重要阶段的学前儿童的能
力。为幼儿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提供综合教育
课程。

国际地域学部

+82-51-629-5330~2

经济学科

+82-51-629-5310, 5312 

中国学科

+82-51-629-7050 

政治外交学科

+82-51-629-5450 

幼儿教育科

+82-51-629-5490

行政福利学部

+82-51-629-5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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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数学科，学生可以提高逻辑思维能力、推理能力、解题能力、数学沟通能力等
思考能力。学生学习纯数学中的代数、分析、几何和拓扑的基本理论，以及各种学
科的理论和应用。这些技能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也适用于社会科学，学生也可
以成为中学教师。 
 
 
 
物理学科的目标是培养将物理学、实验物理学、应用物理学等基础理论知识运用
到科学技术领域的专家。本科课程包括了解物理世界的理论物理、测量和解释自
然现象的实验物理、学习物质世界的各种变化的应用物理。学生们可以积累关于
物理理论的广泛知识，通过实验观察自然现象，培养理解能力。毕业生可以利用
该系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在物理、基础科学、应用科学、新技术等领域发挥重要
作用。 
 
 
 
化学科为培养有创造性的化学专家，在物
理、有机、分析、无机、生物化学方面提供均
衡、高质量的教育。学生们可以毕业，就业
后通过实验、实践、小组研究等学习到实用
知识。 
 
 
 

自然科学学院

自然科学学院的目标是培养在学术、研究、产业
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科学家。课程包括应用数学、
统计学、物理、化学、微生物学、护理学及海洋体
育等七个科目,有关科目包括应用科学的基本理
论。 

                          

+82-51-629-5503~7

应用数学科

+82-51-629-5515~6

物理学科

+82-51-629-5545~7 

自然科学学院1

微生物学科的目标是培养遗传工程、发酵产
业等生物科学领域的技术专家。 学生们学习
一般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酶学
等基础科学，接着学习遗传工程学、食品微
生物学、发酵及产业微生物学、海洋微生物
学、病原微生物学、环境微生物学、病毒学、
细胞生物学等应用科学。毕业生在食品能源
生产、制药、化学材料、环境保护等领域工
作。此外，该系还开办微生物学（研究生
院）、工业微生物学（研究生院）和生物教育

（研究生院教育）。 
 
 
 
护理学科旨在培养具备良好品格和沟通能力的专业护士。课程提供理论教学和临
床实习训练。学生们学习尊重生活和专业水平，培养批判性思考力和灵活性来整
合多种知识领域、处理复杂问题、成为强有力的领导者。 
 
 
 
 
 
科学系统模拟学科的学生学习理解复杂的物理、生物学和社会系统的技术。 学生
们为了模拟和分析复杂的系统模型，掌握理论性接近法、大规模多维数据组件中
感知结构所需的数学方法、数百或数千个并排组成的计算集群中模拟模型的高性
能计算技术。

微生物学科

+82-51-629-5610, 5621

护理学科

+82-51-629-5780~1 

科学系统仿真系

+82-51-629-5595

微生物学系的实验室实践

化学科

+82-51-629-55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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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学部从韩国经营教育审定协会获得了釜山市第一审定。学生们学习商业管理、
会计、金融、旅游等，以创造性和实用性成为全球商业领袖。 
 
● 经营学专业 
经营学专业是以合理的企业经营战略适应和环境变化为基础，将经营成果最大
化的研究商业理论和实践方法论。该专业从经营和决策的角度出发，在功能上进
行差别化、整合，致力于培养在经营革新中发挥主导作用、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
贡献的专业人才。 
 
● 会计财务学专业 
该专业将会计和金融结合起来，鼓励学生成为金融、会计领域的专家。会计专业
的重点是培养在提供透明法人会计信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注册会计师和注册
税务师。金融专业的目标是培养自IMF危机以后需求量大、对釜山发展为国际金
融中心做出贡献的国际未来交易员和安全分析师。 
 
● 观光经营学专业 
旅游经营的目标是培养引领旅游产业成为21世纪主要战略产业的旅游专家。课程
以一般经营学为基础，以旅游、服务业的教育为对象。 学生们将拥有实用的专业
知识，为当今全球化、自由市场和信息时代做好准备。 
 
 
 
 
 

经营学院

经营学院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国际能力的，在产
业、金融、公共部门发挥主导作用的未来商业专
家和国际贸易专家。学生通过管理、管理信息、国
际贸易、物流、经济学及其他相关社会科学的课
程，学习高级理论和实践技能。

+82-51-629-5702~8 

经营学部

+82-51-629-5715~7

工商管理学院

经营学院

国际贸易系旨在培养能够分析国际形势和环境、正确应对国际社会发展的国际贸
易专家。该科在釜山首次获得了国际商务课程认证。国际通商学专业、国际贸易物
流学专业、国际经营学专业。 
 
● 国际通商学专业 
该专业涵盖了应对瞬息万变的国际贸易
环境所需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实用管理技
术。毕业生在国际贸易、产业领域工作，
为国民经济、福利做出贡献。 
 
● 国际贸易物流学专业 
国际贸易物流专业为了提高世界市场的
贸易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致力于对交
货、保管、装载、包装、信息、流通问题的
系统性研究，为发展国民经济、促进全
人类的福利做出贡献，通过培养解决物流问题的物流专家，持续发展国际物流
产业。 
 
● 国际经营学专业 
国际商务是有关企业国际经营战略决策的研究。研究涵盖全球业务环境、全球管
理、全球业务战略、功能管理、战略以及与东道国的关系。毕业生掌握国际市场调
查、地区市场调查、国际商务文化、商务交流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后，在营利、非营
利团体和国际机构工作。

国际通商学部

+82-51-629-5750~1

国际通商学部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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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工学专业 
电气工学专业养在电气工程领域崭露头角的未来工程师，我国尖端技术社会的应用
科学的基础。学生掌握成为工程行业中使用的计算机软件专家的技能，可以应对行业
问题。课程还包括针对工程主题的沟通技能培训和国际沟通技能的语言教育。该系优
秀教授以广泛的运动器材教授电子、电子、自动控制、电力、可再生能源转换、电力系
统、微处理、数字控制、数字信号处理、生物电子、电动汽车、高速列车、传感器工程等。 
 
● 制御计测工学专业 
制御计测工学专业以控制与仪表工程为重点，为精密自动控制与传感器工程领域的
技术开发做出了贡献。此外，该处还负责对控制器和仪表系统的理论和技术进行研究。 
 
● 显示半导体工学专业 
显示半导体工学专业通过授课和实践，对图像的取得、形成、记录、处理、分析、保存
等进行研究。图像技术包括图像素材技术。基于图像形成技术的高分子/有机材料和
纳米技术，以及利用电子技术的图像系统技术，如照片工程、多媒体和显示器。 影
像相关领域（半导体、TFT-LCD、ELD、LED）作为未来高科技产业，具有很大的发展前
景，以开发相关技术、培养专家为目标。 
 
 
● 机械工学专业 
机械工学专业的目标是培养具有综合设计和分析
能力的高级专业人才，这些人才具有创造性思维
和挑战精神。另外，通过汽车、航空航天、造船、精
密机械、能源等领域的国际基础技术和产业核心技
术的研究，为国家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 机械设计工学专业 
机械设计工学专业的目标是培养具有综合设计能力、创造性解决问题能力、新技术
开发和应用能力的创新工程师。他们基于机械工程方面的专业知识，可以为面向未
来的技术领域做出贡献。学生接受机械、固体力学、机械元件设计、动力学、热工、流
体工程等机械工程基础教育。学生们还学习电气工程、电子工程、自动控制、传感器
工程、CAD/CAM等基础科目。另外，还提供学习数字控制、机器人工程、生产自动化
等的机会。 
 
 
● 冷冻空调工学专业 
冷冻空调工学专业对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越来越重要的制冷和空调进行教育和研
究。冷冻空调领域每年都在迅速发展。该系在冰箱、空调等电子家电领域、建筑物及热
泵的运输、冷暖气、空调、新再生能源、高价值产品的低温领域等前景广阔。在重视理
论理解和实践技能的同时、也重视培养制冷、空调领域的未来领导者的优秀教授、对
此、我们感到非常自豪。这是国内第一个产业部门、在过去的40年里培养了在该领域
工作的技术人员。 
 
● 机械系统工学专业 
机械系统工学专业的目标是培养处理各种海洋技术人员和器官系统的密度、自动化、
智能化，以及负责操作和维护自动化船舶，管理海上技术人员的高级技术人员。该
系主要负责机械工程与电气工程、电子工程与控制工程相结合的机械、器官系统的设
计、制造、操作，以及实验，实验室和训练船有效地用于热、流体、固体、电力、电子和
控制领域，以提供系统性的测试、实践和海上训练。此外，该中心还按地区设立研究
中心，以支持研究生进行的创造性研究活动，其代表性的研究领域包括船舶自动化
系统、柴油机系统、轴向振动解释、热力学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处理以及液压和气
动系统。毕业生在产业、学术、研究中心工作，毕业后可以向海军ROTC申请。取得海
军士官证后，在海军士官工作了一定时间的人将被免除兵役。 
 
● 造船海洋系统工学专业 
造船海洋系统工学专业拥有在大型油轮、商
船、液化天然气船、高速船、客轮、渔船等船舶
上教授优秀学生的优秀教授。该系以培养未来
海军建筑领域的领头羊为目标、对海洋石油事
业、海洋矿物、能源开发中使用的各种近海构
筑物的设计、施工、性能评价等相关理论和技
术进行了探讨。

工科学院

工科学院的目标是培养引领地区和国家产业
的创造性、生产性技术人员。该大学通过与业
界的合作，进行实质性的基础工程教育、高级
专业学习、现场研修。课程已被韩国工学教育
审定院认证。 

                          
+82-51-629-6006~12, 6015~19, 6025~27 

电气工学部

+82-51-629-6306

机械工学部

+82-51-629-6122~5

能源输送系统 
工学部

+82-51-629-6171~2

机械工程系实验室实习

造船海洋系统工学系实验室实践

工科学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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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学是应用科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数学、甚至经济学来生产、转化、运输
和正确使用化学、材料和能源的工程学分支。化学工程师本质上对制造或转换化学和
能源的过程感兴趣。另外，纳米技术、燃料电池、生物工程等领域的宝贵材料和相关
技术也备受关注。因此，化学工程系不仅教授物理、化学的基本原理，还教授学生成
为未来在多种领域具有领导力的工程师所需的各种知识。特别是，该课程中包含了
毕业后在药学研究生院继续学习的大部分必修课程。 
 
 
 
印刷情报工学的目标是培养将来致力于国内印刷业的工程师。不仅是墨水、造纸、电
子出版、彩色研究等传统学科、还对印刷电子产品和显示器的新技术进行教育。硕士
和博士课程为成为高科技印刷电子、显示产业和传统印刷产业所要求的创造性、有能
力的技术人员提供了高级培训。该系是国内最早成立的学科、具有骄傲的历史和成为
韩国传统、高科技印刷教育最高机构的抱负。 
 
 
 
● 工业化学专业 
工业化学专业的学生首先学习化学的基本概念，然后深入研究工业化学的主要分支
学科。课程内容包括无机工业化学、有机工业化学、精密工业化学、高分子工业化学、
电化学、表面化学等应用知识。该系不仅积极提高各种精密化学产品的技术能力，还
积极提高 石油、电子、汽车和造船等重化学产品技术能力。  
 
● 高分子工学专业 
高分子工学专业的目标是培养在21世纪被称为"塑料时代"的国家战略产业之一的新
高分子材料的开发和应用方面做出贡献的专家。新型高分子材料具有很高的功能性
和产业价值，是未来产业的原动力，包括电气、航空、医疗用材料。课程包括有机、物
理化学、材料工程等基础科学、高分子材料合成、有机、非有机材料的制造等应用科
学。学生有机会在工业场地实习和整体设计经验,培养他们的创意和实用技巧。毕业
生在化工和新材料工业各个领域工作。 
 
 
 
1985年系统经营工学部成立，为了适应各种行业对人才的需求的变化，将学习领
域扩大到系统经营工程学系，开设了2个专业。我们的教育目标是，通过提供优化、
数据分析、经济评估、生产运营管理、物流和供应链、质量管理、信息等主题的课程，
培养能够以最佳方式管理和协调产业系统运行的工程师。离子系统 另外，为了促进
产业应用的决策过程，本部门还致力于包括信息通信技术（ICT）、数据科学、工程等
领域的最新进展。产业管理工学、技术服务工学两个专业的主要学习重点如下。 
 

● 产业经营工学专业  
产业经营工学专业将传统的产业工学领域与流程革新的新方法相结合，强调制造、
物流领域的产业系统有效、高效的运用。毕业生的未来职业生涯包括生产管理、质量
工程、物流和信息技术。 
 
● 技术服务工学专业 
随着最近对数据科学和工程学的关注度提高，技术和服务工程学专业为更好地处理
金融、信息系统、工程咨询和技术管理等非制造业应用程序的管理和运营问题而率先
开设。 
 
● 安全工学专业 
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安全工学科统地分析我国复杂发达的产业社会灾害的原因和发
展，探索预防对策的必要基础学问。课程内容包括一般安全管理、化学安全、机械及
设备安全、电气控制安全、人类工程学及系统安全、建筑安全及能源安全,以训练未来
的安全工程师。 
 
 
各种火灾事故和灾害的剧增正在创造巨大的挑战机会，需要训练出具有独特经验的
消防技术人员。 应时代要求，釜庆大学设立了国立大学消防工程系，在国立大学中
是第一个。迄今为止，该系优秀、经验丰富的教授们提供了组织性强、高质量的本科
和研究生课程。消防工程系积极开展研究工作，比其他任何一所大学都成功毕业。我
们不仅致力于建筑物、城市、核电站、船舶、飞机等的防灾、风险评估，还致力于防火
设施的设计、施工、检查、维护。高学历毕业生目前在工业、公共企业、政府、消防等领
域就业。 
 
 
 
● 金属工学专业 
冶金工程是整个工业和现代文明的基础，是新技术发展的必要条件。学生学习冶金
研究开发、生产技术、特殊用途和功能金属、新材料、冶金复合材料、生产管理、材料管
理、质量管理和技术营销所需的技能。该课程旨在通过结构化实验、实践和现场培训
来培训未来的工程师，以获得实际工业生产的技能。 
 
● 材料工学专业 
材料工学专业的目标是培养未来技术人员，使其在金属、无机材料（陶瓷）、高分子材
料、复合材料、电子材料等领域具有最大利用率的宏观、微观认识。课程包括有关物质
结构和性质的基本理论、有机/非有机金属的独特性理论、由固体材料、清洁能源产生
材料、半导体材料、环保材料、航空航天复合材料、储氢合金和超导材料的结构变化和
缺陷引起的特性变化。学生们进行各种实验和练习、掌握适合行业的技能。

化学工学科

+82-51-629-6420~1 

纳米融合工学科

+82-51-629-6385~6

工业化学与∙ 
高分子工学部

+82-51-629-6419, 6422

系统管理与∙ 
安全工学部

+82-51-629 –6475~6

消防工学科

+82-51-629-6461~2

融合材料工学部

+82-51-629-63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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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素材系统工学专业 
新素材系统工学专业以半导体材料、纳米材料、粉末加工、非晶质加工、凝聚加工、无
损工程、系统工程、焊接、接合等为对象进行各种讲座、并且考虑现有材料的特性和各
种新材料的特性、研究优化加工方法的选择、应用和创造、满足追求精密、高精度、轻
量、多功能、复杂性的先进产业的设计需求。 
 
 
 
建筑工学科是研究为人类创造建筑环境所需的所有要素。它包括建筑工程的执行、建
筑施工和建筑设备。该系旨在透过基础教育课程和以建筑设计基本知识为力量实习
专门建筑,培养专业技术人员,。学生们参加主要课程和学术研讨会，访问现场，参加
实践活动，毕业生作为建筑师和工程师工作。 
 
 
 
● 土木工学专业 
土木工程是公共工程学领域，其目的是为了改善人类的生活，对物理环境进行结构
调整，对社会基础设施的调查、规划、设计、建设、安全检查、维护、管理等进行研究。
该学科包括公路、街道、铁路、桥梁、水坝、水路、空港、填海工程、工业园区的形成、农
田改良、住房开发、城市和地方规划、交通运输系统、海洋开发、环境工程和水处理
等，都是改善人类生活的前提条件。该科的目标是培养具备充分常识、基础理论和土
木工程学深造教育，能够积极从事这些领域的未来专业人士。 
 
● 生态工学专业 
生态工学专业专门从事技术教育和研究、以维持或恢复人类不可缺少的生态系统的
生产能力和同化能力。学生们作为研究人员和行政管理者、接受教育和培训、成为国
际环境组织、政府机关、研究所、环境产业的合格生态工程师。

建筑工学科

+82-51-629-6081, 6082 

可持续工学部

+82-51-629-6060~1 ● 食品工学专业 
食品工学科的目标是教育学生有关食物加工及工程、食物化学、食物微生物学、食物
安全、食物保存及食物质素的基本原则。学生利用先进技术从理论课和实验实践中
获取知识。在学习结束时、可以为保存食品资源、开发功能性食材、开发新技术、开发
新食品、改善饮食生活、增进国民健康、提供所学到的知识。 
 
● 食品营养学专业 
食品营养学科通过教育和研究食品相关生物现象的性质、以及如何利用食品要素控
制人体机能、培养为营养领域发展做出贡献的未来专家。本系特别致力协助学生取
得营养师执照及营养师执照。为此、该课程提供基本、多样的高级课程和利用高科技
设备实践学习内容的机会。 
 
 
 
生物工学科的目标是为21世纪生命工程高科技产业培养优秀人才。该系提供多项
课程,让学生学习海洋生物学的基本知识和生物科技的先进知识。课程内容包括生
物化学、微生物学、有机化学、遗传学、酶学等基础学科和分子生物学、生物反应工
程、细胞培养工程、生物能源工程、海洋生物工程、遗传工程、环境生物技术等应用学
科。学生们有机会将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实验和运动中、成为在食品供应、环境、遗传
工程、能源、（新）医疗等相关研究中心和企业开展的高科技生物产业、水产业、绿色
成长产业的专业人才。 
 
 

水产科学学院

水产科学学院一直致力于水产教育和研究，
通过培养具有创造性和适应性的专业人才，
为水产产业和人类财产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
用。该学院自1941年成立4年制学院以来，不
断发展、成长，教授和学生致力于21世纪的水
产业和海洋产业的发展。

+82-51-629-5803~8

食品科学部

+82-51-629-5820~1

生物工学科

+82-51-629-5860~1  

水产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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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海洋产业教育科的目标是培养未来的渔业及海洋科学中学教师。学生们不仅被培
养成专业教育家、还被培养成对产业发展做出贡献的技术专家。学生从机械工程、冷
冻工程、食品工程、水产养殖工程、水产工程、航海工程中选择2年级专业、完成学业
后取得该专业的教师执照。 另外、还可以选择多个专业、毕业时无需考试即可获得
执照。 
 
 
 
● 海洋水产经营学专业 
海洋水产经营学科是国内唯一对海洋、水产、经济、相关国际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的
社会科学系。该课程旨在培养海洋水产专家、提供基本、实用的经营、经济、国际渔
业、海洋政策等教育。 
 
 
● 资源环境经济学专业 
该专业的目标是、对渔业、农业、能源、环境资源和课题进行有效利用、可持续管理、
国内外流通、经济分析、评价、培养资源、环境经济学方面的专家。课程不仅包括典型
的资源和环境经济学理论、还包括区域信息系统和国家空间模型和基于统计学、经
济计量学、环境经济学的调查方法论。 

● 海洋生产学专业  
在PKNU具有悠久传统的海洋生产学专业，其目的是通过向学生传授海洋资源及
渔业行政方面的专业知识，培养为渔业国际发展做出贡献的高技术人才。  
 
● 海洋警察学专业 
海洋警察学专业的目标是，通过向学生传授水产行政及海洋安全方面的专业知
识，培养能够指挥韩半岛渔业行政及海洋安全的专业人才，同时提供水警业务的
基本知识。 
 
 
● 水产养殖与生命科学系 
海洋生物新素材学科的教育目标是开发利用生
物再生技术的新海洋生物素材。该系的目标是培
养未来全球专家、以寻找、发现和开发有用的海
洋生物素材、从而稳定生产和供应这些素材。课
程内容包括作为未来生物产业支柱的鱼、无脊椎
动物、海藻水产养殖、以及生态学、生理学、营养
学、环境生物学、遗传工程学、分子生物学、生物
化学、细胞生物技术等理论研究背景。该系具备
对资源增殖工程、分子遗传学、生殖生理学、营养代谢、环境生物学、遗传资源工程、
分子生物化学、细胞工程水产养殖系统及生殖生理学特化的专业实验室。 
 
● 资源生物学专业 
资源生物学专业的目标是培养未来海洋生物学及相关行业（有效利用、保护和管理
海洋生物资源）的领导者。课程内容包括黄疸学、无脊椎动物学、海洋植物学、动物生
理学、发育生物学、海洋生态学、渔业生物学、浮游生物学等多种基础和应用学科。此
外、该系还提供海洋生物学和生物资源高级学位研究生课程、帮助学生进入以渔业
和海洋生物学为中心的跨学科领域。 
 
 
水产生命医学科的目标是培养能够治疗、预防鱼类、甲壳类、贝类等海洋生物疾病、
为水产品的稳定供给做出贡献、保护水产生物的未来专家。课程内容包括解剖学、生
理学、生物化学、组织学、免疫学、卫生学、公共卫生等基础科学和细菌、寄生虫、病
毒、真菌等微生物相关的水生生物感染。本系透过各种学术理论和实践、培养在管理
水生动物健康和改善公众健康方面担当重要角色的知识分子。拥有水产生命医学学
士学位的毕业生从2004年开始取得国家水产疾病管理师执照。 
 
 
 

水产生命科学部

+82-51-629-5909~10

水产生命医学科

+82-51-629-5935~6

水海洋产业教育科

+82-51-629-5965~6

海洋生产系统管
理学部

+82-51-629-5880~3

海洋生物新素材和水产养殖系的实验室实践

海洋水产经营经济
学部

+82-51-629-59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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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工学专业 
环境工学专业为解决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生态系统破坏等问题，提供环境友好技
术教育和研究，培养在企业、政府研究中心、学术界工作的未来专家，使他们在保
护地球环境、使人类发展可持续方面扮演领导角色。 
 
● 海洋学专业 
海洋学专业为了促进对海洋中发生的各种现象的理解，以全面、系统的方式提供海
洋学专业知识。该系旨在培养能有效利用海洋资源及保护海洋环境的专家。  
 
● 地球环境科学专业 
地球环境科学专业为地球岩石的起源、发育、进
化、结构提供基础科目教育。另外、还进行地下水
的保存及开发、土壤及水的污染及修复、化学风
化及碳循环、矿物及能源开发、地震及地基不稳
定等地质灾害相关的训练。该系的目标是培养具
有广泛的地质科学知识、能够诊断地球环境、预
测未来地球的专家。 
 

环境·海洋学院

环境·海洋学院是为了加强环境海洋科学和技
术领域的研究和教育而设立的。为此，该学院
将促进对地球环境、海洋、大气、固体地球的理
解、海洋资源的开发、海岸及近海构造物的设
计、建设、海洋空间及环境的保护与管理的了
解。

 +82-51-629-6503~7

地球环境系统科
学部

+82-51-629-6520~1

地球和环境科学部的实地实践

● 环境大气科学专业 
环境大气科学专业为了调查、分析大气污染、天气、气候灾害，对大气中的理化现象
进行理论、测量、建模等深入教育。我们的研究论文以数值建模和测量为基础、涉及
从城市到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大气现象：城市冠层内的气象和环境现象；大气边界
层；云和降水物理学；中尺度和天气尺度力学；气候变化和气象灾害/预报;气溶
胶;污染扩散;大气化学和污染。 
 
● 空间情报系统工学专业 
空间情报系统工学专业的教授教学生使用从
宇宙卫星收集的数据和构筑地质信息系统时
所需的理论和技能。地质信息工程和空间信
息工程不仅有助于我国复杂的地球环境和先
进工业社会快速、准确的政策决策、而且对个
人的经济生活和日常生活安全也起着不可或
缺的作用。该系的目的是培养能够构筑和运
用GIS、城市信息系统(UIS)、遥感(RS)、全球定
位系统(GPS)、智能交通系统(ITS)的优秀专
家。 
 
 
海洋工学科的目标是培养为可持续海洋空间、资源、能源引领海洋技术开发的未来
海洋工程师。课程着重教授海洋核心技术,以确保可持续的自然和已建成的海洋环
境。这些课程包括海洋空间、资源和能源利用、海洋结构、流体-结构-土壤相互作用、
远程控制海洋勘探、数据挖掘和管理、可持续海洋环境等。 
 
 
 
能源资源工学科在能源资源勘探、大规模深海空间开发和特殊用途等方面进行研究。
利用声波、电波和电磁勘探进行建筑、土木工程和污染评估的海洋地球物理测量。

环境大气科学系的现场实践

海洋工学科

+82-51-629-6520~1

能源资源工学科

+82-51-629-6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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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融合大学

情报融合大学是为了培养引领第4产业时代的
人才，研究开发相关核心技术和融合生态系
统而设立的。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电子信息通
信等第四产业的核心技术为中心，教授和研
究与医疗保健、媒体、设计领域的融合。 

+82-51-629-4071

● 电子工学专业 
电子工学专业旨在为学生提供全面及先进的电子工程知识,使他们能够在相关的职
业领域取得成功。课程内容主要包括通信、控制、机器人、半导体、嵌入式系统、雷达系
统、图像信号处理等。另外、为了深入理解理论知识、还具备了帮助学生获得充分体验
的设施和设备。 
 
● 情报通信工学专业 
情报通信工学科的目标是培养在快速发展的信息社会工作的未来信息通信专家、并
重视理论研究和实用性。课程涵盖电讯、资讯处理、通讯系统及仪器仪表,并培养专业
能力。 
 
 
● 电脑工学专业 
电脑工学专业以计算机科学理论为基础、进行计算机硬件、软件和多媒体处理教育、
培养能够创造新技术并将其技能应用于相关行业的工程师。工程创造力始终与新仪
器和技术创新相结合。今天、计算机技术是有效处理和存储数据的最强大的工具、对
智力创造和未来开发有很大的影响。课程包括计算机体系结构、算法、嵌入式系统、计
算机网络、人工智能、数据管理系统、普适计算、多媒体过程技术和计算机安全。 
 
● 软件 • 人工智能专业 
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IT融合应用工学科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创造性的IT专家、以便在
IT领域广泛普及服务和基础设施。为此、致力于培养能够不仅电脑、还与其他领域联
系起来的创造性和适应性优秀的专家、并致力于培养具有开放精神的具有竞争力的
知识分子。

电子情报通信 
工学部

+82-51-629-6205~6, 6208

电脑工学部

+82-51-629-6205~6, 6208

● 建筑学专业 
建筑学科旨在培养建筑师,为建筑文化的发展
和人类活动创造舒适的生活空间。学生们为了
适应不断变化的高科技社会，作为建筑开发
的领导者，学习广泛的建筑知识。目前，韩国
建筑教育被认定为5年制课程，因此该系为实
现专业建筑师的目标在进行5年的课程。 
 
 
 
● 视觉设计学专业 
视觉设计学专业除了公共性的社会交流
外，还致力于广告设计技术、包装设计、企
业CI企划、编辑设计、视觉设计等多种视觉
媒体设计。该系一直致力于培养为实现现代
信息社会必要的设计专家，为此提供以合
理的设计获取理论体系、设计技术运用、创
造性形成能力的过程和开发为基础的实践
教育。 
 
● 工业设计学专业 
工业设计学专业的目标是培养21世纪的创造性领导者，实现"创造新设计价值的
国际教育"。为此，基础课程1年级学生通过设计实验、个别综合表现等，学习产
业、公共部门使用的设计工具的使用和使用感。 2、3、4年级学生通过丰富的设计
经验，进一步培养创造性思维和专业能力。 
 
 
 
 
● 医工学专业 
2010年，为了指导下一代生物医学工程师，设立了4年课程的医工学系。 该系从
2011年开始开设生物医学机电工程硕士和博士两个研究生课程，从2013年开始开
设生物医学工程研究生院。该跨学科项目于2012年被选定为"BK21Plus"，获得了7
年政府补助金（30亿韩元），支援在融合领域学习的研究生。 另外，从2015年开始，
海洋水产生物技术开发事业也得到了5年的政府补助金（320亿韩元）。该项目主要致
力于将创新生物医疗器械与海洋材料和信息相结合，将新技术转移到医疗产业，并
培养面向未来生物医疗领域的新专家。

成型学部

+82-51-629-6205~6, 6208

建筑系实验室实习

视觉传达设计系 

智慧医疗学部

+82-51-629-6205~6, 6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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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体育学专业 
海洋体育学专业统的理论教育和实习训练,
培养具有较强理论知识和体能的海上体育
专家和体育从业员。毕业生在各种海洋体育
领域工作，比如，海洋体育器材制造企业、
赞助海洋体育队的企业、海岸警卫队、海洋
体育风险企业、体育科学研究中心、运动健
身中心等海洋体育组织和运动科学中心。 
 
 
● 人文生物融合专业 
人文生物融合专业旨在培养引领未来社会要求的人文医疗保健和生物医疗保健
产业领域的实务性人才。 学习医院的数字环境，融合物理、化学、材料、元器件技
术，从医院实现的数字医疗数据和医疗影像到融合新型医疗服务平台和智能医
疗设备的基础及应用领域。 利用引领数字医疗保健领域的详细技术，设计和实
习可穿戴式、数字治疗剂、电子药、智能医疗保健平台、生物医疗保健材料、生物医
疗适合型传感器等，直接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 媒体信息专业 
媒体信息专业的目标是培养以传播理论、媒
体研究、媒体实践课程，在工作中实践知识
的专家。 
 
● 人文ICT融合专业  
人文ICT融合专业将聚集媒体学、计算机工
学、经营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领域的专业
人士，教育他们创造以人类为中心的人工
智能技术和服务的方法和原理。 以此为基础，不只把焦点放在技术上，而是致
力于解决因技术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增进企划以人为本的平台和服务的力量。  

海洋勘探实验室实践

媒体与传播学部

+82-51-629-5475~6 

新闻放送系讲座

● 大数据融合专业  
大数据融合专业培养与取得专业资格证相关的多种大数据分析编程能力。 以编
程能力为基础，理解在特性化领域生成的多样而庞大的大数据，并利用机器学
习、人工智能进行分析，培养能够创造新价值的(global+local)人才。 另外，通过
开设及融合多种大数据编程教育课程、共享专业的形式，为其他专业提供大数据
技术教育。 
 
● 统计•与数据科专业 
统计•与数据科专业是利用自然、社会、经济数据的科学分析，通过机器学习帮助
合理决策和准确预测的科学科目。该系旨在培养学生理解、收集、处理和分析数据
的能力。与不同职业的劳动者一起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为此，我们提供课程，
让学生在统计和计算技术活用方面积累多种知识和经验。

数据信息科学部

+82-51-629-6205~6, 6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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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才 / 和谐人才 / 创意问题解决者

终身学习教育和咨询学科旨在培养可以开发和运营通过学习基于教育和心理
学的教育方法、介入方法、在现场实践中利用的咨询项目和终身教育的专家。本
系还希望培养出通过探索获得终身教育专家、青少年咨询师等相关国家资格证
的专业课程、提高终身教育专家的质量和职业能力、能够在终身教育、咨询相关
领域工作的综合教育咨询师。 
 
 
机械与造船融合工程学科为培养机械与造船领域相结合的未来融合技术和创
造性专业知识而教育个人。该系通过各种课程和实验、培养具备在产业现场活
用尖端工程工具所需的实用技能和能力的高级技术人员。 
 
 
电气电子软件工程学科以终身教育知识为基础、在全球信息服务时代培养未来
融合技术开发能力和创造性专业知识。近年来、随着电力、电子、软件等IT领域
的飞速发展、相关活动领域和国内产业人力也在剧增、本系旨在培养具备广泛
专业知识和领导能力的面向未来的创意工程师、为此本系通过多种课程和实验
实践、为现场实习提供适度的教育。 
 
 
公共安全警察学科的目标是、在警察科学、犯罪学、灾害管理等相关学识的融合
中培养个人、确保公共福利和治安、保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免受各种社会危险和
灾害、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未来融合学院

未来融合学院是为高中毕业后选择就业或持有
高中/高中以上学历者设立的新大学。旨在培养具
有创造才能、引导地区经济、地区特性的人才、加
强地区居民终身教育据点大学的作用。

 +82-51-629-6601~6

终身教育和咨询学科

+82-51-629-6595

机械与造船融合工程 
学科

+82-51-629-6597 

电气、电子和软件工程
学科

+82-51-629-6596 

公共安全与警察学科

+82-51-629-6599

全球自主专业学部

| 自由教育课程 | 
文学、哲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基础学科的自由教育。 

| 环球教育课程 | 
通过短期语言学习、海外访问、留学生、海外实习等多种海外经验提高全球能力 

| 主要教育课程 | 
文学、哲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基础学科的自由教育。 

●  海外短期语言研修及国际交流学生的特惠选拔  
●  参与全球能力强化项目  
●  为优秀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  
●  希望住在宿舍的优秀学生提供礼物  
●  专用学习空间 
●  优秀教师一对一指导  
●  大学身份维持4年 

所需人才

教育课程

优点

大学教育学院(自由教育学院)

大学教育学院(自由教育学院)为提高釜庆大学学生的正确人格、成熟智慧、包容性德行、制定
了严格的课程和项目。另外、该机构还负责教授和学生的教学支援。

 +82-51-629-6940~41, 6953

Hyangpa Bl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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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院提供许多研究机会。 学生研究者参与特
别的研究项目，博士研究者完成学位论文后可以
留在PKNU。这些项目的研究人员可以获得与学
位项目学生几乎相同的地位，可以访问大学设
施，也可以优先考虑校园住宅布置。 
 
 
 
外国学生可以根据PKNU教授的推荐，不受入学
名额限制，进入硕士、博士课程。 外国学生可以
从研究生院和国际事务局得到帮助。 另外，还将
获得宿舍布置优先券。 
 
 
 
• 人文社会科学  
经营学/ 经济学/ 韩国语文学/ 国际地域学/ 国际
通商物流学/ 法律学/ 历史学/ 新闻放送学/ 英语
英文学/ 幼儿教育/ 资源环境经济学/ 日语日文
学/ 政治外交学/ 中国学/ 海洋水产经营学/ 行政 
 

• 自然科学  
护理学/ 物理学/ 微生物学/ 渔业物理/ 水产生命
医学/ 渔业生物/ 渔业及海洋人力资源发展/ 食
品生命科学/ 应用数学/ 地球系统科学(空间情报
系统专业、地球环境科学专业、环境大气课学专

业，环境工学专业,海洋学专业)/ 统计学/ 海洋
生物学/ 化学 
 

• 工程学  
建筑及防火工程学系(建筑工程学系/防火工程
学系)/ 建筑学系/ 冶金工程系/ 机械工学系/ 机
械设计工学系/ 机械系统工程系/ 冷冻空调工学
系/ 生物工程系/ 生物工程系技术/ 生态工程/ 系
统管理与工程/ 食品科学与技术/ 材料系统工程
/ 安全工程/ 能源工程/ 显示工程/ 平面艺术工程
/ 材料科学与工程/ 电气工程/ 电子工程/ 信息通
信工程/ 控制及仪器工程/ 造船海洋系统工程/ 
电脑工程/ 土木工程/ 海洋工业工程/ 应用化学
工程(高分子工程专业、工业化学专业、化学工程
专业)/ 资讯科技汇流及应用工程 
 

• 艺术及体育 
工业设计/体育/时装设计 

 
 
 
• 跨学科  
建筑工程管理/ 管理咨询/ 教育咨询/ 全球金融/ 
全球区域研究/ 技术管理/ 机械工程/ 海洋融合
设计/武器系统工程/ 生物工程/ 电气工程/ 信息
安全/ 信息系统/ 海洋工程/ 行政及空间信息化
研究/ U-Eco城市  
 

• 大学-产业  
机械工程/水文地理学/地球环境工程 

 
 
 
• 人文社会科学 
经营学/ 经济学/ 韩国语文学/ 国际地域学/ 国际
通商物流学/ 法律学/ 历史学/ 新闻放送学/ 英语
英文学/ 幼儿教育/ 资源环境经济学/ 日语日文
学/ 政治外交学/ 中国学/ 海洋水产经营学/ 行政
学 
 

• 自然科学 
物理学/ 微生物学/ 渔业物理/ 水产生命医学/ 渔
业生物/ 渔业及海洋人力资源发展/ 食品生命科
学/ 应用数学/ 地球系统科学(空间情报系统专
业、地球环境科学专业、环境大气课学专业，环
境工学专业,海洋学专业)/ 统计学/ 海洋生物学/ 
化学 
 

• 工程学 
建筑工程/ 建筑学/ 冶金工程系/ 机械工学系/ 机
械设计工学系/ 机械系统工程系/ 冷冻空调工学
系/ 生物医学工程 / 防火工程 / 生物工程/ 系统

管理与工程/ 食品科学与技术/ 材料系统工程/ 
安全工程/ 能源资源工程/ 显示工程/ 平面艺术
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电气工程/ 电子工程/ 信
息通信工程/ 控制及仪器工程/ 造船海洋系统工
程/ 电脑工程/ 土木工程/ 海洋工业工程/ 应用化
学工程(高分子工程专业、工业化学专业、化学工
程专业)/ 资讯科技汇流及应用工程 
 

• 艺术及体育 
工业设计/体育/时装设计 

 
 
 
•跨学科  
建筑工程管理/管理咨询/教育咨询/国际金融/全
球及地区研究/技术管理/机械工程/海洋融合设
计/武器系统工程/生物医学/电气工程/信息安全
/信息系统/海洋工程/行政及空间信息化研究
/LED及半导体照明工程 
 

• 大学-产业  
机械工程/水文地理学/地球环境工程

PKNU一般大学院为学生提供了无数深入研究的机会。帮助学生掌握专业知识和独立的研究技能，从
事专门实践。为了应对21世纪的全球化、国际化、自由化，工学、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水产海
洋科学等领域正在推进均衡的发展。另外，为了培养能够进行教学和尖端研究的知识分子，正在努力
强化和完善研究生院教育和研究体制。为吸引优秀学生，学校提供研究助教奖学金。另外，学校为了
校园国际化，尽可能丰富学生的经验，正在努力吸引海外学生。

 +82-51-629-5191~4

敎育大學院于1996年成立，在培养出与教育相关的专业人才。学校提供多项创新教育计划,协助学生
发展成为能应付瞬息万变的社会需要的教育专业人员和领袖。。 
 
硕士学位课程分为4个组，共20个专业 
教育系 
教育咨询/韩语教育/英语教育/水产教育/数学教育/计算机科学教育/物理教育/化学教育/生物教育/地
球科学教育/日语教育/设计教育/体育/历史教育/儿童心理咨询/小学学校英语教育/幼儿教育/小学数
学教育/作为外语的韩语教育/终身教育·人力资源开发 

研究人员计划

留学生的入学许可

硕士学位课程-一般课程

硕士学位课程-联合课程

博士课程-联合课程

敎育大學院  +82-51-629-5508~9  

博士课程-一般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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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大学院于1987年正式批准、向中级技术人员和
管理人员提供先进工业社会新技术专业研究生教
育。 该校有26个硕士学位课程、旨在提高解决政府
优先考虑的行业的中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工作
场所面临的问题的能力和技能、为国家发展做出贡
献。 
 
 

26个系的硕士学位课程 
建筑工程/建筑/冶金工程/机械工程/造船及机械系
统工程/机械设计工程/冷冻空调工程/工业设计/微
生物/防火工程/材料工程/安全工程/ 能源工程/应用
心理学/应用化学工程/临床营养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电气工程/电脑信息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制御计
测工程/地球环境科学/电脑工程/土木工程海洋/海
洋科学技术/环境工程

产业大学院 +82-51-629-6047

为了积极应对瞬息万变的环境，正在构筑优秀的教
员和充分的研究基础设施，并培养出具有国际意识
的水产科学专家。另外，在构筑水产科学领域的领
导网络后，努力促进国内外资源的利用、开发、水产
产业的国际化。 

5个学系和1个跨学科硕士学位课程 
生物资源/食品工业工程/水产养殖/渔业生产/海洋
事业及政策/水产科学国际研究生院（KOICA出资）

全球水产大学院 +82-51-629-5806

技术经营专门大学院（MOT）为了培养能够为地区产
业和创业者的成长和商业化做出贡献的革新者，正
在推进高级教育和研究。 
WFU计划旨在通过均衡的学术研究和实践经验来满
足水产业的当前需求。通过广阔的研究设施和国际
公认的学者，学生们可以体验到最新的理论和技

术。 研究生课程还将为学生提供一系列实用知识和
技能，以促进毕业生和国际专家之间的国际合作，
扩大网络。 
 
硕士学位课程/技术管理系博士课程/技术管理系 

技术经营专门大学院 +82-51-629-5656~7

世界水产大学试点研究生院是2017年9月，作为后
期研究生院，为了负责培训和研究的研究生院来达
到以"消除饥饿，良好健康与福祉"为主题的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而设立的。硕士学位课程所
提供的教育符合国际标准。  
WFU计划旨在通过均衡的学术研究和实践经验来满
足水产业的当前需求。通过广阔的研究设施和国际

公认的学者，学生们可以体验到最新的理论和技
术。 研究生课程还将为学生提供一系列实用知识和
技能，以促进毕业生和国际专家之间的国际合作，
扩大网络。 
 
水产科学硕士的3个专业 
水产养殖技术/渔业资源管理/渔业社会科学

世界水产大学研究生院试点方项 +82-51-629-6683

1998年创立的经营大学院设有6个学系和2个专业
硕士课程、还开设经营、国际贸易、经济等CEO课程。
通过创新、实用的课程、培养学生成为在无限竞争时
代积极应对商业环境变化的公共、经营者。此外、
CEO课程还为各领域的公共和企业领导人提供了提
高业务技能的机会、以积极有效地管理组织。 

6个系的硕士学位课程  
工商管理系、国际通商物流系  
经济学系  
税务管理学系、接待及旅游管理学系、全球工商管理
学系  

经营大学院 +82-51-629-5705~7 

全球政策大学院由日本学、中国学、国际学、政治学、
新闻学、行政学（行政学专业、社会福利学）、视觉文
化信息学、文化学（韩国文化专业、文学治疗专业）等
8个专业和4个专业组成。)、TESOL、警察学跨学科课
程及韩国学跨学科课程。学生们学习成为具有全球
思维的当地专家所需的知识。该课程以各地区的语
言、历史、社会文化传统、政治、经济、法律等基础研
究为实践对象。该校的目标是培养对地区社会的国

际化和国际合作、商业的国家竞争力做出贡献的专
业人才。  

 

8个系和4个专业的硕士学位课程 
日本学/ 中国学/ 国际学/ 政治学/ 新闻学/ 公共行政
学/ 视觉学和文化学/ TESOL/ 警察学/ 韩国学. 

全球政策大学院 +82-51-629-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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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庆大学图书馆由中央图书馆、工科图书馆、青云中心组成。 作为符合知识型
社会的大学图书馆，提供教授和学生的学术、学习支援等以用户为中心的服
务，在国内教育中发挥着中心作用。  
图书馆采用先进的网上教学资讯系统,为市民提供更先进的教学资源。  
图书馆努力提供综合数字图书馆系统，提供学术信息、书目信息、综合检索服
务等多种内容和服务。  
为了成为引领21世纪知识信息社会的无所不在的图书馆而努力。  
该图书馆通过与国内外图书馆的相互合作，成为满足多种信息需求的综合性
学术信息中心，为地区提供舒适的图书馆环境。 
 

设施  中央图书馆:专著室、期刊室、阅览室、多媒体室、自修室&录像会议室  
工程图书馆:专著室、期刊室、阅览室、自修室 
青云中心:阅览室  

座位 中央图书馆2782个座位| 工程图书馆914个座位| 清云中心1250个座位 
书籍 专著1,186,434|期刊612|非书籍资料123,399 

 

为了提高教育、研究、行政的效率，信息技术和IT基础设施的大学战略由中心
制定。 该中心负责PKNU信息技术整体的监督、管理和协调。 
 
 

设施状况

宿舍的目的是让学生提高合作精神和守法精神，同时为学生提供便利的住宿
设施，培养领导能力。 

收容人数 

区别 研究室 电脑数 建筑物

大渊校区 pc研究室1， pc研究室2, 
pc研究室3, 网上查册室 181台 自然科学1楼和2楼  

龙堂校区 pc研究室1， pc研究室2, 
pc研究室3, 多媒体室 86台 行政大楼四楼

区别 建筑物 可容纳人员

大渊校区

世宗 1 号 1632 人

世宗 2 号 1,011人(包括15个已婚人士房间)

幸福宿舍 1500人

龙堂校区 廣开土馆 507人

图书馆 
 +82-51-629-6705 

情報電算院

+82-51-629-6808

宿舍

行政厅（世宗馆）  
+82-51-629-6731  /  

（廣开土馆）  
+82-51-629-5266  /  

（幸福宿舍） 
 +82-51-711-0314

基本设施 支援设施

世宗 1 号图书馆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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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中心成立于2001年10月15日，旨在促进国家、社会发展的人文、社会科学、艺
术研究。 +82-51-629-5307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 设计研究中心 | 全球及地区研究所 | 经济社会研究中心 
| 法律研究中心 |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 人力资源劳动研究中心 | 美国研究中心 | 青
少年发展支援研究所 | 地方分权开发 | 海洋人文研究所 – 海洋文化研究中心、东
北亚文化研究中心、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亚洲故事研究中心、大马岛研究中心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水产科学研究所(机长）

水产科学技术中心(固城)

研究设施 以渔业基础科学及应用技术研究开发为目标，为实现水产产业先进化及国民社
会发展做出贡献。+82-51-726-1003~5 

水产科学研究所（机张）|食品科学研究所|饲料食品营养研究中心|海洋生命科学
研究所|海洋产业政策研究所|水产科学技术中心（固城）|海洋生物研究所|低碳海
洋生产技术研究所|水产生命医学研究所| 极地资源研究所| 海洋水产教育研究所

水产科学研究组织

该研究所是为了鼓励和开发对环境、海洋科学、技术、国家、社会发展的研究而设
立的。 +82-51-629-6507 

海洋产业开发研究中心| 环境研究所| 地理研究所| 环境地理科学研究所| 超级计
算机中心| 大气环境研究所| 能源研究所| 海洋气象信息中心 信息| 活断层地震灾
害研究所

环境海洋科学技术研究所

本中心为本地社会和国家的基础科学和工业技术的提高做出贡献，向基础科学、
基础社会开发应用科学等研究活动提供支援。 +82-51-629-5509 

基础科学研究所| 纳米科学技术研究所| 荧光体银行研究所| 体育科学研究所| 物
理智能材料及装置研究中心

基础科学研究中心

该中心通过以下活动，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事业、经济、贸易相关研究△地区产业发展及渔业发展相关研究△主要工业国
家的事业咨询、海运、港口、机场、沿海海运、内河运输物流产业及基础设施相关研
究△韩国等文化旅游产业研究海洋旅游、渔村旅游、生态旅游、自然旅游、替代旅
游、文化旅游、城乡旅游 +82-51-629-5708 
 
水产业研究中心| 战略管理研究中心| 全球流通研究中心| 全球海洋研究中心

经营研究中心

该中心是为了鼓励和开发国家、社会发展的工学研究而设立的。 
+82-51-629-6011 

产业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 音响工程研究中心 | 电子信息通信研究中心 | 清洁生产
技术研究中心 | 显示器技术研究中心 | 防灾研究中心 | 环保转移系统研究中心 | 
国防科学研究院 技术 | 印刷电子研究中心 | 产业系统革新研究所 | 熔融材料·零
部件焊接技术中心 | 创新涂层技术中心 | 放射线科学技术研究所 | 海军建筑海洋
工程研究所 | 海洋综合仿生技术研究所| 多学科基础技术研究所| 能源运输系统
混合材料研究所| 人工智能研究所| 技术革新管理研究所| 智能制造机器人融合研
究所| 智能综合研究所 |消防安全科技及人类行为科学 

工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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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咨询中心 +82-51-629-6763~6 
该中心为了帮助学生适应大学生活，克服心理、人际关系问题，实施心理测
试、个人咨询、团体咨询、发行与心理健康信息相关的资料等。  
该中心还提供有助于制定学生心理健康和学生心理调节政策的资料。 

 

研究中心 +82-51-629-6881/5287  
1998年，为了提高国家科学技术水平，提高大学的特色和竞争力，设立了研
究中心。 该中心支援国内研究者、各种企业、研究中心进行的实验，进行机器
活用教育。研究中心有电子显微镜室、结构分析室、质谱分析室、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气味分析室、微量/光电子分析室、薄膜性质室、生物化学室、X射线分析
室、放射化学分析室、结构/材料强度实验室、测量实验室、 机器及电脑维修室, 
每年支持3000例以上的分析。  
 

博物馆 +82-51- 629-6771~3  
博物馆承担社会教育机构的责任，通过考古学、历史学、海洋学、水产学等多
种资料的探索、收集、研究、展示，帮助学生培养公正的历史意识，继承地区
文化，加深对韩国文化遗产的理解。 拥有埋藏文物、海洋生物、渔具、渔船、船
舶、大学史料等2500多件展示品，运营着史前考古馆、海洋水产馆、历史民俗
馆、渔具、渔船馆、特别展厅、大学史展示馆等。 

 

健康中心 +82-51-629-6781 
定期为学生和教职员提供健康诊断、疾病管理服务、小学医疗、健康教育、咨
询、传染病预防计划、健康改善计划等，并实践健康习惯，为培养健康人才做
出贡献。 
 

大学新闻处 +82-51-629-6920 
其目标是公正、准确地报告校内所有活动，培养建设性意见和批评的力量，
培养校内舆论。 为了弘扬健全的大学文化，作为大学大众媒体组织，正在做
出贡献。 由文化事业部、新闻编辑部、广播组织部、英语新闻编辑部组成。 

 

PKNU教育中心  +82-51-629-7901  
该中心为提高学前、小学、初中、高中教师的基本素质和专业性，提供各种资
格培训和职业培训课程。 

 

特殊学生中心 +82-51-629-5062 
为了给残疾学生提供学习权和各种教育福利，从2008年开始实施。 实施△残
疾学生学习权支援△教师学习、学生福利咨询、便利性支援△助教系统的管理
运用△教育器材及助教机器的管理运用等活动。 

大学田径部 +82-51-629-5630 
由赛艇俱乐部和足球俱乐部组成。 每年选出不超过十名学生运动员加入海洋
体育部。 

 
全民运动指导员培训中心 +82-51-629-5633 
该计划的目的是为所有具备体育理论和实用技术的教师发展有能力的体育项
目。 

 

预备役办公室 +82-51-629-6936~7 
预备办公室是为了通过将教职员和学生(包括研究生)纳入职场后备力量，缩
短预备役训练时间，使学生专心致志于学问而设置的，，在国家紧急情况下
建立地方防御系统。 

 

社会服务领导中心 +82-51-629-5051  
为了系统地管理学生进行的各种社会服务活动，社会服务领导中心对国内外
社会服务进行支援、志愿者研修、社会服务活动管理、社会服务相关科目运营
等。 

 

安全管理中心 +82-51-629- 7311~2, 7308  
安全管理中心作为有系统地采取包括校内实验室安全在内的风险管理措施的
控制塔，致力于将引起风险的因素减至最少或消除，通过防止安全事故，为
会员的安全研究活动创造适当的环境。 

 

大学档案馆 +82-51-629-6991~3  
大学档案馆系统地管理各种档案和记录，制作、维护、删除、保存作为各种团
体、协会、会员进行的各种活动的证据。该机构是文化学术机构，保护珍贵记
录遗产保证在商业、研究、教育、商业等领域广泛使用信息。 从这一点看，釜庆
大学档案馆继承了大学的教育理念，并保存了大学的历史和传统，正在努力
创造新的未来价值。 

 

釜庆大学托儿所 +82-51-629-7491  
为了根据婴幼儿保育法，实现保育政策，通过高质量的保育支援环境，向大
学会员提供值得信赖的保育服务。  
 

学生军事教育团 (ROTC) +82-51-629-6956 (Army) +82-51-919-6963 (Navy) 
是除了专业教育外，还通过培养未来的精英军官，培养为军队和社会做出贡
献的领导人的机构。 
经过2年的军事训练，毕业后被任命为中尉，服役2年，退伍。 

附属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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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教育创新中心  +82-51-629-5708  
该中心为提高经营教育的质量，支援经营学本科课程和综合学术活动。 

 

 

 

工学综合实践中心 +82-51-629-6050~8  
该中心开发了有助于21世纪信息化时代提高生产率的产业技术，以及促进基础、
应用实践等研究、学生实验的技术教育资料，最终为产业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
献。 
 

技术教育创新中心  +82-51- 629-5246~8 
该中心为工学教育革新制定了正确的方向，开发了教育课程，并协调了工学教
育项目 
● 工学教育审定部 

负责工学教育的有效运营的核心课题——工学教育认证。  
● 课程发展部 

为了能够进行更有效的工学教育，观察和改善课程及其性能。 
● 产学合作部   

利用产学合作能力，构筑产学合作体制和地区产学合作技术革新体制。   
● 评价部 

为了使所有教授都能为工学教育的革新做出贡献，负责教授的业绩评价的革
新。 

 

 

 

水产海洋科学训练中心  +82-51-629-5979 

● 水产养殖场 
该农场对养鱼、鱼、饲料、营养、养殖设施等进行教育和研究。 总面积为1.1万平
方米，水面为6000平方米。设施包括具备净水系统的养鱼场、具备高科技循环
过滤系统的饲养设施、饲养实验用120个水槽等。   
● 食品加工厂 

该工厂帮助教授和学生研究食品加工和保存的应用技术，开发新产品。另外，
还提供学生实验、教授研究、产学合作研究等设施。  
 

培训船管理中心  +82-51-629-5984~7 
该中心建于1947年获得训练船时。 其目的是通过船内训练和研究，培养能够创造
性地从事海洋勘探和水产业发展的优秀人才。负责有效地管理和操作船舶。

训练船&研究船  +82-51-611-6347, 636-4615 

● 训练船 
其目的是掌握与海洋产业发展和海洋环境保护相关的基础科学和应
用科学知识, 通过国际交流，培养出能够发挥民间外交官作用的高效
率的海上军官，通过实地训练和在渔业科学和海洋学领域的研究，
提高研究能力。   
● 研究船 

以海洋国家韩国海洋研究强化为背景，为21世纪海洋产业时代做准
备。 
 

 

水产动物病害控制中心  +82-51-629-5877 

该研究所是促进尊重生命、热爱自然、水产业发展的兽医医院。为渔民提供疾病保护、医疗、诊断、毒性
物质分析、效果分析等，提高渔民收入，为渔业发展做出贡献。 

 

 

 
海洋研究和教育机构  +82-51-629-6505  
该研究所向学生、教师、市民普及海洋知识。不仅对海洋学、海洋技术的发展，对海洋文化的振兴也做
出了贡献。 举办讲座、实验、实习、船内训练、海洋文化政策提案及宣传活动。 
 

 

 
终身教育中心 +82-51-629-6791 

该中心为地区居民提供自我实现终身教育机会，开设教养等多种课程，为地区社会和国家发展做出
贡献。 

 

 

 
釜庆大学食品分析中心  +82-51-629-7356 

学校法人釜庆大学食品分析中心正在利用大学拥有的水、海洋领域的特殊技术进行食品分析事业。根
据韩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食品卫生法》第24条，被指定为食品卫生检查机关，进行质量委托检查。另
外，学校企业的所有项目都与教育课程挂钩，以培养实用人才为目的，开展各种现场培训项目。 

 

釜庆市儿童家庭咨询中心  +82-51-629-7572 

学校法人釜庆儿童家庭咨询中心是为了支援儿童和家庭的健康成长而设立的。 专业儿童和家庭咨询
师合作工作。咨询师除了周日以外随时都在位。该中心提供游戏治疗、艺术治疗、情侣治疗、家庭治疗等
多种服务。该中心的主要项目有个人、小组咨询、心理测试、家长教育、教师教育、实习等。也可以使用优
惠券。

经营学院所属单位

工科学院所属单位

水产科学学院附属单位

环境·海洋学院技术学院附属单位

未来融合学院附属单位

其他设施

学院附属
单位

‘Baekkyung’ 号训练船

‘NARA’ 号调查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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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学生人数 已占位置

總長 1 1

师资力量

教授

628

397

副教授 85

助理教授 126

小计 628 608

教学助理 134 147

工作人员

一般公职人员 267 259

管理运用 10 10

大学会计工作人员 288 272

小计 565 541

注册情况 已登记 当前 休学中

本科生 21,498 15,647 5,851

毕业生 1,558 1,408 150

特别毕业生 924 821 103

专业毕业生 145 129 16

总计 24,125 18,005 6,120

博士 硕士 本科生 韩语课程 交换生 总计

228 257 761 239 27 1,512

[2021. 4. 1.  基准]

大学成员地位

教职员

学生人数

留学生人数

總長

敎務會議    

學務部總長

學院

•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 自然科学学院 
• 经营学院 
• 工科学院 
• 水产科学学院    
• 环境·海洋学院 
• 未来融合学院 
• 情报融合大学 
• 全球自主专业学部    
• 大学教育学院(自由教育学院)

特殊大學院

• 产业大学院  
• 敎育大學院   
• 经营大学院  
• 全球政策大学院   
• 全球水产大学院 
• 世界水産大學院

 一般大學院

• 大學院 
 （大學院革新振興院）

專門大學院

• 技術經營專門大學院

評議員會

對外部總長

敎育組織

大學本部
敎務處

敎育基本施設 图书馆 情報電算院

其他施設 學校企業

支援施設

硏究施設 人文社會科學硏究院 / 基礎科學硏究院 / 經營硏究院 / 工學硏究院 / 水産科學硏究院 / 環境‧海洋科學技術硏究院

附屬施設 學生相談中心 / 社會奉仕leadership 中心 / 共同實驗實習館 / 敎育硏修院 / 安全管理中心 / 博物館 / 保健診療所 / 
釜庆大学托儿所 / 釜慶言論社 / 學生軍事敎育團(陸軍學生軍事敎育團 / 海軍學生軍事敎育團) / 人權中心 /  
中等進路支援中心 / 障礙學生支援中心 / 體育振興院 / 平生敎育院

宿舍

• 教务科  
• 學事管理科   
• 敎授學習支援中心 

産學協力團(法人)

• 産學協力部 
• 學術振興部 
• 企業支援 中心 
• 中小企業産學協力中心 
• 硏究監査室  
• 技術移轉事業化中心  
• BK21會計支援中心 
• 創業保育中心    
• 部品素材裝備技術支援中心

學生處

• 学生福祉科   
• 學生力量開發科   
(現場實習支援中心)  
(女大生career開發中心) 

企劃處

 • 企划战略科 
 • 對外協力科  
 • 成果管理中心

事務局

• 总务科 
• 财务科   
• 施設科 

国际交流本部

• 国际交流部 
• 全球语言教育中心 

入學本部

• 入學管理科

新産學融合本部

• 新産學開發院  
(未來産學融合敎育center, 企業協
力center,  地域協力center)

[2021.  4.  1.  Criteria] 
 

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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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科（教务、教授人士团、教务支援组） +82-51-629-5021~5032 
该科负责运营教职员会议、教务会议、校规管理、课程设置及修订、学历、大学、研究生院的
设置、教职员及助教等的录用及管理、教职员的评价、管理讲师和辅助教授等。 
 
教务科（授课安排/登记册） +82-51-629-5036~5043 
该科负责班级入学管理、学分及等级记录、夏季授课及冬季授课、教室的分配、OCU及KCU
的运营，和学位、休学、复读、退学、退课、复学、学生档案、转学分学生的学分转移、辅修科
目、双专业、相关专业、融合专业、终身教师教育等学位授予及记录。  
※ 教与学强化中心  
 
 
 
学生福祉科（学生服务/奖学金/福利） +82-51-629-5051~5、5057~62、5682~4  
该科协助和监督学生活动及学生自治团体的运作。 另外，还管理由大学收入和捐赠形成
的奖学金，提供学生贷款，运营福利设施和消费者合作社。  
 
※ 学生会  
该工会是为了促进大学的自主性，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参与而成立的。 由大学生联合会

（+82-51-629-7343）、社团联合会、大学生联合会等组成。  
 
※ 社团联合会 +82-51-629-7338~9   
由学术部、体育部、表演部、文学展示部、文科、社会服务部、宗教部等7个部门组成的108个
注册俱乐部组成。现有3000名参加社团活动。 
 
學生力量開發科  
+82-51-629-6750~6757, 6759~6761, 6767~6768, 6691~6694, 6928, 6944, 6954   
该科综合管理非学科领域（就业、创业、职业、心理学、老年实践等）。 该科负责各种咨询、职
业发展、教育、就业支援、非科目课程、就业统计等，帮助学生开拓和管理职业道路。另
外，还提供各种职业教育、研修、就业支援项目。为此，该部门由2个中心组成，即"实践
培训支援中心"和"女性职业发展中心"。 
 
 
 
企划战略科（战略组/评价组/财务项目组） +82-51-629-5075~5086、5197.5199 
该部门制定大学发展总体规划、管理大学专业化项目、构建大学校园数据库、协调教育授
权计划、引入自立空间和校园总体规划、设立和废除行政单元、对大学、部门、地区进行评
估。集中管理财政支援项目的工作费。 
 
工作和信息中心 +82-051-629-7661~7664 
该部门制定绩效管理计划、监视绩效、检查绩效评价及反馈系统、自行备份资金支援项目、
外部评价、通过评价报道进行绩效指标管理。 
 
 

對外協力科（对外合作组/对外宣传组） +82-51-629-5091~8,7300  
该部门筹集大学发展资金、运营公共财团、管理外部合作、支援同学会、制定大学整体振兴
计划、制作新闻稿、发行大学信息、新闻、在线宣传资料（例如网络杂志）、以录像等方式记
录重大事件，并记录PKNU的历史。  
 
※ PKNU校友会 +82-51-611-2441  
该协会负责20万名PKNU校友的团结和PKNU的发展，并管理校友奖学基金（捐赠账户: 
Suhyup Bank 705-01-252464)及PKNU校友会堂。该协会由首尔PKNU校友、PKNUMBA校
友、蔚山PKNU校友、济州PKNU校友、纽约PKNU校友、PKNU Techno CEO、PKNU ARMY等
多个小组组成。 
 
※ 财团办公室 +82-51-629-5092,7300  
该办事处资助奖学金计划、研究及出版计划和教育环境改善计划。包括PKNU开发财团、东
原学术研究财团、大和教育财团、月海学术振兴财团等。 
 
 
 
总务科（总务组/人事组） +82-51-629-5101~7、5110~5  
该部门负责大学印章、大学保安系统及文件管理、部门运营检查、昼夜监视、PKNU规定、大
学活动支援、大学邮政服务管理、建筑物及校园管理、交通管制、消防监督、预备役团队的
指挥、法律咨询中心的运营、行政人员的管理、职业道德的提高、奖惩的发放、职业培训、身
份证、就业证的发放、退休金、保险及大学社会事务的处理等。 
 
财务科（财务组/资产管理组） +82-51-629-5131~9,5141~6   
该科负责综合会计、预算计划、支出、国有资产、商品、工资、年末税金调整及学费的分配。  
 
施設科（设施企划组/建设组/电气工程组/建筑机械组） 

+82-51-629-5151~4、5156~60、5161~2、5163~5、5160~70  
该科负责设施事业的企划、设施的管理、维护、废水处理、大气及水污染防治、节能计划的
制定等。 
 
 
 
入學管理科（招生管理组/招生运营组/招生开发组） 

+82-51-629-5066~74、6280~4、6285~8、6290 
该科负责制定和管理入学基本计划、改善入学制度、分析入学成绩、促进入学、实行高中教
育正常化相关事业。 
 
 
 
产学融合科 +82-51-629-4261~64、4266~4267  
该科以第四次产业革命、地区基础支援活动、项目基础学习为重点，在产业指向型教育、
服务领域创造新的产业学术发展。因此，One STOP All SET 满足地区行业和社区成员的
需求。   
※ 未来产学融合教育中心、企业合作中心、地区合作中心 

敎務處

大學本部

學生處
事務局

入學本部

新産學融合本部企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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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团支援小组  
该团体被选为培养中小风险企业优秀大学的项目。该公司通
过发掘优秀创业项目来推进风险企业，并负责支援学生的
创业。该公司有组织地运营创业项目商业化资金、实务业务
讲座的运营、青年创业的推进、创业支援的特征化等各种项
目。  +82-51-629-7472~7 
 
企业孵化中心 
釜山国立大学商业孵化中心1999年开业，为创业、行政支
援、技术支援、资金支援等寻找和培养优秀的风险企业奠定
基础。 通过举办出口咨询会议、运营专业导师支援组、强化
业务能力的研讨会、运营针对性教育项目等，支援成功的创
业企业。 +82-51-629-5205 
 
技术转移中心  
支援研究合同和技术指导合同（咨询合同）来获得和管理知
识产权，如，申请、注册、维护、技术转移、商业化等。  
+82-51-629-5676,   5212, 5217, 5669, 7853 
 
产学合作中心  
利用专家人力，大学的研究设施以及支持改善与本地小型
企业相关的生产现场的困难技术，加强小型企业的竞争力
及促进本地经济。通过技术研讨会、技术讲座、研讨会、现场
技术指导等，激活企业相关人士和研究者的研究活动，支
援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  +82-51-629-5218, 6272 
 
釜庆大学技术控制有限公司  
釜庆大学技术控制有限公司成立  
根据产业教育和产业合作促进法，正在推进通过PKNU鱼
酱研究株式会社等子公司将大学拥有的技术商品化。  
+82- 51-629-5662 
 
海洋渔业LMO风险评估中心  
基因改造生物(LMO)的稳定性评估机构  
海洋水产部指定的海洋渔业部门。  +82-51-629-7066 
 
釜山南区儿童饮食管理支援中心  
根据《儿童饮食安全管理特别法》，釜山南区儿童饮食服务
中心将实施系统性营养卫生管理。 +82-51-629-7870  
 

LED海洋会聚技术研究中心  
LED与海洋产业之间的融合技术的创造、国际认证等LED相
关项目的执行。  +82-51-629-7773 
 
LinkPlus商务集团  
以新产业学院校园为基础，设立产学合作一流大学，培养
社会亲和型产学合作创意人才。  +82-51-629-4267 
 
水产加工研究中心 
构筑水产食品加工业领域的产业学术机构共同研究基础，
培养优秀专业人才。  +82-51-629-6101  
 
涂装方法融合技术研究中心 
为确保涂装、腐蚀相关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设置设备和培训
个人。 
 
自然工程女性人才培养利用促进会  
培养、支援东南地区女性科学技术人才，促进、培养自然科
学、工科女生的流入。  +82-51-629-7531  
 
创业支援组 
提供一站式创业支援系统，激活创业，为地区社会发展做
出贡献。  +82-51-629-7476    
 
社区服务中心  
终身教育中心运营终身教育券事业目的中心。  +82-51-629-
6794  
 
LED-渔业生物聚合生产研究中心  
开发LED产业与水产生物产业的融合技术，实施国际认证
等海洋水产部的项目。  +82-51-629-7773 
 
大学就业中心 
大学升学指导、就业、创业支援服务的一元化, 通过构造、运
营地区青年就业治理, 构造一站式就业服务体系。  +82-51-
629-6767    
 
人文系韩国PLUS事业团  
通过人文研究所的集中开发，构筑人文研究基础，公布研
究成果。   +82-51-629-7012    

产学合作财团在培养产学合作领导者的同时，构筑了以尖端知识和源泉技术为基础的产学合作体制。 

产业大学合作财团是为了应对21世纪知识型社会，在大学层面上推进产业大学合作文化，并提出符合知识的
新产业大学合作模式而设立的。通过系统地管理教职员拥有的知识产权，实现以科技为中心的边缘化社会。专
利申请登记、维护管理、△技术咨询（合同）、研究咨询、技术转让合同、△定制合同部门的设置及运营支援△风险
企业孵化中心的运营支援△中小企业合作中心△国家人力资源开发财团项目△HanmirEH及其相关研究中心
的运营△研究项目管理△国家项目。 

• 产学规划组 
支援产学合作企划及国策、调查产学合作现状、运营合同部门  
+82-51-629-5206, 5203, 5207, 5675, 5664 

• 运营支援组  
员工及服务管理、商品管理、规章管理、产业及研究人力支援  
+82-51-629-5211, 5215, 5216, 5673, 5624

• 研发策略小组  
支援大学、TFT支援等专业研究项目的企划和准备 
+82-51-629-5671, 5228, 5664 

• 财务组  
产学合作财团及间接费用预算管理、中央采购合同、合同签订等  
+82-51-629-5671, 5209, 5224, 5225, 5227, 5228, 5665 

• 研究管理小组Ⅱ  
学术研究、国家项目及人力开发支援  
+82-51-629-6266, 5218, 5226, 5250, 6268, 6269, 6275, 6276 

• 研究管理小组Ⅱ  
学术研究、国家项目及人力开发支援   
+82-51-629-6279, 5230, 5239, 5241, 6267, 6270, 6271, 6277, 6300 

• BK21会计组  
BK21项目预算管理   
+82-51-629-6266, 6275 
 

•  维护专利申请、签订和管理技术转让合同（顾问）、实施发明和深入访谈。  
+82-51-629-5676, 7853, 5212, 5217, 5669 

産學協力團 包括国家项目在内的主要项目

产业大学合作科

研发推广部

技术转移中心

• 研究经费相关审计业务（日常、定期、特别）   
+82-51-629-4330, 5670调查，检查室

• 招引、签约、经营大学内企业 
+82-51-629-5677, 4331, 5660, 5667, 5674, 5679企业支持中心

龙堂学院

研发说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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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产业定制人才培养项目组  
为应对中小企业的人力不足和雇佣率的提高，根据地区企
业、产业需求进行教育和培训。 +82-51-629-5231    
 
第四次产业革命革新领导大学项目组  
培养具备超高龄社会融合技术开发能力的智能医疗人才和
创新培训业务。   +82- 51-629-7047  
 
釜山市中东区儿童饮食管理支援中心  
根据《儿童饮食安全管理特别法》，釜山中区、东区儿童饮食
服务中心的系统营养和卫生管理。  +82- 51-461-0041  
 
CAMPUS-Asia-AIMS商务集团  
韩国-东盟大学学分相互认可、共同课程开发及运营、促进与
东盟国家的学生交流。  +82-51-629-5814    
 
产学合作园区建设事业团 
Dragon Valley的产学合作园区，吸引入驻企业和支援企业
成长。 +82-51-629-7582    
 
东南工业附庸PKNU专家研究小组  
以自然科学、工科大学生、研究生为中心的多学科研究小
组，培养能够解决企业现实特殊化系统的个人。 +82- 51-
629-7329  
 
与就业挂钩的知识产权区域人力资源开发项目组  
通过在大学内系统地开设、运营与产业相关的知识产权课
程，促进就业，培养当地企业所需的知识产权人才。   +82- 
51-629-7398  
 
专业人才培养组融合技术项目推广  
通过东南企业商用化，为产业革新增长做出贡献的第4次产
业融合技术为基础，进行专业产业人才的现场故障排除训。   
+82-51-629-5657 
 
防震专业人才培养 
通过防震领域的系统课程，培养地震设计、安全诊断方面的
硕士、博士级人才。   +82-51-629-6620 
 
[第四阶段 BK21] i-SEED全球环境教育研究会  
培养硕士、博士级人才，培养引领第四次产业革命、人口结
构变化等社会变化的世界级研究型大学。 +82- 51-629-7390  
 

[第四阶段 BK21] 高层海洋城市建筑及消防安全技术教育集团  
培养硕士、博士级人才，培养引领第四次产业革命、人口结
构变化等社会变化的世界级研究型大学。 +82-51-629-7392 
    
[第四阶段 BK21] MADEC 海洋设计教育研究会  
培养硕士、博士级人才，培养引领第四次产业革命、人口结
构变化等社会变化的世界级研究型大学。 +82-51-629-7831    
 
[第四阶段 BK21] 促进釜山国际门户城市化的全球地区研究
专门教育研究会  
培养硕士、博士级人才，培养引领第四次产业革命、人口结
构变化等社会变化的世界级研究型大学。 +82-51-629-5811    
 
[第四阶段 BK21] 新高级智能医疗事业团  
培养硕士、博士级人才，培养引领第四次产业革命、人口结
构变化等社会变化的世界级研究型大学。 +82-51-629-7045   
 
[第四阶段 BK21] 地区创新增长数据科学应用人才培养事业团  
大数据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石油。 希望通过大数据分
析，实现地区（特别是釜山）的革新。 +82-51-629-7054    
 
[第四阶段 BK21] 人工智能融合教育研究团 
培养硕士、博士级人才，培养引领第四次产业革命、人口结
构变化等社会变化的世界级研究型大学。 +82-51-629-7829    
 
[第四阶段 BK21] 智能机器人融合应用教育研究团 
培养硕士、博士级人才，培养引领第四次产业革命、人口结
构变化等社会变化的世界级研究型大学。 +82-51-629-7490    
 
[第四阶段 BK21] 智能绿色融合材料人才培养研究团 
培养硕士、博士级人才，培养引领第四次产业革命、人口结
构变化等社会变化的世界级研究型大学。 +82-51-629-7489    
 
[第四阶段 BK21] 功能性凝聚材料物理未来人才培养组  
培养硕士、博士级人才，培养引领第四次产业革命、人口结
构变化等社会变化的世界级研究型大学。 +82-51-629-7388    
 
[第四阶段 BK21] 智能海洋城市防灾技术教育研究组 
培养硕士、博士级人才，培养应对第4次产业革命、人口结构
变化等社会变化的世界级研究型大学。 +82-51-629-6580    

国际交流本部以创造性研究、教育、全球化项目为背景，培养具有世界观的国际人才。 

国际交流部本以创造性研究、教育、全球化项目为背景，培养具有世界观的国际人才。   
釜庆大学通过不断扩大与外国大学的交流协议，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PKNU自1977年与台湾海洋大学达成协议以来，先后与61个国家的356所大学和机构签订
了协议，并进行了与国际人士的交流和学术交流。    
国际交流部本由国际教育科和全球语言教育中心组成，致力于与教育的全球化和开放相
适应。  
△国际学术交流基础设施的构筑、△国际化项目的运营、△外国留学生入学管理支援、△韩
语项目等重要业务。  
 
■国际交流本部  

• 国际交流部  +82-51-629-6902~04, 6906, 6913, 6916, 6918 
• 留学生支援组  +82-51-629-6905, 6907, 6908, 6843, 6846, 6847 

■全球语言教育中心 +82-51-629-6842, 6845, 6848, 6909 
 

国际化项目

交换学生项目 I 正规课程（6个月~1年）、学分认定及大学入学

交换学生项目II 大学支援的留学、正规课程及两所大学的入学

交换学生项目III 大学支援的留学 、海外语言留学

交换学生项目 IV 大学支援的留学、实习、两所大学的入学

交换学生项目 V 自费留学、正规课程、语言学习及两所大学入学

双学位 在姊妹大学完成课程2年以上时可取得双学位

国际暑期学校(PKNU-ISS) 专业发展、跨学科研究和跨文化学习机会的结合。

留学准备项目 准备课程

日本文化交流项目 朝仓市民节, 对马文化交流活动

留学生文化交流活动 5/10国际日（文化交流体验）、I Friend（韩国人和外国人交流体验项目）

PKNU 汉语项目 4学期（春季~冬季），每学期200小时，1（基本）~6（高级）及PKNU奖学金优惠

全球语言实践 在海外国家实行的语言及文化学习项目(英语、中语、日语、越南语)

国际交流本部

Pukyong saurus Fossil

参加讲座和庆典的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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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入学日程

Ⅱ.  申请资格 
1. 国籍要求

留学生入学指南

区分
本科 大学院

1学期 2学期 1学期 2学期

*必需* 事先与指导(预定)教授联系 
(仅适用于大学院申请者) - - 2021. 11. 5.为止 2022. 5. 6.为止

申请受理

网上受理
(www.studyinkorea.go.kr)

2021. 10.18. 
~11.5.

2022. 4. 18. 
~5. 6.

2021. 10. 18. 
~11. 5.

2022. 4. 18. 
~5. 6.

申请材料原件提交(国际交流部) 2021. 10.18. 
~11.5.

2022. 4. 18. 
~5. 6.

2021. 10. 18. 
~11. 5.

2022. 4. 18. 
~5. 6.

材料、面试、选拔委员会审核 2021. 12月 中 2022. 6月 中 2021. 12月 中 2022. 6月 中

合格者公布(官网公布或个别通知) 2021. 12月 中 2022. 7月 中 2021. 12月 中 2022. 7月 中

缴纳学费 
※ 未缴纳时将取消合格·入学资格 2022. 1月 中 2022. 7月 中 2022. 1月 中 2022. 7月 中

发放录取通知书 
‧韩国滞留者:通过访问国际交流部领取 
‧海外滞留者: 邮寄

2022. 1月 中 2022. 7月 中 2022. 1月 中 2022. 7月 中

选课 2022. 2月 中 2022. 8月 中 2022. 2月 中 2022. 8月 中

新生说明大会 2022. 2月 末 2022. 8月 中 2022. 2月 末 2022. 8月 中

开学及选课调整 2022. 3月 初 2022. 9月 中 2022. 3月 初 2022. 9月 中

A型
B型

本科 大学院

父母均为外国人的 
外国国籍持有者

在国外完成(预定)与大韩民国的小学․ 
初中․高中相应的全部教育课程(12年) 

的外国人

在国外完成(预定)与大韩民国的小学․ 
初中․高中(12年)及大学学士课程相应 

的全部教育课程的外国人

※ 日程可能会有变动

※ 有关国籍的例外事项 
- 父母离婚或者去世时，不考虑离婚或者去世一方的国籍（附加有关离婚或死亡证明） 
-本科B型申请者只可申请2022学年度的第2学期入学（[高等教育法实施令]第29条第2项第7号规定的外国人）

※ 申请资格限制 
- 双重国籍者，无国籍者(一经确认取消其入学资格) 
- 韩国国内外学历认证考试合格者(在替代性学校等完成12年课程之后通过韩国学历认证考试的情况除外)通过自考学士学

位、自主学习和网络学习等方式取得学历者 
- 在不被相关国家的教育部正式批准的学校和大学等取得学位者

※ 在英语圈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南非，新西兰，澳大利亚，爱尔兰）拥有高中以上学历的外国人，可凭借教育过程进
修凭证（毕业证书等）代替语言能力 

※ 相关语言成绩的有效期须在申请报名截止日期之前 
※ 2022-1学期:参加第78届和第79届韩语能力考试(TOPIK)的学生在申请时，可以用TOPIK准考证申请。 但必须在2021年12月

24日(周五)前补交3级以上语言证明 
※ 2022-2学期: 根据当时情况确定后另行通知 
※ 取得TOPIK4级才可获得学士学位 
※ 大学院：取得本校预定指导教授推荐的学生就算没有上述的语言要求也可以进行申请

2. 学历要求

3. 语言能力要求(本科及大学院共通) : 必须满足以下要求中的一个以上 
1. TOPIK 3级(大学院课程-经营学科，国际通商物流学科及产业设计学科是4级)以上 
2. 取得如下公认英语考试分数要求以上的成绩 (但本科生须具有基本的韩语沟通能力)

课程 学历要求

本科

新生
在韩国国内或国外必须完成(预定)小学·初中·高中课程(12年) 
(韩国国内的外国人学校只认可依照[外国人学校及外国人幼稚园的设立・运营相关规定]
设立的外国人学校)

插班生
必须满足下面要求中的一个 
- 在韩国国内或国外的4年制大学里修完2学年（四个学期以上），并根据志愿专业的要求

在前籍大学取得66学分或者70学分以上的学生 
- 韩国国内或国外专科大学毕业(预定者)

大学院
新生

硕士, 硕博连读 学士学位取得（预定）者

博士 硕士学位取得（预定）者

插班生 在韩国国内或国外大学院里完成(预定)1学期以上的相同·类似专业领域的大学院学位课程

Ⅲ. 相关部门
区分 负责部门 联系方式

����������� �������������� 国际交流本部留学生支援组 (本科) : +82-51-629-6905 
(大学院) : +82-51-629-6846

签证 国际交流本部留学生支援组 +82-51-629-6915
学费 财务部 +82-51-629-5142

奖学金
(本科) 国际交流本部留学生支援组 +82-51-629-6905

(大学院)
大学院行政室 +82-51-629-5194

相关学科 参考 P.7~9

选课
学士管理科 +82-51-629-5113
相关学科 参考 P.7~9

学生生活馆 学生生活馆 +82-51-629-6732

考试种类
TOEFL

IELTS TEPS
PBT CBT iBT

成绩要求 550 210 80 5.5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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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 Adiministration Bldg. 
A12 Ungbi Bldg. 
A13 Nuri Bldg.  
A15 Hyangpa Bldg. 
A17 Walker House  
A21 Mirae Bldg.  
A22 Design Bldg.  
A23 Narae Bldg. 
A26 BUSAN START-UP cafe 
A27 Food Processing Plant 
 
B11 With Center  
B12 Nabi Center 
B13 Chungmu Bldg.  
B14 College of Enviromental and  

Marine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B15 College of Natural Science 1  
B21 Gaon Bldg.  
B22 Cheong-un Hall 
 
C11 Fish Hospital  
C12 Jangyeongsil Bldg.  
C13 Korea Inter-University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C14 PKNU Childcare Center 
C21 College of Fisheries Science  
C22 Architecture Bldg. 
C23 Hoyeon Bldg.  
C24 College of Natural Science 2  
C25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26 Bio Business Support Center 
C27 Ship Model Basin 
C28 Areum Center 
 
D11 Happiness Dormitory 
D12 Tennis Court                   
D13 Stadium 
D14 Hanul Hall 
D15 Changui Bldg. 
D21 Auditorium  
D22 Gymnasium  
 
E11 Sejong Hall 1 
E12 Sejong Hall 2 
E13 College of Engineering 1 
E14 Library, Academic Information Hall 
E16 Hansol Blgd. 
E18 Haneoulteo 
E21 College of Engineering 2 
E22 Dongwon Jang Bogo Hall  
E26 Pine Hill 
E27 Fish Farm 
E28 Fish Farm parking Lot 
E29 Fish Farm Controller  

Daeyeon Campus

校园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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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ngineering Bldg. #1  
2 Engineering Bldg. #2  
3 Engineering Bldg. #3  
4 Engineering Bldg. #4 
5 Engineering Bldg. #5  
6 Engineering Bldg. #6 
7 Engineering Bldg. #7  
8 Engineering Bldg. #8  
9 Engineering Bldg. #9  
10 Engineering Bldg. #10  

21 Engineering Bldg.  
22 Liberal Arts Bldg. 
23 Student Union 
24 Library  
25 Hanmir Bldg.  
31 Gwanggaeto Hall  
32 Engineering General Practice Center 
33 University Welfare Center 
41 Center of Industry – University Cooperation 
42 ROTC 

43 Bussiness Establishment and Incubation Center 
52 Power Plant #1  
53 Power Plant #2  
55 Fisheries Processing Research Center 
70 LED-Marine Convergence Technology R&D Center 

校园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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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ngdang Campus

重新塑造的釜庆大学

新的开始，新的灵感
融合创意人才教育 

合作教学团队-翻转式学习混合学习 
自主子项选择。由AI管理的课程 

年销售额达1860亿韩元的200多家企业

设立学术融合学士组织  
通过制度化，将全部授课的1/3改为革新讲座  
优秀学生设计专业介绍  
东南亚企业支持联系中心



Daeyeon Campus 
48513 
45, Yongso-ro, Nam-gu, Busan 

Yongdang Campus 
48547 
365, Shinseon-ro, Nam-gu, Busan

Gijang Fisheries & Marine Science Park 
46041 
474, Ilgwang-ro, Ilgwang-myeon,  Gijang County, Busan 

Goseong Fisher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52957 
63, Donghwa 3-gil, Hail-myeon, Goseong County, South Gyeongs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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