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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语语言文学专业

汉语语言文学专业

Korean Language & Literature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梨花女子大学韩语语言文学正式创立于1947年。为了全面拓宽学生对人文学的认识和理解，该专业以研究为导向，以培

中国的语言和文化被认为是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的东方国家的文化根源，汉语语言文学专业正是对汉语进行系统的研究

及的今天，韩语语言文学以韩国语和韩国文学的专业素养为中心，以培养引领新时代变化的女性人才为目标，时刻准备

中心，学习与中国文学有密切联系的经学、史学等一般的学术思想，因此在课程设置中还有语言、文化、历史和哲学等

养在学术界、教育界，以及广播电视、媒体、广告、文艺创作等各个领域的女性领导者为己任。在信息化和国际化日渐普
着新的机遇与飞跃。

的专业，吸取其精髓以便更好的理解和发扬东方的精神源泉。本专业以学习和研究中国的语言和文化，进行中文教育为
方面的内容。

主要课程

主要课程

的句子结构，韩国语意义论，韩国现代史论，韩国现代小说论，

的世界，汉语语法，中国古典诗歌，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

汉语会话，现代中国文化的理解，中国古典的理解，中国文学

韩国现代文学理解，韩国文学的世界，韩国语形态论，韩国语
戏曲的理论和分析，韩国古典小说阅读，韩国汉文古典精读，

与社会，汉语讲读，诗经与楚辞，中国神话世界，中国历代散
文，汉语学特讲，汉语通译练习，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

时调歌辞论，韩国口碑文学的世界，文学研究方法论，韩国语

的根源和历史，话法与媒体语言，创作的理论和实技，文艺创
作论

毕业后发展方向

毕业后发展方向

笔译、口译，出版、企业、金融界发展，电视台，报社，大企业，
驻外大使馆，政府机构，国会，中学及大学教师

教授，中学教师，韩国语教师，研究员，媒体记者，主播，编导，

编剧，诗人，小说家，戏曲作家，评论家，出版社（杂志，月刊 〮

特色

周刊）
，广告策划，其他( 文化界，法律界，公务员，企业宣传专

员)，继续深造( 国语国文系的研究生，教育系研究生，以及其
他各种专业的研究生)

•
-

中国文化，通过学术研究事业、研讨会、公报公布、运营资料室

特色
•
-

等，开展多方面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为学术研究，韩中文化
交流，国家发展战略以及政策的制定提供帮助。

学科附属研究院

国语文化院：通过对韩国语与韩国文学的专门并且深度的

•

了解促进韩国语文学的发展而开设。在文化观光部的支援下，

-

以国语学、古典文学、现代文学领域教授与研究院为中心，对

7+1 Abroad Program

以2年级以上的学生为对象，在8学期当中选择1学期到中国

进行学习（上海复旦大学等）
，在当地生活，是高水平语言研修
的项目。本项目由本校学费的80%的奖学金来支持。

韩国语文学的材料进行搜集和整理，共同进行研究课题，举行
学术发表会，邀请专家讲座等。
-

学科附属研究所

中国文化研究所：该研究所成立于2008年，为了深入了解

开设就业讲座：邀请在各行各业的韩国语言文学专业的毕

业生来校进行就业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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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言文学专业

法语语言文学专业

English Language & Literature

French Language & Literature

梨花女子大学英语语言文专业学通过对英语圈的语言、文学、文化的教育和研究，从而培养兼具人文科学的批判与创造

法语语言文学专业培养学生通过熟悉法国的语言和文化，研究法国文学，对法语语言学的基本概念进行充分的理解，

英语思考能力，能够理解英语圈的语言，文学和文化的知识能力，提高对多种文化间理解和交流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敏

国文化的了解，让她们具备在欧盟介绍本国文化的能力，并且可以规划和创造国际性的文化产业，同时具备专业人士的

能力，同时具备卓越的英语能力的女性领导人和专业人士。以此为目标，该专业培养学生能同时满足学术和社会要求的
锐度。

以后不仅能够在法国学的基础领域，而且在专门领域中也可以成为具备国际视野的专业人士。与此同时，加大学生对本
深度和广度。

主要课程

•

专业主要业绩

主要课程

特色

英美诗歌，Academic Writing Ⅰ･Ⅱ， Advanced Grammar，

-

2010年 中央日报全韩国英语英文专业评估第一名

法国文学史，法国社会的理解，实用法语，法语语言学基础，法

-

-

17 〮 8世纪英文学，18世纪英国小说，19世纪英国小说，19世纪
Advanced Reading，British and American Film，Film and

-

Literature，Introduction to Drama，Literary and Media

-

Translation，Phonolog y，Presentation and Debate，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Novel，U. S. Minority Litera-

2012年 入选QS世界大学排名英语英文专业百强
被选定为BK21人文社会领域工作单位
2010年 工作团体评估第一名

1986年以后 数次在教育部评估中评为最优秀专业

法国的语言和文化，法语会话，多媒体法语，法语语法和作文，
国诗的世界，法国小说和社会，法国戏剧，法国短篇小说，法语

语史，英语学概论，语用学，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英文化，现

语文化圈的专业人才为目标，与1999年建立了本研究所。目

毕业后发展方向

女权主义等，同时执行相关的科研项目。本研究所还负责举行

界，国内及国外金融公司，美术、戏剧、电影等各种与艺术有关

-

学科附属研究所

英美学融合研究所：通过文化间的交流，培养韩国研究英

前，本研究所正积极研究脱殖民主义、亚洲特色、近现代性、

代英美电视剧，现代英美诗歌

各种学术会议，国际冬季学校，特别讲座等。

毕业后发展方向

学来研究社会共同约定的语言文学，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

领域中的现象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进而研究韩国文化、社会现

社会，法国电影，法语圈文化的理解，荧幕法语

•

学科附属研究所

符号学研究所：1987年3月成为人文科学大学的附属研究

所，由法语法文学科与德语德文共同运营的研究所。通过符号

的意义和应用，法语结构和应用，法语翻译练习，法国小说和

ture，文章结构论，电视剧理论与实际，文化理论，美国文化概
论，莎士比亚，女性与文化，英文学入门，英美文化的理解，英

•

象中的独特的符号体制，以此向邻近的学问进行扩张性的学习
研究。
•
-

攻读韩国及海外大学研究生，国际机构，政界，舆论界，法律

7+1 Abroad Program

本专业学生（二年级以上）在8学期中选择一学期派遣到法

语圈国家的国外大学（法国图尔大学 ）交流，在那里生活并且

领域的活动

接受高水准的语言教育。本项目是通过本校学费20%的资金
来运转，旨在把本校生培养成时代所要求的人才为目标。

国际组织（UN，UNESCO等），韩国及海外企业，金融界，编导，

•

假期海外留学项目，DELF（法语资格考试）免费讲座，与法

问，编辑，演出企划专家，教师，教授，考取韩国及海外研究生

由讨论的开放式，学术型的学习氛围。

语教授一同与法语圈的交换学生见面交流，师生间可以进行自

主播，记者，行政专员，律师，外交官，会计师，口译，笔译，顾

特色

英语英文学是深造与择业最好的专业。英语英文学是人文学中

的中心学科，在就业现场中也极容易与其他学问相结合。本专
业致力于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人才，提高学生国际语言能力，

人文知识。本专业特别为学生提供了可以和其他专业融合的专
业方向，并促使学生不断进取的开拓设计自己的职业生涯。

英语英文专业的50％的学生通过一般交流，特殊的交流项目

外派到海外各知名大学，本校以100%的学生送到国外去经历
外国的学习氛围为目的进行7 + 1留学项目，使英语专业学生们

的专业以及语言教育的效率得到最大限度的扩展，培养国际
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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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语言文学专业

历史学专业

German Language & Literature

History

梨花女子大学德语语言文学创立于1963年，该专业主要在德语语言学的基础上学习德语，熟悉包括德国、瑞士、奥地利

梨花女子大学历史学创建于1955年，以多样的方法来探索古往今来各个时期人类的活动和国家的兴衰。本专业着眼于

是以德语和文学为媒介来进行的文化上的接近，更是让梨大学生在不断的摸索和实践中，拥有能够在社会的各个领域

史等多领域广幅度的素养和专业知识，具备透视未来社会的世界动态和发展趋势的视野，和面对社会变化，敢于创新

在内的德语圈国家的文化以及文学传统。以此为媒介，让学生拥有国际化的视野和对人类世界的关怀和理解。这不仅
适用的以未来为目标的多样性教育。

21世纪需要，培养学生国际化、信息化、专业化理性和历史意识及洞察力。同时，培养学生在韩国史，东洋历史，西方历
的勇气和责任感。

主要课程

特色

主要课程

特色

剧，德意志文学史，德国古典作家研究，德国现代作家研究，

每年派 遣最少2名以 上学生到德国的哥廷根 大学留学交换1

的理解，韩国近代史的发展，西方古代文明的成立和发展，韩

-

提供多种奖学金让学生到德国留学。

德语语法应用，德语文章阅读，德语会话与作文，德国电视
德国童话的世界，德国青少年文学，实用德语，媒体德语，德

年，奖学金由欧洲精神文化奖学财团的理事（德语专业毕业
生）个人出资。

国小说阅读，德国戏剧理论，现代德国美学，德国文化批判，

每年或每学期，由学校支援参加约2个星期的德国大学的联合

表现主义文化和艺术，德国语言和广告，欧洲的德国文化

学术研讨会。

在探索地域文化后，参加由教授主持的国外学习项目，本项目

毕业后发展方向

可以转换成相应的学分。

课外有德国学生指导开展的初级和中级德育学习小组，德国学

术交流处（DA AD）也会派遣德国教授负责指导各种活动，参

电视台，新闻社等舆论界，驻外公馆，企业，金融界，大学教
师，翻译

加活动后可以得到奖学金到德国留学。

西洋历史和文化，韩国历史和文化，东亚历史和文化，历史学

•

国古代史的发展，中世纪欧洲的形成和封建社会，韩国中世纪

本研究所是1963年12月由人文科学大学创立的附属研究

社会和文化，东西方文化交流史，西方近代市民社会和革命，

机构. 设立目的是为史学毕业生提供继续深造研究的机会，同

发展，西方现代史的发展与世界，中国近代史的发展，韩国现

激作用，提供新的历史学理论的研究方法，为树立正确健全的

时对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研究和历史学的学术形成积极的刺

韩国的传统和民俗文化，美国史，德国史，中国文明的成立和

历史观做出贡献。本校的历史专业与韩国及海外的大学关系密

代社会和文化，韩国现代史的发展，日本社会文化史

切，通过韩国及海外的学术会议，进行资料的交换和其他研究
成果的共享等活动，从而推进历史学的学问发展，并促进学校

毕业后发展方向

内历史学的大众化。

教授，研究所研究员，博物馆学艺社，教师，报社记者，编导，
作家，出版界，公务员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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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花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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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专业

基督教学专业

Philosophy

Christian Studies

哲学是运用逻辑分析与整理来思考世界与人类社会多种多样问题，最后使这些思考形成体系的学科。因此，哲学教育着

梨花女子大学基督教学专业旨在培养本专业的学生在物质主义和世俗主义的现代社会追求关于世界和人类根源的知

于，誓要打破“女性不擅长逻辑思考性很强的哲学”这种偏见，与此同时在普遍的哲学世界中，不断提高女性哲学家的

神。同时，以培养神学者，神职人员，教育者，活动家等活跃在亚洲及全世界的舞台上的女性指导者为己任。

重于培养学生的创意性思考和明晰的逻辑，以得到宇宙和人生的终极智慧为目标。梨花女大哲学专业的特别之处还在
能力，以及培养女性以特有的思考方式提出和解决哲学问题。

识。以信仰炙热的感性和冷静的理性以及丰富的女性化感受能力为基础，养成尊重生命以及培养对社会慈善活动的精

主要课程

主要课程

特色

化哲学，逻辑学，儒教哲学，伦理学，艺术哲学，西洋现代哲

经希伯来语，礼拜学，基督教教育学，圣经希腊语，现代神学，

-

西方古、中世纪哲学，西方近代哲学，形而上学，文学哲学，文

世界宗教与韩国宗教，基督教伦理和社会问题，福音研究，圣

学，哲学教育，认知论，实存哲学，语言哲学，历史哲学，比较

•

女性神学和宗教文化，牧会商谈理论和实际，基督教神学和现

哲学，东方现代哲学，女性主义哲学

机构。研究所不仅引领女性神学运动和担任韩国女性神学的正
统，还通过与全世界基督教女性们的纽带来引导女性进行完全

代思想，基督教伦理学，旧约神学，新约神学，宗教和心理学，

的自我实现，并为女性的神学性，实践性提供基础。同时，为女

传教神学，发达理论和宗教教育

毕业后发展方向

性普通信徒提供神学教育，女子神学研讨会，国际学术大会，
女子神学研究与出版，EJFT的发布等。

毕业后发展方向

广播电台，新闻社等媒体界，诗人，小说家，摄影家，剧作家，
电影制作，艺术评论，哲学专业继续深造，法学专业继续深造

•

-

术家

来进行实习教育工作及家庭咨询，儿童咨询，青少年咨询，夫
妻咨询，网络咨询，信仰咨询等。

哲学研究所：文化研究，通过学问之间的广泛交流来研究

哲学而设立的研究中心。为了哲学的大众化和大众的哲学化提
供讲座并进行研究。

女性哲学研究所：女性主义哲学的研究与扩散

-

哲学教育研究所：哲学教育教材开发与哲学教育的活性化

•
-

培养女性专业咨询家来治愈在现代社会当中被孤立，受到

大学院咨询专业的学生为中心组成。提供梨花教会咨询学会

学科附属研究所

-

梨花教会辅导中心

伤害的灵魂。本中心由梨花女子大学神学大学院与基督教学科

女性神学者，女性牧师，咨询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文学艺

特色
•

学科附属研究所

女子神学研究所：成立于1993年03月04日的超教派的研究

伦理教育研究所：伦理，批判思维能力的培养
周四哲学盛宴

一学期八次，每周四举行哲学教养讲座以哲学专业以及其

他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等多领域的专业人员、学生和教授为
对象，进行广泛自由的哲学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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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社会科学
学院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可获取的学位：学士、硕士、博士

EWHA WOMANS UNIVERSITY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政治外交学专业

行政学专业

Political Science & International Rel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政治外交学是理解人类的结合体即社会的属性以及解决其中存在之问题的最重要的学科。在这种前提下，政治外交学

面对着急速变化的国际化、信息化、地方化和女性化的文明趋势，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梨花女子大学致力于女性的教

生具备创造力与批判思维，努力勾绘人类共同体未来的蓝图。

管理领域女性政策制定者和女性高级官员，还潜心于行政学的优秀研究，开发与教育、培训，为培养教育处有能力的女

专业致力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将来为国家兴旺与民族昌盛、社会和集体生存与繁荣作出贡献。与此同时，培养学

育，并为了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而不懈的奋斗着，行政学专业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诞生的。本专业不仅致力于培养公共
性国家公职人员作出重大贡献。

主要课程

特色

主要课程

著作阅读，政治社会学，国家和市场，女性政治，欧洲政治，韩

-

府会 计学，城市问题 及 其政 策，文化 政 策论，市场与政 府计

政治是什么，当代世界政治理解，比较政治分析，政治学经典

•

国东洋政治思想，选举和政党，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现代政

专业主要业绩

为了培养优秀领先的研究集体，我们开设了“Ewha Global

Top 5 Project(以下简称Ewha-GT5)”，2013年被最终选定为
未来最有希望的事业团体。

治哲学的争论焦点，国际机构

-

2013年被选定为BK21PLUS事业小组，成为韩国进行文化

政治领域，及政治文化领域最优秀人才培养的文化现场，和推

毕业后发展方向

动政治变化的研究的教育执行基地。

外交官，国际机构，媒体人，中学教师，广告领域，非政府机构

•
-

专家，考取韩国及海外大学研究生

举办各类讲座

在学期中从讲论深度知识的学术讲座到在各个领域上活动

的学长来做特别讲座，以此帮助学生们。

行政学理解，政府与公共政策，人事行政论，女性政策论，政

划，保健政策论，行政哲学与公职伦理，公共财政论，城市与地
域计划论

毕业后发展方向

政府，国营企业，企业实体，新闻单位，教育机关，国际机构从
事者，非政府组织机构专家，研究院，考取国内外研究生

特色
•
-

专业主要业绩

2012年获得行政专业优秀就业支援项目征集作品展优秀奖。

2012年梨花行政学会（E-PAS）获得“第十届全国大学生模

拟国务会议大赛”金奖。
-

2010年梨花行政学会（E-PAS）获得“第八届全国大学生模

-

2010年Chung-Lae Cho教授获得美国政治学会行政领域

•

学科活动介绍

拟国务会议大赛”金奖。
最优秀论文奖。
-

E-PAS（梨花行政学会）
：以行政现象与国家管理有关的多

种主题为中心，开展研究、讨论等自律的学生自主活动，每年
发行梨花行政学术刊物。参加每年召开的全国大学生模拟国
务会议大赛，了解国情的基本计划与政府的主要政策的审议过
程，提高对政府活动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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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专业

文献信息学专业

Economics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梨花女子大学经济学专业现有主专业学生700余名，第二专业学生800余名，一向是最受欢迎的学科之一。通过学习经

文献信息专业研究关于文献和与信息相关的所有事实和现象，按照科学理论的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并研究这些资料

经济学专业素养的毕业生将来会正成为政府或公共机关、金融机构、大型企业和学术界的中流砥柱。

机，电子出版网络和多媒体的相继出现为图书馆学和信息学联接了纽带，本专业也得到快速发展，为社会发展提供需要

济学的基础课程，不仅可以学习到现代社会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还可以进一步学习经济学的深化课程。具备深厚

和信息在社会中的功能，因此这门学问带有很强的实用性，与现实社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以计算机兴起为契
的信息专家和人才。

主要课程

特色

主要课程

特色

济学，财政学，消费者经济学，博弈论，产业组织论，经济预测

-

引，书籍学的理解，图书馆实习，古文献管理，信息资料选择的

-

经济原论，微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数学，金融经

•

论，性别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

学科活动介绍

经济学科总MT，经济学科运动会（经济学科教授们和学生

在一起团结的节目）
，与教授见面（和教授一起吃饭、聊天的时

间）等通过多种活动来活跃学科内的交流。

文献信息学的理解，图书馆、信息中心管理，信息分类，信息索
理解，记录信息管理，图书馆与文化，少年儿童资料，读书指导

毕业后发展方向

毕业后发展方向

论调查机构研究员，会计师，考取国内外研究生

专家，网站专家，企业信息管理专家，记者，大学教师，研究所

政府机关公务员，企业，企业内部研究所，教育机关，银行，舆

•

专业主要业绩

2012年文献信息学专业在大学评估中排名第一（School

Press）
。
•
-

专业活动介绍

文献信息专业新生欢迎会、文献信息专业总MT、大同祭、社

会学院人参加志愿者活动，参加团大祭，交手祭，文信人（文献
信息学科的人）之夜等的活动使学科内的交流活跃。

图书管理工作，档案管理机关，信息技术专家，网络信息处理
研究员，图书管理专业教师

•

为了培养在校生现场实习能力，设立具备尖端多媒体系统的

•

文献信息专业学生在毕业时同时修完二级正司书资格证课

文献信息专业专用实习室和中央图书馆内文献信息有关教育室。
程和教职课程，即可获得司书教师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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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专业

社会福利学专业

Sociology

Social Welfare

社会学不仅是一门研究抽象知识的学科，还培养学生对人生和社会的洞察力，也是一门对于人类发展具有实践意义的

社会福利学专业在理解人类和社会的同时，研究如何改善人类的生活，使人们在未来生活得更加幸福，是一门实践性很

及教育人员，为社会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社会学专业优秀人才。

强化，创意性、包容性人才的强化，适应现场作业人才的强化，具有凝聚力、领导力的人才强化，善于沟通协商的人才强

基础社会科学。梨花女子大学是全韩国第三所创建社会学专业的学校，通过多年的积累本专业已经聚集了顶尖的研究

化。因材施教，差别化管理具有潜力的学生，培养适应现代社会的社会福利学人才。

主要课程

•

会学经历开发和现场实习，企业与劳动的社会化，社会调查方

量，丰富研究生的研究经验，强化与外部实务人员间的交流。

-

学科附属研究所

在社会学专业上，为了了解在变化的韩国社会，现在推进建

立“社会革新研究所”的计划。强化教授和研究员的的研究力

社会学理解，基础社会统计，古典社会学理论，组织社会学，社
法论，家庭社会学，社会调查实践，经济社会学，定量研究方
法，比较社会学，人口与社会，文化社会学，医疗社会学，环境

强的学科。社会福利专业为了确保学生的专业学习质量，本专业为自己设定了“五个强化”，分别是具有国际视野人才的

主要课程

毕业后发展方向

福利政策论，社会福利行政论，地域社会福利论，社会福利调

NGO，企业社会贡献机构，国际及本土福利财团，国际机构，

政府下属研究所，政府机构，各种社会福利机构，国际及本土

社会福利概论，社会福利实践论，社会福利实践技术论，社会
查，社会福利现场实习，社会福利法制论，儿童福利论，社会

国会，社会医疗部门

福利伦理与哲学，工业福利论，校园福利论，危机管理论，残

社会学，感情社会学

疾人福利论，老年人福利论，医疗社会福利论， 精神健康论

特色

毕业后发展方向

•

专家，考取韩国及海内外研究生

志愿者活动，可以帮助对社会福利的了解，并提高学生在学科

内的归属感。除了这些以外还有爱之歌聚会、SYMPO(学会)、

特色

SOCIO DRAMA TEAM, 学生会活动等多种活动在进行中。
•

专业活动介绍

-

社会学之夜：每年邀请步入各界的社会学科同门，指导在校

-

M&N：Mentoring & Networking活动，是学生们分组去找

-

生们的前途和学业，举办导师和学生的交流活动。

评估结果，被选为国际合作领先大学（教育部指定）。
-

Homo Socialcus（社会学会）
：每周读社会学文献后讨论

人才培养工作团体）。

其内容并且邀请教授们一起交流分享。活动以社会学专业学
生的学术活动为中心，有自主性的开展。
-

2013年，教育部BK21 PLUS工作中，最终被选入社会领域

的“福利、探访工作团体”
（引导未来社会的创意性社会福利

并和前辈们一起交流。

•

专业主要业绩

本 专 业以 开发“ 全 球 化 的 社 会 福 利 多 样 性 ”为目标，在

BK21第2阶段工作6年计划综合评估中获得了“非常优秀”的

指定已经就职的前辈，从前辈们那里学习就业与职业的经验，
-

每年两次邀请毕业生，进行职业探索的活动。通过多种文化

活动，教授们和在校生之间积极交流。在学生会主导下的自发

企业，研究所，政党，行政部，记者，PD，舆论调查机构，NGO

•

专业活动介绍

•

学生在毕业时颁发社会工作者二级资格证，取得社会工作

者一级资格证。

专业主要业绩

2012年，第19次中央日报大学专业评估中，本校的人文社

会系众多学科中，社会学专业的评估结果最好并且在2011年
和2013年，社会学专业均在评估中获得最佳表彰。2013年，在
东亚日报大学评估中，社会学专业获得第一名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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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专业

消费者学专业

Psychology

Consumer Studies

心理学是研究人类最根本的心理活动以及人类行为变化原因的学科。与哲学、文学等人文科学有所不同的是，心理学

梨花女子大学消费者学专业不满足于仅仅向学生传授有关于消费者福利的知识，在本专业中学生还将学习到，人类并非

观，因此适合想通过科学的思维方式研究和分析人类各种问题的学生。

着20世纪已经成为历史，人们不再严格的区分生产与消费，市场正在以国家为单位迅速形成而且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在一个可控的环境里测量动物或者人类的行为，通过实验、调查、观察等方法进行研究。因为研究方法讲究精密和客

这个世界作用的对象而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学生在本专业还将学习到国际化和多文化的消费环境的专业知识和观点。随
移。要预测21世纪的消费趋势，必须了解生产兼消费（prosumer）
、区域经济破坏、多文化背景。在这种急速变化的消
费及市场环境的变化中，本专业的目的是培养以专业的角度解读具体现象并迅速做出反应的专家。消费者学专业在科
学理解消费者心理的基础上，结合消费者与福利、教育、消费者市场营销、个人财务设计等专业课，培养合格的消费者
专家，并努力使之准确预测未来的消费趋势。

主要课程

-

理学，基础心理统计，心理测定与检查，青年成长过程心理学，

治疗过程进行观察。

主要课程

特色

学习小组。

消费者生活方式，消费文化论，消费者传媒，消费者趋势分析

划消费者研讨会，邀请企业、消费者团体的 专家给学生们做特

发育（Bayley）检查等多种发育及心理检查仪器，和沙子游戏
治疗道具等对婴幼儿进行检查，并通过单面镜对儿童的行动和

心理学的理解，成长心理学，性格心理学，学习心理学，生物心
心理研究方法，知觉心理学，心理评价，成人与老年人心理学，
中级心理统计，语言心理学，广告心理学

毕业后发展方向

发育心理研究室：发育心里研究，多种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及

-

心理创伤研究室：进行心理创伤的研究，并培养心理专家。

-

心理咨询研究实习室：进行心理咨询相关研究（咨询过程与

-

心理测定检查室：进行各种心理检查与心理测定研究、资

-

认知心理学实验室：感知危险时心理反应研究和资料分析。

料分析。

司，调查机构，与心理学有关的部门专家，攻读研究生

-

语言感知实验室：以语言感觉为基础进行多种的感知实验

和学术讨论。

特色
-

-

结果，咨询人教育，女性与咨询）。

心理咨询专家，校园咨询师，发育心理咨询师，企业，广告公

•

发育治疗室：具备多种检查仪器的游戏治疗室，通过婴幼儿

-

现代社会与消费者，消费者论，消费者市场营销，消费者教育，
与预测，消费者信息论，生产者与消费者混合体研究，消费者

别讲座。

企业论，消费者财政设计，消费者市场调查，消费者与休闲文
化，消费者满足度经营，消费者投资与保险，消费者权利法与

•

政策

毕业后发展方向

企业，企业研究所，调研公司，消费者团体，教育机关，银行，

消费者广告效果室：为了研究消费者的心理，本专业开设了

通过在线和脱机的实验测定广告效果的项目。

20

21

专业主要业绩

-

消费者教育综合信息大赛中获奖。

-

获得GS奖学金。

-

研究员，考取韩国及海外大学研究生

专业附属研究所

定期提供专业毕业生的讲座，以消费者热门话题为中心规

韩国FP学会，及FP协会的优秀财务设计大赛中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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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传媒学专业
Communication & Media
传播·传媒学专业是面对全球的变化和发展，配合数字技术，培养具有跨媒体性竞争力(cross-media competency)的

全球化专业人才的专业。本专业致力于培养学生对媒体和专业分析洞察力，理论性思考和沟通能力是本专业学生必须

具备的基本素质，在新闻学、战略性沟通、数字媒体资讯、影像文化传播、全球多文化传播、媒体经营 〮 政策法制等6个

专业的深化方向进行进一步的学习与发展。同时，本专业注重与其他专业的融合，开设了学生自我设计专业，因此本专
业一共有7个方向。通过这7个专业方向，我们将努力培养出优秀的，具有竞争力的优秀专业人才。

主要课程

毕业后发展方向

•

-

府研究机构，网络媒体的新闻与媒体服务企划，开发业务，主

法用媒体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个影像媒体的时代，影像专业

•

媒体记者，韩国主流广播公司PD，研究所研究员，传媒相关政

专业基础课

媒体写作与演讲，媒体研究方法，传播与社会，大众传播理

论，媒体心理学，人类沟通，说服沟通，媒体与性别，舆论社会

要大企业和外国企业广告、宣传、市场营销等工作岗位，广告、

学，广告的理解，PR传播，传媒概论，现象和意义，全球传播，

PR代理公司，调研公司，有线电视，无线 〮卫星电视等节目制作

影像传播理论，舆论思想，信息社会和新媒体，数字媒体与文化
•
-

人，节目编排人，播音员，节目作家，广播委员会，舆论财团，
广告 〮 宣传代理公司，主流大企业的广告、宣传、市场营销等工
作，网络媒体的新闻和媒体服务企划，开发工作等

专业深化课程

高级广播新闻制作，广播新闻制作，网络取材实习，新闻

学批评，取材与报道实习，编辑设计与出版，报道写作基础，
News Reporting & Writing, Global Journalism, English

特色

广告媒体策划，广告企划管理，广告版权，企业传播，PR制作

-

媒体与政治，论证，News Reporting & Writing，Advanced
Journalism for Beginners, Comparative Media Systems

•

与数字媒体，广告PR战略调查，广告创作，广告活动，PR传播

新闻方向

以培养能写出简洁明了的文章，有责任感的舆论家和相关领

域的专家为目标，对学生进行教育。除了传媒思维、新闻批评、

活动，危机管理与矛盾化解，广告与社会，PR传播传略，政府

政治传播、全球新闻学等理论课程之外，还有取材报道等相关具

市民团体交流，PR传播与社会焦点，网络传略传播，广告与消

体工作性质的课程，还有通过英语新闻学、时事批评与讨论等课

费者心理，大众文化研究，媒体的对象，影像企划与导演，影

-

-

影像文化传播方向

学生在本专业会学习在传播学的角度上对社会现象进行分

-

析和批评的理论知识，并学习如何将社会文化价值和自己的想

获得最优秀作品奖。
-

并能够企划文化资讯的专业人才。
-

责校内的各种活动、特别讲座的摄影，编辑等活动，也是传播
传媒学院内部的影响制作中心。

媒体经营法制方向

媒体经营、法制政策方向是最近的媒体事业的新动向和前

-

媒体事业向前发展的专家。本专业致力于培养能够掌握整个媒

影像经营战略与实际，多媒体与网页制作实习，数字影像特殊

•

Computer Interface)研究，互动媒体论，摄影实习，资讯商

将来能够成为具有国际广告、宣传的专家。本专业以说服传播

效果，数字影像项目，数字动画，互动资讯设计，HCI(Human

-

务的理解，媒体工业问题分析，Media Law and Policy，媒体

能够制定媒体政策制度框架的专业人才。

行影像的制作的设备，学生们在实习课的时候可以通过实践学
习到更多的知识。
-

专业主要业绩

2004年大学协会举办的 “大学综合评价与学问评价”中获

得新闻广告-广告宣传领域第一名。

战略传媒方向

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企划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

动，保健科学传播等学习内容，让学生在更加广阔的传播应用

解，舆论案例分析，表现的自由与舆论伦理，组织传播，文化间

领域中成为优秀的传播学专家。

传播，国际PR传播，全球战略传播研讨会，全球经营战略，传
播独立研究

•
-

数字媒体资讯方向

培养引导数字影像媒体时代发展的企划、制作、传播影像

资讯的专业人才，让学生理解并掌握技术与人类、人类与人类
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本质，进一步掌握如何设计媒体系统，如何
进行服务和咨询的企划，如何进行制作和评估等，最后成为这
个领域的专业人才。
22

数字影像实验室：有24台电脑，可以针对各种数字影像资料

进行授课。

的知识为基础，为学生提供市场品牌PR，通过公共利益传播活

工业和著作权，媒体经营论，资讯商务的理解，媒体政策的理

摄影棚和副控制室：装备了最先进设备的工作室，具有最先

的副控制室中，不但可以进行学生的实习课，还具备了可以进

程，来进一步扩展学生的社会认识，培养学生健全的批评意识。

像媒体批评，纪录片的制作，电影理论与批评，照片制作学习，

编辑室：具备21世纪影像工作一切的数字系统的工作室。

进的基本设备和色度键，最完美的照明工具。和工作室相连接

体的动向与发展方向，了解经营、传播、消费等全面的知识，并

-

Seoam影像制作中心：传播传媒影像学院内部的实习课程

专用实习中心，传播传媒影像学院内部社团活动支援中心。负

景。学生在本专业将学习媒体编辑和传播的战略，并成为引导

•

PR社团EPRIs (Ewha Public Relation In study)，文化体育

观光部主办的（2013）朴槿惠政府青年政策PR战略发表会上

人才活跃在各个领域。因此，本专业要培养出具有融合性的，
•

社会学院内部就业率连续2年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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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
学院
College of Natural Sciences

可获取的学位：学士、硕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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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专业

统计学专业

Mathematics

Statistics

数学是表现自然科学的语言，以数字、逻辑、空间等基本事物作为研究对象，是一门清晰、严谨并结合自然之美的学

统计学是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经济现象等多种方面中获取资料，以科学的方法为依据，进行合理的判断，并提供预测

数学又分为以积分概念研究各种函数性质的解析学和研究数理演算的代数学，研究空间结构的位相数学和几何学。应

别是在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领域中，培养能够灵活运用统计学知识，积极活动的人才为培养目标。近来，社会对于大

科。数学还是解释自然法则最基本的工具，是人类了解大自然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数学首先分为纯数学与应用数学。纯
用数学起到联接自然科学、工程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作用，是一门解决实际问题的学问。

未来的工具的学科。本专业以培养高度的情报产业社会中必不可少的是具备资料分析与情报处理能力的专业人才，特
数据分析的需求越来越多，大数据分析已经跻身于统计学中主要相关的领域。

主要课程

•

– 提供学习成绩优秀奖学金，理工科培养奖学金，全球基地

主要课程

程式，位相数学，复素解析学，整数论，数值解析学，数值微分

生的专项奖学金资助，乐天奖学基金会，理工科国家奖学金等

概率论，回归分析，数理统计学1、2，计算机编程，统计数据

解析学概论，线性代数，离散数学及编程，逻辑与集合，微分方

奖学金支援

奖学金，梨花福利奖学金等校内奖学金，以及诸多数学专业学

方程式，符号学，现代代数学，微分几何学，实变数函数论，现

统计学，电算统计学与实践，矩阵代数学，解析学概论，基础

的校外奖学金。

代符号学概论，数理映像处理，金融数学，保险数学

•
-

毕业后发展方向

库，统计商谈实践，经营经济资料分析与实践，试验计划法，标
本调查论，多变量分析，时间数列分析，概率测定论，数据挖掘

与实践，范畴型资料分析，保险统计（生命保险）
，损害保险，金

实习机会的提供

为想要考取研究生的学生，提供假期中参与研究的机会，在

融统计学

放假期间让学生们参加试验、研究实习课程，参加校内外的学
术活动。

社，贸易业等产业，大企业，信息通信领域，教授，就职于计算

毕业后发展方向

及海外大学研究生

政机关，企业，企业研究所，教育机关，言论调查机构，医学研

教育机关，研究所，金融及保险机关，电子计算机行业，出版
机计算、信息保护、经济学、经营学等应用数学领域，考取韩国

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个人与企业信用评价机关，政府行
究所，会计师事务所，考取韩国及海外大学研究生

特色
•

专业主要业绩

特色

2012年中央日报大学评估中，被单独选为理工科最佳学科。

-

-

2011年中央日报大学评估中，被选为理工科最佳学科。

-

2013年中央日报大学评估中，被评为理工科最佳学科。

-

•

-

2006年到2013年进行的BK21综合评估结果为“非常优秀”。

学术间的专门统计研究的合作研究。

被指定参与BK21 PLUS工作。

2013年到2019年7年进行硕博士级优秀人才培养及学术培

•

统计软件培训

培养SAS，SPSS，E-Miner，Minitab，R，Visual Basic等迅速
处理数据的能力。

学科附属研究所

数理科学研究所：研究生在校时，为参加学术大会或发表论

•

2009年被韩国教育部，研究财团评选为理工大学重点研究

券投资顾问，金融资产管理师，社会调查分析师1、2级，SAS

文的同学提供一定的奖学金及毕业后的研究优惠。
-

梨花统计研究所：基于现在的统计需要，本研究所设立了4

个具有特性的总体部门. 可以进行其他统计研究所不能进行的

训工作。
•

学科附属研究所

毕业后可获得的资格证

韩国保险精算师，美国及拿大精算师（SOA）
，礼品交易师，证

所，并资助了19名研究教授，博士后研究员以及20名研究助教

国际资格证，品质经营技师1级，信息处理师1级等。

及硕士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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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专业

化学﹒纳米科学专业

Physics

Chemistry & Nano Science

物理专业以人类最根本性的属性—好奇心为基础，扩展人类与自然的普遍性知识。即累积能够理解和解释大自然规律

化学 〮 纳米科学专业以理解分子与分子汇聚层次的物质合成与物理化学的特性为基础，作为基础学问，近来通过与纳米

性的分析思考。熟悉物理学知识和思考的学生们开始用一种充满好奇的眼光来观察自然与社会，并逐渐成长为追求能

物理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高分子化学、生化学、纳米原材料科学等专业知识为基础，进一步学习21世

的知识，这一系列过程就是物理学的历史。与此同时，物理专业的学生还需要具备伦理性的系统性的推论能力，和数学
够清晰理解问题的、具有洞察力的、名副其实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

主要课程

-

物理学，数理物理学，实验物理学，电子学，电算物理学，粒子

培养有关部门的世界顶尖人才。

新再生能源研究中心

本研究中心与2009年成立，开发促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力学，电磁学，量子力学，热与统计物理学，波动与光学，现代

相关的研究能力，目标在于通过纳米技术与信息技术的融合来

物理学，固体物理学，分光学，天体物理学，生物物理学

-

梨花CNRS国际共同研究所

2010年被指定为科学未来创造部，韩国研究财团国外优秀

机构招标工作机构。与法国CNRS研究所进行人力交流，量子

毕业后发展方向

动力学的研究课题，长期驻留，共同进行国际共同研究。

韩国及海外优秀大学及研究所的教授和研究员，大企业研究员

•

利技术专家（专利申请代理人，专利厅）

理学科成为物理领域中的佼佼者。

（韩国及海外电子，半导体，显示屏企业）
，技术经营专家，专

校的积极支援以及多样的产学合作、奖学金支援下，我校的物

-

学最佳学科的成绩。特别是在2012年，获得了单独最佳学科的

•

学科附属研究所

-

•

有机化学2，生有机化学，有机分光学，合成有机化学，无机化

-

-

物理化学1，物理化学2，物理化学3，生物理化学，有机化学1，

器分析，高分子化学1，高分子化学2，生化学1，生化学2，能源

•

时的特殊化学部门国际本部会转移至此，新设R&D，并招聘梨
花优秀的科学人才一同开创新产业。

考取韩国及海外大学研究生，企业研究所，国策研究所，专利申
请代理人，特许审查专家（专利厅，大企业研究所），产业支援

•
-

生物矩阵实验室，生无机化学实验室，生物物理化学计算实验
室，生电分析化学实验室，生物有机化学及甙组合实验室，生

物化学实验室，有机材料和分子识别实验室，有机反应机制实

专业主要业绩

参加教育部特性化工作（2004~2009）
，参加教科部（教育

验室，有机药物化学实验室，有机合成实验室，电分析化学实
验室，组合生物合成实验室，智能纳米符合实验室，尖端有机
合成实验室，催化反应研究室，荧光纳米scope实验室，活性
超分子实验室。

国外交流现状

与美国，德国，英国，澳洲等10个国家29个大学和研究所

进行国际共同研究。

早期宇宙科学技术研究所

名誉教授George F.Smoot(2006年诺贝尔物理学受奖者)

为特邀研究所长，2009年设立。本研究所通过宇宙背景复制理
解早期的宇宙，通过黑暗能量与黑暗物质的研究理解现在的
宇宙，以开发超精密宇宙源泉技术为目的。

28

高分子生物材料实验室，固态化学实验室，光电纳米实验

实验室，纳米仿生材料，生物能源实验室，物理化学实验室，

组，被选入5个国家指定研究室（跳跃性课题）
。

理的核心——量子超材料为目的。

研究所

室，纳米生物材料实验室，纳米复合材料实验室，纳米新素材

被选为学术振兴财团中心研究所，被选进2个创意研究工作小

小组。以创出以量子力学与纳米技术为基础的历代量子信息处

2011年5月与苏威签订了产学协力条约，在本校留置了苏威

特殊化学部门国际本部R&D中心。一旦苏威中心建立，在比利

毕业后发展方向

-

催化反应合成研究中心：提高有机金属化学，催化等国内的

Grubbs教授。

与有机电子原材料化学，化学实验技巧，有机化学实验

•

智能型纳米生物素材研究中心：构建在未来国家科学技术占

学术研究水平，指导教授是获得2005年诺贝尔奖的Robert H.

部）BK工作（2006~2013,2013~2020）
。

量子超材料研究中心：2008年，被选入由科学技术部，韩国

学科附属研究院

领领先地位的NT-BT融合领域核心技术的基础及研究网系统。

学1，无机化学2，纳米原材料化学，分析化学1，分析化学2，机

-

科学财团指定的优秀研究所（SRC）
，和本校教授组成的工作
-

主要课程

•

评价。

被选入BK Plus 工作小组

一步培养出能够为人类和社会发展做贡献的女性科学技术人才。

特色

专业主要业绩

2010以后在中央日报发表的学科评估中一直保持了全国大

•

纪化学与纳米科学的学问知识。以这些知识为基础，培育学生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各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进

部，科学技术部，情报通信部官员，医学专门研究生，药学大学

特色
•

在国内物理学科中教授人均的研究费为最高水准。通过本

科学相接轨，在第二代能源、环境、生物原材料和元件发掘、以至尖端应用领域中，担当者未来产业发展的中心角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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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专业
Life Sciences
生命科学专业是研究多种生命现象的根本原因和过程的自然科学。通过讲义、讨论、研讨会、试验实践、实习等教育课

程，向学生传递自然中出现的神秘和各种生命现象的原理与过程，让学生能够系统、均衡地掌握生物学知识，培养未来
的生物专业专家。

主要课程

通过跨学科的研究，对氧化-还原过程（氧化还原反应：氧化还

理学，胚胎学，免疫学，生态学，动物行动学，植物形态学，分

物体功能调节的核心理论，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新概念的生物

建立于2009年，由生命科学，化学部门的研究人员共同组成。

细胞生物学，遗传和进化，生化学，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生

原）进行多种学科校对的研究和介入，通过这些研究，发现生

子进化学，神经科学，动植物生理学，胚胎生物学，环境生态

体模仿系统和新药物的开发研究。

学，生物信息学，组织生物学

-

究和教育。与此同时，本研究所还接受外部委托的研究项目，

毕业后发展方向

进行自然历史的教育。通过这些工作来进一步促进人类对自

然的理解，并提高国民的情绪素质和科学素质，为提高整体国

国公立研究所，制药公司，生命工学公司，专利申请代理人，

民的文化涵养而做出贡献。

任用国考考试，公务员考试，国公立研究所研究员，国内政府

机构与政府出资机构，联合国与国际环境机构和附属团体，教
授，考取韩国及海外大学研究生，医学专门大学研究生，药学

为优秀的学生提供以本硕连读课程的教育机会，这些学生

•

自然历史博物馆

-

特色
-

•

可以提前本科毕业，并在3学期内修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

大学研究生

•

生态科学研究所：生态自然科学研究为了人类更好地理解

自然，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保存生物的多样性进行了一系列的研

本博物馆保管着20分满分的生物标本，同时是搜集，展示，

教育等研究的动态教育场所。

学科附属研究所

•

细 胞 动 态 平 衡 研 究 中 心：研 究 生 命 现 象 的 基 本 调 节 机

-

制——细胞内部及细胞间为了维持细胞的恒时性进行的一系列

Lab Rotation，实习研究制度

直接在实验室体验研究过程。

调节控制机制。
-

基础科学研究所：本研究所是自然大学的附属研究机构，

目标在于促进基础科学研究的质量发展，积极活跃地发展专
业研究领域。
-

自然 历史博 物 馆：本 博 物 馆保 存了韩国及 海 外 各地的动

物，植物，矿物，岩石，化石等，着眼于生物多样新的保护和保
存，致力于自然环境的保护，经营综合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及培训。
-

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心：成立于2001年。为分析基因组，蛋白

-

生物氧化还原系统研究中心：生物氧化还原系统研究中心

体等五集成结构数据，开发各种程序和数据库的研究而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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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TEC College of Engineering

可获取的学位：学士、硕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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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机械生物工程学部

计算机工程学专业

Mechanical and Biomedical Engineering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面对全球日益增长的生物健康新工业需求，梨花女子大学新增了人类机械生物工学专业，致力于先进的跨学科研究。本

计算机工程学专业建立于1981年，迄今为止共培养出2400多名毕业生。本专业以计算机工程学领域的基础理论知识为

活体工学，生物传感器等科目，使本专业更加适合女性学习，该专业旨在培养在未来新工业领域活跃的女性领导人。本

本专业还通过专业见习教育和企业实习项目，培养业务能力较强的女性工程师。同时为飞速发展的计算机工程学领域

专业有融合机械工学，拟生命工学，生物数据工学等三个方向，包括尖端医疗机械，智能机器人，大数据，生物信息学，
专业以研究方向取代具体科系，跨越学科界线，使学生们能够在这里学习到多领域的知识。以发达国家为首的老龄化现
象正逐步扩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能够追求更加幸福健康的生活成为提高科学技术力量的目标。本专业将在梨花医

教育内容，旨在培养能够解决ICT(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领域各种问题的专业人才。与此同时，
的未来型新技术研究提供人力资源，培养具有进行国内外共同研究能力的女性专家。

疗院（木洞医院，麻谷医院（预计2018年开院））、医学、药学、工程学、生命科学、大脑认知学等梨花女子大学的强阵容
专业中，担任生物学相关的科学教育和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在医学生命科学领域引领多学制的跨学科教育和研究。

主要课程

特色

主要课程

-

动化控制，机械零件设计，优化设计，机器人工程学，机器人设

学科目。通过8＋2形式的学期制，向学生提供产学结合、以现

实习，数字逻辑实验，计算机结构，数据结构，自动化与形式语

名学者一起进行嵌入式软件技术与汽车、医疗IT等领域的融

•

机械工程学方向： 静力学，动力学，流体力学，热力学，自

以培养综合型人才为目标，开设了人文、社会、艺术等跨学科教

计与解析
•

场为中心的教育，更向学生提供在公司中实习机会以及国际公

生物医学工程学方向：生物力学，生物材料，纳米生物工

司实习奖学金。该系学生入学后，可根据自己的个性和专业的

程，肌肉骨骼力学，组织工程学，康复工程学，医疗影像处理，

内容，从融合机械工学方向、医学生命工程学方向、生物数据

细胞工程学，大脑神经工程学，医用仪器
•

工学三个方向中选择一个（或一个以上）来作为自己的研究方

生物数据工程学方向：生物信息学，生物统计学，数据结

向。

构，遗传信息学，数据分析，系统生物学，人工智能，基因组与
个体化医学

毕业后发展方向

型研究中心大学培养项目（WCU）的支持下建立。2008年以

数字逻辑设计，系统软件，Python编程与实习，C语言编程与

来，研究中心一共得到10亿元韩币的研究经费，目前与国外知

言，编程语言论，信息通信工程学，编译构造，人机互动，计算

合研究。上述研究成果发表的论文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成为该

机图形学，JAVA编程与实习，数据库，计算机网络，软件工程

领域最早发表并获奖的论文，拥有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得到了

学，操作系统，计算机算法，人工智能，信息通信系统实习，虚

科学界认可。

拟现实，数据库应用，开放式软件平台，开放式软件项目，计算
机工程实习，工程顶点设计

•

毕业后发展方向

达到80%），多数学生就职于现代汽车、三星电子、LG电子等
大型企业。

律与媒体机构，研究生（本校或韩国及海外优秀研究生院），

•

毕业生的主要就职于三星电子，三星SDS， LG电子，LG CNS，

学金、计算机工学同窗会奖学金、DONGHWA自然地板奖学

其他（技术高等考试，专利代理人，教师，公务员等）。2015年

析专家，机电一体化专家，机器人工程学技术员，机械工程学
技术员，电子医疗机械开发员，专利代理人，教授等。

金、Seoul Accord Tutor奖学金等计算机工学专业学生才能享

斗山公司情报通讯，大信证券公司，WOORIFIS，AppCenter

星电子，三星麦迪逊，韩国GE医疗，VATECH，OSSTEM，美国

受的多种奖学金。

本部，金•张法律事务所，朝鲜情报通讯等企业和机构。

强生，西门子，SEWON CELLONTECH，奥林巴斯等）， 政府

•

特色

机关，政府直属研究所（食品医药品安检处，韩国保健医疗研

究院，韩国保健产业振兴院，尖端医疗产业振兴财团，韩国科
学技术研究院，韩国生命工学研究院等）

•
-

最新的器材和完备的实习设施

智能软件开发实习室、讲义录像系统、机器人和智能机械等最
新软件开发器材等。

学科附属研究所

计算机制图˙虚拟现实研究中心：先后完成了韩国国家指定

研究室项目（NRL）、IT核心技术开发项目、大学信息通讯研究

中心支援项目（ITRC）、先导研究扶持项目等多个国家级项目
研究。开发虚拟和混合现实技术，并将技术实用化投入到医疗

现场中。本研究所还致力开发医疗影像视觉计算机技术和实时

物理模拟引擎，研究如何将虚拟空间中物体间的冲突等物理现
象更加生动地展现。通过上述项目引领多个领域的创新型研
究。
34

提供多种学科内部奖学金

三星电子软件人才培养奖学金、KT奖学金、李起浩（人名）奖

现代汽车，现代工程，SK电讯，KT，CJ，CJ E&M，大韩航空，

就业：韩国及海外生物，电子，机械，信息处理等相关公司（三

高就业率

大多数本科毕业生都能够成功在毕业前就业（2015年就业率

韩国及海外大型企业，政府下属机构，投资公司，金融机构，法

职业种类：生物信息系统开发员，信息技术顾问，生物数据分

嵌入式软件研究中心：本研究中心在韩国研究财团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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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专业（新成立专业）

电子电气工程学专业

Cyber Security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ICT（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技术正在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接轨，对于所有用电脑来操作的

21世纪已进入信息技术时代，人类发展离不开核心硬件和软件。电子电气工程学专业就是对核心硬件和软件进行学习

中的风险逐步影响到现实生活，极易导致无法挽回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混乱。但是目前网络安全专业处于初步阶段，缺

生等过程的研究，以及过程中所必需的硬件和软件的开发与研究的尖端科技学问。电子电气工程学专业在教学时充分

业务来说，安保技术成为非常重要的要素。特别是随着ICT相关的多种融合型产业的极速发展，使原本存在于网络空间

少专业人才。网络安全专业在这样的社会要求和期待中应运而生。以计算机工程学的理论知识为基础，通过对ICT及多
种融合型产业领域的保安技术相关理论进行学习实践，建立系统的教育体制，培养网络安全专家，引领国内外网络安

全技术的发展。软件学院的计算机工程学专业，拥有最优秀的教授团队和教学环境，具有最悠久的教学历史，通过相关

和研究。电子电气工程学包括对影像及音像信息、生物信号、医疗影像等多种多媒体信息的加工、处理、交换、传送、再
考虑到女性工作特性、韩国产业构成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等，开设了信息网络、信号处理、半导体回路、纳米生物、智能电
网等特色研究方向，集中培养未来信息化社会专业女性人才。

领域的多样化研究达到学科互通的效果。该专业将发挥优势，通过系统的专业教育，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并致力于培
养具有领导力的女性网络安全专家。

主要课程

学习范围

主要课程

•

计实验，网络安全概论，信息系统安全，计算机系统，现代密码

只有保障产品安全性才能使产品更好，更安全地提供服务，这

基础电路实验，电磁场，通信理论，电子电路，数字通信，数据

像处理研究室，多媒体信号处理研究室，半导体元件研究室,

Python编程与实习，C语言程序设计与实系，面向对象程序设

现在以ICT为基础的多种跨领域研究已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

学基础，整数论，网络安全基础项目，网络安全，算法与实验，

也是许多产品在开发初期阶段被忽视的问题。网络安全专业不

云计算安全，大数据安全，生物识别系统安全，版权保护与管

仅要学习传统的ICT领域的安保技术，还要学习IoT、大数据、

理，数字取证，安全编码与实习项目，网络安保实习，网络安全

云计算、生物识别系统等最近被广泛熟知的技术，同时进行跨

顶点设计

领域安全研究及教育。政府的大力支持是本专业能够进行更

高水平研究和教育的强大后盾，使本专业能够培养出理论和能

毕业后发展方向

力兼备的优秀人才。

特色

韩国大型企业，政府下属机构，投资公司，金融机构，法律和
舆论机构的安全部门，研究生入学（本校和国内外优秀研究生
院），其他（技术高等考试，专利代理人，教师，公务员等）

•

最新器材与实验设备

具备各种智能软、开发实验室、讲义录像系统，机器人和智能
机器等最新软件开发器材。

跨专业电子技术研究所，宽带网络通信研究室，移动通信研

数字工程学，电路理论，信号与系统，随机程序，半导体工程,

究室，无线多媒体通信研究室，多媒体通信与网络研究室，影

通讯网，数字信号处理与实习，通信工程实验，计算机科学概

SOC设计研究室，模拟回路与系统研究室，生物电子系统研究

论，生物电子工程，集成电路设计，嵌入式系统设计与开发，数

室，神经电子工学研究室，微˙纳米体系研究室，信息符号化与

字影像处理，数字系统设计与实习，移动通信

处理研究室。

毕业后发展方向

•

关的大型企业和研究所,现代汽车，万都等与汽车相关的大型

们解决在学校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

启导项目

选拔研究生和高学年的学生作为指导生，在启导项目中负责主

三星电子，LG电子, 三星SDI，LG Display，SK海力士等电子相

持工作。帮助初次接触工程学的新生适应工程学学习，帮助她

企业,SKT，KT，LG U+，NHN等通信服务公司，电子通信研究
所（ETRI），电子零件研究所（KETI），国防科学研究所（ADD)

•

究所，多媒体与通信相关投资公司，研究生入学（本校及其他

假期中开设研究生院研究室的实习项目，由未来发展教育工作

等政府直属研究所，IBM， 摩托罗拉，英特尔等外国企业和研

本科生研究活动支援

为了加强本科生的研究能力，帮助本科生更好就业，该专业在

优秀研究生院），高级技术公务员，专利代理人，专业记者

组进行支援。

特色

•

-

办展览会，组织并召开初、高中生教育发明展览会等社团活动

•

社团活动

专业内学术社团EEI(Ewha Electronic Innovation)的开设与

支援。开展机器人、MCU、程序设计研究，成立专业讨论会，举

专业主要业绩

2014年中央日报大学专业评价（理工系列电气工学专业)

中与首尔大学等7个学校一起被评为“上”级院系，38个学校中
（电子工程学专业）中位于就业率第3位（就业率80%）。

•

年）。

年1000万元韩币的奖学金，提供硕士连读的机会

-

36

学科附属研究所和研究室

被 指定 为校内最有潜力的专业教 育 项目（201 5 年 -2018

LGenius R&D 产学奖学金项目

产学奖学金学生选拔后，推荐到LG Display R&D工作，提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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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新材料工程学专业

食品工程学专业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Materials Science

Food Science & Engineering

化学新材料工程学专业是从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基础学问的角度来研究物质与能量现象，通过调节物质与能量之间

食品工程专业是对食品的原材料成分、食品的生产、流通、被消费者购买的整个过程进行学习和研究的学科。本专业以

成、塑料、OLED显示装置、太阳能电池等跨时代性的发明都是通过化学新材料工程进行的。该学科不仅对物质进行直

学、食品检查以及食品营销等方面进行学习研究。梨花女子大学食品工程专业旨在提高学生们的食品工学的专业知识，

的关系提升产品价值，并对新性能加以探索。化学新材料工程学与人类的历史发展步调一致，历史悠久。例如尼龙的合
接操作，而且对相关学科进行探究，因此在社会发展中扮演者重要角色。作为主导可持续发展和绿色技术发展的学科，
该专业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生活。梨花女子大学工学院化学新材料工程专业将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积极引导

食品化学、食品工学、食品微生物学等学科为基础，对食品加工学、食品储藏学、食品生物工学、食品毒性学、食品卫生
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培养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德才兼备的专业性人才。

化学新材料领域的发展，以强烈的使命感培养最优秀的女性人才。

主要课程

特色

主要课程

特色

学，反应工程学，热质量转移，工程制动系统，无机化学，新材

化特性化研究院等机构中，主持各种政府科研课题，并与三星

食品生物工程，食品加工，食品分析实验，HACCP分析，食品感

-

工程数学，物理化学，有机化学，化学工程与计算，化工热力

化学新材料工程专业的教授们通过在国家指定研究室、气候变

料工程实验，化学工程设计，高分子化学，电化工程

电子、三星综合技术院合作进行产业项目，以此推进研究和教

学的共同发展。除此之外，还有特别为新生提供理工培养特别

毕业后发展方向

27%在校生得到了全额奖学金或部分奖学金。化学新材料工程

资料中显示，本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率为69%至82%，高于工学

处，保健福利部，国，公立研究所，韩国食品研究院，食品工业

学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率高于其他专业。据2010年大学信息公开

三星SDI，三星显示，S-OIL， SK innovation，爱茉莉太平洋，

SK能源，韩国杜邦，韩国巴斯夫，韩国辉瑞制药，达克宁等），

院整体就业率平均水平3%至7%。在美国，化学工学的毕业生

政府机构（知识经济部，未来创造科学部，中小企业厅，特许厅

的人才市场需求是最大的，平均就业率达到80%，是就业率最

等），政府出资研究所（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韩国化学研究

高的专业。

院，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韩国标准科学研究院，韩国基础科

•

官科学，发酵工程，功能性食品学，食品营销，食品经营学

毕业后发展方向

奖学金，以及为在校学生提供女性工科人才培养奖学金。约有

各个领域的跨国公司（LG化学，三星电子，SK，Hynix，韩华，

食品化学，食品微生物学，食品工程，生物化学，食品加工学，

专业主要业绩

与未来创造科学部、教育部、农林畜产食品部、食品医药品

安检处、保健福利部、产业通商资源部、海洋水产部等国家机
构、韩国大型食品公司、食品相关的企业等，进行多种产学联
合研究
-

为选入BK21 PLUS项目（研究高附加食品开发的食品综合

•

国外交流现状

技术工作组）的研究生提供奖学金

与食品相关的政 府部门，农林畜产食品部，食品医药品安检

与德国BfR（联邦危害评价院）联合利华、金佰利、UC Davis等

协会，企业和其他机构，食品公司，大学，特许事务所，国际机

国外优秀研究机构和企业联手，

构

进行培训项目合作及共同研究，支援本科生和研究生国外访问
研究及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参与美国IFT、ACS、欧洲
EFoST、Pangborn sensory Science Symposium等学术会

学支援研究院等）

议并发表论文。
•

学科附属研究所和研究室

绿色食品加工技术中心，生物素材研究中心，食品危害分析中

心，食品代谢体与机器分析中心，官能与消费者检查中心，感
官工程学与差异分析模型化研究中心，感觉科学研究室，食品

安全研究室，香味化学研究室，食品加工研究室，食品生物工
学研究室，产品设计与感官工学研究室，食品功能性研究室，
食品纳米工学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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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能源系统工程学专业

环境科学工程学

Climate and Energy Systems Engineering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气候˙能源系统工程系主要研究开发能够对气候变化进行监测与预测的科学技术，并研究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如何有

环境科学工程学专业是一门新生专业，是为了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环境问题的专业。江河、空气污染问题严重威胁着人

值模型化、数值预测、气候物理、气候力学、新型再生能源、能源政策等也都是本专业学习的内容。通过基础和应用技术

的未来，致力于解决气候变化、能源问题，国家环境政策、国际环境协议等跨综合性环境研究。

效利用能源开发新型可再生能源等。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球科学等都是本学科的基础知识，远程传感、卫星观测、数
教育，培养能够监测气候变化及制定对策，具有超强工作能力的专业人才。

主要课程

导论，水文气象学，云物理学，能源系统工程概论，可再生能源

其他（技术高等考试，专利代 理 人，专业记者，教师，公务员

环境微生物学，环境基础设计，流体力学，水质污染学，大气污

室，环境化学研究室，地表水管理研究室，低碳能源环境技术

等）

力学，能源系统动力学，陆气相互作用，极地气候学，热带气候

特色

学，智能电网导论，遥感实验，雷达气象学，气候生态学，气候
模拟与实习，能源市场分析

•

毕业后发展方向

学院附属研究所和研究室

学院附属研究室主要进行因气候变化而剧增的灾害气象等相

关研究工作，设有灾害气象预测技术研究所、学科附属水文气
象学研究室、气候系统研究室、观测卫星研究室、大气热学研

政府部门

环境部，气象部，海洋水产部，未来创造科学部等
•

•

教育机构

升学（本校，其他优秀研究生院）

技术，数值天气预报的理解，人造卫星气候学，天气学，气候动

•

舆论机构（广播电视局，报社，杂志社等）

主要课程

•

大气系统的理解，大气动力学/热力学，大气物理学，人造卫星

究室，为本校学生提供多种参与体验气候能源相关的系统研
究的机会。

国、公立研究所

国立环境科学院，国立气象科学院，国家气象卫星中心，韩国

•

国经济工团，韩国环境政策评价研究院，环境管理工团，极地

行气候和气象模拟实验。利用多种观测和模型资料来理解全

科学技术研究院，韩国能源技术研究所，能源经济研究所，韩

球的气候变化和相互作用；利用卫星等多种远程传感的资料等

研究院，地质资源研究所，国土地理情报员，海洋环境管理工

计算出大气、地表、海洋的各种信息；利用理论数值模型化来

团，航空宇宙研究所，电子通信研究所，韩国气象产业振兴院，

理解全球大气运动和相互作用等。同时也提供研究奖学金。

韩国国际合作团等
•

水利气象学研究室，生态复原工学研究室，环境生命工学研究

染学，土壤污染学，环境分析化学，水处理工程，水文气象学，

研究室，气候系统研究室，生态环境系统研究室，环境纳米工

环境毒物学，海洋污染学，水质管理，污水处理工程学，环境信

学研究室

息学，环境健康科学，固体废物处理与实习，低碳能源系统，气
候变化与环境管理，空气质量管理，大气质量控制工程，环境

•

影响测评，环境综合设计，环境工程实习

Technology）建立专业MOU项目

新闻学，环境政策与法规，生态恢复工程，地球环境学，环境

-

毕业后发展方向

环境相关政府部门（环境部，国土交通部，海洋水产部，气象
厅，地方自治团体等），大企业环境部门，环境国营企业，国营

环境研究所（国立环境科学院，韩国环境政策评价研究院，韩

国环境产业技术院，气象研究所，国立生物资源馆，国立生态

院，国立山林科学院等），国际机构（GCF， GGGI等），全国省
市保健环境研究院和政策研究院，企业附属环境研究所。

特色

专业主要业绩

在韩国中央日报进行的大学评价中，连续三年（2011-2013）被

国际机构

评为最优秀专业之一。

UNESCO， UNISDR等

•

研究方向与奖学金

通过河川湖水水质管理电算模型、应用超级计算机和数值模

企业

韩国东西电力公司，韩国水资源公社等与能源相关的企业，三

型进行气象和气候预测，利用远程传感资料进行地球环境监

星安全环境研究所（前三星地球环境研究所），韩森DREW研

测。利用微生物排除污染物质的技术、土壤污染净化技术、大

究所等城市规划，未来可持续性发展研究所，Kweather等气

气污染分析与管理、水处理技术、海洋水质管理、环境管理情

象，气候企业

报系统开发、环境影响评估等技术都拥有韩国最顶尖的水准，
也获得了韩国政府和大型企业的大力扶持，为本专业学生提供
包括BK21奖学金在内的多种研究奖学金。

40

专业附属研究所和研究室

环境问题研究所，大气环境研究室，环境模型与政策研究室，

环境工程工程学概论，能源工程概论，环境生态学，环境化学，

•

GCF， WMO， APCC， UNCEP， UNDP， UN-Habitat，
•

研究经验机会

各专业所属的实验室中都能够利用超级计算机和数值模型，进

研究 所，韩国海洋 科学技术院，国立生态院，韩国建设技术

类的生存，人类要拯救大自然并与之和谐相处。梨花女子大学环境科学工程专业主要研究地球与人类之间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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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香港科技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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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城市系统工程专业

建筑学专业

Architectural and Urban Systems Engineering

Architecture

建筑城市系统工程专业通过对学生进行建筑物和城市系统的计划与设计、房地产开发、工程、建设、有机管理、改建等

建筑学专业以建筑设计为中心，对建筑史、理论、居住学、城市建设、数字建筑等多领域知识相关进行学习专业。学生

展的创新型女性人才。通过艺术城市、环保建筑和绿色城市、新再生能源、城市安全灾难管理、城市性能改善等领域的

力于培养和发展具有人文视野的创新型专业人才，为人类的未来环境建设贡献力量。

整个建筑过程所需的综合工学知识技术的理论教育，并提供产学联合实习、见习等制度，旨在培养能够引导未来社会发
特色教育课程，使学生成为能够解决城市化˙老龄化、气候变化、能源需要增加、企业高附加价值化、社会安全和福利

在本系将获得居住、商业设施、文化设施、扩建及改建、城市公共空间等多种人工环境相关知识的学习机会。建筑系致

提升等问题的人才。

主要课程

•

实习

暑假 期间，志愿者可在工作现 场（大型建设现 场、工程公司

城市建筑系统工程概论，城市建筑系统基础设计，城市建筑系

等）实习，进行4周以上的现场工作实习。

统综合设计，城市建筑系统工程实习，结构力学，钢筋混凝土
结构工程学，钢结构与设计，建筑热˙空气环境规划，建筑机械

•

技术，项目开发与融资，城市规划与管理， 城市信息分析

地、更加有创意地解决问题。

系统，环保型建筑规划与实例研究，工程项目管理，建筑施工

多种器材实验实习为主的教学课程

应用多种最新型器材和软件制定教育课程，让学生们能够积极

毕业后发展方向

•

现场见习

由学科主管人员主持，或根据教育科目需要，进行定期现场见

建筑公司，结构设备工程公司，建设工作管理（CM）公司，公

习教育。

共机构（韩国水力核能公社，韩国土地住宅（LH）公社，SH公

主要课程

特色

近代建筑史，现代建筑，韩国建筑史，场地与景观规划，居住

与香港大学（Hong Kong Univ.）城市建设学院（Master of Ur-

建筑学概论，建筑造型，基础设计，建筑设计，西方建筑史，
学，室内设计，可持续住宅，建筑学研讨，空间构成与分析，建

实例研究，建筑施工系统，建筑材料与建筑2，综合成本与进度

•

习，建筑规划

营研究室，ADSlab，数字建筑研究室，建筑设计研究室，持续

管理，建筑综合体系，建筑制度与政策，建筑实务，建筑实务实

•

关杂志，CM，FM相关公司，一般企业及金融机构的技术人员，

司，研究所，研究生院，留学，专门领域（专利代理人，律师）

展、就业等学生的整体生活进行一对一商谈与指导。

政技术职位5/7/9级公务员），金融公司（银行，保险公司），房
计机构，建设ICT相关公司，建筑器材公司，新再生能源专门公

每学期1-2次定期商谈，对学生的学校生活、指导教授、未来发

特色
•

定期面谈

•

教授就业指导制度

项目、共同研究项目等。

体系，结构力学，建筑环境系统，建筑设备，环保型建筑规划与

地产开发和资产管理公司，环保顾问公司，国际合作机构和伙

公社，国土交通部，国民安全处，消防防灾厅等），公务员（行

与女性企业人才的见面和指导

与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建筑学系进行MOU项目、交换学生

CAD，数码建筑1•2，海外交流工作室，结构学理解，建筑结构

通过聘请女性专家担任教学科目教授，定期召开讨论会。

•

可能性城市建筑设计研究室，Tectonics Lab，Live Components

建筑设计事务所，装潢事务所，建设公司和家具公司，建筑相

•

文化财产管理局等韩国建筑相关的工作，居住学领域，城市计

证院（KAAB）建筑学教育（5年）认证资格，毕业生在考取国内

划与造型相关领域，建筑研究所与公社，技术考试，建筑，城市

外设计师资格证时有相对优势。该专业在2016年获得连续认证

方面的公务员，考取研究生，留学等

（5年）资格。

境设备研究室，融复合构造工学研究室，智能综合型建设管理
研究所
•

工作实习教育

•

估价工作教室

通过实验、实习教育培养在现场中的工作能力。
暑假期间受现代建筑公司邀请，参与估价等相关教育。

42

国际水平教育认证

梨花女子大学建筑学专业在2011年获得了韩国建筑学教育认

发展进行个人指导。

学科附属研究室

学科附属研究室

建筑历史研究室，建筑设计理论与方法论研究室，设计战略经

以即将毕业的学生为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等形式对学生的职业

建筑构造研究室，环保建筑研究室，建设经营研究室，建筑环

国际交流现状

ban Design）签订了合作项目和学科MOU，设立合作工作室；

筑学毕业主题研讨，建筑与城市，城市设计，建筑表现法，建筑

毕业后发展方向

社，仁川机场公社，韩国南部电力，韩国水资源公社，韩国电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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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院
College of Music

可获取的学位：学士、硕士、博士

EWHA WOMANS UNIVERSITY

COLLEGE OF MUSIC

键盘乐器专业

管弦乐专业

Keyboard Instruments

Orchestral Instruments

键盘乐器专业分为钢琴专业和风琴专业。钢琴专业包含在音乐专业里，进行高度的技巧研磨，以及开发理论、专业、音

管弦乐专业由15种不同的专业乐器组成，开发并研究每种乐器的专业技能，在音乐艺术领域培养具有发展潜力的音乐

时，还培养出可以引导教堂礼拜活动的教堂音乐人。

外演奏家，开设大师班。此外，每年假期还与外国著名大学和交响乐团签署合作协议，参加音乐营地或特别活动。

乐性等，培养作为音乐家应该具备的素质。风琴专业为了演奏和教育培养高度的技术，提高能力，培养专业音乐人的同

主要课程

特色

，钢琴教学法，键盘乐器文献，风琴伴奏法，钢琴室内音乐，乐

生、硕士生、博士生毕业演奏会，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演奏机会。还

专业实技，音乐史，键盘活性，对位法，伴奏法（钢琴，风琴）

键盘乐器专业每学期举办Weekly演奏会，校内演奏会和本科

器结构学（钢琴，风琴），风琴礼拜音乐，风琴即兴演奏

邀请国际著名演奏家举办讲座和演奏活动，拓展学生的视野。
•

毕业后发展方向

-

学科附属研究所

梨花音乐学院：学院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人类的生活更加

丰富。该研究所的学术追求音乐的学习，用音乐来适应瞬息万

留学，研究生，演奏家，中学教师，音乐团体、音乐杂志记者

变的世界，提高音乐在韩国所处的环境。该研究所是由学术研

或音乐相关事业经营者，从事乐谱或乐器相关工作，合唱团伴

究团队，表演研究小组，教育研究小组和其他研究小组组成。

奏，唱诗班指挥，风琴演奏家，个人讲师，媒体记者或者制作人

指导者。每年举办6次以上的管弦乐演奏会、乐队音乐演奏会、管弦室内乐器发表会、个人演奏会等活动，并邀请著名国

主要课程

特色

管弦乐专业包括管乐器，弦乐器和打击乐器。我们不断举行多

专业技术，管弦乐，弦乐合奏，管乐合奏，室内乐，管弦乐文献

种类型的表演，如独奏表演，室内乐，弦乐合奏，管乐团和交响

乐团的音乐会。梨花乐团不仅定期在学校进行独奏会，而且还

毕业后发展方向

在首尔艺术中心，在全国许多地方，并在欧洲也有表演。乐团
将继续在许多不同的场地进行表演，建立起自己的声誉。

交响乐团成员，留学，研究生，中学教师，小学音乐教师，个人

讲师，音乐团体或音乐杂志记者，音乐会策划者、宣传者，从事

•
-

乐谱或乐器相关工作

学科附属研究所

梨花室内乐团：梨花室内乐团是由梨花校友组成的。她们

都是毕业于梨花女子大学音乐学院，曾就读于外国著名的音乐
学校，并在音乐院校教课的教授。
-

梨花管弦交响乐团：此大型乐团的成立是为了给梨花的毕

业生提供充分的表演机会。自从它的成立，梨花管弦交响乐团
已举行了很多精彩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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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HA WOMANS UNIVERSITY

COLLEGE OF MUSIC

声乐专业

作曲专业

Voice

Composition

声乐专业根据学生不同的潜力和才能，在声乐的广范围里进行专业的理论及实技培训，培养优秀的未来声乐专家和具

作曲专业的目的是培养面向未来的专业作曲家和音乐学者，提供系统的授课课程以及可体验创作、演奏以及学术活动

和艺术家的学问。

作曲家，演奏家以及音乐学者进行交流，把握作曲及演奏的动向。为了培养国际感觉，许多课程均用英语授课，通过音

有奉献精神的教育者。学生通过不同乐曲的训练，不仅学习技巧，还对乐曲的解释和表现进行研究，学习演奏者的技术

的教育环境。通过每周一次的一对一指导和作品分析学习作曲技巧与方法，并通过定期的音乐座谈会与国内外著名的
乐理论与音乐史广泛的学习与活动来培养创作、演奏、理论、批评、研究领域无所不能的融合型音乐人才。

主要课程

•

语言方法（意大利语、德语、法语、英语、俄语、西班牙语）

演。合唱团从2002年至2014年发行了14张音乐专辑，作为在

-

专业技术，声乐技巧

学科附属研究所

梨花女子大学室内合唱团：自从在2001年3月创立起，梨花

室内合唱团的30余名成员已在韩国以及国外进行了很多的表

专业合唱，音声学，声乐文献，歌剧史，歌剧练习，电视演技法

韩最有实力的女合唱团之一曾受邀参加韩国合唱节、纪念安重
根义举100周年哈尔滨演出和美国国际合唱节等大型演出。

主要课程

特色

音乐形式论，音乐史，主题音乐学

程在公平对等的环境下教课并且解释音乐使毕业后的学生顺

理论研讨会，管弦乐法，现代音乐，电脑音乐

毕业后发展方向

毕业后发展方向

出，中学教师，小学音乐教师，演出艺术策划者，声乐艺术家

学院，批评、评论家，音乐杂志记者，媒体

在国内外就读研究生，参与国立或市立合唱团等著名团体演

梨花音乐学院最近开始为期一年之久的音乐策划人课程。该课

专业实技，活性法，对位法，音乐，分析

利走向音乐专业性的生涯。
•
-

音乐研究所：该学院分为教育，表演和研究，以支持学生的

音乐活动。它不仅为学生提供了机会来创作音乐，而且还提供
了各种学术活动的多元文化体验。此外，该学院为学生提供必

大学教授及讲师，中学教师，在音乐学院担任教师或运营音乐

要的支持项目，让他们成为合格的音乐学者。

韩国主要电视台音乐制作人，管弦乐团及合唱团乐谱负责人
合唱团，唱诗班，指挥者

特色

学科附属研究所

•
-

专业活动介绍

在 校 期 间 每 周 四 举 办 在 校 生 作 品 发 表 。举 办 作 曲 专 业

春 季 〮 秋 季 音 乐 会，在 梨 花 音 乐 会 上 发 表 学 生 作 品 。举 办

EMCC(Ewha Music Composition Choir)等众多校内校外学

学生在校期间可根据个人能力举办个人发表会，参加声乐专业

生音乐演出。

音乐会、音乐学院春 〮 秋季音乐会、音乐学院定期演奏会协奏、
参加歌剧以及其他音乐活动。通过参加每周四举办的音乐会演
出，学生可以积累更多的经验。在引进最新设施的金永义演奏

大厅和独唱独奏厅，邀请国外著名演奏家在金荣艺音乐厅和演
奏厅（传统音乐表演厅）进行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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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音乐专业

舞蹈专业

Korean Music

Dance

韩国音乐专业的目的是让学生兼备传统音乐的理论和技术，针对韩国音乐进行专业的研究和实际练习，不仅对韩国音

舞蹈专业创立于1963年，设立目的是培养出色的教育者、艺术家、理论家，为韩国的舞蹈艺术以及学术的发展做出贡

理论、作曲等领域的教授，努力培养专业的女性韩国音乐人才。

著名的编舞家、舞蹈家、理论专家，提高学生的国际性、创造性眼光和编舞能力，并为能够反映社会文化动向的未来舞

乐的学术性发展，还通过发掘民族艺术的创造力为丰富的世界文化做出贡献。韩国音乐专业在韩国唯一拥有各个乐器、

献。舞蹈专业通过不同的专业技巧练习，根据学生水准提供深化的教育和专业理论课程。通过国际交换项目，邀请世界
蹈艺术指明方向。

主要课程

特色

主要课程

毕业后发展方向

合奏，韩国音乐概论，韩国音乐史，韩国音乐分析，批评和欣

规划自己的未来。每年夏季都会举办为期5天４夜的音乐夏令

舞蹈美学入门，舞蹈动作分析，舞蹈指导法，舞蹈技能学，舞蹈

（职业团体，研究团体）
，舞蹈理论家，教育者，评论家，专门家

专业技术，韩国音乐视唱，伴奏法，室内乐，管弦乐，传统音乐

每年春季都会举办学科郊游，增进学生与教授之间的交流来

赏，乐器论，乐书感读，文献研究，作曲练习，Pansori，京西

营，通过夏令营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还能够加

道，正歌，说唱技术，箫琴技术，长鼓技术，电脑练习，视唱，清

深学生之间的友谊以及学生与讲师、教授之间的交流。

音，音乐史，指挥方法，教学钢琴，教育论，韩国音乐理论

•
-

毕业后发展方向

教育界（学校教育，专门教育，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师）
，艺术界

分级别专业技能与舞蹈入门，舞蹈史，创作法，舞蹈起步法，
评论研究，舞蹈研究法等理论教学

(编舞,表演)，大学里社会教育院或者地方文化中心

特色

学科活动介绍

专业定期举办多个演奏会，包括韩国音乐专业最大的音乐

该部门是首开先河，成立于1963年。在其半世纪的悠久历史，

盛典定期演奏会，还有新生演奏会，为专业作曲人提供挑战和

迄今为止已经培养了2300多名本科生和520多名硕博士毕业

平台的创作音乐演奏会，为声乐专业学生举办的声乐之夜，为

加入专业演奏团队，其他文化团体，小型室内乐团演奏，幼儿

生. 我们的校友是艺术领域的领导者，她们在韩国各大院校的

器乐专业学生举办的合奏之夜和室内音乐之夜，以及为研究生

园及小学教师，各类文化艺术团体讲师，研究生深造，国外留

举办的研究生演奏会等，每年都会以各种形式的演奏会为学生

学，音乐杂志，电视媒体，音乐经纪公司

舞蹈专业担任教授，在国立公立团体担任团长，除此之外，众

提供丰富表演经历的机会。

多毕业生作为舞蹈教育家、编舞家以及评论家等文化艺术届的
领军人物活跃在各个领域。
•
-

学科附属研究所

舞蹈研究所：首开先河，成立于2012年，舞蹈研究机构旨在

通过假设舞蹈理论，舞蹈编排和舞蹈教育中的主导作用，以维

护我们作为第一个舞蹈系在全国享有盛誉。该研究机构将通
过开展跨学科研究，拓展研究在舞蹈领域的范围。它还将继续
引领在韩国的舞蹈艺术，并致力于提高每个人的生活水准，来
传播舞蹈和舞蹈教育的艺术。
•
-

专业活动介绍

舞蹈专业每年都会举行月例会、毕业发表会以及硕博士毕

业发表会等汇报表演，为学生提供舞蹈和演出机会。同时，也

会邀请舞蹈届大家来校为学生进行演讲，帮助学生描绘多彩的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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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艺术
学院
College of Art & Design

可获取的学位：学士、硕士、博士

EWHA WOMANS UNIVERSITY

COLLEGE OF ART & DESIGN

东洋画专业

西洋画专业

Korean Painting

Painting

肩负在全世界弘扬韩国文化艺术价值的使命感，以树立学生对东洋绘画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观，培养兼具开创当代和未

西洋画专业通过专业的美术教育，提高对人生和世界的主观认识以及创新表现力，培养能够对多样的现代美术进行总

来的创造力及理论基础的艺术家为目的，进行多样化的艺术体验。

体性研究，并具备世界水准能力的艺术专业人才。通过深入的教育培养学生对美术总体的视角和专业的创作能力，同时
帮助学生在现代美术的背景下培养对作品正确的评价方法，展望未来的美术。

主要课程

主要课程

的理解，基础色彩技法，转移摹绘，笔触与留白的精神，韩国

的理解，绘画，现代美术现场 ，绘图工作室，照片与媒体，绘画

基础东洋画，绘图[Drawing]，平面造型，立体和空间，韩国美

基础西洋画，绘图[Drawing]，平面造型，立体与空间，韩国美

美的探求，韩国色彩研究，山水画的现代式探寻，笔触与留白

性版画，形象与写作，形象与文化，绘画与材料，印刷媒体与照

的人物研究，韩国绘画掠影，色彩造型，视角的发现，书艺和篆

片，美术史方法论，绘画和视觉文化，绘画和新技术，现代美

刻，韩纸造型，东洋美术史，现代水墨，现代绘画，媒体表现研

术论，电子媒体与文化，文脉里的艺术，艺术与环境，绘画工作

究，艺术中国，东洋画论，韩国美的视觉与精神

室，现代绘画研讨，现代绘画方法论，艺术与现场，艺术与人文

学，艺术在纽约，现场评论 ，毕业作品计划，毕业作品工作室，
现代美术争议焦点，现代性概念绘画，Korean Aesthetics，艺

毕业后发展方向

术文化现场实习，现代美术，设计现场，艺术在伦敦，现代美术
现场，艺术在纽约，现场批判，艺术哲学，文化理论

专业画家，美术馆及博物馆管理员，策划，指导，项目经理，学
艺师，古代美术研究，插画家，服装设计师，产业设计师，环境

毕业后发展方向

设计师，美术教师，大学讲师，教授

画家，美术教师，设计师，美术记者，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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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专业

陶瓷艺术专业

Sculpture

Ceramic Arts

雕塑专业旨在培养当今文化艺术界要求的具有知性探求力和创造性想象力的雕刻家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通过对雕塑

陶瓷艺术专业的目的是从传统方式到高新技术，培养具有陶瓷艺术研究能力和创造性制造能力的女性人才。陶瓷艺术

度的艺术观和创意性的艺术世界。

领域。

的材料、技法、形式、内容、概念等进行广泛的实验，培养学生的美术理论知识、作品品鉴及批评能力，让学生形成有深

专业追求介于艺术、设计、工艺之间的境界以及超越这些领域的教育模式，涵盖传统陶瓷、现代陶瓷、产业陶瓷等各种

主要课程

毕业后发展方向

主要课程

理解，塑造技法，石雕技法，造型铸造[Casting]技法，媒体与

作家，管理员，美术理论家

理解，陶艺史，传统陶艺，形态探究，数码建模，陶瓷材料，环

基础雕塑，绘图{Drawing]，平面造型，立体与空间，韩国美的

雕刻家，舞台美术家，陈列，特殊装饰家，造型物及纪念物制

照片，木雕技法，金属雕技法，雕刻史，site-project，塑造表

基础陶艺，绘图[Drawing]，平面造型，立体和空间，韩国美的
境陶艺，蹄形陶瓷，定形与装饰，陶艺工作室[WorkShop]，陶

现，软雕刻[soft-sculpture]，金属与表现，现代雕刻论，Clay

艺塑造，环境陶瓷，产业陶瓷，现代陶瓷论，窑业原料特论，工

Work，Carving，复合媒体，环境与雕刻，空间设置，现代美术

艺史

现场，项目，现代雕刻论，摄影，雕刻史

毕业后发展方向

作家，陶艺工坊，陶瓷产业及窑业公司，产业陶瓷领域设计师，
VMD，教师

特色
•
-

学科附属研究所

陶瓷研究所：对传统韩国陶瓷进行研究和制造，开发符合

时代要求的现代瓷器，实验开发陶瓷原料与釉料，研究新型制
作方法，支持学生实习。
•
-

专业活动介绍

专业活动：陶瓷艺术专业学生会活动及在各科目教授的指

导下，进行小组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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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设计专业

视觉设计专业

Space Desig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随着人类生活的变化，空间设计成为对创造性要求极高的领域，研究从作为生活地基的居住空间到全体城市环境的文

视觉设计专业是为了从视觉交流的角度对创意性的设计方法论和表现手法进行研究，以有效并有趣味性的方式传达信

化空间的设计。教育目的是理解人类与空间关系的学问，培养策划并组织各种空间的设计能力。

息。这种可以适用于所有视觉媒介的设计方法论能够确保设计作品具有作为文化产物所应具备的实用性和艺术性。因
此本专业的目标是培养视觉设计师所需要的文化层面的解读能力和高实用性的设计能力。

主要课程

主要课程

毕业后发展方向

室内设计工作室，室内建筑制图，数码空间设计，家具设计，室

室，绘图设计，印刷工艺，叙事设计，BI设计，形态心理，设计

计，插画设计，设计编辑，教育

基础设计，立体造型，设计制图，表现与媒体，专业基础工作室

品牌标识设计，设计趋势企划，广告设计，包装设计，平面设

基础设计，立体造型，设计绘图，表达与媒体，专业基础工作

内建筑构造，空间设计展示技术，室内设计史，空间设计，空间

设计史，视觉系统，图像设计，书籍艺术，数码绘图，广告制

设计方法论，空间设计与材料，照明设计，造景设计，空间设计

作，现代视觉设计论，设计特性，设计文化信息制作，构图，视

下属工程，室内造景，环境色彩企划，空间设计工程，空间设计

特色

觉文字的解读，设计传播特论，视觉语言媒体，视觉性思维，

调研，空间设计管理，展示设计，空间设计研讨会，空间设计营

实验设计

销，空间设计分享工程，海外实习，海外空间设计研讨会

•
-

专业活动介绍

社团、学习小组活动：多个印刷专业小组以及个人展活动，

韩文字体印刷团体“花”也积极参与社团联盟“HANUL”的各

毕业后发展方向

项活动。

室内设计公司，与设计相关的研究所，建筑设计事务所，公共

设计相关机构，家居及照明公司，广播公司，住宅及室内设计
相关媒体，杂志，展示及企划公司，室内策划

特色

邀请海外著名设计师进行交流，毕业生交流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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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设计专业

影像设计专业

Industrial Design

Media Interaction Design

产业设计专业是学习如果打造满足人们精神和物质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的专业。

影像设计专业的目的是通过设计和技术的结合，扩大人类的感性认知范围。通过数字媒体传达的互动性内容策划是教

主要课程

毕业后发展方向

主要课程

生产样品，产品设计，产品造型，Livingware设计，产品服务

设计组，显示器、城市环境设计等环境设计相关专业设计师，

计，文化内容设计，图像和时间，声音设计，形象和声音，3D

基础设计，立体照明，设计制图，表现和媒体，专业基础工作室

电子产品、家具、化妆品等大企业设计师，家具公司等大企业

统和设计，外观设计，设计研究，产品体验设计，界面设计，设

2D 〮 3D数码模型，计算机动画，网络相关领域职业设计师，攻

计创业研究，设计领导力，设计话题，统和设计指挥，设计实

读韩国及海外研究生，VMD，展会策划设计师

践，Design Venture，文化体验设计，国际交流实习，工业设计
讨论学习，设计符号学，道具文化论，设计市场营销研究

特色

通过融合设计联系专业课程可以结合其他领域的专业知识和
技术，培养知识型、产业型未来女性设计师。
•
-

学科附属研究所

融合设计研究所: 探索未来朝阳产业的学术领域与设计教

育的交流方法，在融合各种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创意策划人或
者设计师。

学核心，教育模式是开设为以现场实践为中心的课程。课程大体上由影像、动画、多媒体艺术设计及UX设计领域组成。

动作图形设计师，数字内容设计师，艺术总监，角色设计师，游

戏设计师，互动艺术，表演视频设计师，教育性娱乐企划师，广
告设计师，特殊影像技术指导

立体造型，设计制图，表达和媒体，专业基础工作室，信息设

计算机图形学，数字叙述，影像设计，接口设计，设计演示，实
计，促销设计，动作图形广播，新媒体研讨会，UX设计工作室

特色

计研讨会，韩国设计和文化，计算机图形设计，组合设计，De-

坛”。

验数字视频，交感设计，动画，动画表演论，编程设计，帽石设

从2010年开始每年两次举办邀请设计领域名人的“梨花UX论

动画工作室，媒体艺术，新媒体和技术，设计领导力，全球设

只为影响设计专业学生提供特别奖学金。

sign for Society，3D动画，界面设计，媒体艺术与设计，文化

以影响设计专业为中心，与师范学院幼儿教育学科、工学院计

设计

算机工程学科、音乐学院音乐工程选课共同开发和运营教育资

源项目。通过专家咨询、讲座和座谈会等，探讨项目开发所涉

毕业后发展方向

及的技术方面的问题。

UX设计师，动画导演，作家，媒体艺术家，影像艺术指导

•
-

企业附属研究所

数字教育性娱乐研究所（株）Grafizix 。

为了实现影像设计专业与教育开发以及娱乐资源的结合而成

立，通过产学研究开发各种资源。
（2014年HCI学会”DESIGN
THINKING BOOKS” HCI KIDS AWARD上荣获最佳奖）
。
•

学科活动介绍

-

在贫困人群托儿所、多文化中心、儿童医院等作为艺术教师

-

社团、学习小组活动: UX SIG(Special Interest Group) 活动。

进行志愿者活动，获得学分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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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艺术专业

服装设计专业

Fiber Arts

Fashion Design

通过结合传统与现代的纤维艺术、纤维工艺、纤维设计等各领域的理论及实技教育，培养纤维相关领域的创新专业人

梨花女子大学服装设计专业是韩国最早建立的美术基础服装设计教育专业，学生通过系统化的设计思维能够学习到研

才。

究的方法。在服装设计与设计研究中培养专业性，使学生们学会如何根据人体与造型的特性以及环境而考虑到的服装

设计的各个层面，拓展学生对时装产品的策划，时装与艺术的问题，时装产业的文化与经济上的功能以及时装美术指导
等服装设计的全方位视野。

主要课程

特色

主要课程

毕业后发展方向

造技法，染色表现技法，数字纤维设计，传统刺绣，纺织物和

等国家美术市场的项目。邀请韩国及海外众多作家进行讲座和

尚造型，时尚设计学习，色彩创造，时尚雕刻，形态和功能研

家，时装图像设计师，广播、演艺造型师，广告造型师，时装杂

制图，平面造型，表现与媒体，服饰与文化，刺绣表现技法，织

开设工艺市场体验项目，假期开设探访美国、欧洲、中国、日本

表现，纤维印刷，纤维素材与色彩，纤维标记法，现代刺绣，现

座谈，纤维产业现场见习，开展就业信息分享会。

代绒绣，自然染色，纤维艺术史，电脑纤维，纤维彩绘，现代作
家论，纤维艺术，纤维研讨会，欧洲现代美术、工艺、设计的理

•

解，韩国花纹理解，现代纤维艺术史，纤维与文化，纤维特性
研究

毕业后发展方向

学科附属研究所

-

计划建成工艺研究所。

•

学科活动介绍

-

社团互动：纤维艺术专业学生MT，现场见习，邀请知名作家

-

社团、小组学习活动：夏季-植物性纸张，天然材料开发小

及毕业生进行演讲。

纤维艺术家，纤维工艺家，织物设计师，MD 〮 VMD，国内外研

服装设计师，时装艺术家，时装艺术指导，创意总监，时装插画

基础服装设计，制图与平面设计，表现与多媒体，时尚绘图，时

究，结构设计研究，视觉语言时尚，互动时尚设计，时尚设计，

志及出版领域的设计师，电影及公演服装设计师，舞台总监，
时装色彩企划家，品牌PR专家，时装品牌企划，时装影像艺术

环境和时尚设计，时尚调查，时尚艺术研讨会，时尚艺术项目，

家，时尚媒体企划，时装VMD，饰品设计师，时装分析师，时装

探究时尚设计，时尚的艺术前景，时尚传播，时尚延展艺术，

网站企划专家

Body Ornament, Fashion Dialog, Fashion Art Directing,

Fashion Studio, Fashion Practice, Experimental Fashion
A r t , Digit al Fashion Gr aphic , Fashion Multi - Me dia,

特色

Fashion Art Collaboration

梨花PREMIER Fashion Collection开办已有二十多年，其出版

组，冬季-纤维技法研究学习小组。

究生深造，教育家，美术馆及项目的策划者

期刊提高了梨花时尚设计教育在韩国以及海外的地位。曾在
大韩民国时尚大典、中央设计大赛中获得国务总理将和大奖。
•
-

学科附属研究所

服装设计研究所：施行产 〮 学 〮 研 〮 管理合作项目，举办国际、

国内讲座，开设服装造型师领导能力资格认证的课程，每年2次
定期举办 The stylist展会，运营梨花服装品牌 E-feel fashion
brand，运行学〮 研连接课程，为专业学生提供实习机会。
•

学科活动介绍

– 学生会活动：时尚设计专业学生学生会举办MT、现场见习

以及企业观摩，扩大学生的人际网络，通过毕业时尚秀，让学
生亲自体验策划、表演、舞台、设计、道具、造型、发型、化妆
等各个环节。
-

62

63

学习小组活动：各种比赛及就业准备活动。

师范学院
College of Education

可获取的学位：学士、硕士、博士
师范学院本科不招收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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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专业

幼儿教育专业

Educatio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教育学专业作为1945年成立的梨花女子大学师范学院的前身，推动了其他各师范学科的专业素质构建和发展。教育学

幼儿教育专业通过幼儿教育的理论研究和教育、儿童保育现场实习等活动，培养各类幼儿教师、幼儿项目负责人，以及

在韩国教育学研究与发展的最前方。

学基础，学习如何从一个融合了传统文化价值和现代社会的要求的角度去理解教育的角色，对幼儿教育和幼儿保育的基

专业作为培养引领韩国教育发展的教育专家的中坚力量，思考着教育的根本问题，探索着理想教育的发展方向，始终站

幼儿广播、图书、媒体企划人和制作人的专业。因此，学生在本专业主要学习理解幼儿发展的心理基础和幼儿教育的哲
础知识和教育的方法等进行研究和学习。

主要课程

毕业后发展方向

教育学概论，青少年发展与学习，教育行政与教育经营，教育

教育行政专家，中学教师，终身教育机构，考取研究生

评估理论，教育哲学概论，学校与社会，终身教育论，道德伦
理教育论，教育统计，教育课程设计，教学科目指导法，学校经

特色

营，比较教育，教育古典研究，教育课程探究，教育学习社会学

-

学科附属研究所：教育资料分析室。

在师范学院里，有更多的职业选择。

主要课程

幼儿教育概论，婴儿的发展与教育，游戏理论与教育，幼儿发

展与教育，幼儿语言教育，幼儿数学教育，幼儿音乐教育，幼儿
教育课程，器乐，幼儿教科教材与研究法，儿童文学，幼儿科
学教育，认知理论与教育，幼儿社会教育，儿童健康教育，婴幼
儿观察与行动研究，幼儿道德教育，幼儿教科教学论，幼儿动

作教育，幼儿造型教育，父母教育，教育实习，幼儿教科论理与

论述，幼儿教育机构经营管理，儿童福利，家族关系，教育支
援活动的理论和实际，幼儿教师论，幼儿教育思想，儿童保育
实习，幼儿教育与多媒体

毕业后发展方向

公立、私立幼儿园，政府、民间幼儿园，幼儿教育、保育研究
所，广播电视界，教育行政部门

代表机构：梨大附属幼儿园，梨花儿童研究院，梨花女子大学

特色
-

最早的幼儿教师培养基地，具有历史意义；制定幼儿教育、

-

招聘国外专家学者进行世界最新的幼儿教育研究与项目的

保育教育项目；幼儿软件开发；制作幼儿教育项目教具。

理论和现状的教育；与PECERA/OMAP等国际幼儿教育学会进
行交流学习。
-

学科附属研究所：梨花女子大学师范学院附属梨花幼儿园，

梨花儿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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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等教育专业

教育工程专业

Elementary Educatio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初等教育专业的创系初衷是“开创性的思维”，
“一颗爱孩子的心”。本专业的目的是培养21世纪的小学教师，研究小学

教育工程是研究如何促进人类学习和提高效率的各种学习理论与教学设计、方法论的学科。以研究的结果为基础，制定

欢的科目，帮助学生理解教育的基础——人类，拓宽学生的视野，进一步理解和介入小学教育。

化、先进化和尖端化，以适应时代发展变化。教育工学以实践为基础，旨在培养21世纪的学校教育、企业教育和终身教

教育的学问，培养专业人才。在综合大学里，我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开设了各种教养课程，并为学生提供个人喜

有效的教育项目，管理并运行。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变化必然引起教育的变化，教育工学则重点研究如何让教育更加科学
育等领域的教师，项目企划、设计、开发人员和教育工学专家。

主要课程

主要课程

教育行政与经营，综合教育课程，小学教育课程，国语、数学、

教育论，虚拟通信，数字媒体制作，教育影像媒体制作，移动学

教育工学，未来社会与教育，教授-学习理论，教学设计，企业

儿童发展和教育，小学教育论，儿童和家庭关系的理解，小学
社会、科学、英语、道德、宗教、音乐、美术、体育、应用课等学

习设计，教育环境设计，人力资源开发论，教育调查方法论，教
育项目评估

科的教育课程和教育方法，教育实习I（国立学校）
，教育实习II
（私立学校）等

毕业后发展方向

毕业后发展方向

企业人才开发院，大学教授学习中心，教育广播，网络大学，Elearning 企业，教师，研究院，市场营销策划公司，出版言论，

小学、国外教育机构教师，教授，教育研究机构

美术，宗教，企业，咨询，律师，会计师，博士等

特色
-

特色

位于综合大学内的唯一一所小学教师培养机构，是最早在

大学里培养小学教师的基地；设有小学教育学硕士学位与博士
学位课程；从1986年开始开设研究生院。
-

-

学科附属研究所：smart learning实验室, multi-media 实

-

世界最早的教育工程大学本科专业，韩国最早的教育工程

-

设立了韩国最早的教育工学专业项目，培养了韩国最多的

验室, 画像会议室。

附属机构：梨花女子大学附属小学。

本科，研究生专业。
教育工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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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专业

英语教育专业

Special Education

English Education

特殊教育专业研究的是各种具有特殊特征的特殊儿童的教育及支援的理论和实践。因此，本专业以向残疾学生提供特

英语教育系的目标是在国际性的开放竞争时代中，培养具有英语构思的能力和指导的能力，有教育的使命感和健全的

种生存的能力。

算机、网络、卫星广播等媒体手段应用在教学当中，使学生在英语的听说读写四方面的能力得到均衡发展，同时还培养

殊专业教育为中心，旨在最大限度开发这些学生的潜力，让她们能够作为普通的社会的一员在社会中生存，培养她们各

人格的中学英语教师和英语教育专家。为了完成这样的教育目标，我校设立了最新型的多媒体语言习教室，灵活地将计
学生们未来在社会中主动积极地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另外，本学科通过小规模的集中训练，小组活动，英语工作
室和专业教学英语课堂等活动，让学生每个人的英语能力都能够达到社会上公认的高水平。

主要课程

特色

主要课程

情绪、行动障碍，沟通障碍，听觉障碍，自闭，严重或多重残疾，

1978年设置了硕士课程，1984年设置了博士课程，1993年在

学概况，英语阅读与写作指导，英语学概论，英语教学教育论，

特殊教育的理解，特殊教育现场的理解，智力障碍，学习障碍，

-

优秀儿童教育，轻度残疾，幼儿特殊教育课程与教学方法，特殊

在韩国国内最初1971年设立了四年制本科特殊教育系，

英语写作，英语语音学，学校英语语法，高级英语会话，英美文

教育研究生院开设了特殊教育课程。

教育课程与指导方法，残疾儿童诊断与评估，残疾儿童家庭支

-

援，残疾儿童音乐与美术教育，特殊教育工学，研究方法论

Teach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n English as a Foreign

1994年开始每年召开一次梨花特殊教育学术大会；梨花特

Language

殊教育学术大会上介绍的是韩国国内最尖端的特殊教育，并引
导着韩国特殊教育发展。
-

毕业后发展方向

毕业后发展方向

目前已经为韩国培养了30多名特殊教育专业教授，他们遍

布全韩国，培养出20 余名教育专家（初级教育督导，研究机
构，特殊学校校长等）
。

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特殊学校的特殊班级，特殊教育研

英语学术领域，教育领域，广播电视人员，大使馆，文化院，外
国银行，国际法律事务所，国内外航空公司，同声传译和翻译

究机构，社会福利机构，考取国内外研究生

特色
-

学科附属研究所：师范大学讲义室，教育学院实习室，教育

资料分析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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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教育专业

韩国语教育专业

Social Studies Education

Korean Language Education

本学科开设了历史教育、地理教育、社会教育三个专业和共同社会关联专业，目标在于培养中学社会教师和相关领域专

韩国语教育专业以担负韩国国语教育的未来为己任，以培养韩国语教师与韩国语教育专业人士为目标。为了培养理论与

家。社会教育以历史、地理、社会教育领域为中心，通过相关知识之间的联系，通过有机的、多角度的介入方法，提高学
术研究的质量。同时培养具有民主意识和社会共同体的教育人员，培养学生们具有教育人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实践能力兼备的韩国语教育专家，提供韩国语教育相关的理论与实习等多种专业教育。

主要课程
•
-

歌教育论，古典散文教育论，国文学史，国语史，戏剧与教育戏
剧，媒体语言教育论

历史

韩国史的问题及历史教育，韩国古代史及历史教育，东方前

习，历史教育中的东方近代史，西方前近代史和历史教育，现

毕业后发展方向

教材与研究方法，历史教课理论与论述

构，出版，公共企业等相关领域

近代社会历史教育，西方前近代社会历史教育，韩国史史料学

中学，高中教师，教授，相关研究机构，教育行政机构，舆论机

代世界与韩国，教师朝鲜时代史，历史学科教育论，历史教课
•

地理

境，经济地理学，地形环境，城市地理学，GIS基础，资源和人

特色

学理论与论述

-

-

世界地 理和世界旅行，文化 地 理学，国土的理 解，气候环

口教育，地理教课教育论，地理教学教材与研究方法，地理教
•
-

-

细分领域：语言应用功能教育，语法教育，文学教育。

中国北京大学韩国语系，北京外国语大学韩国语系：本专业

一直坚持不断地在打造一个能够培养国际化国语教育人才的
国语教育专业。并为了给学生们提供可以理解实际教学和实践

社会

的国外实习机会，和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韩国系进行

社会现象的理解，经济现象的理解，政治现象的理解，国际

持续不断地交流。

关系，微观经济学，韩国政治，社会问题和社会学教育，宪法的
理解，现代社会理论，社会教学教育论，社会教学教材与研究
方法，社会教学理论与论述

毕业后发展方向

小学、中学、高中教师，大学教授，国企，教育系统，舆论文化
界，报社记者，其他企业，研究所

特色

主要课程

院，韩国教育开发院和其他大学中进行研究和教育工作。

评估理论，国语专业课堂活动与分析实习，国语理解教育论，

众多毕业生在韩半岛发展院，首尔研究院，韩国教育课程评估

国语教育学概论，国语教学教材与研究方法，国语与教育课程
国语表现教育论，沟通教育论，国语语法教育论，韩国语言规
范论，文学教育论，现代诗教育论，现代散文教育论，古典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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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教育专业

数学教育专业

Science Education

Mathematics Education

科学教育系的目标是培养21世界的尖端科学时代具有研究探索能力的中学科学教师，和高中综合科学、物理、化学、生

数学教育专业致力于培养具有数学内容学、数学教育学等数学教育需要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具有正直的人格和领导力

法，培养学生具有能够感化自己学生的人格等，并在将来能够成为有能力的科学教师。

为成熟的数学教师的责任感，还积极为世界教育的成长做出自己的贡献。本专业也以国内外数学教育领域的研究开拓

物、地球科学教师，以及科学教育专家。让学生在校期间能够形成对科学学科知识的整体理解，学习有效的学习指导方

的专业数学教师。数学教育专业的学生将兼备热情、正义和道德，并能够灵活地运用各种信息和科学技术。不仅具有作
为己任，不断调整教授队伍，对数学教育专业的教育赋予个性化和更多的特性。

主要课程

毕业后发展方向

主要课程

机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细胞学，生理学，遗传

论与广播人员，各专业研究所和公共机构（如：化学研究所，地

教育研究与练习，数学教学教育论，中等位相教育，数的体系

力学，电磁气学，热与统计物理，量子物理光学，现代物理，有

中学，高中教师，科学教育行政专家，专利代理人，科学相关舆

学，分类学，生态学，分子生物学，发生生物学，生化学，微生

质资源研究所，环境研究所，生命科学研究所，气象厅，国土海

物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天文学，大气科学，海洋学，环境

洋部，国立保健院，国立科学搜查研究所等）
，企业（如：通信、

地球科学，科学教学教育论，科学教育教材与研究方法，科学

半导体企业，制药公司等）等。

教育理论与论述，科学学习理论，尖端科学技术与未来社会，
科学史和融合教育，科学技术社会

特色
-

专业：物理教育，化学教育，生物教育，地球科学教育。

学科所属实验室：基础物理学实验室，应用核物理实验室，

物理专业暗室,科学教材与实验开发室，现代物理实验室，物理
学实验室，化学实验室，有机化学实验准备室，无机、分析实验

准备室，基础化学实验准备室，化学教材研究室，物理化学实
验准备室，生态遗传学实验室，基础生物学准备室，植物分类
生态研究室，生物学习实验室，中学生物实验室，基础生物实

验室，地球实验室，岩石矿物实验室，岩石矿物保管室，地球
化学分析实验室，天气图像描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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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分积分学，论理与集合，计算机与数学教育，解释概论，概率
和暗号论，现代数学，复质数函数论与练习，数学教学教材研
究与指导方法，教育实习，数学教学论理与论述

毕业后发展方向

中学教师，高中教师，国际学校教师，数学教育行政人员（初

级教育督导，或者教育部事务官）
，考取多种专业国内外研究
生院，教育相关结构研究院，大学教授，公务员，会计师，精

算师，专利申请代理人，企业（一般，电子计算，金融等）
，出版
社，广播电视局，教材教具制作人员等

特色
-

学科附属研究所：数学教育材料室，数学教育实习室。
详细专业：数学，教育学，数学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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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学专业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工商管理学专业以培养能够引领韩国经济和全球企业发展的专业女性为目标。培养综合思考能力，实践能力，领导力等
等。开发女性本身所具备的个人资质，并最大限度的激发女性的潜力与竞争力。分析韩国及海外经济的争端，以及未来

发展的状况。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我们将学术理论和事例分析作为基础，通过积累经验与产学协作，以及现场的实践
与课外活动等活动促进学生教育，提高学生多种多样的实际业务能力。

主要课程

•

管理，管理科学，人力资源管理，国际经营学，企业财务，市场

“梨花女子经营者课程”。经营学术丛书《经营论丛》和研究学

-

经营学原论，金融的理解，组织行为管理，财务管理，市场营销

学科附属研究所

经营研究所：本研究所于1969年创立，主管学术研究、项目

进行、教育等多种活动。为了培养女性经营者，本院还开设了

营销调查，数据库系统，市场营销战略，社会企业家精神，企业

术丛书《经营学总书》系列连续发刊，为经营学的学问发展作

和伦理，投资论，个人金融，非盈利会计，会计理论，审计，金融

出了贡献。

公司管理，衍生金融商品，服务行业市场营销，经营领导能力，
国际财务管理，风险与保险，营销战略等

•
-

针对国际事务经营学专业的学生进行特别项目

本学院与北美、欧洲、亚洲和大洋洲地区的31个国家，65个

学校协定成为合作学校，进行交换学生项目与双学位制度。

毕业后发展方向

大型企业，外企，银行、金融投资公司，国企，会计师，金融专
家，教师，公务员，顾问，考取研究生，海外留学

特色
•
-

专业主要成绩

AACSB国际经营学认证，是哈佛、斯坦福、耶鲁等全世界经

营学院中5%的名牌工商管理学院才有的认证，梨花女子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以此证明了自己是具有全世界最高权威性的国

际工商管理学院，并开设了由发展协议会认证的所有工商管理
学的学位课程（学士，硕士，MBA，博士）
，和AACSB认证。
-

产学合作成果：梨花女大花旗集团联合开办了国际金融讲

座，修完本课程后，可以获得梨花女大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和花
旗集团韩国分公司社长共同名义颁发的结业证书。学校提供
到金融机构实习和就业的机会。我校还与爱茉莉太平洋集团进

行产学合作讲座，
“革新企业的经营和事例”，每年一次。为本
校学生提供实习和现场学习机会，并为实习学生提供奖学金，
优先录取本校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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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
College of Medicine

可获取的学位：学士、硕士、博士
医学院本科不招收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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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专业
Medicine
梨花女子大学医学院以基督教真善美的教育理念为基础，以在保健医疗领域培养出卓越的女性领导者为目标，推动国
家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梨花女子大学医学院的具体教育内容和学生的能力培养目标如下：
-

培养以医生必须具备的医学知识和技术，优良的沟通能力为基础的基本诊疗能力

-

培养学生对批判性的探究态度从创意的角度解决问题，从而为学术的发展作出贡献的研究能力

-

培养具有健全的伦理观、社会责任感、女性领导力和主动的自我开发能力的医学职业专业素质
培养学生为他人与国家，以及整个人类利益而献身的爱心与奉献精神

主要课程

视为梨花医疗院的第2次飞跃。梨大木洞医院和麻谷非常近，

新的医院在基本治疗和门诊方面与木洞医院保持基本一致的

解剖学，生理学，生化学，药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寄生虫

同时，也会针对一些特殊领域进行个性化发展。

医学工学，医疗伦理学，内科学，小儿科学，精神科学，皮肤科

院以疾病分类专业治疗为中心，主打专业化和个性化的治疗服

学，预防医学，医学教育学，脑神经科学，分子医学，保健学，

-

学，外科医学，产妇科学，骨科学，神经外科学，泌尿外科学，

为了提高医院的竞争力，梨大木洞医院和梨大女性癌症医

务。另外，梨花医疗院为加强各治疗中心竞争力，实施Master

眼科学，耳鼻咽喉科学，麻醉疼痛科学，影像医学，整形外科

计划。梨大木洞医院的肝治疗中心也在此计划的支持下正飞

学，诊断检查医学，牙科学，胸部外科学，放射线肿瘤学，神经

速发展。

科学，复健医学，家庭医学，急救医学

毕业后发展方向
医生，教授，医学记者等

特色
-

医学研究所：1995年9月成立的医学研究所，以为生命科学

和研究基础，追求最好的研究环境，为产学合作研究和专业研
究人员的培养提供支持，寻求合作医学研究的特性化。
-

附属医疗机构：梨大木洞医院，梨大女性癌症医院，梨花融

-

积极治疗外籍患者，强化国际竞争力，向国际化医院迈进：

合医学研究所，梨花临床试验中心。

2011年7月在JCI（ 国际医疗机构评估委员会）的评估中，被认

证为可运用国际水平安全系统提供最优治疗服务的机构。另
外，2012年1月在脑血管疾病治疗领域获得JCK颁发的CCPC

（Clinical Care Program Certification, 临床诊断项目认
证）
，其优秀性再次获得国际范围的认可。
-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本院建立了第二附属医院，向全球

医学领域进军：2017年设立江西区麻谷区第二医院的开业被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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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业融合
学院
College of Science & Industry Convergence

可获取的学位：学士、硕士、博士

EWHA WOMANS UNIVERSITY

COLLEGE OF SCIENCE & INDUSTRY CONVERGENCE

融合内容学专业

服装产业学专业

Content Convergence

Fashion Industry

融合内容学研究21世纪的高观，高触的数码媒体艺术，工学及文化产业。以ICT为基础，通过人文学，工学，设计的融合

服装产业专业是以培养纤维时尚产业中有竞争力的时尚专家为目的的专业。尤其是通过以工作为中心型的服装产业特

来培养尖端资讯融合领域的专业人才。并积极培养在产业现场能够进行资讯计划开发全过程的企划人员，设计师，和

有人文学素养的专业人员。本校的咨询融合专业为韩国之最，不仅与韩国及海外大企业成功进行产业联合，还培养出兼

别教育、产业协动研究和韩国及国际交流等活动，来培养具有创新思维的，有国际竞争力的服装产业优秀人才。

容工学知识以及设计感觉的人文学术的融合型人才。

主要课程

主要课程

毕业后发展方向

R&D 管理，移动网络编程，软件设计，融合数据科学，文化研

计，时装材料的理解，绘画风格，高敏感性织物设计，时尚营

装研究员，时尚顾问，服装生产管理专家，天然染料专家，服装

艺术科 技 工作室，设计研究方法论，跨媒体 叙事 概论，媒体
究与媒体技术，音乐界面，Art Technology Studio，Design
Research Methods，Ludology Theory，Introduction to

Transmedia Storytelling，Media R&D Management，Mobile

Programming，Software Design，Convergence Data Science，
Culture Study and Media Technology，Musical Interfaces

毕业后发展方向

游戏企划人，游戏制作人，资讯企划者，服务制作人，资讯营销

服装素材趋势编辑专业人员，服装新材料开发研究员，纤维服

服装和文化，色彩计划和设计，材料特点和染色实习，模式设
销，时尚的历史，Style Drawing，时尚题材趋势和规划，立体

设计师，时尚造型师，时尚信息宣传负责人，时尚文化负责人，
色彩艺术家，舞台服饰设计师，视觉营销专家，艺术指导，时尚

剪裁，设计计划，时尚心理和消费者行为，韩国服饰史，人体与

编辑，时尚摄影师，总编，服装考证专家，传统生活文化指导

服装材料，视觉市场营销，技术设计，传统服装设计，高敏感织

师，MD&MR，服装采购，服装广告专家，设计师，时尚记者，时

物的设计与评价，时尚信息和服装计划，服装美学，时尚市场

尚经理，品牌经理，服装贸易专家，技术设计师，模特等。

营销，服装模式计算机辅助设计，韩国服装的色彩和图案，人
体亲和性加工实习，时装设计企划，时装编辑，创造设计工作

室，时尚产业现场实习,纤维产品和品质保证，韩国服装设计研

特色

究，大众文化时尚研究，传统染色、加工理论与实习，东洋服装
史，韩国舞台服装

•

座谈会。

家，项目设计师，项目经理，数据科学家

•

特色
•
-

-

艺术科学融合研究所：跨 越技术与艺术，人与环境，实际

研究室：衣服人类工学研究室，传统服饰研究室，服装设计

研究室，素材情报计划研究室，服装销售研究室，衣服构成研
究室。

社会科学到经营学领域的研究，学者们可以通过学科间横向
的交流来拓展自己喜欢的领域。

数码叙事研究所：游戏、动漫、电影等多样文化咨询的制作

及研究。DIGIS研究所以培养能够进行文化资讯的企划和创作

的人才为目的而开设。文化咨询产业人才的养成需要学界间的
融合，DIGIS为这种融合提供了创作与研究的平台。

学科专业实验室：创意电脑研究室，数码故事研究室，X研究

室，UX研究室，媒体技术社会研究室，提高认知现实研究室，
Audio & Interactive 媒体研究室，Creative Contents Lab等。
86

人类生活环境研究所附属服装织物研究所：开展韩国及海

期的刊物。

画，雕塑，服装，音乐，建筑，舞蹈，数学，电脑工学，还包括从

-

学科附属研究所

外研讨会，每个附属中心都会邀请专家进行访谈会，并发行定

学科附属研究所

与假想的界限，进行创意性的学科间研究。不仅包括设计，绘

-

专举行各种研讨会，特别讲座，Global Top Project等各种

研究工作与展览活动。每年二次邀请服装界的专家或前辈进行

人员，营销战略专家，UI/UX设计师，媒体艺术家，软件开发专

87

EWHA WOMANS UNIVERSITY

EWHA WOMANS UNIVERSITY

国际事务学专业

体育科学专业

International Office Administration

Kinesiology & Sports Studies (Sports Science, Global Sports Management)

国际事务学科的目的是培养具有“Global Office Professional with Dedicated Passion”的国际交际能力以及国际事

体育科学专业顺应体育锻炼和运动休闲文化，增进健康和精英体育，体育事业扩大与全球化等体育运动领域的时代发

（International Office Administration）
。通过事务管理（秘书实务）
，商业交往，信息·计算机，国内、国际会议等领域

入培训研究，和实践部分构成，在通过精英体育，学校体育，生活体育等实际现场积累经验，最终培养体育学科具有核

务管理能力的事务专业人才。1967年设立为秘书专业，为了适应急剧变化的国际化趋势，在2006年改名为国际事务学
的综合实务教科课程来培养国际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主要课程

展，积极主动的在运动学和运动产业领域中进行融合性运动专业人才培养。体育专业的课程由理论部分,对理论内容深
心竞争力的国际化女性体育领导人才。

主要课程

国 际事务学原论, 全 球 职 业 开发, 国 际关 系的 理 解 , 人 际关

-

系论, 事务知识管理, 商业计算, 商务网络, 服务经营科学教

-

理论教学

体育行政专家

体育官员，公共体育机构，私人生活体育团队行政专家，专

业运动团队管理行政专家，体育外交行政家。

体育学概论，运动生理学，体育社会化，教练论，体育教育

育, 国际事务管理, 秘书工作, 数据库管理, Foundations for

学概论，运动力学及实习，体育工学，运动与营养，体力管理，

Management, English for Business Interaction, Business

体育营销，体育教学模式及行动分析，运动医学，体育经营伦

特色

体信息学，临床运动检查和处方，体育文化和写作，体育产业

-

Business English, Business Communication, Convention

体育及运动心理学，运动控制及学习，动作发展，休闲学概论，

Project Planning & Management, Cross - Cultural Issues

理，体育经营学，特殊体育理论及实习，体育学研究法，体育媒

for Management

概论，体育测定评估，体育专业实习及现场实习，体育视频报

韩国及海外主要企业及公共机构事务专家，专门秘书，办公室

技术教学

球，滑雪，单板滑雪，篮球，体育舞蹈，骑马，个性化训练，水上

JP Morgan(Hong Kong)等。

动，选手训练，平衡及预防摔倒运动，心电图实习

学，硕士深造，国外就业，如 Goldman Sachs(Singapore)，

-

学科附属研究所

国际会议中心：国际会议中心是培养国际会议专门人力及

练方法等细节方面的研究。还在伤害预防，处理及安全教育，

研究开发适应各种国际竞赛的女性资源等领域涉足，并发行
研究杂志，进行研究发表会，座谈会等，并开展各种相关的活
动。

大学 教 授，体育科 学研究员，体育企业研究员，小 学、中

300名的梨花女大的学生成为国际会议领域的专业人士。

赛指导，治疗休闲运动指导。

通商产业振兴院的支援，开设了梨花创造研究课程，每年培养

人体育指导专家，休闲娱乐教育专家，生活体育指导专家，比
-

校内英语授课最多的学科（除国际学部）提高学生英语水平

运动现场专家

私人教练，健康运动专业人员，运动医学专家，运动处方

师，选手教练，体型矫正师，运动心理学商谈师，心理教练，体

育经纪人，体育市场营销，体育设施管理人，治疗性娱乐专家，
体育记者，广播电视人员，体育新闻工作者。

88

体育学科研究所：由体育文化研究部，体育学科研究部组

何提高体育及运动竞争力，同时进行体力检查，运动处方，训

教育和研究领域

学、高中教师，特殊体育教师，幼儿及而共同体育指导专家，老

学科附属研究所

成，主要进行对体育学科的基础研究及应用。本研究所研究如

毕业后发展方向

进行国际化交流，并主办国际会议的场所。现经首尔市及首尔

•

-

救援，足球，水上运动，瑜伽，羽毛球，垒球，手球，壁球，新运

特色
-

•

田径，健美操，体操，游泳，户外运动，排球，高尔夫球，网

经理，人士专家，金融专家，战略策划家，项目经理，国外留

以小学2—6年级学生为对象，对体育英才进行早期选拔和

育来培养国际体育领导者。

儿童体育节目开发与指导实习
-

梨花女子大学体育英才教育院

训练，适应体育学科的发展，通过赛跑、游泳、体操等实践教

道及实习，老年体育理论及实习，体育哲学及文化史，幼儿及

毕业后发展方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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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SCIENCE & INDUSTRY CONVER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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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营养学专业

融合保健学专业

Nutritional Science & Food Management

Health Convergence

食品营养学专业主要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让她们能够具备面向21世纪营养科学和餐饮领域的全面知识，成为能够引

融合保健学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在国际保健医疗现场中发挥创意性，具有融合性力量的女性保健专家。毕业后可以走向

品营养学的尖端科学技术人员，全力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创意思想和国际竞争力。

教学科目修满学分后可以到保健支援部等政府、民间保健医疗机构工作，在健康管理服务产业领域也可以以专业人员

领全球营养领域的女性指导人才。积极促进与工学共同研究，确立国际水平的研究项目，努力培养未来社会所需要的食

保健政策及管理，健康管理服务的策划、安全保健、保健情报、国际保健等领域。

的身份进行多种工作，在国际保健医疗现场，如WTO等国际保健机构，国际保健与医疗观光产业，保健医疗国际会议等
领域成为专业人士。融合保健学还通过与其他多个专业进行学术性的交流来培养专业与人文兼备人性化人才。

主要课程

•

学，生化学，饮食与文化，食品化学概论，营养生理学，高级营

界食品及营养的现状，通过科学的方法探索食品营养问题。本

-

学科附属研究所

国际食品营养研究所：研究食生活及营养问题，通过地区

之间的比较来改善食生活，并探索提高健康的方法。掌握全世

营养与现代社会，食品与现代社会，生命周期营养学，烹饪科
养学，食品微生物学概论，韩国烹饪实习，西方烹饪实习，社区

机构现正在拟定与国外机构的合作。
-

营养与政策，食品营养实验，食品加工及贮藏，功能性食品与

人类生活环境研究所：为了解人类生活环境整体而设立的

营养，食品营养信息与媒体，饮食服务业营销，营养教育及咨询

研究所。通过与消费者情报中心，儿童家庭研究中心，服装研

验，营养判断与实验，集体供餐管理与实习，食疗与实习，营养

援国际及国内座谈会，和各研究中心的专家讲座。

究中心，饮食生活情报研究中心构建产学协力研究，召开并支

实习，临床营养学，供餐经营学，菜单设计及开发实习，烹饪实

-

师现场实习食品，食品卫生及关系法规，营养与分子生物学

可获得参加营养师国家资格证考试资格。

主要课程

毕业后发展方向

学，医学术语2，保健计算机学，安全教育学，保健行政，力学，

光策划人员，保健医疗机关研究员，市民团体行政家，保险管

保健教育学，学校保健，医学术语1，公共卫生学，国际 保健

保健教师，保健公务员，医务记录员，国际保健专家，医疗观

保健传播，医疗相关法规，病理学概论，人类发展论，保健教

理师，医院行政家，e- Health Care 企划顾问，健康促进广告

育方法论，保健统计学及实习，儿童健康教育，合理治疗保障，

企划师，市民团体健康活动策划家，保健专门记者，保健医院

保健财务会计，医务记录管理学，疾病分类实习，保健规划及

保健服务策划师，老人福利设施专员，保育设计专员等。

评估，调查方法论，癌症登记，医疗信息管理学，产业保健，医

特色

务记录实习，社区保健学，医疗保险实务，医务记录转录，保健

管理领导力开发，保健教育实习、实习，精神健康轮，保健医疗
组织论，医疗旅游的理论与实际

•
-

毕业后发展方向

获得参加保健教师国家资格证的考试资格

获得在保健福利部，韩国健康管理协会等众多保健医疗机

构中担任多种工作的保健教育师2级、3级证书的应试资格。

韩国及海外大学教授，国、公立企业研究所研究员，营养教师，

•

营养专业记者，生物食品开发专家，健康功能食品效果评价专

计厅等多种保健医疗领域中工作的医务记录师考试资格。

公务员，临床营养师 ，健康商谈营养师，食品营养信息分析员，

-

家，保健食品管理者，餐点及餐饮业高级管理者，创业顾问，
菜单计划，传统饮食文化商品规划师，食品和治疗食品研究专
家，饮食生活专业记者，新产品开发专家

特色

2006-2012 教育部制定BK生物食品评估工作执行部门。
2013/2014 中央日报大学评估，理工科最优秀学科。

2013 被教育部BK21PLUS指定为食品营养创意未来健康专业
人才培养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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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参加医务记录师国家资格证的考试资格

获得在医院的进行医务记录，在健康保险审查评估院，统

护理学院
College of Nursing

可获取的学位：学士、硕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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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NURSING

护理学专业

全球化健康护理学专业

Nursing

Global Health & Nursing

本专业以培养具有护理实践能力和具备国际化护理知识的专业女性护理人才为教学目标，从对人类尊重出发，通过治

全球化健康护理学是以理解人类的哲学为基础，进一步实现个人、家庭、社区、国家及全人类健康的利益最大化。以培

疗的关怀使被治疗对象更加健康，预防疾病，健康恢复，减轻痛苦。使患者得到更安宁舒适的治疗。通过与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科学等学科进行综合地学习，让学生在医疗现场能够充分应用这些知识，理论和实践相结

养能够制定保健医疗政策，在经营和行政领域具有国际眼光的保健医疗专家为目标。

合。在医院，学校，企业，政府，研究机构中进行实践护理，积累护理经验，培养具有竞争力的国际化护理领导人才。

主要课程

•

科护理学 产科护理学实习，成人护理学 成人护理学实习，儿

发与研究，促进临床工作研究的同时，通过学术交流来解决护

-

护理管理学 护理管理学实习，老年护理学 老年护理学实习，产

学科附属研究所

护理学研究所进行包括基础护理科学领域，还有女性，儿

童，成人，老人，精神及地域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护理理论的开

童护理学 儿童护理学实习， 社区健康护理学 社区健康护理学

理教育及现实中发生的诸多问题。

实习， 精神健康护理学 精神护理学实习，护理和临床营养，
Traditional nursing therapy，保健医疗政策，健康环境和安

•

理，循证护理，综合临床护理模拟，专业职能与领导能力开发，

发中心（RN Education Career Development Center）进行

全，Global nursing issues，遗传咨询和护理，生命伦理和护

-

专业护理人员综合学术讨论，护理经营，自主选择实习，自主

护理教育开发中心

为了促进韩国护理师成功到美国就业，开设了护理教育开

NCLEX—RN正规教育课程，短期集中教育课程，考试专题班，

综合实习

网上正规教育课程及考试专题班。

主要课程

毕业后发展方向

产科护理学 产科护理学实习，成人护理学 成人护理学实习，

士，国会委员室护士，保健研究者，保健医疗立法工作人员，与

健康保险政策推行者，护理大学教授（韩国及国外大学）
，护

护理管理学 护理管理学实习，老年护理学 老年护理学实习，
儿童护理学 儿童护理学实习， 社区健康护理学 社区健康护理

保健医疗相关的民营企业工作人员，保健政策专家及行政人
员，与国际保健相关工作人员

学实习， 精神健康护理学 精神护理学实习，Introduction of

Global health，国际交流及合作事业实习，Introduction to
Global Healthcare Industry，Global Health Care System，

•

难及危机管理，国际健康护理项目策划

健所，保健医疗专业法制处，食物药品厅，疾病管理本部，韩

-

International Health Information & Epidemiology，国际灾

院，韩国保健事业振兴院，韩国保健福利人力开发院，韩国保
健福利信息开发院，KOICA，KOPHI，UN，WHO，UNICEF

特色

医院护士，专业护士（家庭，感染病，老人，麻醉，保健，企业，

应急，精神，肿瘤科，重症护理，临终护理，临床，儿童等）
，保

同护理学。

健教师，保健公务员（保健护士）
，保健诊疗员，保健审查护士

产业护士，护士长，助产士，老人疗养等级评价护士，老人疗养

评价护士，老人疗养访问护士，老人疗养机构研究人员，保育
设施机关长）
，保健行政家，研究院，大学教授等
-

代表企业

梨大木洞医院，首尔峨山医院，三星首尔医院，首尔大学医

院，新村Severance医院，保健福利部等

特色
•
-

健康保险审核评估院，国民健康保险工团，保健福利部，保

国健康增进财团，韩国国际保健医疗财团，韩国保健社会研究

毕业后发展方向

•

代表企业

专业主要业绩

2013年获得看护教育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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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院
College of Pharmacy

可获取的学位：学士、硕士、博士
药学院本科不招收外国人

EWHA WOMANS UNIVERSITY

COLLEGE OF PHARMACY

药学专业
Pharmacy
药学专业通过学习与疾病预防和治疗的医药用品相关的基础理论和专业技术，培养兼具临床应用能力和相关学术研究
能力的药学专业人才。同时，通过学习医用药品的制作、品质管理和应用等方面的基础理论和专业技术，培养能够参与

药品生产和新药研发，并具备相关学术研究能力的药学专业人才。梨花女子大学药学学院的教育目标是培养能够胜任与
药学有关的各种工作，为全国公民的福利作出共享的药剂师。

主要课程

和新药开发的支柱，采用最尖端的研究设备，从事生命药学研

剖学，生理学，药品微生物学，药化学，分子生物学，自然物药

-

究部、医药化学研究部、药物毒性研究部、制剂开发研究部、

药品分析，药学概论，药品生化学，药品合成学，物理药学，解

自然物化学研究部、药品分析研究部等6个领域的研究。

品学，药代动力学，药学统计学，医药品情报学，药务行政学，

学院最早引进的，用于脑影像和脑部分析研究，NMR室中配

临床本草学，生药学，药物学，病态生理学，生物制药学，预防

有Varian 400 MHz FT-NMR，可以观察1H, 13C,19F, 31P核

药学，药物治疗学，免疫学，药品仪器分析，药物遗传学，毒性

素，和各核素的1D 实验(1H, 13C, 19F, DEPT135) 和2D 实验

学，药物有机作用原理，放射性医药学，临床免疫学，功能性食

(gCOSY, TOCSY, NOESY) 等。

品学，临床药代动力学，药典学与品质科学，医药化学，药物

-

传达学，药剂师法规，药剂学，制剂学，信号传达药学，药房经

生长条件。可以在温室内观察开花期，结实期的植物外形，同

理，医药品规制科学，香料化妆品化学，医药品经济学等

时也用作植物生态系统的现场实习场所。
-

人员有偿使用。
-

医院、药房等临床现场，国立科学搜查研究所、国立保健院、

持一定的温度和适度，检查换气的次数和光照周期等。实验动

韩国化学研究院、KIST等研究院，专利代理人，国内外大学教

物室的运营和管理等重要事项由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负责审

授，医药专业记者，医药信息管理者，企业家等

议。
-

实习药房：1996年6月开设，面积52.60㎡，位于药学馆A

栋。收藏药品796种，配有完善的计算机、药剂设施。位于校内

特色

通过以药学研究所为中心的BK21+事业团、NCRC、WCU、

实验动物室：分为普通动物室、SPF室和管理室。为了保持

室内的环境恒定不变，本实验室采用密封结构，一年中都要保

国立环境研究院、食品医药品安全处、韩国生命工学研究院、

-

中央仪器室：药学院的中央仪器中的共同器材，一方面用于

支持学生教育和教授研究，另一方面也供校内其他专业和外部

毕业后发展方向

专业：病态生理与药物学，生命药学，医学化学，自然物药学，

药草园：有4个温室，共培育有木本，草本，药用植物250

种。每个温室都有喷水头和恒温恒湿机，为植物提供最适宜的

营学，文献评估与临床研究设计，韩药制剂学，医药品制造管

-

MRI室和NMR 室：MRI室的核 磁 共 振 仪器（MRI）是药学

的实习药房被广泛地用于学生们制剂、医药品信息管理和药品
管理等相关工作的实习中。本学院还把校内药房实习和校外医

院、药房实习紧密相连，为让学生成为合格药剂师提供更多的

分析药学，制药学，预防药学与毒性学，临床药学与社会药学。

实践教育机会。

国际肿瘤治疗新药开发事业团等国家大型项目，以及多项个人
项目研究所取得的显著成就，获得了韩国国内最高水平的研究

实力认证。另外，在2005年韩国大学教育协会主管的药学院综
合评估中，在本科和研究生院层次都获得了最优秀等级。
-

药学研究所：为积极建设“研究型大学”和响应“新药开发支

援政策”，1989年成立了药学研究所。本研究所作为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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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克兰顿
学院
Scranton College

可获取的学位：学士
自由专业、大脑﹒认知科学专业不招收外国人

EWHA WOMANS UNIVERSITY

SCRANTON COLLEGE

自由专业

大脑﹒认知科学专业

Scranton Honors Program

Brain & Cognitive Sciences

斯克兰顿本科自由专业是以梨花女子大学的创始人F.斯克兰顿的名字命名的。2007年3月正式成立的斯克兰顿学院，是

大脑﹒认知科学专业是未来非常具有发展前景的学术领域。过去几十年里，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调节人类的认知、思

本科一年级主要接受各学科基础知识的升级强化教育以及其他丰富多样的公共基础教育，第二学期期末决定各自的主
专业。主专业的选择克服了传统学问分科的界限，从教育的多元化角度出发，让学生可以自由选择除师范类和艺术体育

朝着以多手段、多途径的综合实现方法去追求学术领域实效性的方向快速发展变化。
斯克兰顿学院融合学科大脑﹒认知科学专业中的教育是以脑认知科学领域的专业知识为基础，进一步将这些知识深化

为了培养出最优秀的人才，斯克兰顿学院大力推出Honors Program项目。该项目要求斯克兰顿学院的学生除主专业以

一种更具有创意的方法来将这些知识融会贯通在一起来解决各种问题。通过这种在韩国国内史无前例的具有划时代意

韩国最早的未来型学院，旨在培养“人性与知识兼备的各个领域的专业人才”。斯克兰顿学院的学生以自由专业入学，
类以外的任何专业。

外，还需要辅修一门具有跨学科性质的自我设计专业。为此，斯克兰顿学院设置了5个跨学科的专业，学生们可以从中选
择一个学科，不分文理，作为自我设计专业进行学习。因此，斯克兰顿学院的学生在毕业时可以获得两个学位。

研究方向
-

应用科学、生命科学、经营学、电算学、言论学、环境学等相关
课程。

综合文化方向

想要正确地理解一个社会的文化，就需要对这个社会的语

-

社会与正义方向

本专业致力于把想要从事法律、行政领域的相关职业的学

言、哲学、历史和文学进行综合性的认识。综合文化研究的目

生，通过对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等领域的基础知识进行广泛

对文化的全面理解。教学课程不仅涵盖多样化的人文知识，还

业需要学习人文、社会、自然学科的课程，以及社会统计、调查

标就在于通过对哲学、历史、文学三个领域的综合性研究实现

会涉及到哲学、思想、历史，以及与文化相关的社会科学、自
然科学、工学等方面内容。进而，本专业最终目的是为了培养

在理解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基础上，能够创造新文化，并引导

其发展的人才。学生可以选修哲学、历史、文化等人文学院的
专业课程，和社会学院、自然学院、工学院的课程。
-

数字人文学方向

数字人文研究是能够让各专业领域的学生们可以对信息社

会有更深层认知的专业。通过对信息社会的理解，学习能够在
各种不同领域生产和制作多种数字信息的综合企划能力。该方
向的课程由基于网络的文化研究、数字叙事、媒体艺术、数字

影像实习、电影与哲学、信息设计等数字媒体和文化，以及数
字人文科学相关的科目等构成。
-

社会科学Initiative方向

本学科系统地对人类和社会现象的形成与变化进行探究。

为了对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和主要思想等进行深层的理解，以

及对社会的变化进行整体地、系统地理解，本学科的课程由哲
学、历史、自然科学的相关科目构成。因此学生需要学习人文学
院、社会学院、自然科学学院、经营学院等相关专业的课程。
-

科学融合方向

学习，培养成公正、正直的具备高专业素质的人才。学生在本专
等分析与方法论等专业的课程。

毕业后发展方向

考取一般研究生院或法学、医学类专门研究生院，会计师，记

者，广播电视影像专家，金融专家，专利申请代理人，入职大型

考、语言、行动等有关大脑机制的知识。脑认知科学通过把这些对于大脑机制的知识运用到其他学术领域并引发变革，

并运用到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法学、医药学等领域中的教育。即打破现在各个学科现有的所谓的知识界限，用
义的教育方式，作为培养未来指向型的综合性女性人才摇篮的梨花女子大学，希望能够奠定出在脑认知科学领域中的
权威地位。

主要课程

毕业后发展方向

觉与知觉，法庭神经心理学，睡眠、梦与无意识，医学、生命科

门大学院研究生或转专业到医学专业，科学技术相关政府部

脑科学的主要研究发现，功能神经解剖学I、II，人心的形象，感
学与脑认知科学的融合，社会科学与脑认知科学的融合，行动

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神经遗传学，脑与沟通，女性的大脑，脑

部疾病理解的基础，神经伦理学药物、大脑、行为，脑神经工
学，神经科学实验实习I、II，脑认知科学实验实习I、II，脑认知
科学应用实验实习 I、II，脑认知科学研讨

考取国内外研究生，考取法学专门大学院研究生，考取医学专

门，行政、政治方面的议会或政府部门，入职国内外跨国企业，
入职国内大型企业，专利申请代理人 等

特色

Brain & Cognitive Sciences Lecture Series：邀请国内外著
名的脑认 知科学家们进 行最新的脑认 知科学研究动向的讲
座，定期举行“脑认知科学系列讲座”。

企业，外交部及行政部门公务员

特色

专业主要业绩。

2011年与首尔大学自由专业本科进行友好交流活动。
2012年与首尔大学自由专业本科进行学术交流。

2013年与浦港工业大学创意IT融合工学专业进行学术交流。

2013年斯克兰顿学院学生参加了U.S. Embassy New Generation
Seminar。

为了追求事实与判断事物的价值需要运用科学的方法论，

对大大小小的案例做出决定时也需要丰富的科学知识。为了更
加有效地利用科学知识，科学融合学在传统的科学专业的基

础上，拥有更广泛的研究范围，致力于帮助学生在相邻学科之
间科学地进行知识的有机结合并应用。本专业的学生需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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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HA WOMANS UNIVERSITY

SCRANTON COLLEGE

国际学专业

全球化韩国学专业

International Studies

Korean Studies

国际学专业在2001年3月在韩国最初设立，目标是培养国际化专业人才。国际学科的所有专业都采用全英文教学，是韩

全球化韩国学专业是2015年3月成立的跨学科融合性项目。通过学科间的关联项目，学生可以同时学习人文学和社会

项目进行学习，还可以对国际学的理论进行分析和学习。另外，本专业还为学生能够在国外的企业、国际机构等领域里

知识，培养全球化时代的韩国学专家。全球化韩国学专业以韩国社会和文化的知识为基础，以培养韩国学领域的女性

国国内最初的全英语本科教育。国际学部专业里，不但能够通过经济学、政治学、经营学、历史、法律等学科间的融合

成为国际专家、在商业合作等方面成为优秀人才而为学生提供相关的教育课程。另外，本专业还提供与各国优秀大学同
样的教育，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

主要课程

Quantitative and Financial Analysis，Principles of Inter-

毕业后发展方向

International Law，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Glo -

构，国际机构和跨国企业，新闻媒体与经营相关的企业

national Marketing，Microeconomics Macroeconomics，

balization and Cultur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Global，Governance，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Korea，

考取韩国及海外研究生和 Law School，韩国大企业，金融机

Civilization，International Trade & Investment，Interna-

特色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International Monetary

-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East Asian Histor y &

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International Marketing，

Economics，International Trade Law Public，International Law，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ast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Peace，International Society & Public Diplomacy，East Asian Culture & Thought，Political Economy

of East Asia，Global Strategic Management，International

•

DIS Concentrations

毕业之前修满学校要求的学分，可以获得由国际学学院和

斯克兰顿学院院长名义颁发的毕业证。

DIS Concentrations有3个教程，为了取得证书，学生在毕业
之前每个教程都必须修满18学分以上，且每科平均成绩要在
GPA2.7以上。

科学。本专业所有课程均以英语授课，为学生提供韩国社会、经济、文化、文学、历史等全方位的丰富的相互文化人文
领导人为目标。

主要课程

毕业后发展方向

South Korean Fiction，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East

及民间机构, 文化相关的企业等

Advanced Topics in East Asian Religion，Contemporary
Asia，Introduction to Korean Music，Korean Business Ethnics，Korean Cultural Heritage，Korean Film and Media
Studies，Korean Landscape and Urban Space，Korean
Traditional Art，Multiculturalism and Korean Society，
Traditions of Political Thoughts in East Asia，Women and
Gender in East Asia

国际机构，韩国及海外企业，新闻媒体，就业于各种政府机构
考取国际学研究生, 法学专门研究生, 经营专门研究生等韩国
及海外研究生

特色

Korean Studies Lecture Series：邀请与韩国相关领域的学者、

作家、企业家、外交官等国内知名人士来校做演讲，向学生介绍

他们的研究，业绩，经验等等。 在校生们通过与国内外活跃在

各界的专家们面对面的交流，直接听取他们的经验，定期进行
自我完善，也可以看做是进行人生顾问与扩宽人际网的机会。

Economic Development，Special Topics in East Asian
Studies，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China，Contemporary
Issues in 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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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史学专业

女性学专业

Art History

Women's Studies

简介

简介

文社会学领域为基础，通过风格学、图像学、心理学、社会史、

女性学的目标是从批判的角度审视现有的知识体系构建，通过

美术史专业是一门以政治经济、社会心理、文史哲等多样的人
女性学、符号学的角度，运用多种的方法论分析和研究东西方

一般研究生院
The Graduate School

美术作品，及其历史的专业。

教育目的及目标

教育理念和基督教的真、善、美得精神为基础，规定了以下教
育目标。

1 通过风格学、图像学、心理学、社会史、女性学、符号学等
2 通过发掘以及考察等现场实习，培养学生能够从作品本身
的历史及实证知识出发，正确解释和评论美术作品。

3 为了能让学生以后具备在大学和研究所里担当关于美术史

的学术研究，或在教育领域、博物馆、美术馆、画廊担任专门
管理员，或者在出版社以及新闻界里作为一名有能力的美术专
家，在校期间提供各种相关实习机会，积累经验。

花女子大学的女性学专业是亚洲最初把女性学放入教育制度
之中的。从1982年创立硕士课程以来，到2012年为止，培养了
270名硕士和30多名博士。梨花的女性学生们作为引领21世纪
女性共同体，在各领域作为专家投身于各种重要的活动之中。

教育目的及目标

女性学专业的目的是分析由于性别认知和性别歧视等引起的
多种社会条件，并探索解决方法和尝试解决问题。女性学跨越

现有的学科领域划分，进行学术综合研究，开发跨学科研究方
法，实现多样的专业领域之间的交流。女性学关注少数群体，

对现有的知识体系的构建过程进行探究，并对现有知识结构进
行批判性提问。女性学教育将眼光放在从日常生活到整个世
界的大范围之内，在各种情况下发生的不平等事件和由此引发

毕业后发展方向

的人类痛苦，并将这些现实问题用女性主义的观点作出新的解

毕业后，学生们能够作为一名研究人员在大学或者研究所里担
任关于美术史的研究和教育工作。目前美术史学专业培养出的

毕业生们分别成为了大学教授， 或者博物馆、美术馆、画廊等
的专业管理人员。此外，我们的毕业生还广泛活动在研究员、

美术记者、美术评论家、和美术有关的出版社、电视界、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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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的未来社会。女性学关注性别、性、阶级、种族、地区等多
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从而消除人类社会的歧视与不平等。梨

美术史学科为了培养创造美术文化的专业人士，以大韩民国的

等领域。

对过去和现代女性进行对比和解释，展望一个彻底消除性别

样的差异，把这些差异在权利关系中的配置方式为课题，培养

多角度的方法论，构建系统性美术历史专业知识。

可获取的学位：硕士、博士

女性学是站在女性主义的观点，探究人类生活的问题的学科。

释。本专业的目标是培养具备专门知识的学术研究者以及培养
社会各领域的女性专家和活动领导者。

毕业后发展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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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学相关的研究领域，政策领域

福利机构，以及各种非盈利民间团体活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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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学专业

北韩学专业

语言病理学专业

法学专业

Child Development

North Korean Studies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Law

简介

简介

简介

简介

实际结合在一起,以儿童生长的理论知识为基础，培养学生对

本 专业 是 综合 研 究 北 韩 学的 研 究 生院 全日制 协 同 课 程，在

学，是一门探索预防、诊断，以及治疗沟通障碍的学科，在韩

人才的学问研究和教育的殿堂。法学专业的各个学科都配备了

儿童学将儿童的社会性、情绪性、认知性和身体发展的理论和
婴幼儿保育以及育儿政策和亲子咨询领域的专业能力素质。本
专业把儿童发展和其他社会科学进行统合，为本专业学生提供
心理学、幼儿教育学、保健管理学、社会福利学、社会学、医

学，以及护理学等有关课程的教育。在本专业的学习和研究过
程中，培养学生具备实际操作中的专业能力，培养能够在儿童
发展，婴幼儿保育，亲子咨询，儿童青少年项目开发，婴幼儿发
展相关软件程序开发，儿童家庭政策开发等领域工作的专家。

以父母-子女关系、朋友关系以及社会环境为中心的儿童成长

研究为基础，培养能够促进儿童的健康发育的婴幼儿保育、亲
子咨询以及治疗的专业人士。

1 包括从胎儿期、婴儿期、学步期、幼儿期、学龄期，到青少

年期的成长特性，以整个过程的知识为基础，重点研究以父母
-子女关系为主的家庭关系和儿童的朋友关系。

3 研究能够帮助个人成长的家庭、社区以及社会特性。

4 理解儿童在每个成长阶段里经历的各种问题，成为设计预

防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咨询、教育和政策制定的专家，促进家庭

-

教师

-

儿童发育专家（韩国儿童学会）

-

-

-

一级儿童咨询师/儿童咨询专家

游戏治疗师/游戏治疗专家/沙盘游戏治疗专家
青少年咨询师（韩国青少年咨询院）
婴幼儿保育/育儿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婴幼儿保育机关设施管理负责人

女性家属部、保健福利部等行政机关的研究员

女性学者以及专家，能够在国内外研究所和国家机构里独立
进行研究活动，并且为建立平壤分校培养储备力量。本专业以

北韩学为中心，同时提供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女性学、哲
学等广范围的教育，并邀请国内外的著名学者和专家进行专题

讲座。另外在2000年夏天开始，梨花女子大学的本科课程里也
开设了北韩学相关专业，为学生们提供了辅修北韩专业的学习

教育目的及目标

1 培养研究北韩的女性学者以及专家，并使他们能够在国内
外大学工作。

2 培养女性专家，并使他们能够在研究所或者国家机构里工
作，为实现统一做准备。

3 培养担任北韩的教育以及女性问题的统一专家，以便统一
后参加北韩的民主化。

2 儿童成长的理解以及改善，设计实际的指导方法。

毕业后发展方向

2013年升级为北韩专业。本专业致力于培养专门研究北韩的

机会。

教育目的及目标

福利事业的发展。

1998年梨花女子大学的研究生院北韩学协同课程正式建立，

4 为设立平壤分校培养专门人才。

毕业后发展方向
-

韩国大学北韩相关学科教授

-

统一研究所等北韩相关研究所研究员

-

韩国大学北韩相关课程讲师

新闻、广播新闻媒体的北韩专家
投资北韩企业的北韩专家
参与统一工作的国家机构

做海外北韩相关专门咨询

附属机关

附属研究所：统一学研究院

社会调查机构，儿童相关企业

语言病理学科是探究人类的对话、言语、以及与听觉相关的科

国语言病理学领域处于领先行列。硕士课程以取得国家资格
证的语言临床专家教育为中心，博士课程主要以研究人类的对

话、言语、以及与听觉相关的课题为主。自1995年以来，培养
了许多语言治疗临床专家和教授。

实际操作能力。

3 培养语言治疗临床现场所需要的语言障碍儿童或成人患者
的诊断治疗能力，研究能力和行政工作能力。

4 开发未来社会所需求的语言障碍诊断和治疗项目，以及运
用尖端治疗技术的能力。

动法、国际法等传统法学领域，以及电子商务相关法律、知识

学习期间可以享受多种助教制度和奖学助学体系的优惠。梨花

女子大学研究生院法学专业在教学上取得了显著成就，总共培

养了420名硕士、54名博士，并且不少学者们在本校取得硕士
学位后，又在韩国以及国外的优秀大学里取得博士学位。他们

作为法学专业教授，或者各研究机构的研究员，在法学专门研
究领域中工作。还有一部分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了司法人员。

教育目的及目标

-

医院（综合、个人）
：耳鼻喉科，神经科，小儿精神科，康复医

-

福利机构：普通/老人/残疾人综合福利馆

-

机构以及大学附属语言病理临床中心的言语病理专家

教育机构：特殊学校，托儿所以及普通学校

等研究支援设施。主要研究宪法、民法、刑法、商法、行政、劳

气的会议室、电脑教室、高端的多媒体室的网络学习室。同时，

2 培养学生对语言病理学的主要概念以及理论的理解能力和

-

10万藏书的法学图书馆以及资料齐全的美、德、日电子图书馆

这样的研究和教育，在法学图书馆设置了研究生阅览室、冷暖

1 培养学生作为语言障碍治疗师的韧性和使命感。

学科

韩国研究能力最强的教授，共39名（包含客座教授一名）
。拥有

产权法、国际人权法、女性学法等最新领域。为了进一步支持

教育目的及目标

毕业后发展方向

梨花女子大学研究生院的法学专业是培养女性专业法律研究

法学院以基督教精神为基础，培养“为社会服务的女性法律专

家”，贡献于社会，同时提高全体女性的地位为目标。为了达成
这样的教育目标，设定如下具体教育目标：

1 通过法律和正义理解、分析和批判当前社会，培养能够引
导社会前进的能力。

2 理解在现代社会里发生的各种利害关系的冲突，增进对相
关法律程序原理的理解能力，以实现民主化方式解决冲突。

3 通过对现行法律解释的研讨和多样的案例练习，系统地理
解法律秩序，进而培养对现实法律纷争问题的解决能力。

4 强化在国际秩序和国际通商领域的争端解决能力，培养作
为一名国际社会的主导成员的能力素质。

毕业后发展方向

法学专业毕业生工作在包括司法界、法学界、教育界，还有行
政、外交、政党、金融、企业、法律援助机构、女性团体等领域。

儿童青少年咨询中心研究员

婴幼儿发育相关图书以及软件开发企划者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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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治疗学专业

生命﹒药学专业

Music Therapy

Life &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简介

1 了解音乐的治疗特性及功能的理论知识和技术。

2 培养以音乐为工具，对多项发达性功能进行诊断和干预能

简介

读课程。硕士课程设有音乐治疗专业，博士课程下设幼儿音乐

3 根据现代人的要求，理解音乐的心理治疗功能、康复功能、

加价值的下一代成长动力产业中的核心领域。特别是近年来，

本校一般大学院的音乐治疗专业提供硕士、博士，以及硕博连
治疗、成人音乐治疗及老人音乐治疗等专业。同时，本专业是
韩国国内首个提供音乐治疗学专门学位课程(硕士-M.M.T.,博
士-Ph.D.) 的专业。

社会情绪功能，开发有效的音乐治疗资料和内容所需的专业
知识。

毕业后发展方向

教育目的及目标

以本校最高水准的学术设施为基础，向学生传授现代人的健
康和生活质量改善所必须的音乐治疗知识与实际应用知识，并

以此提供培养专门音乐治疗师和继续教育所需的系统的课程
体系。

力所必须的研究能力。

-

教育机构：小、中、高中课后辅导教师，就职于特殊教育支

-

心理咨询机构：咨询中心，社区综合福利院及精神保健所

-

研究机构：学习、感觉统合、音乐神经学等研究机构及大学

援中心，幼儿治疗教育专门机构
-

医疗/康复机构：精神科，康复医学科，韩医院

制药公司研究所（JW，Schering-Plough，Hanmi，东亚，大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而生物医药产业是能够创造最高附

熊，太平洋，绿十字等）
，专利法律事务所，留学深造等。

时代正向着信息通信技术(IT）
、纳米材料技术(NT)等尖端技术
与包含医学及药学的生命科学技术(BT)相互融合的“融合生命
科学”时代发展。为迎合时代发展的趋势，本校将普通大学院

的分子生命科学学科、药学学院研究生院，以及自然科学学院
中生命科学专业的一部分进行统合，新设了以学院间的学术交
融为基础，追求尖端生命科学教育与研究的生命药学专业。

大学院的生命药学专业有生命科学与药学两个专业。生命科学
专业学生将获得理学学位，药学专业学生则将获得药学学位。
本校生命药学专业的特征及优点简述如下。
-

顺应融合生命科学全新模式发展方向的的学科间尖端/融

-

卓越的教育研究环境，最新型尖端研究楼，研究设施及宿

-

优越的奖学金制度及学生支援：向大学院全体学生提供奖

-

世界水 准 的 研 究 成 果：曾在《 S c i e n ce》、《N a t u r e》、

合生命科学教育及研究。
舍等。

学金，长、短期海外研修支援等。

《Cell》等著名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教育目的及目标

梨花女大大学院的生命药学专业追求基于生命科学、药学、信
息科学、医学等学科之间学术融合的尖端生命科学教育及研
究，具体教育目标如下。

1 融合生命科学时代的多专业领域的跨学科教育与研究

2 培养符合新的生命科学及药学模式的复合型研究开发能力

3 培养领导未 来生命 科学研究 及新药开发事业的女性专门
人力

毕业后发展方向

分子生命科学专业及药学专业（生命药学专业前身）毕业生正
在活跃在相关学术界及产业领域。具体发展方向如下。

国内外大学教授，国、公立研究所（食品医药品安全厅，市道保
健环境研究院，科学搜查研究所，生命科学研究所，国立环境

研究院，专利厅等）
，大型企业研究所（三星, LG, SK, KCC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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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 科学专业

大脑﹒认知科学专业

EcoScience

Brain & Cognitive Sciences

简介

毕业后发展方向

简介

现的时间、空间模式，以及呈现过程的综合学科。因此，在学

知识领域的人才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生态科学专业毕业生可在

2013年3月在一般大学院设立了大脑 〮 认知科学专业后，又于

ECO科学(EcoScience)是一门综合研究各种生物单位所呈

习中需要同时使 用传 统自然科学的分析方法论(analy tical

methodology)及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分析方法(holistic approach)，具体来讲，是一门理解以全球变暖为首的气候变化，

当今社会强调与自然生态及环境相关研究的重要性，对于此类
国内外大学， 国、公立研究机构（国立生物资源馆，国立环境

科学院，国立生态院，国立公园管理工团，韩国环境政策评价
研究院，国立森林科学院，疾病管理总部等）
，政府机构（环境

生物多样性减少，自然生态界及人类环境恶化等威胁21世纪人

部，森林厅，气象厅，保健福利部等）
，国内外动植物园，科学相

与工程学、保健医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学、政策学等多种知

发展。

类生存的环境问题，并为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进行自然科学
识间的跨学科融合式研究的学问。

关电视节目，展览企业及自然史博物馆，科学馆等多样的领域

我校具有的独特而深厚的宏生物学(Macro-biology)传统，宏

生物学是与被称为分子生物学的“微生物学(Micro-biology)”
并肩的占据生物学中的另一大轴心的领域。我校最近开发了国

内最高水平的环境工程项目，为成长为韩国最佳生态教育机构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样一个自然科学与工程学交汇的时
代，我校保健医学领域教授们必将努力建立传染性疾病的流

行病学（包含愈加严重的禽流感等流行传染性疾病）和有关预
防研究的综合性教育项目。

大脑 〮 认知科学是非常有望成为未来新成长动力的领域。自
2015年设立了韩国最早的隶属于斯克兰顿大学融合学部的大

脑 〮 认知科学专业。斯克兰顿大学融合学部大脑 〮 认知科学专
业的教育课程致力于使学生获得大脑 〮 认知科学领域的专业知

识，并以此为基础将人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学、医药
学等领域与大脑 〮 认知科学领域进行衔接，形成学科间融合的
研究方式。即以培养掌握跨学科领域的基础知识，并具有创造
性的问题解决能力的人才为最终教育目标。这种本科教育方

式在韩国国内是最早的，也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尝试。通
过不断努力，梨花女子大学大脑 〮 认知科学专业作为未来指向

型女性融合学专家的摇篮，必将在大脑 〮 认知科学领域占领领
先地位。

教育目的及目标

大脑·认知科学专业是韩国首个通过学科间融合对脑进行研
究、理解及教育的专业，并将通过提供系统化的教育培养符合

教育目的及目标

社会要求的融合型人才。作为21世纪的人类最终研究领域，该

维护自然生态界以及改善人类生活环境问题变得日渐重要，并
已升级为时代课题。本专业则为迎合这一时代要求，以培养相
应的专业女性人才为目标。

专业的目的在于培养以该领域科学家为首的医学、生命科学、

社会科学（心理学、法学、经济学、经营学等）
，或工学与脑·认
知科学相融合的社会各领域的专家。

重的问题之一。但尽管如此，韩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也的确疏

毕业后发展方向

为进入先进国家行列，韩国也深切地感受到了应该加速培养该

2 科学技术相关政府部门

毋庸置疑，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了21世纪人类面临的问题中最严

忽了对和人类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自然生态及环境进行研究。

领域人才的必要性。因此，梨花女大新设了生态科学专业，专
门培养将投身于“蓝海（blue ocean）
”的专业女性人才。

1 韩国及海外大学院，法学医学等专门研究生院
3 进入大型企业、尖端生命科学、医药学领域的跨国企事业
单位

4 专利律师、PD、记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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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科学工程学专业
Atmospheric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简介

毕业后发展方向

与现场观测、遥感探测、数值模型、计算科学、超级计算机、高

立研究所（国立气象研究所、极地研究所、韩国海洋科学技术

象的认知与预测，以及大气环境的核心问题的尖端综合学问。

境政策评价研究院等）
，政府投资机构及旗下研究所（水资源

大气科学工程学是利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科学知识
速通信网等尖端技术，研究气象与气候、大气的物理和化学现

随着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灾害频度与强度的加深，大气科学工

程学的重要性也日渐突出。不仅气象、气候、水资源、灾害、遥

感探测、数字模型等技术领域，包括一些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IPCC)，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全球
气候服务框架(GFCS)，世界气象组织（WMO）等机构，对具有

气象、气候、环境领域政府部门（气象厅，环境部等）
，国、公

院、国立环境科学院、航空宇宙研究院、电子通信研究院、环

公社，电力公社等）
，气象气候相关专家(大学教授、气象预报
员、科学专门记者、气象顾问官等)，气象相关产业公司（气象信

息公司、气象装备企业等）
，国际机构(WMO, APCC, GCF, GGGI
等)，国外研究所(NASA, NCAR, NCEP, UKMO, CSIRO 等)。

国际眼光的政策方面的专门人才的需求也正在急剧增加。为应
对上述需求，本校于2012年在一般大学院新设了大气科学工

程学专业，引入国内外优秀硕博士学生，将他们培养成为高级
人才。

国内外对大气科学工程学领域女性人才都具有极高的需求。

目前正通过与世界气象机构的合作，我校正致力于为发展中国
家的女性气象公务员提供教育。并与MIT等优秀的海外教育研

究机构活跃地进行交流，还与校内的国际灾害气象预测技术中
心、气候环境变化预测研究中心等相关研究所共同进行研究。

另外，我校在韩国最早引进了专业实习制度来促进硕士生毕业
后到相关机构的就业。

教育目的及目标

以梨花女大与工学院的教育目的为基础，培养具有专业性及融
合能力的女性大气科学工程师为目标。为达成该教学目的，具
体目标如下:

1 培养大气科学工程学相关机构需要的具有专业科学技术研
究能力及专门技能的女性大气科学家。

2 培养国际政府、企业活动所需的气象、气候、水利领域的专
业人才。

3 培养根据气候变化能够进行预测、监测，并且提出适应对
策的专家。

4 为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气象公务员设立的高等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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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研究课程

生命伦理政策课程

Area Studies

Bioethics Policy Studies

简介

简介

有广阔的视野与眼光，并对世界各地区及国家拥有深度的认知

学，培养具备正确生命伦理和能够制定正确伦理政策的人才。

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韩国社会正热切地寻求对国际社会拥
的人才。为迎合这样的时代要求，本协同课程为培养作为女性

跨学科课程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高级人才的地域专家及地域研究指导者，于1993年3月1日在

韩国首次设立了以综合科学（学科间）研究为基础的地区研究
课程。

教育目的及目标

培养地域研究专家，实现多个地域与国家能够有机共存的人类

出现了更多需要我们解决的新的伦理问题。社会上，开始呼吁
从伦理角度对生命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进行审议，并且也要
高，本专业学生肩负的使命也非常大。本课程设有硕士学位和
博士学位。

教育目的及目标

此课程的目标是培养生命医疗伦理、研究伦理、生命医疗法、

政府单位、韩国及海外研究机构，大学，政府机构，媒体机构，
跨国企业，国际组织及NGO

近年来，出现了有关于女性人权的各种争论。随着医学发展，

这些业务的专门人力。因此，社会对本专业的毕业生的期望很

充分认知在国际合作中，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性，

毕业后发展方向

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伦理焦点不断被提出。尤其是

求用生命伦理政策来作为参考的标准。但目前非常缺乏执行

社会的理想目标。

可获得的学位：硕士、博士

生命伦理政策课程设立于2007年3月，为发展生命科学及医

生命伦理政策及生命伦理教育领域的专家。

1 通过法学、医学、生物学、哲学、女性学、行政学、科学教育

学等知识的学习和研究，培养出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伦理专
家，协调科学发展和伦理法律及政策的专家，尊重生命且对科
学发展贡献的教育专家。

2 2012年9月，在韩国研究财团主办的“2012人文社会领域

大学重点研究的支援事业”中被指定为与生命医疗法研究所密
切合作，培养兼备伦理和实际业务能力的专家。

毕业后发展方向

毕业后，作为教授及专业研究人员，在与生命伦理相关专业及
研究所就业，或在医疗机构、临床试验中心、制药公司等机构
从事生命伦理、法务、教育相关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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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学研究课程

英才教育课程

多文化﹒互动文化学课程

East Asian Studies

Gifted Education

Multicultural/Intercultural Studies

简介

简介

简介

基础，比较分析东亚个别国家的特殊性。以东亚社会中某一个

英才教育所需的知识、教学法、选拔以及评估方法，还为未来型

和活动家，2014年新建立了多文化 〮 互动文化学课程。本专业

东亚学研究课程脱离特定的国家，以东亚文明体系的总体性为
国家为中心进行研究的同时，对这个国家与其相邻国家的性质
一同研究。将纵向的观点和横向的性质联系起来，对特定的主

题，即对文化、传统、思想、政治、社会、经济等进行系统的综
合性的研究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式及国际关系领域的专家为目标。为了达成教学目的制定了以
下具体目标:

1 建立东亚学的学术系统性。

2 促进以东亚学研究为基础的相关外国语的专业解读和理解。

3 使得在东亚学的学术研究上，能够开展核心性的研究活动。

外国大学东亚相关专业的研究员及教授

-

东亚研究中心等东亚相关研究所的研究员

-

韩国大学东亚相关科目的教师，讲师

教育目的及目标

1 早期发现人才，并通过教育项目，展示开发创新能力和感知

本课程是以培养东亚学、思想、政治经济、社会研究、文化样

-

技术专家（technocrat）的领导力培养提供教育内容和方法。

本课程的目的是培养英才教育领域的专家，具体的教育目标如下:

教育目的及目标

毕业后发展方向

梨花女子大学英才教育课程（硕士，博士，硕博连读）不仅提供

机能的教育方法。

2 通过对各学科领域的深入探索，展示不仅提高知性能力，也
加强对他人的关怀、合作、责任感和伦理性的人性教育，培养
全面发展的知性、人性化的未来社会人才的教育方法。

3 脱离只会解决高难度问题的英才教学法，展示能够培养出具
有创新型问题发现与解决能力的未来型优秀人才的教育方法。

毕业后发展方向
-

国立及私立中小学教师

-

课后补习学校及青少年研修院的教师

-

英才教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及相关企业的开发专家
继续教育院及文化中心的讲师

与英才教育政策、英才教育研究相关的专家

为了培养引领21世纪韩国多文化社会的学术继承者，政策制定
是跨学科专业，以培养制定政策的能力为目标，研究和解决多

文化社会的语言、文化、心理和教育问题。多种多样的学部和
大学院的专业领域融合在一起，在全球的范围内探索多文化的

问题和解决方案，并为应对未来韩国社会的变化建立相应的研
究项目。特别是把欧洲式相互文化主义的介入方法和以往的多
元文化主义的介入方法相结合，试图尝试更全面、更有深度的

研究方法，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也是韩国国内唯一的多文化相互
文化协同领域的研究生课程。

教育目的及目标

本协同课程是跨学科专业，是针对目前韩国向多文化、相互文

化社会急剧转变的趋势开设的。因此，本专业的具体教育目的
如下：

1 研究韩国和外国的多文化社会的现状和事例。

2 培养能进行正确的多文化社会教育及活动的多文化专家。
3 研究原住民和移民的相互文化交流的新的本质特征。

毕业后发展方向

本课程的毕业生们可以成为相关领域的教授和研究员，或需求
正在增加的相关领域专家，政策立案家，社区活动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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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Creative课程

生物信息学课程

大数据分析学课程

EcoCreative

Bio-Information Science

Big Data Analytics

简介

环境创造家网络。

4 强化环境政策对应方案的研究。

简介

简介

识的创造性融合型人才（生态环境创造家）的课程。为此，本

解决环境政策热点问题的教育方法论。

合尖端计算机工学及统计学方法的具有代表性的融合学科。

而新设的研究生院硕博士项目。为了能成为最高水平的数据

EcoCreative课程是培养利用所掌握的生物资源和生态学的知

校把环境科学部、产业设计、科学教育、传播 〮 传媒学科的一部
分为综合到一起，新设了多学科间学术融合的生态环境创造协
力课程。通过此课程的学习，学生将了解自然的神秘，并学会

把自然运转的原理应用到其他领域中。主要应用的领域有产
业设计、公共设计、视频传媒、科学展示和教育、生态观光、环

境政策等，而且在未来，这个专业的应用范围会扩大。EcoCreative专业有生态科学、生态教育、环境设计和环境媒体，其中

生态科学和生态教育属于理学学位，环境设计为设计学学位，
环境媒体将授予文学学位。

本校EcoCreative课程的特点和优势为以下几点：

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领域知识进行融合，寻求可以
从自然与社会统合的eco-socio resilience角度对特定的环境
政策研究方案进行集中研究。

构建与海外优秀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网络，了解世界研究的
动向。

毕业后发展方向

本课程的毕业生主要活动于相关学界及多种产业领域。如国、

公立研究所（国立生态院，市、道 保健环境研究院，生命科学

研究所，国立环境研究院，专利厅等）研究员，大企业研究所

符合学科间融合与创造经济模式的教育及研究

通过BK21plus项目，提供奖学金，长短期海外进修（包括国际
学术大会）等支援

（三星，LG,SK,KCC等）
，环境政策专家，生态礼仪专家，生态

界复原管理研究员，生态描述家，野生动物生态修建者，森林
解说员，水族馆管理人，体验学习讲师，生命科学研究员，公务

员，自然环境导游，摄影师，出版物企划专家，作家，环境故事

教育目的及目标

讲述者，环境专业记者，环境专门节目导演，环境动画师，环境

本课程是通过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的有机结合，对工业化环境之
下产生的资源枯竭、气候变化和受到威胁的各种资源等进行研

管理员，广告及宣传专家，企划 〮 宣传及广告管理家,新闻记者,
演出企划者，影像 〮 录影及编辑师，教材及教具开发者等。

究。通过这些学习和研究，意在培养出具有融合能力的女性领
导者。本专业的具体的教育目标如下:

1 本院具有创造经济研究生院教育体系，以环境科学和生态

学为知识基础，培养出环境设计、生态纪录、生态教育、展示及
生态观光领域的专家。

开发使融合学术之间的贯通达到最大化的系统动态教学课程。

生物信息学是为了分析基因图谱等的大容量生物数据，而结

2003年完成人类基因图谱之后，生物信息学的重要性在迅速

扩大。在最近10年里，生物信息学脱离了大容量数据的简单处
理，在整体系统上发展为探究生命现象原理的系统生物学，后

来又发展为生命科学领域的核心研究方法论。随着这种趋势，
最近成为生命工学和未来医学话题的个人基因图的分析，基于

遗传体信息的医疗，以通过生物大数据分析的新一代生命医科
学为主题，新设了生命科学、计算机工学、统计学、数学等学术
相融合的大学院协同课程和相关本科专业。

本校生物信息学协力专业的特点和优势为以下几点：
-

符合学科间融合生命科学的新模式的尖端融合教学课程及

-

通过多样的实习型、进修型教学，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向

-

优秀的奖学制度及学生支援：未来创造科学部BI融合人才

研究

国内外优秀的科研机构及产业界进军

的培养支援（奖学金，长、短期国外进修支援等）

相联系的研究生院协同课程，开发新一代遗传体、生命信息系

统等BIT融合领域的专业化教育课程，培养学生的生物信息学

领域里的理论知识和实际工作能力。本专业也一直以培养引领
未来医学、生命科学时代的领导型专业人才为目标。

培养引导未来产业，具备创新性解决问题能力的专业人才。

域，还可能创造出新型职业。具体前景如下：

2 培养“生态环境创造家”女性人才。
点的创业人才。

3 通过创建学术构造进行创业教育。

构建将构想随即实践到创业的教学，创建创业支援制的融合
系统。

补充创业支援制的教授人力。

构建由生态友好型企业家、跨学科教授队伍和研究生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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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基本理论的教育以外，还由经营学、计算机工程、统计
学、社会媒体等多领域的教授和课程有机融合而成。

梨花女子大学大数据分析学协同课程一直以培养今后社会顶
尖专家团队数据科学家的未来人才为目标，通过以理论与现场
实习，向学生传授大数据相关的主要技术，培养学生的全方面

的能力。毕业生将作为具备大数据新领域的核心能力的未来
型人才，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

教育目的及目标

“培养兼备技术、分析及商务应用等多方位的能力，以及实质性
问题解决能力于一身的最高水平数据科学家”

1 培养兼备IT 技术和数据分析能力，及商务应用能力的专业
3 培养引导大数据市场的数据专家，和能够提出新视角、新方
法论的市场核心人员。

毕业后发展方向
-

企业、互联网企业、公共机关的数据分析家、商务分析管理

-

市场销售及研究的专业公司和部门：市场销售部门的市场

者、数据管理者。

生物信息学专业的毕业生能进入生命科学、药学及医学等多领

培养能体现融入了自然生态界原理的艺术，及具有女性细腻特

力和商务应用能力在内的众多领域的能力。为此，本课程除大

2 培养具有坚实专业理论基础，且应用能力卓越的专业人员。

梨花女子大学研究生院的生物信息学专业学位课程是多学科

毕业后发展方向

科学家，需要学生不仅强化IT技术的能力，还包括数据分析能

人员。

教育目的及目标

课程。

开发引导以生态教育为基础的初、中等教育的融合教育的教学

大数据分析学课程是为了对应国内外大数据的专业高级人员

韩国及海外大学教授，国立研究所（韩国生命工程研究院，

国立癌症中心，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等）
，大企业 研究所(三
星电子，LG电子，SK电讯等)，制药公司研究所（中外，韩美，

趋势及消费者分析专家、广告及研究公司、经营经济研究所、
统计厅等专业调查、研究机构的数据分析专家。
-

IT 咨询、IT解决方案、SI企业的大数据构建管理专业、商业

-

大学教授。

分析顾问、DB顾问、统计建模专家。

东亚，大熊，太平洋，绿十字等）
，风险公司（Macrogen, DNA

Link,Theragen等）
，大学医院研究所（三星医疗院，牙山医
院，首尔大学医院等）
，留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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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行为社会经济学课程
Behavioral Socioeconomics

简介

行为社会经济学(Behavioral Socioeconomics)是从孕育经济
现象的社会、认知、行为等因素出发，与经济学、经营学、社会
学、心理学、消费者学、认知科学、生命科学相结合，跨学科地

解释经济现象的学问。现代社会需要的人才，是不仅对单一学
问有着深刻的理解，还需要兼备连接学科间知识的能力和具
有复合型、融合型思考能力的人才，即同时具有宽度与深度的

T字型人才。本课程将经济现象与社会关系及网络、组织与制
度、认知、文化及心理、神经科学因素、进化论视角相连接，传
授探究方法，培养根据行为社会经济学解决问题的专家、研究

者和教育家。本课程教授分析方法，将向学生传授控制实验、
大变量分析、分类数据分析、纵向数据分析、网络统计分析、

大数据分析及数据挖掘、复杂系统研究技巧、模拟、数理化接
近方法、基于行为者的模拟、可视化以及运行工具。另外，还教
授比较历史方法、参与观察及其他定性研究方法。该专业教授
们正活跃地进行着各种研究活动，并对融合教育有着极大的兴

趣。教育课程将强化学生与教授的对话与共同研究，并把强化
学生们的竞争力视为首要目标。

教育目的及目标

行为社会经济学协同课程追求以社会科学、认知科学和生命
科学相融合为基础的教育与研究。具体教育目标如下：

1 培养具有针对经济的社会孕育、认知、组织、进化论及复杂
系统因素的知识及能力的专家、研究者、教育家。

2 培养具有优秀工作能力的硕士生，及能够发展新生学问的
博士生。

3 创造世界级的研究成果，并促进国内外研究者间的交流。

毕业后发展方向

毕业于行为社会经济学课程的学生可向如下不同的领域发展：

韩国及海外大学教授，就职于国立、公立研究所、大型企业研

究所（三星，LG, SK, KCC等）
，一般大型企业，金融机构，市场
营销及研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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