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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科学与人类梦想的
国际化大学
二十一世纪是科学、人文、艺术跨界融合的时代。

为了培养兼备知识与创意性的二十一世纪全球化人才，

首尔科学技术大学将率先打开通往新兴知识融合领域的大门。 

请与首尔科学技术大学共同设计您的梦想与未来!



Your Future Our Vision



为韩国产业奋斗的100年照亮了未来100年科技发展之路。
致力于培养兼备创造才能与革新精神的二十一世纪优秀人才。



1910.    04  公立於议洞实业补习学校
1931.    03  改组为京城公立职业学校, 搬迁到阿岘洞校区
1944.    03  改组为京畿公立工业学校
1953.    03  改组为京畿公立高中
1963.    03  更名为京畿工业高等专业学校
1968.    03  变为国立(总统令第3411号)
1974.    03  更名为京畿工业专业学校
1980.    03  搬迁到孔陵洞校区
1981.    12  以开放大学开设依据规定为准修订教育法

1982.    02 新设开放大学开设规定
 (国立学校开设令总统令第10728号，1982. 2.15修订)
 举行京畿工业开放大学建校仪式
 京畿工业开放大学招生公告
 首任校长即京畿工业专业大学洪淳澈校长就任
 公布开放大学开设运营规定(总统令第10786号)
 根据国立学校开设令修订规定废除京畿工业专业学校
1983.    03  统一为京畿工业开放大学
1984.    02  新设环境工学科、产业安全工学科、金属模型设计学科
1987.    03  第三任校长李东熙博士就任
1988.    03  更名为首尔产业大学
1989.    11 产业研究生院新设电气工学系、化学工学科、机械设计系
1990.    03  新设第一工程系、第二工程系、造型系、应用绘画系
                  02  举行第九届学士学位授予仪式
1991.    03  第四任校长尹大炳教授就任

1992.    03  新设产业行政管理系、精密化学科、第三工程系、
 第四工程系、人文社会自然学系。
 产业研究生院新设产业工艺学系。宿舍竣工。
1993.    02  更名为首尔产业大学
                  03  新设汽车工程系、自动化工学系
1994.    03  新设文艺创作系、社会体育系
                  09  产业研究生院新设电子计算系
1995.    04  第五任校长崔东奎博士就任
                  10  产业研究生院新设材料工学系
1998.    04  共同实验实习馆开馆
           外语教育院开院
1999.    04  第六任校长李镇卨博士就任
2000.    03  新设全日制英语系、文艺创作系、社会体育系。
           新设与英国诺森布里亚大学共同运营的学士学位课程。
           铁路技术研究生院开院

2001.    09  住宅研究生院开院/大学改组为6个单科院校4处1室1局
2002.    03  铁路技术研究生院变更为铁路专业研究生院(博士课程)
2003.    03  第七任校长李熙范博士就任/设立IT政策专业研究生院
2003.    09  首尔产业大学产学合作团法人成立
           获得成立能源环境研究生院的许可
2004.    09  第八任校长尹镇植博士就任
           新设首尔科技城促进中心与工程学教育中心
2005.    09  允许被指定为首尔高新技术开发区
           教育结构改组为4个单科院校，行政结构改组为3处1局8科
           新建图书馆开馆
2006.    06  未来馆竣工
2007.    03  第九任校长卢俊亨博士就任
           语学院竣工/第二宿舍竣工
2008.    03  NID融合技术研究生院开院
2009.    12  100周年纪念馆竣工
2010.    09  校名由首尔产业大学变更为首尔科学技术大学
2011.    10  第十任校长南宫槿就任
2012.    03  从产业大学转换为一般大学教育结构改组为6个单科院校，
 行政结构改组为1局3处9科4行政室

二十一世纪的主题是创造与革新 -
为了实现更富饶的生活，科技以超越光速的神速不断更新未来。
利用为人类服务的科学技术实现人类梦想的大学，
国立首尔科学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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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首尔科学技术大学于2012年3月正式转换为一般大学，首尔科学技术大学将以此为契机努力实现更大
的梦想。

本校创建于韩国处于危机时期的1910年4月，在过去一百年的现代化与工业化进程中，我校培养出
了大量人才。我校将以此次转换为‘一般大学’为契机，在未来的一百年中谱写出更加灿烂辉煌的
新篇章。

首尔科学技术大学位于首尔市内，是拥有51万㎡的校区以及尖端教学设施、顶级师资队伍、系统性
教育体系的国立综合大学。本校拥有工科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生物能源学院·造型大学·
人文社会学院·融合技术与经营学院即六个单科院校以及一般研究生院·产业研究生院·住宅研究
生院·铁路专业研究生院·IT政策专业研究生院·能源环境研究生院·NID融合技术研究生院即七
个研究生院，在校生总数达一万三千多名。

令本校深感自豪的便是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本校连续三年在毕业生人数达3000人的所有韩国大
学中保持着就业率第一。正是因为我校拥有联系紧密且实用的产学合作联网、开展创意性综合设计
等实用性教学、运营着系统性认证体系，所以才取得了这样的成果。最近我校还与位于美国奥尔巴
尼的纽约州立大学(SUNY at Albany)达成了交流协议，因此所有专业的学生均可在完成一定的学业
后获得双重学位。此外还与英国诺森比亚大学共同开设了MSDE与ITM双学位课程，同时还与美国蒙
特克莱尔州立大学共同运营着GTM双学位制度。本校现与全世界23个国家的65所外国大学建立了
学术交流网络。

我校已发展成为首都圈内以工学领域为主且兼容人文社会与艺术领域的最具竞争力的科技大学。我
校将以中长期发展计划-‘SEOULTECH Dream 2020’为本，力争截止到2020年为止发展成国立大
学中第一、韩国前十名、亚洲前五十名的一流大学。

首尔科学技术大学拥有培养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融·复合型人才、实用型人才所需的尖端教学设施以
及先进的教学体系，欢迎来此大胆放飞更远大的梦想。

首尔科学技术大学校长 南宫 槿





Discovery of New Possibilities

飞得更高， 
              才能看得更远！



拥有100年传统特化专业知识，转换为一般大学以后力争
成为通过加强教学实力取得实质性发展的一流大学!

学校更名为首尔科学技术大学并转换为一般大学
2010年9月1日，从首尔产业大学更名为了首尔科学技术大学；2012年3月1日，从产业大学转换为一般大
学。下设6个单科院校、25个系(专业)的首尔科学技术大学作为首尔市内的国立综合大学将努力谱写出未来
更辉煌的一百年新历史。

获选加强教学力量事业对象大学
从2008年4月起连续四年获选教育科学技术部每年开展的支援加强大学教学力量事业的对象大学，为在校生
开展着多种有助于加强学习能力的活动。正是通过大学研究实绩的增加、教学设施的扩充、革新式教学项目
的引进等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取得如此惊人的成果与发展。首尔科学技术大学借助此项事业而运营着奖学金
支援项目、就业支援项目、提高外语能力项目、国外现场实习项目等，以此致力于培养兼具全球竞争力与实
务能力的融合型人才。



Research for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Use

通过革新型实用性复合式教学培养创造型人才。



通过构建革新式实用知识体系与基础设施加强竞争力来
引领未来世界的发展!

一百年实用性教学历史
通过与540多个机构签署产学协定、运营拥有780多个会员公司的产学合作协会、建造尖端技术网络据点-首

尔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力争从实用·应用学领域的先锋发展成产学合作领域的领头羊。

四年制大学就业率位居韩国之首 
利用实用·应用型教学体系与产学合作开展着符合社会需求的量身定做式教学，因此每年都实现着最高的就
业率(2011年73.5%, 四年制大学就业率平均为54.5%)。从2009年起连续三年位居四年制大学就业率与正式
工就业率之首(教育科学技术部发表，毕业生人数达3000名的大学)。

首尔科学技术大学之所以能够实现最高的就业率完全取决于校内的差别化教学项目与环境以及基础设施。

首尔高新技术开发区 
首尔科学技术大学与韩国电力、原子能医学院等合作在约达18万5千㎡的首尔科学技术大学腹地及其周边一
带投入了5千多亿韩元的预算用于建造未来型产业技术革新集群(名为首尔高新技术开发区)。尤其是通过与首
尔市内的大学、研究机构、企业合作研发纳米、IT、纳米素材、生物与原子能医疗产业等尖端技术，同时培
养与此相关的专业人才。首尔科学技术大学在校内建造了首尔高新技术开发区，致力于开展培养产业人力、
研发等多种产学紧密相关型事业。现有60多家企业已入住首尔高新技术开发区努力专研技术与研发领域。



只有不仅限于发现的创造才能打造出更辉煌的明天。

Excellence
 Through Hard Work and Creativity



为培养全球化人才而备有极具创造性与革新性的韩国最
佳项目与国际化体系!

语学院STEP项目
每年都为提高在校生的英语能力、培养优秀人才而企划运营着TOEIC、TOEFL、英语会话等多种项目。每年
都举办英语竞赛(STEP Con test)，同时还向获奖者颁发校长奖，并赋予参加国外语学研修的机会。另外还
在假期开展集中式英语学习活动(STEP Camp)，此项活动可使学生通过长时间接触英语而消除对英语的恐
怖心理并增强学习英语的自信。此外上学期间还免费运营课后英语奖学活动(STEP Master)，致力于提高在
校生的英语实力并培养英语实力超强的优秀人才。

与外国大学共同运营双学位制度
首尔科学技术大学通过与世界优秀大学签署学术交流协议运营着可同时取得两个学位的活动项目。
·所有专业 - 美国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lbany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计算机工学科(UH项目) - 英国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
·造型大学(所有专业) - 美国Montclair State University
·融合技术与经营学院MSDE项目、ITM项目 - 英国Northumbria University
·融合技术与经营学院全球高新科技项目 - 美国Montclair State University

与世界优秀大学间的学术交流以及国外奖学体系
与23个国家的65所大学签署了学术交流协议，开展着教授与学生间的互换活动。还通过二十一世纪国际化
教学项目(SEOULTECH21国外奖学项目)支援着留学经费，致力于帮助学生在国外大学顺利完成专业课程。



为了成为全球化的先锋，
                      今天孕育着更大的希望。

Ambition
to Change the World



致力于培养具备革新与融合、变化与创造才能的全球化领
导人才!

工学教育革新据点中心大学 
在全韩国的60所工学教育革新大学中只有5所大学能够获选教育科学技术部所评定的工学教育革新据点中心
大学，而首尔科技大学就是荣幸获选的五所大学之一。因此首尔科技大学致力于培养企业所需的专业人才、
支援参与大学的革新事业、主导参与大学较难进行的事业项目。同时还通过实现参与大学革新成果的DB化
构建了可共同享用的网络环境。首尔科学技术大学作为据点中心发挥着从企划到设计、制作的整个综合枢纽
中心的作用。 

运营国际融合项目
首尔科学技术大学最近利用产业领域的创造性结合模式运营着国际融合项目，致力于培养符合具有创新理念
的融合’性时代要求与产业领域需求的全球化有用人才。

·在韩国取得国外大学的双学位 - MSDE项目、ITM项目

与英国诺森比亚大学共同运营国际学位项目，从大二开始所有讲义与测试均用英语来进行。MSDE项目开
展已在英国大学获得教育认证的生产体系与设计领域的专业科目的教学；ITM项目开展以IT领域为中心的商
务、咨询、系统工程系等专业科目的教学。只要完成一定的学业便可同时获得首尔科学技术大学与英国诺
森比亚大学的双重学位。

·工学与经营管理的融合 - 全球高新科技经营管理项目

通过教授最尖端的工学基础知识与经营技法来培养工学经营管理领域极具全球化实力的融合型人力。致力
于培养理解技术革新、工程革新、产品/服务革新、产业革新领域且具备与此相关的应用能力的二十一世
纪可为韩国创造更多价值的未来型人才。只要完成一定的学业便可同时获得首尔科学技术大学与蒙特克莱
尔州立大学的双重学位。 



从坚实的基础到应用技术，
                          人与科学一同开创未来。

Moving Forward Into the Future 



Moving Forward Into the Future 

为了实现更远大的梦想而提供一流奖学制度、构建最佳教
学环境!

近50%的在校生都是奖学金受益者 
首尔科学技术大学开发运营着校内11种、校外31种即共42种奖学金。奖学金收益学生多达学生总数的
48%。奖学金总额高达学费的14%，在韩国属于上等水平。

大自然中的绿色校园
首尔科学技术大学可谓是大自然与休息空间相融合而成的‘公园型校园’，颇受瞩目。校区建在佛岩山边的
平地之上，规模约达51万㎡，在校区内的天然绿地之上还建有莲花池、树木丛林、草坪等设施。

现代式便利设施-生活馆(宿舍)
学生用宿舍-生活馆是来自国外与地方的学生专心学习与生活的空间。
在舒适的教育环境中运营着佛岩学舍、KB生活馆、第3生活馆，各可容纳200多人、280多人、1210人，
在校生的12%可以生活在此。其中2008年竣工的第3生活馆备有各种现代化设施与便利设施，堪称拥有全
韩国最佳的设施与环境。



学无止境，教到老，学到老。



工科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生物能源学院

造型大学

人文社会学院

融合技术与经营学院



College of 
Engineering

工科大学

工科大学是以实务教育为主的大学，教学目的是为了培养可
引领未来以科技与知识为本的社会发展的优秀人才。教学目
标是培养具备创意性思考能力与解决问题能力、专业知识应
用能力与综合设计能力、吸收信息知识的学习能力与适应国
际化社会的能力的专业工学研究人才。

工科大学主要分为机械领域专业与建筑领域专业，下设1个
本科(建筑系)与5个专业(机械系统设计工程系外加4个)、5个
合同专业(机械设备工程系外加4个)、1个大学行政室。拥有118
名教授、40多名教职人员、4995名学生，堪称工学教育的殿堂。
作为四年制的工科大学培养了40000多优秀人力，现都就职于
企业、研究所、政府及其附属机构等处为韩国产业与经济发
展发挥着主导作用。

机械系统设计工程系 
机械系统设计工程系通过教授以机械工程基础理论为本的产品设计 / 生产技术、NT /

IT / BT、电气电子与控制技术、机器人、计算机、材料技术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性知识

培养着机械产业、信息通信产业、设备工程产业、机器人产业、运输产业(汽车 / 航空

/ 铁路等)等各个领域所需要的融合型专业设计工程师与研究人力。

就业领域
电子、信息、半导体产业 / 汽车、航空等机械产业 / 设备工程(重工业/能源设备等)
产业 / 建筑产业 / 金属模型产业 / CAD·CAM软件、硬件产业 / 自控产业相关政府
出资研究所



机械˙汽车工程系
机械˙汽车工程系包括基础学科－机械工程与应用学科－汽车工程。机械工程领域的

基础学科为能源、生产等，现已发展成航空器设计技术、适用微电子机械系统的超小

型精密机械、生物机械技术等尖端机械工程系。汽车工程领域以机械与电子工程专业

为本在不断扩展着汽车领域、未来型尖端汽车领域、绿色运输体系等领域。机械·汽

车工程系凭借着在多种领域中的研究与教育成果在培养着可引领相关领域发展的先导

型高级专业研究人员。 

就业领域
建筑、冷冻设备企业 / 电气电子企业生产技术领域、尖端能源(包括新再生能源)相关
企业 / 重工业企业 / 造船企业 / 机械配件与金属制造企业 / 生产与机床相关企业 / 整
车与模块组装企业 / 汽车引擎、电气件、车身底盘、悬挂系统、车胎设计与生产企
业、汽车Safety(安全气囊、刹车等)相关企业 / 适用LabView的测定与控制器相关企
业 / 下一代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汽车、电动汽车)相关企业、铁路车辆相关
企业 

安全工程系
安全工程系主要是研究如何利用科学方法查找出在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产业活动中

可能出现的多种危险(引起火灾与爆炸的原因、使人受伤或生病的原因等)，然后分析

这些危险在何种情况下能造成事故发生、发生事故以后会造成多大危害(造成人身伤亡

与财产损失等)，最后去除或控制住这些危险来保证人类生活的安全，与此相关的一起

活动与方法都是安全工程系研究的对象，其中也包括发生事故时如何能减少损失。 

就业领域
产业安全相关研究所与相关保险公司 / 安全相关国营企业、政府下属机构与各种安
全相关团体 / 各种制造企业与建筑、作业环境测定领域相关企业 / 消防设备、燃气
设备与能源相关企业/机械、电气、化工、建筑领域相关企业

新素材工学科
新素材工学科可谓是产业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支柱领域，主要用于在了解物质结构

与特性的基础上来开发·应用新材料。教学目标是致力于培养可在产业技术发展必需

项目-新素材的研究、开发、生产领域做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才与研究人力，因此在开

展金属、半导体、陶瓷材料等各种新素材的物性与制造工艺的相关理论教育的同时还

进行相关实验，致力于打好坚实的基础。

就业领域
学界、国·公立研究所与企业研究所/航空器、汽车、船舶、综合炼铁厂、电子、半
导体、机械、原子能、基础材料相关研究所 / 素材加工领域的专业企业、非破坏企
业、国·公立研究所与技术研究领域公务员 / 环境技术·信息技术与超精密加工技
术相关风险企业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系的教学目标是致力于培养可引领以大自然为主且与人类和谐并存的亲环境

基础设施社会基础结构发展的“新概念高技能土木技术人才”。土木工程系可谓是尖

端建筑体系设计工程教学基地，力求实现可保护大自然的开发环境，同时教授如何能

使文明发展的基本条件-社会基础设施既安全、经济又亲环境且具有便于维护管理的特

性的一切相关知识，包括与此相关的计划、设计、施工、维护管理等一切相关知识。

就业领域
土木领域公务员 / 道路、水资源、农渔村、燃气公社等国营企业 / 国内外建筑施工
领域 / 建筑设计领域 / Global企业就业与相关研究所 / 专业记者、UN咨询专家等特
殊职业

建筑学院建筑工程专业
建筑工程是用于创造人类生活空间的实用学科，是与构筑空间有直接关系的技术领

域。通过教授建筑领域工程方面的专业知识、建筑设计的基本知识来培养兼备理论知

识与实用能力的建筑人才，重点放在工程方面的教学上。

具体专业领域包括建筑结构领域、建筑施工领域、建筑环境与设备领域，教授课程包

括所有相关领域，同时还进行实习与实验教学，力求培养毕业后能进入建筑企业、设

计与专业监督企业、研究所或从事相关公务员工作来为韩国建筑产业与技术发展做出

贡献的专业建筑技术人员。

就业领域
建筑公司 / 建筑结构设计事务所 / 建筑设备设计事务所 / 建筑设计事务所 / 建筑领域
研究所 / 建筑相关国营企业与公务员 / 安全检查与监督公司 / 建筑物能源检查与分析
/ 建筑环境与设备公司

建筑学院建筑学专业
首尔科学技术大学建筑学专业起始于1910年，与本校一样拥有100多年的历史。建筑

学教学于1910年始于「公立於议洞实业补习学校」木工系的造家式教育，而后1912

年学校改组为「公立於义洞简易工业学校」以后便开设了韩国第一个单独的建筑专

业。但是建筑学教学是从1982以后才开始具有四年制大学教育体系的。与多数其他大

学一样都曾以建筑工学系体系进行运营。

韩国的大部分大学都是将建筑(设计)系与工学系合在一起进行运营的，但本校从1991

年开始就已将建筑学与建筑工程学分成两个系来进行授课。从2002年开始按照国际

标准的规定而将建筑学专业改为了五年制学科，并于2007年培养出了首批五年制毕

业生。此外还于2008年1月成为了韩国第5个获得了建筑学认证五年制的大学。将在

2012年经过再认证以后持续运营已获国际认可的建筑学五年制项目。

就业领域
建筑设计公司(设计事务所) / 建筑公务员 / 韩国土地住宅(LH)公社、首尔城市开发
(SH)公社、各地方自治团体城市开发相关国营企业、韩国道路公社、韩国电力公社
等政府投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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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气信息工程系
电气信息工程系主要是通过研究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电气工程与信息化社会的IT技术来培养二十一

世纪电气信息领域所需要的核心人力。一直致力于进行在传统领域-发电、电力转换、电力传输技

术、电力电子以及电子信息通信领域中发挥中枢作用的嵌入式系统、信息通信、多媒体、智能机器

人的相关教学与研究，而最近又扩展到了未来新发展动力领域中的新再生能源、Display、生物工

学领域。力求凭借国内外的优秀研究机构与具有丰富现场经验的师资队伍培养专业能力强且人品优

秀的高级工程师来为社会发展做贡献。为此本校一直不断地努力构建可有效应对产业环境发展的教

育体系、积极扩大新技术领域的相关研究领域。 

就业领域
国营企业 / 政府机构/国内外大企业与研究所 / 半导体与电气电子配件、自动化工程、传感器与计
量、机械电子学领域的制造企业 / 嵌入式系统、通信与计量、信息与流通、未来能源技术等相关
尖端IT领域的企业

电子与信息技术媒体工程系
电子与信息技术媒体工程系为了培养引领尖端IT产业领域发展的创意性

人才而将电子信息工程与多媒体IT工学融合在了一起。IT技术改变了现代

社会所有领域的基本面貌，人类社会已进入了电子、通信、广播、多媒

体、因特网等多种技术相融合的新时代。

为了顺应多种信息化社会的发展需求，电子IT多媒体工学系通过进行电子

工学与多媒体IT工学的基础专业教育来培养基本能力、利用电子工学项目

与多媒体IT工学项目来进行深层教学，从而培养可引领技术开发领域发展

的高级研发人力。

就业领域
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工程师与研究员 / 国营企业 / 媒体与IT领域政府企
业 / 企业研究所研究员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的教学目标是培养能够引领信息通讯与IT融合技术发展的专业人才。电气
工学系、电子信息工程研究生院、计算机工学科、媒体工学系、控制计量工学系都致力于培养社
会发展所需要的专业人才，现有三个专业与四个项目即电气信息工程系、电子与信息技术媒体
工程系(电子工学项目、多媒体IT项目)、计算机工学科。

致力于通过在提供未来知识信息化社会所要求的工学理论知识的基础之上以实务为主加强专
业教学来培养能发挥实用性创意能力的人才。力求通过构建以需求为本的工学教育体系打好工
学教育的基础、开展符合时代环境变化的教学来培养多种产业与现场所需要的优秀专业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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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工学科
计算机工学科为了培养可引领尖端IT产业领域发展的创意性人才而教授计

算机软件与硬件领域的专业知识，力求培养具备可引领未来信息化社会

发展的计算机工学领域创造性才能的优秀人才以及开发·运营·维护管

理计算机软件与系统等计算机相关领域所需的高级技术人力。

最初设立于1982年且名为信息处理科，后于1983年变更为电子计算学

科，后又于2002年更名为计算机工学科并一直延续至今。有13名专任教

授，同时还有500多名在校生在专心向学。此外还运营着工学认证计算

机工学深化项目、UH项目。有超过3,900名的本科毕业生在各个以IT为

本的社会领域发挥着作用。随着人类文明向IT时代的转换，本学科的就业

前景十分良好。

就业领域
研究所 / 政府机构与公共机关 / 小学·初中·高中教师与教授 / 金融企
业 / 广播电视台 / 网络设计、动画、多媒体内容开发企业 / 游戏企业 / 
影像制作、网络教学、e-Book、网页开发·管理企业 / 外国计算机专
业企业、S/W与H/W开发企业、网络企业 / 保安相关企业(语音、指纹、
虹膜、DNA) / 防毒疫苗开发企业、数据中心 / 有线与无线通讯企业 / 无
线网络与因特网企业 / 应用程序开发、云计算、电子商务风险企业、信
息咨询、因特网广播电视台、因特网家庭购物与购物中心企业 / 普适
计算企业 / 航空、船舶、物流管理与运输企业、重化工业与中小企业、
BT/NT企业



生物能源学院

生物能源学院由化工生命工学科、环境工学科、食品工学系、精密
化学科、眼镜光学系、体育科学系即6个专业构成。每个学科都以传
统科学领域-物理、化学、生物学基础知识为本，同时进行与实际生
活与产业紧密相关的应用科学的研究与教学。能源生物大学的学
生们会学习如何将各个专业的基础科学知识与实际问题相结合来
进行有效利用。致力于培养兼备各个专业领域基础知识与现场适
应能力的优秀科学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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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生命工学科
化工生命工学科正在不断的扩张学科领域，其中包括信息产业领域的各种核心配件材

料、生命工学新物质的合成与大量生产、新能源与环境和谐并存的清净工艺的开发等。

在二十一世纪到来之际，化工生命工学科致力于增加人类福利、实现富饶的人类生

活，同时也将在面对未来地球能源枯竭问题的产业发展领域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业领域
设备产业、石油化学产业 / 素材产业、半导体-IT领域、化妆品、分析与品质管理企
业 / 氢、燃料电池、太阳能、生物能、高效工艺相关企业 / 医工学、生命工学、制
药、细胞培养、组织工学领域 / 政府出资研究所与政府出资机构 / 化学信息领域 / 工
艺安全相关-保险相关 / 化工相关新技术领域 

环境工学科
因为尖端产业社会的形成，能源用量大幅增加且出现了人口的城市集中化现象。同时

因为产业文明的发展而导致水、大气、废弃物、地下水、土壤等污染严重，从而造成

自然环境的毁损也越来越严重。此外因尖端技术而新合成的各种新物质也成了生态界

中难以分解的物质，对动植物造成了极大危害。如此等等，最近大自然严重失衡。对

于因为此种环境污染而引发的各种问题，引起了超越地区性的全球性关注。异常气

温、臭氧层的破坏、沙漠化等现象引发了水质、大气、土壤等多方面的问题，因此所

有环境领域均把解决这些问题视为时代要求。为此本校环境工学科致力于培养符合时

代要求、能够主动应对此种环境污染的环境专家。

就业领域
环境产业企业 / 公务员 / 国营企业 / 建筑与工程企业 / 防止环境污染设施企业 / 研究所

食品工学系
食品工学系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而注重培养具备现场适应能力且符合生产企业需求的

优秀人才，教学课程均符合全球化、信息化、产业化社会发展需求。本系帮助学生了

解复杂又神秘的生命现象，同时将这些现象与保健、医疗、食品、环境、能源等领域

相结合来根据植物细胞的融合与基因操作等来推究更高层次的生命现象以及查出效率

更高的品种、香料与生药成分，从而为解决未来的农业与粮食问题而做出贡献。教授

与食品的生产、保管、加工、流通、消费以及人体健康相关的综合性科学知识。

就业领域
食品相关企业 / 技术员与保健领域公务员 / 食品相关研究所 

精密化学科
开设精密化学科的主要目的是为实现国家主要产业-精密化学领域的发展而培养具备

基础与应用研究能力的高级专业人才并为精密化学产业相关企业提供必要的技术与信

息。作为从基础原料出发致力于通过提高原料性能、赋予原料功能来提高附加价值的

化学领域而言，精密化学技术可谓是分子设计技术与工艺技术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

部分。

此学科与现代生活、产业所需的基础生活用品以及尖端产品的原料与中间产物等多种

产品的生产有着密切关系。具有创造·合成新物质、开发新工艺等知识集约化特点。

精密化学产品的结构与应用可有效适用于界面活性剂、香料、化妆品、颜料、涂料、

胶粘剂、高分子、环境处理、保健医疗等多种领域。

就业领域
大企业的精密化学事业部 / 食品、化学与制药公司 / 化妆品公司 / 天然物质产品产

业/ 技术员、环境领域公务员 / 石油化学工业公司 / 国公立与企业研究员 / 农药、染
料、胶粘剂、界面活性剂、香料、催化剂、添加剂与溶剂等相关企业

体育科学系
体育科学系致力于通过进行社会体育领域的相关系统性、结构性知识研究来培养有益

于国民健康与生活质量的优秀的专业社会体育专家。为此本系进行着社会体育运动处

方、经营与社会学领域的特化教育，希望能通过系统性教学使学生具备可有效应对时

代变化的能动性。在进行体力检查与处方、运动处方项目的开发与普及、经营·管理

的相关专业性教育的同时还开展实习活动，力求以此来培养有助于社会团体与地区社

会体育发展的社会体育专家。 

就业领域
一般公务员 / 各类项目的社会体育团体 / 体育记者 / 体育评论家 / 体育咨询专家 / 
体育设施管理员 / Sport Marketer / 经营体育产业 / 运营体育中心 / 幼儿体育导师 / 
Hell's Trainer / 运动处方专家 / 健康咨询师

眼镜光学系
本校眼镜光学系开设于1996年，是韩国第一个四年制眼镜光学系。现在是首尔市内唯

一的一个国立大学眼镜光学系。本系致力于培养有助于国民眼部保健医疗的发展且可

引领眼镜光学研究发展的专业人力。配镜师是指调配与销售矫正视力用眼镜、下眼镜

屈光力处方、下隐斜视与斜视矫正处方等的专业人员。为此本系的在校生在接受基础

知识、教养知识、专业知识的同时还接受实务性教育。此外本系也注重通过深化外语

与创意性教学来培养具有能动性与领导能力的专业人才。

就业领域
配镜师 / 眼镜店 / 眼科医院 / 眼镜相关企业(隐形眼镜与眼镜片制造以及进口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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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大学

造型大学在过去的40多年间培养了众多设计师与造型艺术人
力，为韩国的产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极具传统性的未来
型大学，致力于培养在国内外均具备卓越竞争力的产业设计
师与造型领域的专业人才。

造型大学为了培养兼具创造性造型能力与国际性水准、知识
的专业高级人才而在以产学合作方式促进教育特化项目。从
而在各种国内外公募大赛中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并在就业率
等方面实现了极佳的教学成果。曾被大学教育协会评为2001年
设计领域最优秀大学。造型大学曾于2007年与韩国设计学会
联合举办了国际设计学术大会。通过与7个国家的18所大学开
展交流合作与产学合作项目等而在国内外得到了充分认可。

设计系 
把过去单独存在的视觉设计系与工业设计系融合为一个系来开展跨学科研究与设计领

域的复合式教学，从而致力于发挥多种固有领域的专业性，同时培养符合新融合而成

的社会需求的极具竞争力的优秀人力。

以超高创意性与知性、感性为本且追求开创系统性创造性生活文化的设计系的蓝图是'

培养全球化优秀人才'。本系为了实现‘进入世界60强设计系’的目标而在开展着有关'

教育充实化'、加强企业与社会相关'对外竞争力'等顺应国家化时代要求的特化教育。

就业领域
各个产业领域(产品、运输设备、网络、装修、家具、Interface、环境、色彩计划、
影像、CI与广告·Package、Display·展览企划、公共部门、Graphic·游戏、移
动App)设计师 / 数码内容开发与企划 / 摄影师 / 编辑设计师与插图画家 / 配色师 / 设
计顾问 / Production PD·AD / 教师 

陶瓷文化系
二十一世纪是文化艺术的时代，尤其是陶瓷文化从人类诞生至今一直与人类生活保持

着密切联系。因此为了提高人类文化生活与环境的质量就需要进行有关陶瓷文化的深

层研究与创作。

陶瓷文化系帮助学生系统地学习符合时代要求的艺术文化创作方面的深层理论与创意

性造型能力，从而培养可打造创造性、生产性陶瓷文化的领导人才。 

就业领域
陶瓷相关企业设计师、计算机设计相关企业、运营艺术商店与个人工作室、建筑物
市内·室外装修领域、美术教育与应用领域、陶艺技能教师与中学美术技能教师、
烧窑设计师、画廊、陶瓷研究所、材料开发部、美术馆馆长、Table Coordinator、
瓷砖设计师、纯粹创作活动

金属工艺专业
金属工艺专业致力于培养可引领二十一世纪设计领域发展的专业性创造型设计师。力

求通过培养珠宝首饰设计师、用艺术来装扮生活空间的文化产品与金属造型设计师等

具备国际竞争力的设计师来将韩国文化传扬到世界舞台并为金属工艺设计领域的相关

产业做出巨大贡献。

为了实现此目标正在对金属工艺相关设计的理论与技术进行系统性、统合性研究，同

时通过将传统与尖端金属工艺产业相融合在研发珠宝首饰、文化产品以及金属工艺相

关产品。 

就业领域
研究所 / 政府机构与公共机关 / 小学·中学·高中教师、教授 / 广播电视台 / CAD相
关设计、多媒体内容开发企业 / 产品开发企业、建模与算图设计企业 / 网络教育、
计算机设计企业 / e-studio企业 / 电子商务、风险企业 / 设计咨询 / 网络广播电视台 / 
网络家庭购物与购物中心企业 / 物流管理与贸易企业 / 建筑企业、室内装修企业 

造型艺术系
造型艺术系通过进行作家精神与相关理论以及实际技能方面的培训来培养未来美术专

家所必备的预知需求与挑战以及应对需求与挑战的创意性能力。学习绘画、雕刻、版

画等传统媒体以及视频、动画、照片等现代科技所提供的尖端媒体，同时通过学习美

术理论来培养完美的逻辑性思考与表现能力。

跨越题材与媒体界限的融合式教育课程致力于培养具有全方位灵感的进取型艺术家以

及优秀的美术专家。

就业领域
作家(绘画、雕刻、影像、设置) / 展览企划、美术评论、研究员 / 超图、壁画、环境
雕刻、城市家具 / 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美术补习班、美术大学讲师 / 广播与影
像领域、CG设计师、动画设计、网络、特殊效果 / 广告企划、插画设计、企业宣
传、美术治疗、舞台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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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学院

人文社会学院主要开展人文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基础·应用知识领域的相关教学·
研究，除了单纯的知识教育以外，还注重相关知识的应用与实用化教学。

此处充满了自由研究的氛围以及自律自主的学习风气，堪称是可在博览各领域专业
知识的同时探求真理的宝贵空间。本学院开展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
教育学、数学、物理学等广泛的基础素质教学，同时通过开展可提高综合知识能力的
人文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知识的相关教学培养可引领社会发展的优秀人才。

英语系
其他大学的英语英文系主要进行英语专业或英文专业的纯知识性教学，而本校的英语系则致力于通过教授实用英语来

培养二十一世纪国际化时代各种职业领域所需的英语实力强的高级人力。学生可在此以实用性理论为本学习教育、历

史、文学、听力、翻译、艺术、旅游、贸易等多种领域的广泛的背景知识，从而可具备英语专业与英文专业的基本能

力并增进对英美文化圈的了解。 

就业领域
各教育机构的英语教师、各种外语补习班的英语讲师 / 国际交流、海外贸易、海外留学与移民相关的企业 / 口译人
员、笔译人员 / 酒店、旅行社、各种生产企业以及政府机构的海外部门的相关企业 

行政管理系
现在随着信息社会的高速发展、科学技术的发达、地方自治制的实行，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政功能逐渐呈现细分化·

专业化趋势。行政管理系致力于培养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具备专业行政管理能力且可在相关领域内发挥指导作用的高

级专业人力，注重教授人士、财务、组织管理等行政管理学基础知识以及现代社会需求渐增的专业领域-行政电算、行

政信息、信息管理、行政管制、环境、福利、科学技术、政策分析等专业知识。 

就业领域
中央政府与地方自治团体 / 政府投资机构 / 政府下属机构 / 民间企业内主管政府、企业关系的行政部门 / 与企业的
技术开发相关的部门 / 环境、劳动相关部门 

文艺创作系
文艺创作系的教学目标是培养要求语言、文学领域产业实用化的二十一世纪信息化时代的核心专业人才。除了培养

诗、小说、戏剧、剧本、广播电视剧等方面的创作能力以外，还教授年销售额超过数兆韩元的广告、报纸、广播出版

等领域所需的现场实务教育，因此通过教授国语国文学的基础知识、培养学生的优秀品质来以民族文化为本发展产业

文化。 

就业领域
诗人、小说家、戏剧作家、广播作家、漫画作家 / 报社记者、杂志记者 / 公司杂志专业编辑 / 广告宣传案专业拟定
人 / 话剧·电影相关专家 / 印刷·出版相关专家 / 补习班讲师 / 其他与语言、文化相关的所有领域 

基础教育系
基础教育系企划与运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多种教养讲座与数学·物理讲座。注重培养学生历史、哲学、社会科学方

面的基本知识以及数学·物理等基础知识。为了提高大一学生的学习质量而寻求各种良方，其中包括新生专题、学管

制度、按水平分班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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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技术与经营学院

融合技术与经营学院致力于以广泛的跨学科研究知识为本为国家未来新兴产业的
发展贡献一臂之力。融合技术与经营学院由全球经营管理系与全球融合产业工学系
构成。

全球经营管理系下设经营管理项目与全球高新科技经营项目，致力于培养具备人文
素质且可引领传统经营管理学领域与尖端技术领域的经营研究发展并具备创意能
力的优秀人才。全球融合工业与系统工程系下设信息技术与工业系统工程学项目、
MSDE项目、IT Management项目，着重培养尖端工学(IT、NT、BT)与经营管理相融合的
技术领域极具国际竞争力的全球化实用型专业人才。MSDE项目与IT Management项
目是与英国诺森布里亚大学共同运营的，而全球高新科技经营项目则是与美国蒙特
克莱尔州立大学共同运营的双学位项目。

 

全球经营管理系
全球经营管理系致力于通过进行持续性革新、开展创意式教学来培养未来的全球化经营管理人才。教授作为经营管理

领导人才所必须具备的专业知识、加强培养创意性决策能力，同时运营多种国际交流与双学位制度，注重培养素质佳

的全球化经营管理人才。全球经营管理系下设两个项目(经营管理项目/全球高新科技经营项目)，培养着制造业、金融

业、服务业、尖端IT产业所需的大量经营管理人才。 

就业领域
银行、证券、保险领域 / 流通业、制造业、服务业、经营咨询等咨询领域/期货交易公司、金融设计公司、会计
师、保险精算师、税务师、经营管理师 / 政府机构与国营企业 / 以技术为本的经营咨询公司 / 取得国际经营专业资
格证后进入外企  

全球融合工业与系统工程系
全球融合工业与系统工程系的教学目标是致力于培养可引领二十一世纪融合技术与信息化社会发展的全球化领导人

才。全球融合工业与系统工程系下设信息技术与工业系统工程学项目、MSDE项目、IT Management项目。信息技术

与工业系统工程学项目具有卓越的教学实力(全韩国第九)，在国内外的著名公募比赛、竞赛以及就业率方面均取得了

优秀的成绩。MSDE项目与IT Management项目是与英国诺森布里亚大学(Northumbria University)共同运营的双学位

项目，所有讲义均用英语进行，可同时获得本校与英国诺森布里亚大学的两个学位。

就业领域
企业的经营企划·技术评估·技术投资·生产管理·品质管理领域 / 半导体、汽车、造船、航空与铁路车辆、精密
加工与测定相关企业 / 银行与证券等金融机构、SI(三星SDS、LG CNS、SK C&C等)等相关IT服务企业 / 物流与流通
服务企业 / 研究所与经营咨询等咨询领域 / 建筑与重装备相关企业 / 研究所、公共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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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Specialty

为了实现科学与人类梦想
              此刻研究室灯光依然闪亮。





一般研究生院
通过加强可引领以知识为本的社会发展的深层学术的研究能力、构建多种知识联网来培养兼

备专业知识与实用性的全球化领导人才。通过扩大国策事业的参与度来利用教员的研究能力

为社会做贡献，下设教学课程注重培养具备全球化世界性领导能力的人才，致力于加强与地

区产业相关的新发展动力产业与国家竞争力。

・工学领域 : 机械系统设计工程系、机械工程系、安全工程系、制品设计金型工程系、信
息技术与工业系统工程学、新素材工学科、汽车工程系、土木工程、建筑融合学系(建
筑工程专业)、建筑融合学系(建筑学专业)、电气工学系、电子信息工程研究生院、计算
机工学科、媒体信息技术工程系、控制计量工学系、化学工学科、环境工学科、食品工
学系

・自然科学领域 : 精密化学系
・艺能领域 : 设计系、视觉设计系、陶艺系、金属工艺设计专业、造型艺术系
・人文社会领域 : 经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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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研究生院

产业研究生院
1989年开设的产业研究生院是下设了31个专业与1个学·研·产协同课程的特殊研究生院。以产·学结合的方式培养

产业社会发展所需的优秀研究人力，同时为产业现场的从业人员提供相关信息来帮助他们学习新理论、新知识。为了

帮助头脑发达、研究能力强却受经济条件与时间限制的优秀人才，本研究生院收取的学费绝对低于其他研究生院，目

的是为了培养极具研究能力的优秀人才。

・机械工程系、机械设计系、安全工学系、制品设计金型工程系、信息产业工学系、材料工学系、汽车工程系、机
械电子工学系、建筑工学系、建筑系、土木工学系、结构工学系、电气工学系、电子工学系、计算机工学科、媒
体工学系、控制计量工学系、化学工学科、环境工学科、食品工学系、精密化学科、设计系、视觉设计系、陶艺
系、造型艺术系、金属工艺专业、e-Business经营系、应用英语系、体育科学系、文艺创作系、眼镜光学系、升
降机安全工学系(合同专业)

・学˙研˙产联合课程(建筑·土木工学联合课程)

住宅研究生院
本校住宅研究生院是韩国土地住宅公社与首尔科技大学于2001年共同开设的特化、专业化研究生院，本研究生院结

合了韩国土地住宅公社的住宅建筑技术相关专业经验、技术实力与为促进产业社会发展而培养了众多人才的首尔科学

技术大学的教育经验。通过以住宅相关理论教育为本的参与研究教学、现场教育式立体教学来谋求最佳的教学效果，

同时聘用住宅事业与文化相关的各个领域的专家来做兼任教授，此外还一同利用实验实习与研究所需的相关设施与设

备，提高了教学与研究环境水准。

・工学硕士 :  住宅生产工学系/住宅企划·设计系/住宅环境设备工学系
・经营学硕士 :  住宅经营管理系
・行政学硕士 :  住宅开发·管理系Special

Graduate Schools



铁路专业研究生院
本校铁路专业研究生院是韩国唯一的铁路综合研究机构-韩国铁路技术研究院与首尔科学技术大学为了培养具备铁路产

业与文化发展所需的世界级水平的原始·基础·核心技术研发能力的人才而以产·学·研的有机合作体制为本开设的

研究生院。通过共同研发、支援文化·服务·经营及职务能力的再教育等来帮助铁路产业从业人员学习新技术并为他

们提供自我发展的机会，从而培养铁路领域的特化·专业化高级人力。

・工学硕士·博士 :  铁路车辆系统工学系/铁路电气·信号工学系/铁路建筑工学系/铁路系统系(合同专业)
・ 经营学硕士·博士 :  铁路经营政策系

IT政策专业研究生院
IT政策专业研究生院的教学目标是培养‘IT领域顶级专家’。本院拥有优秀的师资队伍，实施专业领域指导教授制

度。通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统合课程教学方式以及以事例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来培养学生独自研究的能力以及解决问

题的能力，致力于培养可引领未来公共政策与管理、信息技术与工业系统、广播与多媒体相关领域发展的硕士、博士

级专研人员以及最高级管理人员。

・工学硕士·博士 :  产业信息系统专业/广播通信政策专业
・政策学硕士·博士 :  公共政策专业/数码文化政策专业

能源环境研究生院
本校能源环境研究生院是韩国最早设立的能源环境相关专业研究生院，致力于培养具备生产与普及能源、开发新·可

再生能源、有效利用能源、开发相关政策等能源·环境技术与树立能源政策能力的高级能源环境技术·政策人力。为

了培养兼备相关理论基础与现场适应能力且以实务为主的高级能源·环境技术人力，我校备有研究业绩超群且现场经

验丰富的优秀师资队伍，我校正在努力培养最具实力的权威人士来解决韩国社会与国家的能源问题。

・工学硕士·博士 :  新能源工学系/能源环境工学系/能源系统工学系/能源安全工学系/燃气工学系(合同专业)/能源
机械设备工学系(合同专业)

・经济学硕士·博士 :  能源政策系

NID融合技术研究生院
设立NID融合技术研究生院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新价值(Value Creation)来增加国家发展动力、实现未来型融合教

育模式、培养以知识为本的创造产业所需的全球化领导人才。为此本研究生院具备了主导与深化产业间融合、网

络间融合、人类与IT间融合等融合产业与商品化创收的原动力。因此以NT(Nano Technology)·IT(Information 

Technology)·DT(Design Technology)为本的领域中的广泛的融复合现象在未来将会起到稳固新普适性国家社会、牵

引未来产业发展、加快科技进步等促进国家发展的核心力量。

・工学硕士·博士 :  纳米·IT融合项目/广播·通信融合项目
・设计学硕士·博士 :  IT·设计融合项目

专业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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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设施

图书馆
于2004年年末竣工的图书馆为地上三层建筑物，总建筑面积为9,281.34m2(2,807坪)，地上一层设有图书馆办公室、保管书库、信息处理中心；地上二层设有东方书籍资料室；

地上三层设有参考/连续出版物室、多媒体室。图书馆分馆为地上二层建筑物，总建筑面积为4,896.02m2(1,400坪)，地上一层设有书库、西方书籍室、学生休息室、24小时阅

览室、笔记本电脑阅览室、保管箱；地上二层设有一般阅览室、笔记本电脑阅览室、保管箱，致力于为在校生提供最佳的服务。为了进一步方便在校生使用图书馆而于2005年

引进了统合型电子图书馆体系(TG-XMLAS)，从而保证了在校生可有效利用相关资料。同时还为在校生设置了因特网检索角落与小组学习室。此外在位于地上三层的多媒体室内

备有因特网、DVD/Video、卫星广播、语学室等最尖端的设备，为在校生提供着多种视听资料。另外还从2007年10月起开始提供SMS信息服务，即可以发送SMS信息的方式

要求退还图书、要求退还拖欠图书、要求退还长期拖欠图书、通知禁止发行证明、进行预订图书到货·取消指南、进行欲购图书到货·取消指南等。

信息电算院
信息电算院为了有效进行以信息化社会为本的大学教育、产学研究以及行政业务而负责构建及运营因特网与有线·无线校区电算网、构建及运营校务行政信息系统与一般行政信

息系统、确保及使用公用软件、构建及运营企业内部网络等一切相关业务，发挥着其作为大学中枢机构的重要作用及功能。为此正在全面计划·推进校内主要信息化事业并在帮

助成员提高信息化能力。此外为了有效利用主服务器等校内信息化资源以及保护校内·校外信息化资源而竖立并执行着有效利用以及保护信息化资源的相关政策。正在致力于引

进以及传播快速发展的IT新技术。同时也为了解决各种校内·校外信息化问题而代表学校在积极参与各项相关活动。

生活馆
首尔科学技术大学生活馆由“佛岩学舍”、“KB生活馆”、“第3生活馆”即共三处构成，共容纳着1658名学生，其中男学生966名、女学生582名、外国留学生与研究生110

名。同时为了方便本校教职人员以及其他来访本校的外部人员而运营着Guest Room、健身中心、便利店、café、台球厅、乒乓球厅等各种福利设施。

共同实验实习馆
共同实验实习馆有效运营·管理尖端研究设施与设备并将其有效利用到教学与研究中。通过企划与执行扩

充实验·实习器材、竖立实验·实习材料费预算、实验·实习室环境改善与安全管理等有关大学实验·实

习的一切相关业务力求打好实验·实习教学的坚实基础以及改善教学环境。

综合人力开发中心
提供有助于提高学生就业率与帮助学生选择就业方向的综合性服务(就业方向营地、就业方向设计科目、各

种就业方向性向测验等)。同时当学生因为就业方向与决定、与家人的矛盾、性骚扰等问题承受精神压力时

(犹豫、不安等)，会让相关学生与专业心理咨询师见面并通过心里检查、个人·集体咨询的方式来帮助解

决学生的问题。

-  总建筑面积 : 14,177.36m²(4,207坪)
-  座椅数 : 1878个
-  藏书量 : 54万多本
-  连续出版物 : 386种
-  视听资料 : 18,520份
-  收藏D/B : 54万件
-  WebD/B :  除IEEE以外48种
-  图书馆协定机构 :  国会图书馆等

图书馆主要现况



广播报社
报社创刊于1963年11月25日，每年发行16期双周刊16面小报，每年会在校内外发

放8000份。在发行纸质报纸的同时也通过制作“网络报纸”来提供24小时实时信

息。每年11月都会通过举办创作奖公募大赛来激发学生们的创作欲望。追求“正义与

真实之声”的广播电台成立于1985年，后于1987年正式开始运营。

在我校的所有校区内均可收听到相关广播，每周会广播五天，而每天则会进行两次共

60分钟的音频广播与三次共90分钟的DID视频广播。会实时广播校内的主要活动，同

时每年都举办广播节。

广播报社致力于通过传播大学文化、提高知识水平与素质、迅速传达校内消息与通知

来努力发展健康的校内舆论。

语学院/语学教育研究院
本校语学院与语学教育研究院的开设目的是为了提高二十一世纪全球化·国际化社会

所需的外语应用能力而开展各种语言教学、进行各种相关研究。针对本校在校生运营

着正规教学课程，同时也运营着在校生与一般人均可报名参加的语学特别讲座。此外

除了对在校生实施定期语言能力测试以外，还开设了各种免费语学特别讲座，致力于

加强对在校生的教育与训练。

教育开发院
-   终身教育学院

终身教育学院致力于通过提供可接受多种社会教育的机会来从人格、社会、职业
等各个方面最大限度地改善试图通过接受教育来顺应知识信息化社会发展、寻找
发展出路的成年人的生活，作为为地区社会服务的大学将为终身教育的振兴贡献
一臂之力。

-   教育开发中心

教育开发中心致力于通过提供教(teaching)与学(Learning)过程中所需的支援服
务、谋求有效的教学方法改善方案来打造更令人满意的良好的教育环境以及利用
e-Learning扩大可随时随地享受理想的教学服务的机会、发扬终身教育的宗旨来
提供受教育的机会。

-   工程学教育革新中心

知识经济部正在开展工程学教育革新中心事业，为了促进该项事业的发展而在韩
国50多所工学教育革新大学中将本校指定为了据点中心大学。本校将在自2007年
起的五年内获得政府资助的20亿韩元，用于促进工程学教育的发展，其中包括培
养企业所需的优秀人力、支援参与大学的革新事业等。

首尔科技城促进中心
首尔科技城促进中心总管首尔T·P事业等建造首尔科技城事业的一切相关业务。

创业保育中心
创业保育中心致力于提高创业成功率，方法是先让有技术、有创意却因为不具备创业

条件而无法付诸于行动的准备创业的人员以及创业后不到一年的新创业人员入住，然

后为他们提供进行技术开发与制作新产品时所需的作业场所以及经营、信息、营销、

技术方面的相关指导等。

附属设施





附属研究所 法人及其他
安全科学研究所 

精密机械技术研究所

建筑技术研究所

生产技术研究所

结构工程研究所

电气信息技术研究所

城市建筑研究所

纳米生产技术研究所

医疗电子研究所

能源系统研究所

环境技术研究所

IT融合技术研究所

U-建筑管理工程研究所

建筑机械设备研究所

未来居住环境研究所

产业技术政策研究所

亲环境汽车研究所

能源环境研究所

社会科学研究所

清洁技术研究所

纳米·生物研究所

生物传感器研究所

体育科学研究所

健康功能食品研究所

功能性食品纳米原料研究所

化妆品综合技术研究所

铁路经营政策研究所

产品开发研究所

造型设计研究所

韩国文化设计研究所

通用设计研究所

文化内容技术研究所

新轨道研究所

韩国城市铁路研究所(新交通研究所)

IT政策研究所

科学文化展示设计研究所

交通·环境系统设计研究所  

素材检定·鉴别研究所  

未来融合素材研究所  

设计信息技术研究所  

视觉文化信息设计研究所  

基础学问综合研究所  

韩国传统固有技术研究所  

金属模型技术研究所

产学合作团
产学合作团是以振兴产业教育、促进产学合作的相关法律为本而于2003年9月23

日设立而成的。设立产学合作团的目的是致力于通过产·学·研间的有效合作增加

大学的竞争力、积极应对以知识为本的社会变化趋势、扩大以大学为中心的产学合

作的作用与范畴。

首尔科学技术大学发展基金
最初设立于1994年4月4日，当时名为财团法人首尔产业大学学术文化研究财团，

后于2004年7月31日更名为财团法人首尔产业大学发展基金。大学发展基金是指

大学成员、校友、学生家长、外部人员为确保用于持续发展大学的财源而捐赠的现

金等动产、不动产、实验实习器材、图书等教育用品等具有资产价值的有形资产。

学生军事教育团 
充满实惠的ROTC制度对试图积极开拓未来的年轻的大学生们而言可谓是一个特别

的良机。可在服务期间以将校的身份积累专业领域的实务经验。

历史馆指南
本校于2010年在韩国各所四年制国立大学中首先迎来了建校一百周年之日，历史

馆可谓是本校相关人员回顾过去以及下决心勇创未来的宝贵空间。

首尔科学技术大学于1910年4月15日在於义洞(钟路5街孝悌洞)建校，后搬迁到阿

峴洞校区，然后又搬迁到了现在的孔陵洞校区，期间曾多次被提升学制并曾多次更

改校名，努力至今实现了飞速发展。

首尔科学技术大学从自主开创现代化的大韩帝国时期开始便为工业教育做出了极大

贡献，堪称大韩帝国时期工业教育的摇篮，不但建造了韩国最大规模的实习工厂，

还成功发展成了‘国立’工业高等教育机构并实现了成为综合大学的梦想等。历史

馆承载了本校过去一百年间的鲜活历史以及未来蓝图。首尔科学技术大学的百年历

史可谓是韩国近现代化与工业教育的历史写照。历史馆将为首尔科学技术大学的每

位成员提供重温学校过去美好回忆的宝贵空间。 

<首尔科学技术大学百年变迁史>

・堪称大韩帝国时期工业教育的摇篮。(1910～1945)
・建造了韩国最大规模的实习工厂。(1945～1963)
・发展成为开展工业教育的‘国立’高等教育机构。(1963～1980)
・搬迁到孔陵洞并转换为综合大学。(1980～2010)
・力争发展成为引领未来社会发展的国际化大学。(2010～)

<历史观地址，开馆时间>

・地址 : 大学本部1层
・参观时间 : 周一~周五 10:00～17:00(周六、周日、国定假日除外)免费参观



・图书馆

・信息电算院

・生活馆

・共同实验实习馆

・综合人力开发中心

・档案馆

支援设施

・(财)首尔科学技术大学发展基金

・学生军事教育团

法人及其他

校 长

教务委员会 教授委员会·评议会

首尔科学技术大学主要现况

● 总面积  :  508,690㎡(十五万零四千坪)

●  单科院校数  :  6 个

●  学科(系)数  :  25个学科(系)

●  研究生院数  :  7个(一般研究生院、特殊研究生院、
                                           专业研究生院)

●  组织成员现况

• 在校生人数  :  本科11,715人, 研究生院1,067人

• 教授人数  :  391人

• 教职工人数  :  职员232人，助教86人

・教务科

・校务支援科

・学生支援科

・产学研究课

・企划评估科

・总务科

・财务科

・设施科

教  务  处

学  生  处

企  划  处

事  务  局

产 学 合 作 团

・入学管理科

・宣传室

入 学 宣 传 本 部

国 际 交 流 本 部

大学本科研究生院

・铁路专业研究生院

・IT政策专业研究生院

・能源环境研究生院

・融合技术研究生院

・产业研究生院

・住宅研究生院

特 殊 研 究 生 院

专 业 研 究 生 院

대       학       원一 般 研 究 生 院

大 学

・化工生命工学科

・环境工学科

・食品工学系

・精密化学科

・体育科学系

・眼镜光学系

生物能源学院

・电气信息工程系

・电子与信息技术媒体工程系

・计算机工学科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工 科 大 学

・机械系统设计工程系

・机械˙汽车工程系

・安全工程系 

・新素材工学科

・土木工程

・建筑学院建筑工程专业

・建筑学院建筑学专业

・设计系

・陶瓷文化系

・金属工艺专业

・造型艺术系

造 型 大 学

・英语系

・行政管理系

・文艺创作系

・基础教育系

人文社会学院

・全球经营管理系

・全球融合工业与系统工程系

融合技术与经营学院

・广播报社

・语学院

・语学教育研究院

・教育开发院

  – 终身教育学院

  – 教育开发中心

  – 工程学教育革新中心

・首尔科技城促进中心

・创业保育中心

附属设施 研究设施

・体育科学研究所

・健康功能食品研究所

・功能性食品纳米原料研究所

・化妆品综合技术研究所

・铁路经营政策研究所

・产品开发研究所

・造型设计研究所

・韩国文化设计研究所

・通用设计研究所

・文化内容技术研究所

・新轨道研究所

・韩国城市铁路研究所

・IT政策研究所

・科学文化展示设计研究所

・交通·环境系统设计研究所

・素材检定·鉴别研究所

・未来融合素材研究所

・设计信息技术研究所

・视觉文化信息设计研究所

・基础学问综合研究所

・韩国传统固有技术研究所

・金属模型技术研究所

・安全科学研究所

・精密机械技术研究所

・建筑技术研究所

・生产技术研究所

・结构工程研究所

・电气信息技术研究所

・城市建筑研究所

・纳米生产技术研究所

・医疗电子研究所

・能源系统研究所

・环境技术研究所

・IT融合技术研究所

・U-建筑管理工程研究所

・建筑机械设备研究所

・未来居住环境研究所

・产业技术政策研究所

・亲环境汽车研究所

・能源环境研究所

・社会科学研究所

・清洁技术研究所

・纳米·生物研究所

・生物传感器研究所

・第四行政室

行  政  室

行  政  室

・第一行政室
  – 工科大学

・第二行政室
  –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 生物能源学院

・第三行政室

  – 造型大学

  – 人文社会学院
  – 融合技术与经营学院



・图书馆

・信息电算院

・生活馆

・共同实验实习馆

・综合人力开发中心

・档案馆

支援设施

・(财)首尔科学技术大学发展基金

・学生军事教育团

法人及其他

校 长

教务委员会 教授委员会·评议会

首尔科学技术大学主要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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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us Map







仁川机场

仁川机场高速公路

城山大桥

傍花大桥

江边北路
内部循环道路

交通工具指南

地铁指南
7号线孔陵站1号出口向前600m，步行10分钟

校车使用指南
上学期间 : 首班车 - 上午8点30分(孔陵站1号出口) 末班车 - 下午9点(从学校出发)
放假期间 : 首班车 - 上午8点30分(孔陵站1号出口, 间隔五分钟)
                      末班车 - 下午7点(从学校出发, 周中)   *只在假期授课期间运行
※ 停止运行 : 下午2点30分~下午4点30分(咨询 : 02-970-6086)

途经本校的市内公共汽车(包括小型公共汽车)指南
草绿色公共汽车 : 1134号、1135号、1141号、1147号、1221号、1224号、1227号
小型公共汽车 : 03号

仁川国际机场 ~ 首尔科学技术大学
私家车 

仁川国际机场 - 中区沿岸洞 - 薪佛IC - 内部循环路 - 北部干线道路 - 东部干线路 - 花郞路 - 泰陵入口
站 - 首尔科学技术大学

大众交通工具
在仁川国际机场搭乘前往芦原、城北的机场公共汽车，然后在泰陵入口站下车，再乘坐7号线地铁并
在孔陵站下车，最后从1号出口出来后搭乘首尔科学技术大学专线车进入校内。

国立首尔科学技术大学
(首尔市芦原区孔陵路2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