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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尚国立大学校徽之大意
庆尚国立大学重新制作大学“校徽”，其大意如下。

背景
新石器时代的栉纹陶器象征着“文明”转变为“文化”，被评为由点、线、圆组成
的最完美世界观的表现。大学是集人类的过去、现在、未来于一体的精良器皿。	
庆尚国立大学校徽融合了文化史意义与共时目标，具有腾飞向未来之意。
庆尚国立大学合并了庆南护理专科学院(1926年建校)、统营水产专科学院(1917年
建校)、庆南科技大学(1910年建校)，成为代表大韩民国的庆南地区国家重点国立
大学。
作为“开辟未来、共享价值的大学”，庆尚国立大学是一所年轻的大学，致力于打
造学生向往的大学、地区首选大学，以及引领社会发展的大学。

含义
■    校徽的左右与底部框架象征着庆尚国立大学这个大器皿。	 	
代表汇集全球人才的大学，以及承载着地区希望的大学。

■    未完成的																					设计代表不断追求完善的庆尚国立大学。	 	
通过不断的研究、教育、奉献与产学合作，追求学业成就和人类完整的幸福。

■    向天空敞开的设计代表向未知世界敞开大门的庆尚国立大学。	 	
象征着超越地区、国家、学术领域界限的开放型大学。

■    连接的线代表庆尚国立大学通过融合和创新与地区相辅相成的价值。	
展示出我校要凭借许多学科引领产业发展，成为地区首选大学的决心。

■    象征着青春与热情的“GNU蓝”代表热爱挑战和创造的开拓者，	 	
代表全球开拓型人才的摇篮“年轻的庆尚国立大学”。

庆尚国立大学是代表大韩民国的庆南国家重点国立大学。

1948年建立的庆尚大学和1910年建立的庆南科技大学在

2021年3月合并，成为具有100多年历史及4500多名招生定

员的巨型大学。

庆尚国立大学作为“开辟未来、共享价值的大学”，为了在

2030年前成为国家重点国立大学前三名、亚洲大学前百

名，全体成员都在努力。通过这些，我们会发展成为学生

向往的大学、地区首选大学，以及引领社会发展的大学。

庆尚国立大学的特色领域——生命科学、航空机械系

统、纳米新材料与化学领域已具备世界级研究与教育竞

争力，超越韩国，被评为已达到美国排名靠前的州立大学

水平。特色领域通过与晋州创新城市的11个公共机构、晋

州和泗川航空、统营海洋设备、密阳纳米、昌原机械、丽

水石化国家产业园区等进行产学合作，实现学术发展并

培养人才。

庆尚国立大学还致力于未来社会的关键——数字创新、

共享大学，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为实现具体

化，按照教育与学生、研究与产学合作、地区联系、大学经

营等不同部门提供具体的战略课题，还在推进学术领域特

色化、教育课程特色化、校园特色化等三大特色化战略。

作为统筹蔚山与庆南地区创新平台项目的大学，庆尚国立

大学在全国首创名为“USG共享大学”的全新大学教育

系统，引领高等教育创新，并汇聚全国优秀人才，培育“兼

备礼、智、学的创新开拓型人才”。具备开拓精神的人才将

为国家发展和人类幸福做贡献。

庆尚国立大学是具备医学院、护理学院、药学院、兽医学

院（釜山、蔚山、庆尚道地区独一无二）的大学。庆尚国立

大学医院、庆尚大学医院昌原分院、马山医疗院（委托经

营）为庆南道人民的健康幸福负责。此外，不仅有人文、社

会科学、法学、经营、师范、自然科学、海洋科学、农业生

命、工科学院，还有关于天空（航空航天）和大海（海洋

科学）、山野（农业生命）的许多学科。

庆尚国立大学与21世纪的主角一起开拓未来。庆尚国立

大学通过教育改革，分享和实践地区创新价值。请大家多

多关注庆尚国立大学。

开辟未来
共享价值的大学

庆尚国立大学校长

权淳基



在一所学校、五个特色校园里
培养青春梦想
充满开拓精神的大学、共享地区价值的大学——
庆尚国立大学以五个特色校园为基础，迈向更大的世界。
我校将克服地区大学的局限，与世界大学竞争，培养改变世界的人才。

加佐校区
在庆尚国立大学校园中规模最大。通过
生命科学、航空机械系统、纳米新材料与
化学等特色领域，培养国家与地区需要的
人才。

人文学院	/	社会科学学院	/	自然科学学院	/	
经营学院	/	工科学院	/	农业生命科学学院	/	
法学院	/	师范学院	/	兽医学院	/	药学院

昌原产学校区
培养兼备基于机械材料产业的智能工厂、IoT、AI等最尖端融
复合技术的国际化人才。

本部学院Ⅰ

统营校区
为未来的尖端工学与海洋时代做准备的统营校区海洋科学
学院是在1917年成立的韩国首家海洋专业教育机构。培养
未来产业“海洋产业”与智能高端产业需要的海洋人才。

海洋科学学院

奈洞校区
正在培养符合未来能源产业时代需求的能源工程领域专门
人才。通过创新型新再生能源技术，掌握新一代核心能源的
核心技术。

能源工程学系	/	社会福利学系

七岩校区
分为大学本部所在的校园，以及医学院和护理学院所在的校园两个部分。有大学本部的七岩
校区是在ICT融合领域领先的融合创新校园，培养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人才。专攻医学教
育的七岩校区是国立大学医院——庆尚国立大学医院与庆南地区癌症中心同在的庆南地区
最佳医疗中心。

医学院	/	护理学院	/	建设环境工科学院	/	融合技术工科学院	/	本部学院Ⅱ

5校园画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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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 04. 
开办两年制公立晋州实业学校
第一任校长佐藤政次郞上任
1925. 05.
第六任校长今村忠夫上任
1931. 04.
将校园迁到七岩洞

1965. 01. 
升为五年制晋州农林高等
专科学校
1972. 12.
由道立移交至国立
1979. 01.
升为两年制晋州农林专科
学院

庆南科技大学
1946. 03. 
学校更名为晋州公立农林学校
1946. 08. 
学校更名为晋州农林中学

1993. 03. 
升为四年制晋州产业大学
1997. 03. 
设立产业研究生院

2000. 03. 
设立风险经营研究生院
2004. 03. 
成立产学合作团

2010. 04.
建校100周年
2011. 01.
校名由晋州产业大学改为
国立庆南科技大学
2011. 03.
转为普通大学

以超越110年的历史自豪感
领先于时代

1917. 
建立庆尚南道水产传习所
(统营水产专科学院的前身)
1926. 
开办庆南道立晋州医院护
理院与接生员培养所
(护理学院的前身)

1969. 03. 
晋州农业学院由道立
升为国立，更换管理主体
1972. 07.
改名为庆尚大学

塑造国立大学的
品格

1980. 03.
升为综合大学
1983. 03.
设立医学院
1984. 03.
庆南护理专科学院，
合并为护理学系
1987. 02.
医学院附属医院开院
1995. 03.
与统营水产专科学院合并
设立海洋科学学院

迎来腾飞的转折点

2004. 01.
设立产学合作团
2004. 06.
成立校园企业庆南动物科技公司
(GAST)、庆尚动物医疗中心(GAMC)
2005. 10. 
LG开拓馆竣工
2009. 03. 
成立航空航天特色研究生院

探索开辟之路来寻求
变化

2014. 06.
入选“大学特色化项目”釜山、
蔚山、庆南区域第一
2015. 11.
入选教育部主管国立大学创新扶
持项目(PoINT)
2016. 02.
昌原庆尚大学医院开院
2017. 08.
成立昌原产学校区
2018. 08.
在大学基本实力评定中入选
“自主进步大学”

2019. 07.
入选地区先进大学培育项目

巩固国立大学地位

2020. 09.
入选第四阶段智慧韩国21项目
(BK21)
2021. 03. 01.
建立庆尚国立大学
2021. 04. 30.
庆尚国立大学正式成立仪式
2021. 05.
2021年地区创新平台项目扩展到
蔚山庆南并入选
2021. 06. 
GNU体育中心开馆

2022
庆尚国立大学成立

1910 1960 1980 2000 2010 2020
庆尚大学

2022
1910

合并后开启新的历史开办地区第一家专业
教育机构

为了按照大韩帝国末代皇帝纯宗皇帝的敕令发展农业，
于1910年4月建立公立晋州实业学校。

以地区第一所专业教育机构迈出开拓步伐的庆尚国立大学
在110多年的时间里，为未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以过去110年的历史为基础，正准备迎接新的一百年。

1940

建立现代教育机构
基础

1948. 10.
从晋州农林中学分离并开办
庆南道立晋州农业学院
第一任院长Woon-Sung	Hwang
博士上任
1953. 02. 
升为四年制庆南道立
晋州农业学院

2016. 11.
七岩校区侏罗纪森林
入选“全国美丽森林”
2017. 08.
入选K-ICT	3D打印庆南中心
构建项目

大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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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韩国国家重点国立大学的
新标准
庆尚大学与庆南科技大学两所国立大学合并,
成了国立大学提高竞争力的重大契机。
扩大的校园及员工与同窗规模，还有许多学问领域，
都让学校成为了韩国国家重点国立大学的标准。

135个系 281个专业

34亿 5000万韩元
全日制奖学金预算(以2021年为基准)

搞活研究生院研究扶持 
为了达到学问深度，正在搞活研究生院研
究扶持。结果每年实现近100%的研究生
满员率，在合并之后保障更大规模及更广
泛的研究领域。

连续实行BK21项目第一~四阶段
(1999~2027)

学院与学系
讲授与研究许多学术领域，包括人文、社
会、科学、医学、艺术及海洋。通过融合
教育与统摄研究，为培养世界上独一无二
的人才打下基础。

公共机构就业特色化
与建在晋州的庆南创新城市保持紧密的
合作关系，为公营企业等公共机构提供许
多人才。

17个学院

109个招生单位

本科学系

39个国家

260所大学

交流大学 

海外大学交流
与美洲、欧洲、亚洲、非洲等全球屈指可
数的大学交流，提供广泛学习语言，乃至
文化和学问的机会。

校园
一所大学运营包括加佐、七岩、统营、昌原、奈洞的五个校园。院系组
织以一位校长、三位副校长为中心，运营八处、一局、一本部、两团与
四室。

学生生活馆
“加佐校区”、“七岩校区”和“统营校区”等三
个校区共管理四所学生生活馆。最近通过改
建陈旧的学生生活馆，把之前四栋的四人间
与三人间都改为双人间，让学生可以在更宽
敞舒适的环境下休息和认真学习。

5260名
学生生活馆容纳人数

88%
136名里有 121名

庆南创新城市公营企业招聘人员中庆尚国立大学的录取率
(以2020年为基准) 

1所大学

5个校园

30%
庆南创新城市公共机构地区人才义务聘用比率

* 庆南、蔚山创新城市地区人才聘用相互认证

通过数字了解大学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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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人类未来价值的
坚实平台

为了成为实现世界多种价值的“地区创新平台”，
庆尚国立大学不断挑战，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成就。

Jae-Bok Seol、
Jung-Gi Kim、成孝庆教授 
韩国最早、世界第三个原子排

列异常可视化成功

Innovative R&D 创新研究成果

RESEARCH PERFORMANCE
世界级研究力量<研究成果>

金明玉教授
•		通过国家R&D创新基础研究，创造技
术市场联动成果(获得2019年国家研发
总统奖)

孔一根教授	
•		通过培育细胞转换红色荧光猫，为未
来人类遗传病治疗开辟划时代之路

成孝庆教授	
•		利用材料的细微组织，开发可预测机
械强度的人工智能

李相烈与金玟甲教授
•		查明通过调节认知反应性氧类浓度的
传感蛋白“QSOX1”的植物体抗病机制

Hyun-Chul Oh教授
•		入选国家研发优秀成果100选(庆南、
釜山地区大学中唯一一所)
•		全球最早发现同位素吸附现象
Geon-Hyoung An教授
•		开发无火灾与爆炸危险的新一代锌离
子电池

金润姬教授
•			开发超越理论蓝色荧光效率的深蓝色
荧光OLED

Hyun-Young Jung教授
•		开发不燃烧的高性能锂硫电池
•		开发3分钟内充完电的超高速充电电池

Global Top Class 世界首创研究成果

Leiden 
Ranking

第2位

莱顿排名“排名前10%的论文比率”部门
国家重点国立大学排名(2021)

韩国 第23位
THE世界大学排名(2021)

韩国并列 第11位
THE世界大学影响力排名(2020)

韩国 第18位
自然指数(大学研究机构研究影响力指标)
(2020)

A级
达到大学创新扶持项目最高等级

Jun-Young Kim教授
开发可以贴在衣服上进行手
机充电的太阳能发电核心要

素技术

Gi-Hwan Kim教授
为开发备受瞩目的新一代太
阳能电池钙钛矿blue	LEDs提

出新方法

金在演教授
开发新一代作物基因矫正核心
技术(注册2件大韩民国专利，

申请2件专利合作条约(PCT)专利)

教育部 
•			地区创新平台项目(2021)4年预算2600亿
韩元
•		知识产权专门人才培养重点大学项目
(2021)5年预算70亿4000万韩元
•		数字新技术人才培养创新共享大学项目
“大数据领域”(2021)6年预算612亿韩元
•		12年连续入选高校教育奉献大学扶持项
目(2021)，预算8亿6200万韩元
•		4年连续入选就业发展体验大巴项目
(2021)，预算1亿3000万韩元
•		四个阶段BK21项目(2020)7年预算353亿
7000多万韩元
•		理工科大学重点研究所扶持项目(2020)
绿色能源融合研究所9年预算80亿韩元	
/	植物生命工程研究所9年预算77亿韩元
•		基于地方自治团体与大学合作的地区创
新项目(2020)预算448亿韩元(第一批项
目费)
•		本科生研究项目(2020)6个课题入选，每
个课题预算520万韩元
•		人文城市扶持项目(2020)3年预算4亿
800万韩元
•		核心研究扶持中心建设扶持项目(2019) 
9年预算42亿韩元
•		地区先进大学培育项目(大学-地方自治
团体-公共机构-产学合作)(2019)5年预
算77亿5000万韩元

GOVERNMENT FUNDED PROJECTS
发展的原动力 <国家扶持项目>

产业通商资源部
•		融合技术商业化扩散型专门人才培育项
目(2021)5年预算43亿2000万韩元
•		产业创新人才成长扶持项目(海外联动)
(2021)3年预算26亿2000万韩元
•			引领航空智能制造技术商业化的“融合
技术商业化扩散型专门人才培育项目
(MOT)”(2020)5年预算26亿3000万韩元

环境部
•		野生动物疾病特色研究生院扶持项目
(2021)3年预算14亿4000万韩元
•		地中环境污染与危害管理技术开发项目
(2020)3年预算13亿韩元

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
•			生物医疗技术开发项目(2020)3年预算28
亿韩元
•		入选基础研究室BRL扶持项目，授权开
发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技术(2019)6年
预算30亿韩元
•			庆南晋州研究开发弘扬特区“核心研究机
构”(2019)每年获得国家、地方财政支持
•			航空核心技术先导研究中心(ERC)(2017) 
7年预算201亿韩元

雇佣劳动部
•		入选智能IT专门人才培育项目实行机构
(2020)

山林厅
•				森林融复合专门人才培育项目(2020)	
3年预算19亿韩元

农林畜产食品部
•		智能农场研究中心(ARC)扶持项目(2017) 
10年预算160亿韩元

国家扶持项目与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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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选择和集中
准备更广阔的未来
技术的发展可超越极限，开启更美好的未来。庆尚国立大学着重发展生命科学、
航空机械系统、纳米新材料与化学领域，向全世界弘扬大学的价值和韩国科学
人才的竞争力。

新一代生物产业世界水平的研究竞争力
World Class

新兴特色化领域 
动物生命科学、智异山文化研究、抗衰老

生命科学
实施生命科学领域的大型国家战略项目——韩国科学财团优秀研究中心
(SRC)、核心研究中心(NCRC)、基础医学研究中心(MRC)、生物抗衰老医学
研究中心(BAMRC)等，具有世界级研究竞争力。

•		入选产业通商资源部“抗衰老生物核心IP产业化促进平台开发项目”	 	
(产业通商资源部)
•		入选“第一阶段智慧韩国21(BK21)”全国最佳事业团(总统表彰)
•		入选生物抗衰老医学研究中心(BAMRC)
•		世界首度运用BNIT融合技术，开发全新痴呆治疗核心技术	 	
(市场性达1万亿韩元)
•		入选教育部“世界级研究中心大学(WCU)项目”获得预算141亿韩元
•		农村振兴厅新一代21世纪绿色生物项目“系统合成农生命工程事业团”
•		朴基勋教授团队成功开发豆叶提取植物性雌激素生产技术

特色教育

纳米新材料与化学
纳米新材料与化学领域在第二阶段智慧韩国21(BK21)项
目年度评估中连续三年获得全国第一，还入选了有发展
潜力的融合技术先锋项目及世界级研究中心大学(WCU)
培育项目等，引领未来社会新成长动力——纳米新材料
与化学领域的发展。

•		人体可植入融合型纳米电池生物体燃料电池电源系统
研究团获得60亿韩元资助
•		开发世界性能最强的有机半导体，世界首度开发荧光超
分子
•		庆尚国立大学与三星集团共同创立OLED研究中心

BK21项目年度评估

第1位

航空机械系统
与庆南晋州、泗川地区的航空国家产业园区一起积极发挥协同效
应的航空机械系统特色领域正在努力实现关于世界天空与宇宙的
远大梦想。庆尚国立大学积极开展产学合作，打造尖端教育环境，
为培养国际水平的航空航天产业优秀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		庆尚国立大学-韩国航空航天研究院、韩国航空航天产业航空航
天特色研究生院成立
•		航空航天产学合作馆开放，培育产学合作项目工作人员
•		参与KT-1、T-50无人驾驶飞机开发(教育部)，共同研究中心(DRC)
获得24亿韩元资助
•		入选航空配件产业工程技术开发项目，被指定为研究开发弘扬
特区，MOT事业团(培养机械航空专门人才)

在航空领域最先入选先导研究中心项目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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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尚国立大学医院昌原分院 马山医疗院(委托经营)七岩校区 奈洞校区加佐校区

昌原产学校区

庆尚国立大学医院

统营校区

南海高速公路

KTX晋州站

JC

IC

统营大田高速公路

● 晋州市外巴士客运站

● 国立晋州博物馆

● 莲庵工科大学

● 南部山林研究所 
   树木综合展示院

川前洞

독산리
新栗里

上平洞

加虎洞

송백리

속사리

平居洞

上大洞

하대동

● 晋州服务区

● 晋州市厅

● 晋州生活体育馆

● 慕德体育公园

望晋山

南江

加佐校区

七岩校区

奈洞校区

庆尚国立大学医院

庆 南 晋 州 市

为创造地区价值
不断飞跃

位于庆南的中心“晋州”的庆尚国立大学把加佐、七岩、统营、
昌原与奈洞校园当作地区发展基地，将为创造地区发展的价值不断挑战与创新。

庆南教育、研究、产学合作发展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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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创新的伙伴，
庆南创新城市&庆南晋州研究开发弘扬特区

晋州构建了“庆南创新城市”和“庆南晋州研究开发弘扬特区”。
庆尚国立大学不仅发挥连接教育和产业的桥梁作用，

还充分发挥产业园区相关领域的学术发展与培养优秀专门人才的作用。

R&D功能与技术融复合枢纽功能
•		利用航空核心技术先导研究中心、飞机零
部件研究所等开发核心技术

核心技术转让及扶持技术商业化
•				利用创业孵化中心、技术商业中心等扶
持商业化

庆南晋州研究开发弘扬特区支援中心 
运营成果(2021年)
•		研究所企业成立	22件
•		技术转让	43件
•		技术创业	28件
•		企业支援	69件

庆尚国立大学持有的航空航天领域专利

共227件
庆南晋州研究开发弘扬特区支援中心运营
成果(2021年)

共162件

被指定为庆南晋州研究开
发弘扬特区(航空航天配件
与材料产业)
以核心技术机构“庆尚国立大学”
为中心培育航空航天配件材料产
业全球据点

•		入选地区先进大学培育项目(大学-地方
自治团体-公共机构联动合作)
•		培养优秀人才、促进地区发展的MOU
•		开办庆南公共机构职务博览会
•		韩国土地住宅公社
-		土地住宅研究生院(夜间工学硕士课
程)成立
-		改善大学生住宅福利的MOU

•		国防技术质量院
-	培养优秀人才、促进地区发展的MOU

•		韩国著作权委员会
-	促进著作权文化发展的MOU
-	与法学研究所共同举办学术大会
-		入选韩国著作权委员会的创作人才著
作权专门讲座运营机构

•		韩国东南发电株式会社
-		共同开设融合科技研究生院合约硕士
课程
-		共同开设合约类“电气能源工程学
系”本科课程
-	签订未来发展项目“电力疾走”MOU
-		开展“南江环境力量合作项目”合作，
成立产学研融复合研究事业团
-		签订新再生能源共同开发协议、太阳
能开发项目投资协议

•		中小风险企业振兴公团
-	召开第一集团人才招聘会
-	推进中小企业扶持业务
-	签订共同关心领域业务合作MOU

庆南创新城市公共机构- 
庆尚国立大学合作现状
全体就业生中进入创新城市公营
企业、成为公务员与教师的比率
为35%

与庆南创新城市内公共机构有

11个协议
庆尚国立大学毕业生

614名
在创新城市公共机构就职(2013~2020年)

地方自治团体与大学共同打造
地区创业基础

庆尚国立大学优秀的教育与研究基础设施加上地方自治团体和大学、研究机构、企业等地区具有的实力，
培育出发展地区战略产业的创新人才。

通过这些，庆南可以同时创下人才培养和技术开发这两大成就。

地区创新平台项目是什么？
为确保地方大学具有竞争力而建立的“蔚
山	、庆南地区创新平台”是设立USG共享大
学并直接培育地区战略产业所需人才的韩
国第一个平台形式的大学模式。

USG共享大学提供符合企业需求的智能共
同体、智能制造工程、智能制造ICT、未来
流动性、绿色低碳能源等具有发展潜力的
产业相关教育课程，进修这些就能同时获
得所属大学和共享大学学位。除了大学内

外提供的奖学金，还给学生另外提供创新
人才援助金，以及支持教育与文化活动的
USG	Pass	Pay，并且提供在参与企业实习的
机会，促进学生就业。

绿色低碳能源

智能制造ICT

智能共同体

未来流动性
智能制造工程

2021年
蔚山、

庆南地区创新
平台

综合大学
庆尚国立大学

中心大学
庆南大学•昌原大学

蔚山大学•庆尚国立大学

3088亿韩元
援助金(5年)

5个领域 8个专业
蔚山、庆南型共享大学(USG)

13所大学 

62个地区创新机构参与

构建航空航天与创新城市产学合作枢纽 蔚山、庆南地区创新平台统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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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世界的步伐，
国际化项目
打开迈向世界的大门，通过与世界沟通
发掘人才不同价值的庆尚国立大学是设计更宽
广未来的场所。

发展中国家新一代领导者培育项目(FGLP)
自2021年起推进把发展中国家顶尖人才培养为新一代亲韩
领导者的“发展中国家新一代领导者培育项目(FGLP;	Future	
Global	Leaders	Project)”。由我校与庆尚南道、进军海外的地
方企业合作推行该项目，经过发展中国家优秀人才的选拔、教
育、实习等过程，还帮助他们在韩国企业工作。
FGLP硕士课程奖学学生获得2年(4个学期)的奖学金，不仅可
以学习专业领域，还会得到就业支持，体验庆南地区自然环
境、旅游与文化和先进企业等。

施行国家扶持项目，增强国际竞争力
目前已成功施行政府扶持的国际化项目，其实力在全球备
受认可。并已成功推进教育部的东南亚扶持项目“GKS政
府邀请外国人奖学项目”、“ASEAN国家优秀大学生邀请研
修”、“CAMPUSAsia	AMIS项目”等。
通过完成项目，不仅扩大了韩国的国际影响力，还为支持政
府的外交政策做出了贡献。

交流国家
39个国家

交流大学
260所大学

本科生261名+研究生170名
431名外国留学生

国际化项目选拔时期与派遣大学
每年1月
下半年日本交换生
大阪大学、九州岛大学、名古屋大学、明治
大学、关西大学、岛根大学、长崎大学、大阪
经济法科大学、山口大学、高知县立大学、
京都工艺纤维大学

每年4月
下半年中国与台湾地区交换生
(中国) 山东大学(济南）、山东大学(威海）、辽
宁科技大学、天津工业大学、青岛大学、江苏
大学
(中国台湾) 中国文化大学、彰化师范大学、
佛光大学 
下半年中国双学位制学生
山东大学(威海)、青岛大学、四川大学
下半年欧洲地区交换生
德国汉堡大学、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拉脱
维亚里加技术大学、顿河国立技术大学，西
班牙马拉加大学、法国弗朗什孔泰大学、阿
维尼翁大学、哈萨克斯坦欧亚国立大学、塞
梅伊国立大学、萨尔森·阿曼卓洛夫东哈萨
克斯坦大学
马来西亚交换生
马来西亚精英大学

每年4月、9月
放假与学期制英语研修生
马来西亚精英大学、菲律宾德拉萨大学、
UA&P大学、美国莫瑞州立大学

每年8-9月
上半年英语圈交换生
美国莫瑞州立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捷克
布拉格生命科学大学、马来西亚精英大学
上半年日本交换生
大阪大学、九州岛大学、名古屋大学、明治
大学、关西大学、岛根大学、长崎大学、大阪
经济法科大学、山口大学、高知县立大学、
京都工艺纤维大学

每年10月
上半年中国交换生
华中科技大学、青岛科技大学、青岛农业大
学、长春理工大学、长春师范大学

开辟新领域的海外就业之路
还运营许多希望在外国就职的全球开拓者项目。随时举办加
强海外就业能力的“上门的海外就业学术会”与提供各国海
外就业相关信息的“各国海外就业专题讲座”、“海外就业集
训”、“海外就业说明会和博览会”，扶持人才在外国培养更大
的梦想。

在外国大学研修2年，
并且在庆尚国立大学研修2年
后可获得双学位

2+2

GLOBAL
PROGRAM

体现国际化标准的外国留学生支援服务
为了外国留学生适应学业环境与稳定下来，提供包括导师
与GNU	Buddy制度、TOPIK(韩语能力测试)奖学金、文化体
验和参观工业企业、韩语集中培训课程、出入境签证延长
支援等一站式服务，还运营全球咖啡厅与国际休息室等许
多项目。

同时获得学分并积累国际经验！国际交流项目
目前运营能让学生学习新语言和文化,	同时获得学分的许多
国际交流项目。通过免除交流大学学费的“交换生项目”和
“双学位制项目”、“海外英语研修项目”等，亲身体验外国学
术与文化，增强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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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梦想和未来的
有针对性的就业与教育扶持项目

通过运营许多有针对性的就业与教育项目，庆尚国立大学支持学生们培养梦想。

为新生提供入学
成绩优秀奖学金

GNU Leaders(随时、定时)

学院一等奖学金
(随时、定时、
药学院)

学院二等奖学金
(随时、定时)

招生单位优等生奖学金

农渔村特别录取
优秀学生奖学金

无限拓展可能性的
奖学制度

GNU Leaders(随时、定时)
发给高考语文、英语、数学等级之和在四等
级以内的学生
福利：上大学期间资助全额学费，每学期
生活补助金400万韩元，每学期生活管理费
80万韩元以内(生活馆住宿生)。医学院、兽
医学院、药学院除外。

学院一等奖学金(随时、定时、药学院)
发给招考总分最高的学生
福利：上大学期间资助全额学费，每学期
生活补助金200万韩元(大一大二)，第一学
期生活馆管理费(生活馆住宿生）

学院二等奖学金(随时、定时)
发给招考总分排名第二的学生
福利：资助全额学费(大一大二)，第一学期
生活馆管理费(生活馆住宿生)

农渔村特别录取优秀学生奖学金
以招考总分为基准，提供给前5%以内的学生
福利：资助全额学费(第一学年第一学期)

招生单位优等生奖学金
以招考总分为基准，提供给前40%以内的
学生
福利：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学费差别分配
•		前10%以内：150万韩元，第一学期生活馆
管理费(生活馆住宿生)
•		前10%~20%以内：100万韩元
•		前20%~40%以内：50万韩元

校内外奖学金
88项

奖学金占学费总比重
70.2%

在校生人均受奖额度(一年)
272万 8300韩元

庆尚国立大学目前提供多种奖学制度，为学生们实现无限梦想
奠定基础。庆尚国立大学坚实的奖学金支援为人才充满信心地迈入社会注入能量。

开拓学期制
在国家重点国立大学中最先施行
学生设计科目“开拓学期制”。开拓
学期制是学生在一个学期里用自
行设计课题与自主活动代替上课，
从而获得基础与专业科目学分的学
士制度。

梦想与未来开拓项目
新生通过咨询所属学科教授或前
辈，听取许多经验与建议，从而提高
大学生活满意度的项目。

对新生的教育扶持

•		提升就业针对性的产学研合作
项目
•		强化基础知识能力的启发指导项
目
•		立足世界舞台的国际化能力增强
项目
•		培养奉献精神与品性的人格开发
项目
•		突破线上线下局限的教授助学
项目
•		运营国家考试备战班、注册会计
师班

在校生教育扶持

•		前途与就业咨询
•		NCS及职业能力倾向性测试针对
性教育
•		各科系Job	Day、前途与就业特别
讲座扶持项目
•		女大学生特别项目
•		招聘说明会与博览会(创新城市公
共机构等）
•		海外就业扶持项目(实习、说明会、
学术会等）
•		前途与就业集训
•		扶持就业社团
•		推荐就业
•		工作体验参与支持(现场实习、体
验型实习、青年强小企业体验等)

就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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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新的庆尚国立大学里学生们通过挖
掘个人潜力的专业教育，培养学习热情
与实现梦想的信心.

学院

为了明日的梦想, 
一起前行

人文学院
国语国文学系	/	德语德文学系	/	俄国学系	/	
法语法文学系	/	史学系	/	英语英文学系
(英语英文学专业、英语专业)	/	
汉语中文学系	/	哲学系	/	古汉语学系	/	
民俗舞蹈学系

社会科学学院
经济学部	/	社会福利学部	/	社会学系	/	
心理学系	/	政治外交学系	/	行政学系	/
儿童家庭学系

自然科学学院
生命科学部	/	物理学系	/	数学系	/
食品营养学系	/	服装学系	/	信息统计学系	/	
地质科学系	/	化学系	/	
抗衰老新材料科学系	/	制药工程系	/	
计算机科学部(计算机科学专业、
计算机软件专业)

经营学院
经营学部	/	经营信息学系	/	国际通商学部
(国际通商专业、国际物流专业)	/	
会计税务学部(会计学专业、税务学专业)	/

智能流通物流学系	/	
产业经营学系(在职课程)

工科学院
建筑工程学部	/	城市工程学系	/
土木工程学系	/	机械工程学部	/
航空航天与软件工程学部	/	
纳米新材料工程学部(高分子工程专业、
金属材料工程专业、陶艺工程专业)	/
产业系统工程学部	/	建筑学系	/
半导体工程学系	/	电气工程学系	/
电子工程学系	/	测控工程学系	/
化学工程学系

农业生命科学学院
食品资源经济学系	/	环境山林科学部	/
环境山林科学部森林融复合学专业(夜间)	/
环境材料科学系	/	农学系	/
智能农产业学系	/	园艺科学系	/
食品工程学部	/	环境生命化学系	/
植物医学系	/	动物生命融合学部	/
畜产科学部	/	生物产业机械工程学系	/
地区系统工程学系

法学院
法学系

师范学院
教育学系	/	国语教育系	/	历史教育系	/
英语教育系/	幼儿教育系	/	伦理教育系	/
普通社会教育系	/	日语教育系	/
地理教育系	/	物理教育系	/	生物教育系	/
数学教育系	/	化学教育系	/	美术教育系	/
音乐教育系	/	体育教育系

兽医学院
兽医学预科	/	兽医学系

医学院
医学预科	/	医学系

护理学院
护理学系

海洋科学学院
海洋水产经营学系	/	海洋警察系统学系	/	
养殖生命科学系	/	海洋食品工程学系	/	
未来产业融合学系(在职课程)	/	机械系统

工程学系	/	智能自动化工程学系	/	
智能通信工程学系	/	造船海洋工程学系	/	
海洋土木工程学系	/	海洋环境工程学系

药学院
药学系

本部学院Ⅰ
机械融合工程学系

建设环境工科学院
建设系统工程学系	/	环境工程学系	/
室内装修工程学系	/	造景系	/
纺织品设计系

融合技术工科学院
机械材料融合工程学部	/
机电一体化工程学部	/	汽车工程学系	/
融合电子工程学部	/	能源工程学系
																																													
本部学院Ⅱ
人类健康护理学系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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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类
自然科学类
工程学类
艺术体育类
医学类
跨学科合作课程
学研产合作课程
合约类
	
普通课程
硕士课程
4个学部	98个学系
博士课程
4个学部	88个学系
硕博研究生综合课程
4个学部	61个学系

跨学科合作课程
硕士课程	18个学系
博士课程	19个学系
硕博研究生综合课程		
15个学系

学研产合作课程
硕士课程	7个学系
博士课程	6个学系

合约类
硕士课程	1个学系
博士课程	2个学系

特殊研究生院
经营研究生院
行政研究生院
教育研究生院
融合科技研究生院
航空航天特色研究生院
保健研究生院
建筑城市土木研究生院
智能未来农业研究生院
产业福利研究生院
创业研究生院

研究生院为实现有深度的学业成就，
已具备专业化教育系统。
目前运营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教育系统、
本硕连读与硕博研究生综合课程，
尽快发掘优秀人才。
尤其是着力培育生命工学、机械航空、
纳米新材料与化学等特色领域，
努力发展成为全球研究中心大学。

研究生院

改变世界的研究，
超越极限的人才
之摇篮

研究生院 大学设施/研究机构

2021年全日制奖学金预算

34亿 5000万韩元
研修期间支付100%的全额奖学金

100%
国家重点国立大学中独一无二的助学优惠
(以全日制研究生为对象)

连续实施BK21项目第一 ~ 四阶段
(1999-2027年)

28年

理工类毕业生就业率

86.64%
与海外名校和研究所交流

22个国家  117所大学  

3个机构  6家研究所

2021年研究生院满员率

99.15%

教育基本设施
图书馆与分馆

附属设施与支援设施
人才开发院、博物馆、公共实验实习馆、保
健诊疗所、学生生活馆、国际语学院、终身
教育院、科学英才教育院、新闻放送社、出
版部、工程教育改革中心、国语文化院、教
职部、学生军事教育团、学生咨询中心、人
权中心、残疾学生支援中心、研究室安全
管理中心、体育振兴院、保育教师教育院、
预备军团、社会服务中心、最佳务农者教
育院、产学合作力量开发院、创业保育中
心、We	Children国际文化中心

研究设施
人文社科类
庆南文化研究院、经营经济研究所、经济
与经营支援中心、教育研究院、国际地域
研究院、国际贸易与物流研究所、大学社
会责任中心、法学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
院、社会福利研究所、社会经济研究所、产
学合作政策研究所、女性研究所、人权社
会发展研究所、人文学研究所、传统市场
商圈激活中心、创业研究所、青潭思想研
究所、社区商业研究所

自然科学类
基础科学研究所、农业生命科学研究院、
动物生命产业中心、未来动物资源研究
所、生物融合技术研究所、蘑菇研究所、生
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命工程研究所、食

品感觉认知研究所、智能农场研究所、美
丽村庄研究所、药学研究所、养猪科技中
心、基因分析中心、作物保护研究中心、绿
色农产品质量认证中心、海洋产业研究所

工程学类
工程研究院、国际园林研究所、绿色能源
融合研究所、未来融复合技术研究所、中
小企业产学合作中心、计算机信息中心、飞
机零部件技术研究所

医学类
健康科学研究院、动物医学研究所

具备许多大学设施与研究机构，促进地
区变化与发展。庆尚国立大学将站立在
中心，引领地区社会的发展。

增强区域实力的
原动力

大学设施/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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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项目
-	为在校生提供文化体育课程
-	管理与运营校内体育设施
-	运营校内外体育联赛
-	国家与地方自治团体委托项目
-	研修生活体育指导员(二级)课程等

特色项目
-		采用年会员折扣率及提供事前登记特别
优惠

-	基于数字AI的项目
-	提供非面对面健康护理平台
-	为女性提供普拉提项目
-	家庭运动项目

开馆时间
工作日：06:00	~	22:00
周六：09:00	~	18:00
(周日、公休日休息)

本校开设体育中心，为大学成员与当地居民提供更优质的运动讲座与体育设施。
总面积为7779.06㎡，包括游泳池(25m X 8条泳道)、普拉提、瑜伽、健身、会议室、
儿童区、体能测评咨询中心等最新体育设施，提供丰富多彩的活动。为生活注入活力

的保健空间

体育中心

体育中心 27

庆尚国立大学医院
•	于1987年建院且拥有950张病床的甲等
综合医院

•	被指定为庆南地区外伤中心，目前正在
运营

•庆南地区癌症中心
•风湿性以及衰退性关节炎公共诊疗中心
•应急医疗中心
•庆南地区心脑血管疾病中心
•机器人射波刀系统

庆尚国立大学医院昌原分院
•		2016年开设的庆南中部地区重点医院，
发挥庆南地区医疗集群作用

•		针对癌症、心脑血管疾病、高危产妇以及
早产儿、重症外伤等治疗难度高的病人
提供专业治疗

庆尚国立大学医疗机构
•	马山医疗院(委托经营)

目前运营庆南地区重点医院“庆尚国立大学医院”与“庆尚大学医院昌原分院”，以
及地区癌症中心“庆南地区癌症中心”。庆尚国立大学对医疗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持续
投资与热情投入就是为人民健康负责的光芒。

医疗机构

负责医学未来与
人民健康之处

医疗机构

“庆尚国立大学医院”&“庆尚大学医院
昌原分院”
庆南唯一一家国立大学医院

Only One
庆南地区癌症中心
韩国最早设置的地区癌症中心

First
2021年庆南地区外伤中心开放
New



加佐校区
52828 庆尚南道晋州市晋州大路501 TEL. +82-55-772-0114、1114
七岩校区
[大学本部] 52725 庆尚南道晋州市东晋路33 TEL. +82-55-772-3114
[医卫学院] 52727 庆尚南道晋州市晋州大路816号街15 TEL. +82-55-772-8017
统营校区
53064 庆尚南道统营市统营海岸路2 TEL. +82-55-772-9099
昌原产学校区
51391 庆尚南道昌原市义昌区车龙路48号街54 TEL. +82-55-772-0248
奈洞校区
52849 庆尚南道晋州市奈洞路139号街8 TEL. +82-55-772-3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