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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年来与地区共同发展并创造未来希望的江陵原州大学，如今正以其历史与底蕴为基础，在教育和产

学合作领域谱写新的辉煌历史。作为大韩民国中部圈的代表性国立大学，江陵原州大学培养的人才已成

为拉动地区发展、创造国家与人类未来的创新主人公。

INTRODUCTION



解缆：“解开船缆、杨帆起航”之意

1967. 3. 4.  批准成立原州护理高等技术学校

1972. 12. 18.  批准成立原州看护专科学校

1979. 1. 1.  批准改编为原州看护专科大学

1982. 3. 1.  改校名为原州专科大学

1999. 3. 1. 改校名为原州大学

1946. 7. 20. 批准成立江陵师范学校

1968. 8. 5.  依据总统令第3535号，批准成立江陵教育大学

1978. 3. 1.  批准成立江陵初级大学

1978. 3. 14.  举行建校典礼与新生开学典礼（158人）

1979. 1. 18.  批准成立江陵大学（总统令第9288号）

1983. 2. 26.  大学本部与7个专业迁至池边校区

1991. 3. 1. 升级为江陵大学（综合大学）

2007. 3. 1. 原州大学合并为江陵大学文化产业学院

2009. 3. 1.  改校名为江陵原州大学

2009. 5. 17.  在亚洲大学“每篇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名中，

	 位居韩国第一、亚洲第六

2010. 5. 17.  2010年朝鲜日报-QS	亚洲中小规模大学综合评价中，

	 排韩国第四位、亚洲第22位 

2011. 2. 22.  2010学年度学位授予仪式，输出综合大学首批毕业生

2012.  3. 28. 获选产学合作先导大学（LINC）培育项目

2013. 11. 1. 开设产学合作馆

2016. 8. 4.  获选国立大学创新支援项目“最优秀”大学

2016. 6. 16.  2016亚洲大学评价无医学院的中小规模综合大学中，

	 排国立大学第一位、韩国第六位、亚洲第36位

2016. 11. 11.  建校70周年 

2017. 1. 2. 大学蓝图宣布仪式

																	（重新确立蓝图、理念、核心价值、人才理念）

2017. 2. 1.  设立综合行政组织（通过职能诊断重新规划组织）

2017. 3. 22.  为实现大学蓝图与人才理念，调整本科教育组织 

2017. 4. 17.  获选社会定制型产学合作先导大学（LINC+）培育项目

2017. 5. 2.  获选国立大学创新支援项目 
原州校区

江陵校区 历史

江陵原州大学的人才理念是“解缆人”，即“兼具能力与人性，挑战未来梦想的人才”。拥有创新挑战、

沟通合作、自我主导能力，并向着目标不断努力的解缆人。江陵原州大学是培养要成为未来领导者的解缆人的

广阔海洋

解缆人的基地，江陵原州大学

核心价值	

创、通、基

江陵原州大学视创、通、

基为核心价值

人才理念

解缆人

兼具能力与人性，

挑战未来梦想的人才

创：远瞩、挑战 
成为兼具创新融合能力与挑战

精神的人才，凭借对未来梦想

的热情，不断学习、挑战并成

就梦想

通：沟通、合作
成为沟通、共鸣、关怀、合作

的人才，通过对人类的深度理

解与尊重，发挥自己作为社会

一员的力量

基：恪尽职守 
成为恪尽职守、忠于本分的人

才，勇于为自身未来的决定与

结果负责，从小事做起

创

通

基

CONCEP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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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陵大学以1946年的江陵师范学校为开端，于2007年3月1日与原州大学合并，又于2009年3月1日改
校名为国立江陵原州大学。自此开始不仅是环东海圈的重点大学，并跻身于东北亚据点大学的行
列。江陵原州大学自1946年建校以来，至今已有70年的历史，拥有江陵和原州两个校区，如今正
在开创全新的70年。我校将确立全新的蓝图、理念及人才理念，凝聚大学成员的力量，准备开启
新时代。

江陵原州大学将以自由、真理、创造的建学理念为基础，通过创新型学问研究与人类尊重教育，
培养能力与人性兼备的人才，进而拉动地区发展，为国家与人类发展做贡献。

发挥才能、实现梦想的大学
通过创新型研究成为产学合作强大的大学
与地区共生、为地区发展做贡献的大学
凭借专业化的行政服务满足组织成员的大学

江陵原州大学将通过以上四种战略，致力于培养与地区共生、为地区发展做贡献的人才，进而发
展成为中部圈最一流的教育、产学合作先导大学。

	 	 	 	 	 	 	 校长 潘先燮

与梦想同行、开创未来的大学

大学现况 教育机构

9个学院

1个一般研究生院

3个特殊研究生院

行政机构

教务处、学生处

企划合作处、事务处

产业合作团、入学本部

13个研究设施

58个附属设施

教员数

教授311人、副教授42人

助理教授28人、客座教授14人

兼职教授15人、其他教员55人

兼职讲师287人、助教83人

共计835人

在校生人数

学士学位课程7,870人

研究生学位课程636人

共计8,50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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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1

拥有70多年传统的江陵原州大学设有江陵和原州两个校区，是大韩民国中部圈的代表性国立大学。学校提供丰富的奖学

金优惠、大型国策项目执行机会、定制型国际化教育、系统化的就业支持、最新宿舍设施等，江陵原州大学的学生只需

专注于学业和自我开发。作为引领中部圈的国立大学，江陵原州大学的辉煌竞争力正在不断提高。

中部圈的代表性
国立大学

GWNU

2017 20162015
•�2016	QS亚洲大学评价，无医学院的中小规

模综合大学中，排韩国国立大学第一位

•	国立大学大学社会责任指数人权领域排名	

第一

•�连续4年获选国立大学创新支援项目

（PoINT项目）最优秀大学

•国公立大学教授人均著译书成果排名第一

•国公立大学全职教员确保率排名第六

•�连续5年获选国立大学创新支援项目

（PoINT项目）

•�获选社会定制型产学合作先导大学培育

			项目（LINC+）

•�连续执行地方大学特色化项目（CK-1）

（14年获选）

•获选高校教育贡献大学支援项目

•	获选国立大学员工能力强化优秀大学

POWER 1 08 _ 09Gangneung-Won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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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 

指导教授制度	

FAM（Familial	community	for	

Achievement	and	Mature	personality）

是以指导教授为中心的大学生活共同体，旨

在指导包括本科生的学习活动与前途开发在

内的大学生活，以及毕业生的事后管理。通

过学期规划（Semester	Planning）咨询、

专业深化指导、毕业生成员与外部导师指导

等，为使江陵原州大学的所有学生都能积极

主动地在大学乃至社会中开拓自己的生活提

供支持。

实现创、通、
基核心价值的非教学项目

为培养实现大学人才理念——创、通、基核

心价值的解缆人，开展丰富多样的非教学项

目，践行创新挑战、沟通合作、自我主导。

非教学项目由学生自发参与并完成，学生可

通过学习地区环境与文化的海洋休闲体验、

师任堂的茶与礼仪文化、地区治愈林体验

等，学习不断挑战与合作的价值。

残疾学生
支援项目	

为使全校学生都能度过幸福的大学生活，江

陵原州大学提供生活紧贴型支援，运营着针

对残疾学生的残疾学生支援中心。残疾学生

支援中心提供助手支援、优先选课支援、学

习辅助设备租借、奖学金支援、宿舍优先入

住支援等，尽全力帮助残疾学生适应大学生

活，消除其在学习生活中的各种不便。

Power 2GW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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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陵原州大学秉承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所有运行机制均以学生为先。采用入学后直达校门的紧密型学生管理系统进

行教育，使所有学生都能自主规划大学生活，并将自己的规划付诸行动。此外，引进各种非教学项目，为培养学生的

创新能力、挑战精神及文化素养提供支持。为使全校学生都能成长为人性与知性兼备的真正栋梁之才，江陵原州大学

24小时都只为学生而动。

为我而动的大学



Power 3GW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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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更骄傲的大学

为实现地区社会与大学的共生发展，江陵原州大学正致力于坚持不懈的产学合作。2014年起，开始不断推进未来将

成为增长动力的各种特色化项目，2012年起，开始执行为期5年的教育部产学合作先导大学（LINC）培育项目，

2017年起，执行其后续项目“社会定制型产学合作先导大学（LINC+）培育项目”，如今正在创造、传播覆盖江原

岭东地区与岭西地区特色的可持续型产学合作先导模型。输出社会需要的定制型创新融合人才，照亮为地区社会做贡

献的中部圈核心产学合作大学——江陵原州大学的未来。

产学合作

● 江原海洋教育基金项目

自2012年起，入选海洋水产部支援的地区R&D力量强化项目，通过

江原道东海岸重要的有待解决的问题研究与各种教育项目，为提高对

海洋的关注度、增加地区渔民收入做着贡献。

● 引领地区发展

通过地方技术创新项目、地区R&D力量强化项目、产学研共同技术

开发地区项目、产学研合作企业附属研究所支援项目、设立儿童供餐

管理支援中心项目、江原渔村特色支援中心项目等，提供地区发展的

原动力。

● IT研究的圣地

通过海洋传感器网络系统技术研究中心与（社）韩国通信运营商联合

会的IT合作研究中心——江原嵌入式软件研究中心，为培育、发展IT

产业提供支持。

● 优秀人才培养项目

通过空间信息融复合核心人才培养项目、江陵市城市再生学院、韩国

国际合作团全球研修项目等，构建以需求者为中心的教育体系并培养

优秀科研人才。

● 发掘优秀专利技术并实现技术转让项目化

通过对教员在研究开发过程中创造的技术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研究开

发以后的成果管理、技术转让和项目化支援等，确立研究开发的良性

循环结构，进而为提高大学的技术竞争力与创造收益做贡献。

● 培养理工科人才、未来先导产学合作

通过FIVE	Eco地区人才培养研究团（FIVE	Eco	Center	for	

Regional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面向理工科大学生

（研究生），创造挑战精神和的创新思维（X-mind）的理工科研究

团队。通过支援跨学科（multi	and	interdisciplinary）研究团队的

研究课题，在解决相关企业实战问题的过程中培养理工科人才，并开

发未来先导产学的合作模式。

● 中小企业R&D支援

通过中小企业产学研合作中心以及中小企业厅R&D支援，解决中小

企业所面临的的技术困难与问题，提高生产效率并开发新技术与新产

品，为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支持。

大学特色化事业团	

● 东海岸海洋生物产业创造性人才培养事业团

● 应对地球环境变化的融合型科学人才培养事业团

● 环东海圈商务人才培养事业团

参与专业

海洋食品工程、海洋生物工程、海洋资源培育、

海洋分子生命科学、食品营养学、食品加工流通

参与专业

生物学、化学新材料、大气环境科学

参与专业

贸易、国际通商

参与特色领域

6个学院、15个专业、99位教授、2,331名在校生

参与专业

43个

参与学生

6,384人

项目费用

约165亿韩元（为期5年，年均约33亿韩元）

参与教授

265人

家族企业

960家

社会定制型产学合作先导大学（LINC+）事业团

● 获选2017社会定制型产学合作先导大学（LINC+）

    培育项目



国际交流项目

•交换生 _	在海外姐妹大学中学习1年

•短期语言研修 _	假期期间，在海外姐妹大学进行语言研修

•全球文化探访 _	与朋友们结伴而行的背包旅行

•国际工作营 _	与国际工作营组织（IWO）合作，与世界各国的友人一同参与的志愿服务活动	

校内国际化项目

•国际助手 _	与江陵原州大学的在校外国学生1:1结对

•英语辩论俱乐部 _	与校内外国留学生共同参与的辩论俱乐部

•英语集中式教育 _	在英语集中式教育专用空间（Global	English	Centre），与外教共同进行的专业会话教育

•全球集中会话营 _	假期时进行的短期英语会话营

•英语讨论俱乐部 _	与外教一起，针对国际热点与时事常识等相关问题进行讨论的课程

•英语演讲与写作比赛 _	每年为提高在校生英语口语能力与写作能力而举办的比赛

•G.S.I.（Global Student Initiative）_	由外教与不同国籍和专业的学生共同参与的英语学习社团

PRIDE 14 _ 15Gangneung-Won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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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Campus 江陵原州大学	-	国际化校区
只要是江陵原州大学的学生，任何人都有机会在海外交流大学中学习，既可以与朋友们一起背包旅行，

也可以与世界各国的友人们一同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此外，还可以通过丰富多样的校内项目，

与外国学生交流，进而提升英语实力，熟悉全球文化。

海外交流大学 •27个国家和地区的73所姐妹大学

美国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Old Westbury 

 University of New Orleans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at Chattanooga 

 Hawaii Pacific University

 Kentucky State University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American University of Sovereign Nations 

 Arkansas State University 

加拿大 University of Windsor 

中国 Liaoning University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Yanb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East Liaoning University 

 Yangtze University

 Yancheng Normal School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August First Land Reclamation University

 Yangzhou University

 Jiangnan University 

 Liaoning Shihua University 

 Qiqihar University 

 Jiaxing University 

 Zhejiang Agriculture and Forest University 

 Shanghai Second Polytechnic University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 Law 

 Ji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俄罗斯 Far  Eastern  State  Technical  Fisheries  University 

 State University of Saint Petersburg 

 Far Eastern Federal University 

 Novosibirsk State University

 The Finance Academy Under the Govern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Krasnoyarsk State Pedagogical University 

 Irkutsk State Medical University

 Irkutsk State University

日本 Fukui Prefectural University 

 Kagoshima University 

 Tottori University 

 Oita University 

保加利亚 Sofia University ST. KILM NT OHRIDSKI 

意大利 University of Salerno 

越南 Danang University 

 Hanoi University 

马来西亚 University of Malaysia Sarawak 

 University Putra Malaysia 

 University Sains Malaysia 

 Berjaya University College of Hospitality

印度尼西亚 Gadjah Mada University 

菲律宾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in the Visayas

 De La Salle Araneta University 

 Bulacan State University 

台湾 Ming Chuan University

泰国 Chiang Mai University 

蒙古 Health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ongolia 

 Huree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印度 University of Delhi 

 Loyola College 

澳洲 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

新西兰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英国 London South Bank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Kent 

法国 Blaise Pascal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Paris-Sud 11 

尼泊尔 Tribhuvan University

土耳其 Yeditepe University 

哈萨克斯坦 AL-Farabi Kazakh National University 

乌兹别克斯坦 University of Uzbekistan after Mirzo Ulugbek 

文莱 Universiti Brunei Darussalam 

立陶宛 Mykolas Romeris University 

柬埔寨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anagement

 Life University 

卢旺达 University of Rwanda



开设公益服务课程（公益服务I、公益服务II）

作为与江陵、原州地区社会共存的大学人，是可通过地区公益活动实

现自我、培养追求实用学问之姿态的课程项目。

査多利项目

组建团队，对地区社会中发生的各种问题直接进行调查、分析，并提

出解决对策的地区社会分享项目。学生可以通过发现问题，以及为解

决这些问题而进行的合作活动，培养学习知识、主动解决问题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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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Service 分享既是实践也是日常
江陵原州大学为找出并解决地区社会的待解决课题，实现与地区共生，于2017年新设立了分享文化中心。

分享文化中心将结合发挥大学专业性的专家公益服务系统与公益服务，为帮助社会弱势群体，

开发丰富多样的项目并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

解缆公益服务团

“公益服务（Pro	Bono）”是指各领域的专家为公益事业贡献专业

知识、技术、经验等的活动。由江陵原州大学的学生、教职工、毕业

生组成的解缆公益服务团，致力于践行地区社会所需的分享。

海外公益

其目的在于通过学生的海外公益服务活动，丰富学生的国际经历并实

现自我开发，以此增加学生的就业机会并向全世界宣传韩国文化与江

陵原州大学，通过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增进友谊与相互理解，提高学生

的21世纪全球思维，培养新一代领导者。

教育、才能捐献活动支援

通过教育、才能捐献征集大赛募集各种才能捐献活动，为地区高中提供支援，

开展才能捐献社团活动。

热闹非凡项目

通过我们社区环境改善项目与上门文化演出，开展地区社会贡献活动。

此外

还在开展分享爱心蜂窝煤活动、儿童节活动、地区环境净化活动等其他丰富多

样的地区分享活动。



为惠及更多学生，江陵原州大学设有丰富多样的奖学金制度。除成绩优异者外，还向努力度过大学生活的学生发放奖

学金，江陵原州大学的奖学金优惠非常丰富，只要你有兴趣就能获得。

分类  奖学金种类

校内奖学金 成绩优异者奖学金、*特别免除奖学金、普通劳动奖学金、**解缆奖学金

校外 国家奖学金 国家Ⅰ、Ⅱ类奖学金、国家劳动奖学金、地方人才奖学金、理工科国家奖学金、人文社会领域国家奖学金、

	 	 绿灯塔捐助奖学金等

 其他奖学金 	农渔村希望财团奖学金、江陵原州大学总校友会奖学金、江陵原州大学教授奖学金、（财）渊堂奖学金、义勇消防队员

子女奖学金、郡奖学金、（财）未来伙伴奖学金	、水产奖学金、（株）KT&G奖学金、老叶文化财团奖学金、（财）正

修奖学金、（财）斗山莲岗奖学金、曹丕耕农奖学财团奖学金等多种奖学金

*特别免除奖学金 希望分享奖学金、国家有功者奖学金、实现自我（残疾学生）奖学金、体育特长生奖学金、外国人奖学金、优秀新生奖学金等

**解缆奖学金	 指导奖学金、住所搬迁奖学金、功劳奖学金、学生活动支援奖学金、国际化奖学金、梦想同行奖学金、SLC优秀活动奖学金、

	 学习社团代表学生活动奖学金、FAM代表学生活动奖学金等

就业支援系统

配有PLUS系统	_	人才开发院运营的学生履历管理系统，

可实现提供学生经历、招聘信息、企业信息与求职信息，以及线上申

请、管理就业项目，学生可通过手机应用（PLUS程序）随时随地进

行访问。

将就业统计管理系统/持续分析毕业生就业率，

用作确立改善方案的基础资料等，运营为在校生就业提供支持的系统

化系统。

就业支援项目

每年都开展学生主导的就业社团支援项目、低学年学生确立前途方向

的“对口前途设定项目”、领导人培养项目“领导人营”、为高学年

学生准备的“职务特色集中就业项目”、发放取得资格证奖学金、赋

予就业动机“brunch讲座”、优秀企业实习与就业联动等各种定制

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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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larship Employment & Business 
Support 

无需担心学费，仅需满怀热情

支持有组织、立体化的对应就业

为使在校生毕业后能够在社会上实现梦想，江陵原州大学设有丰富多样的组织、项目及系统，推进贯穿学生一生的对应

就业支持。人才开发院、创业支援本部、社会定制型产学合作先导大学事业团、现场实习支援中心、女大学生职业开发

中心等专门组织，积极发掘并传播学生就业的优秀模型，并致力于加强薄弱领域的力量。

创业支援本部 

创业支援本部为培养大学生的企业家精神，开设丰富多样的创业讲

座，发掘具有创新思维的大学生，培养未来企业家，为促进大学生与

一般创业，提高成功率，开展创业孵化器项目等，在各个领域为学生

创业提供集中支援。

创业支援项目

-	为发掘并扶持创业社团举办创业项目大赛

-	开展创业讲座、创业营活动

-	经营创业社团活动空间“创业Do	Dream	Zone”

-	提供创业社团活动费与试制品开发费支援

-	开展创业特色项目、青年创业市场活动

-	为加强创业社团的全球竞争力开展“Global	Challenge”

奖学金种类

2016年发放奖学金

229亿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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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olleges 
  of 
GWNU 江陵校区

人文学院

社会科学学院

自然科学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工程学院

艺术体育学院

牙科学院

原州校区

保健福利学院

科学技术学院

培养改变未来的人才

利用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培养将引领人类未来的人才之地，

江陵原州大学的学院是引领解缆人走上真理之路的灯塔。



国文系

研究先人的语言学和文学遗产，接受新学问并谋求二者之间的和谐。以人文学院

的教育目标为根本，接纳专业知识，通过学问重新诠释传统价值观。为韩国的宝

贵遗产注入生命力，开拓创新型学问之路。

英文系

英文系主要培养学生自由运用英语的能力，开展对英语学和英美文学的学问研

究，并通过专业的英语语言文学教育，培养紧跟国际化时代步伐的人才。同时还

涉及英美圈文学作品分析、英语的发展过程以及通史论观点的变迁过程、作品的

哲学及思想背景等。

德文系

德国是欧洲的核心国家之一，	德文系主要教授德国的语言与文学、文化、思想、

价值观等，由帮助学生理解欧洲文化和拓宽国际视野的课程组成。同时研究德国

与德语文化圈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德语学问，培养能够为与德国间的交流做贡献

的专家。

中文系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东方文化圈的中心，对多个亚洲国家的整个文化与生活都产生

了巨大影响，近来正崛起为世界的中心。	中文系为帮助学生理解拥有巨大发展潜

能的中国与汉语文学，并培养中国关系方面的专业人才，正在积极开展大范围的

创新型中国文化教育。

哲学系

哲学系以哲学思维思考人类与社会、自然等一切存在，通过教育培养学生能够在

剧变的社会中客观、清醒思考的能力。	哲学系所追求的目标是培养能够自行开

拓、引领时代与社会，而不是满足与顺应时代与社会的人才。

史学系

史学系主要考察、分析人类的变迁过程，探索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并提出未来社

会的展望，其目标是实现对人类的历史性理解。为培养学生对历史学理论和社会

变化的研究能力、发展人类社会并为创造新文化做贡献，综合开设韩国史和东西

方史、考古人类学课程。

日文系

日文系主要以日语能力和对日本社会的理解为基础，培养日本地区的专业人才，

通过丰富多样的地区学相关教育课程，向学生提供根据个人兴趣选择各领域讲座

的机会。并鼓励学生掌握日语能力考试（JLPT）N1以上的语言能力。

教职课程

教职课程面向想要取得教师资格证的学生，教授他们一切与教授和学习活动有关

的知识和资质，其目标是输出创新型教师、有能力的教师、具有奉献精神的教

师。系统性地接受教职课程提供的教育时，可取得初中正式教师2级资格证。

人文学院

江陵原州大学人文学院主要探索人类在生活过程

中，对感受、思想、表达、行为的根本性思维与

情绪。为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沟通与和谐，开设符

合不断变化的社会的教育课程。为使学生能够发

现自我、向梦想奋进，江陵原州大学人文学院倾

注心血于培养学生的合理思维与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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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系

英文系

德文系

中文系

哲学系

史学系

日文系

教职课程



贸易系

贸易系主要开展涉猎国际贸易理论与实际的教育，提供能够培养

国际经济秩序所需的素质与眼光、威望的教育课程。其教育目

标是通过专业知识，增强学生的信息处理实务能力、各种外语能

力，以及能够灵活应对国际形势变化的感知力。

城市规划房地产系

城市规划房地产系主要培养国家与企业需要的有关城市规划的专

业人才，其教育目标是解决城市、地区居民的居住与环境问题。

为此，以城市规划学、房地产学、GIS、地籍学等学问为基础，

收集并分析地区信息，预测地区发展，研究房地产开发各项理论

等。

法学系

法学系主要培养兼具对法律的系统化理解与合理运用能力的人

才，系统化地教授法律理论与判例，输出理论与实务能力兼备的

法律专家。与此同时，努力建设保障人类尊严与权利的社会，并

积极改善国家法律制度。

观光经营系

随着社会高速发展，旅游成了人类享受生活的重要因素，对专业

旅游管理人才的需求也急剧增加。	观光经营系紧跟这种社会变

化，培养拥有对旅游产业的正确价值观,以及具备专业旅游事业管

理理论、卓越实务能力的人才。

自治行政学系

为增进地区居民的福利并确保自律性，	自治行政学系在地方自治

团体与居民层面开展综合研究与教育活动。其教育目标是通过地

方行政的发展，谋求地方与国家的发展，培养将引领地方自治时

代的行政学子与高级人才。

国际通商系

国际通商系将与政治、经济利害关系和文化、地理差异性复杂交

织在一起的国际经济通商有关的问题视为学问研究与教育的对

象。为实现教育课程的国际化，招揽外国学生，通过海外姐妹大

学积极开展交换生和语言研修项目。

经济系

经济系主要培养现代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的经济专家，研究引领

社会新变化的重要原理之一的经济原理。由微观与宏观经济学、

金融、统计等基本经济理论，以及工业组织、电子商务、网页程

序等经济学应用领域的专业课程组成。

经营系

经营系主要研究企业的合理经营原理与管理技巧，开展企业所需

的基本能力、素质以及经营者的学识与素质教育。学生们学习与

经营有关的专业知识，满足21世纪的企业要求，为企业及其他组

织的发展做贡献。

会计系

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企业开始成为现代社会的中枢，在这

种大背景下，会计在对企业活动的理解与投资活动中的重要性日

益突显。	会计系主要培养具备确立与执行实务会计政策、正确评

估企业价值、有效分配资源等专业会计能力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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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学院

江陵原州大学社会科学院主要理解并解析现代社

会的多个组织与集团，以及存在于其中的人类

与组织的相互作用。社会科学院以人类的经济活

动、企业活动、法律与行政制度等广阔的领域为

对象，正在努力增强学生的研究与实务能力。

为了能够以信息与知识为基础，在变化的时代

中掌握人类社会的潮流、解决当前所面临的社会

问题，江陵原州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积极开展跨学

科、多学问型研究与教育活动。

经济系

经营系

会计系

贸易系

城市规划房地产系

法学系

观光经营系

自治行政学系

国际通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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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系

在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在计算科学、金融产业、

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深度数学的必要性都在日益增大。紧跟这

种社会变化，	数学系跨越线或图形等个别对象，有机结合全部数

学理论，构建更深层的研究与分析基础。

信息统计系

信息统计系主要分析大量资料并得出高级信息，教授能将出现在

多个领域中的现象和信息整理为资料并用作决策依据的信息统计

学。为此，教授数理统计学、信息检索法、统计分析与处理技术

等，使学生能够使用资料宝库——统计软件。

物理系

从基本粒子等微观世界到浩瀚无垠的宇宙，	物理系涉及丰富多样

的自然现象，其目的是培养能够理解复杂自然世界的原理并将其

应用于整个自然科学中的专业人才。为尽可能地提高教学效率，

开设将实验实习系统化的教育课程，培养学生的现代实验能力。

化学新材料系

化学是传统自然科学的基础学问之一，也是通过物质的结构与性

质、变化等，引领有助于人类发展法则的学问。化学新材料系

以物理化学、有机无机化学、生物化学、分析化学等基础科学为

主，教授可在多种机构与企业实际应用的专业化学知识。

生物系

生物学的初衷是实现自然与生命共存所需的学问，现已成为医

学、药学、农学等应用领域的核心学问。	生物系主要探索自然界

生命现场的神秘，通过与其他领域的活跃融合，加强为改善人类

福利做贡献的教育。

大气环境科学系

大气环境科学系主要探索大气中发生的气象与大气环境的变化过

程，预测未来大气变化，制定气象灾害、全球变暖、大气污染等

问题的应对策略。其教育目标是培养能够理解局部地区乃至全球

大气环境现象，并在多个领域灵活运用的人才。

自然科学学院

江陵原州大学自然科学学院主要研究既能衡量国

家与社会水平的尺度、也是国际社会竞争力根

本的基础科学。自然科学将自然现象的普遍法则

系统化，不仅能得出合理、有逻辑的一般原理，

得出结论的过程也是一门重要的学问。为此，江

陵原州大学自然科学学院的目标是学习数学、物

理学、化学、生物学的基础科学，探索信息统计

学、大气环境科学的应用科学，培养能对人类社

会做贡献的专业人才。

数学系

信息统计系

物理系

化学新材料系

生物系

大气环境科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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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营养系

食品营养系紧跟近来营养师需求增长的大趋势，开设以实务教育

为中心的特色教育项目，专注于培养食品营养专业人才。为使

修完全部4年课程的学生能够取得营养师资格证以及卫生师、厨

师、保健教育师等多种形态的资格证，开设教学课程与非教学项

目。

食品加工流通系

食品加工流通系主要培养能在发达社会执行需求日益突显的“安

全食品供应与顺畅流通”工作的专业人才。为此，开设韩国首个

涵盖食品加工与流通领域的教育课程，切实实践培养兼备理论与

实务能力的人才，以及由此推动成功就业这两大教育目标。

海洋食品工程系

海洋生物生活在海洋环境条件中，因此含有大量对各种疾病有效

的成分。	海洋食品工程系的重点是利用海洋生物加工食品并开发

功能性食品材料，教授各种必需的科学知识与技术，努力培养海

洋生物食品专业人才。

海洋资源发展系

海洋资源发展系针对有用的海洋生物资源的发掘、确保、量产技

术开发，以及海洋生态系统的复原、保存与管理方案，开展教

育、研究活动，其目标是培养能够有效管理高附加值海洋生物资

源的发掘、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生产、气候变化乃至海洋生态

系统的专业人才。

海洋生物工程系

海洋生物工程系正在引领韩国生物产业的发展，以海洋生物生存

的环境乃至遗传、生理、生态、营养生理学等专业知识为基础，

思索能够应用于产业的方法。此外，紧跟海洋生物科学尖端化的

趋势，研究减少海洋环境污染、功能性混合饲料等海洋生物的环

保资源化。

海洋分子生命科学系

人类对大脑功能或老化过程、代谢疾病等多个生命现象的理解尚

有不足。海洋生命科学领域是能够解答这些疑惑的领域。海洋分

子生命科学系在分子水平上探索海洋生物的生命现象，以对海洋

生命的深度理解为基础，寻找能够为人类福利做贡献的要素。

植物生命科学系

植物生命科学系主要研究健康与福利、文化生活、休闲和旅游等

人类生活必需要素使用的植物价值。	植物生命科学系在21世纪

备受瞩目，主要开展植物开发与生产、使用、流通、保护等所需

的基础知识与生命科学相关的教育活动。

环境造景系

环境造景系主要培养能够为未来生态环境的保存与城市、农村地

区的舒适环境建设做贡献的专业人才。为此，开展营造舒适生活

环境所需的跨学科研究，让学生们参与城市规划、公园、住宅园

区等环境开发领域的设计实习，并进行现场参观。

生命科学学院

江陵原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专注于研究与人类生

命有关的现象，提高健康的生活与尊重生命的

价值。如今随着尖端技术的不断发展，生命科学

领域正涌现出大批新技术，产业结构也在迅速改

变。紧跟这种时代变化，江陵原州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加强教授团队的力量，为使学生专注于教育

和研究提供支援，运营各种研究所与研究中心，

在各领域积极开展研究。

食品营养系

食品加工流通系

海洋食品工程系

海洋资源发展系

海洋生物工程系

海洋分子生命科学系

植物生命科学系

环境造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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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新材料工程系

为培养具备材料工程学基础知识的陶瓷新材料工程人才，	陶瓷新

材料工程系开展材料热力学、材料科学、材料物性论、材料性状

变态论等各专业领域的教育课程。此外，通过与江陵科学产业园

区内的入驻企业开展活跃交流，为学生提供产业现场实习与设备

体验机会。

电子工程系

韩国经济的主力电子产业包括半导体、信息通信、计算机、控制

与电力电子、超高频等具体项目。电子工程系堪称是电子产业专

家的摇篮，为培养创新型专业电子工程人才，教授电子工程所有

领域共同要求的主要基础知识和技术。

生命化学工程系

生命化学工程系应用化学、生物、物理原理，开发生命与环境和

谐共存的化学工艺，力求生产对人类有用的高附加值物质并解决

环境问题。目前正致力于开发能够保持清洁环境，并实现可持续

增长的未来新技术。

土木工程系

土木工程是规划、设计、建造建筑物或道路、铁路、上下水道、

桥梁、隧道、堤坝、大坝、港口等社会基础设施时所必需的学

问。	土木工程系主要研究此类社会基础设施的理想布局与国土规

划、宅基地开发、能源开发等，谋求自然与人类的共存。

新材料金属工程系

新材料金属工程是重点研究如何将元件配件应用于多个领域的工

程的学问。为开发适合这些应用领域的新材料，新材料金属工程

系主要涉及原子间的结合或组合调整、制造工艺变化、探明材料

精细结构与性质的关系等，连接科学与工程学领域。

工程学院

江陵原州大学工程学院的目标是提供各种工程教

育课程，培养具备国际竞争力、引领国家产业

发展的理工科人才。当今时代正面临着第四次工

业革命的到来和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等，原创技

术与实用型工程技术的组合至关重要。江陵原州

大学工程学院提供实务教育和参与研究项目的机

会，鼓励学生前往海外研究生院深造，为使学生

进一步发展为全球工程师与科学家提供支援。

陶瓷新材料工程系

电子工程系

生命化学工程系

土木工程系

新材料金属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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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系

美术系主要培养具有综合能力的美术人才与美术教育指导者，系

统化地教授符合韩国画、西洋画、雕塑特性的理论与技巧，为使

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创意性提供支援。与此同时，紧跟艺术界的

众多变化，陆续新开设文化艺术政策、复合媒体、策展人等相关

讲座。

工艺造型设计系

工艺造型设计系主要培养应用艺术原理，使传统工艺转换为新模

式并具有艺术性的创意创新型设计师。紧跟新变化的文化潮流与

新材料的发展，引进电脑绘图与数字方式等多元程序，构建尖端

教育系统，输出实现感性与新技术相和谐，并具备国际竞争力的

全球人才。

体育系

主动、有效地应对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教育环境，为增进国民

健康与提高精英体育的竞技能力做贡献。提供新理论与知识的研

究能力，以此输出为地区社会与国家、人类社会做贡献的均衡发

展、兼具体育专业知识与现场实务能力的体育指导者。

音乐系

音乐系的目标是培养在理论与技巧方面表现出卓越实力的创造性

艺术人才。	音乐系又分为钢琴与声乐、管弦乐、作曲专业，通过

和声学、对位法、视唱、指挥法等理论与乐团、合奏、合唱等技

巧教育课程，输出有实力的演奏者与音乐教育家。

服装设计系

在信息化与专业化不断发展的社会，	服装设计系主要培养一流服

装专家与指导者，以此创造丰富、舒适的服装文化。特别是融合

科学、艺术、经营思维的尖端纤维、服装产业贴合型教育，更是

丰富学生感性与企划能力的原动力。

艺术体育学院

江陵原州大学艺术体育学院主要培养能够提高生

活质量、进一步为人类文化发展做贡献的艺术与

体育专家。在要求努力与才能并存的艺术与体育

领域，坚持不懈的自我提高与专家应当具备的能

力开发是必不可少的要素。江陵原州大学艺术体

育学院主要培养能够创造新文化的艺术人才，向

能够成长为具备竞争力的指导者的体育人提供先

进的教育项目。

美术系

工艺造型设计系

体育系

音乐系

服装设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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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医预科系

牙医预科系旨在使学生掌握广泛学问领域——	牙医预科系所需的基本知识，培养能够以正确的价值

观与伦理知识为基础，治疗患者的牙科专家。修完牙医预科系2年课程的学生可以进入牙医学系，继

续学习4年正规	牙医学系教育课程。

牙医学系

牙医学系在修完2年牙医预科系课程后开始学习，教授口腔疾病诊断与治疗、预防所需的知识，通过

牙医学系相关基础科学，培养口腔疾病问题的分析与解决能力。采用系统化的教育过程与临床牙医

学研究、模拟实习等系统，输出最一流的牙科医生。

口腔卫生系

口腔卫生系由4年制本科课程组成，为培养牙齿卫生专家，组建牙科学院教授团队并营造最一流的实

习环境，开设以能力为基础的口腔卫生系教育课程。通过江陵原州大学牙科大学医院实习与优质的

教育，培养并输出兼具优秀临床职务能力与创新研究能力、临床领导能力的一流牙科卫生师。

牙科学院

江陵原州大学牙科学院既是江原道唯一的地区据

点牙科学院，也是大韩民国唯一维持本科中心

体制的牙科学院，由牙医预科系和牙医学系成。

与此同时，新设口腔卫生系并经营口腔科学研究

所和牙医学教育研究中心等，已发展为名副其实

的综合口腔科学教育机构。江陵原州大学牙科学

院配有关怀每个学生的教室和实验设施、尖端设

施，通过优质的教育培养优秀的牙科医生，为地

区社会与国家发展做着贡献。

牙医预科系

牙医学系

口腔卫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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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系

护理系拥有最先进的环境，以基础素质与专业知识、核心基本护理技术为基础，开展使护理对象保

持并增强最佳健康状态所需的专业教育。此外，采用解决护理问题所需的沟通技巧和批判性思维，

培养具备履行法律、伦理责任的伦理护理能力，以及引领护理实务科学发展与全球保健医疗政策变

化的专业、创新型护理能力的人才。

幼儿教育系

幼儿教育系主要培养兼具幼儿教育和保育理论、正确素养的人才，研究对幼儿成长与发育最有效的

教育方法。设有能够学习实践知识的教授团队和教育课程、能够观察幼儿发育和教育实际的现场实

习系统，旨在培养幼儿教育的现场专家。

多元文化学系

多元文化学系是为建设全世界人民和平共处的社会，而学习与活动的学科。以对国际社会趋势的理

解为基础，培养分析韩国社会的移民、多元文化现象、全球的贫困与不平等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案

的理论、实践能力。

社会福利学系

社会福利学系主要探索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教授整个社会福利领域

的理论知识、价值与实践技术。以此为基础，开发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力量，培养学生确认、预测

并应对剧烈社会变化的能力。

保健福利学院

为培养能够满足老龄化、家庭结构变化与多样

性、多元文化社会需求等现代社会的变化趋势与

要求的创新、主动性人才，江陵原州大学保健福

利学院提供最一流的教学与教育环境。其目的是

以此为基础，通过4年的学习课程，培养为国民

健康负责的有能力的护士，培养具备专业知识、

有能力实践并执行所学知识的幼儿教师，培养能

够践行适合多元文化社会的人权与福利的人才，

培养能够为社会福利做贡献的社会福利专家。

护理系

幼儿教育系

多元文化学系

社会福利学系



计算机工程系

计算机工程系教授构成计算机的硬件基本工作原理乃至人类必需

领域的应用软件开发等与计算机应用有关的理论与实务知识。以

基于工程教育认证的教育课程为基础，让学生熟悉系统软件、科

学计算、业务处理、信息系统等多种工程技术。

多媒体工程系

多媒体工程系主要培养以对计算机与多媒体基本特性的理解为基

础，引领信息化社会并为多媒体内容产业的发展做贡献的信息专

家。为此，正在培养学生运用全方面理论与相关知识的能力，加

强国际感性与信息处理能力。

软件系

为反映正在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产业现场要求，	软件系主要培

养创新、有责任感的软件人才。通过系统化的理论教育以及与企

业间的合作、现场实习修完教学课程后，学生可以立即将所学知

识应用于企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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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系

电气工程系的教育目标是通过加强电气工程的基础与应用领域教

育，培养专业的技术人才。为实现这一目标，也为培养学生主动

应对剧变的科学技术的能力，同时开展创新型专业教育和实用型

现场教育。

信息通信工程系

信息通信工程系主要培养能够设计在信息化社会的变化中日益突

显重要性的集合产品，并可应用泛在网的尖端技术人才。学完无

线移动设备与融复合产品技术相关教学课程的学生，将在新产业

领域发挥中枢作用。

产业经营工学系

产业经营工学系将整个产业领域使用的尖端工程技术与管理原理

相结合，培养学生提高产品与服务附加值的能力。这种能力将

为传统制造产业与信息通信或金融、物流等服务领域做出巨大贡

献，预计其重要性将在未来进一步突显。

机械汽车工程系

精密机械工程专业

精密机械工程专业在整个工程领域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

主要研究机械类的设计、制作与应用所需的基本理论与应用技

术。为增进学生的创新思维方式，教学课程分为能源变化领域和

CAD/CAM领域、汽车领域、机械电子学领域。

机械医用工程专业

机械医用工程专业主要教授机械装置的设计、控制以及整个机械

工程领域的专业知识，培养能将这些知识立即运用于工业现场的

实务能力。此外，还提供在信息化社会大有用途的计算机课程和

医疗工程相关的课程，可以培养在机械与医用机械领域获得竞争

力的能力。

汽车工程专业

汽车工程专业主要教授汽车产业至关重要的设计与开发乃至制作

过程中，作为工程师应当具备的工程学基础理论。与此同时，由

兼具未来型环保汽车、汽车系统控制、利用CFD的热、流体流

动分析等相关企业所要求的新技术理论与实务能力的教育课程组

成。

科学技术学院

江陵原州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在将成为21世纪国家

竞争力标尺的科学技术领域，开展超越现有学问

的新技术相关研究。科学技术的基础理论作为能

在快速发展的未来社会中创造新增长动力的原动

力，其重要性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江陵原州

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正竭尽所能地选拔兼具创新能

力与科学思维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型人才，并使其

成长为引领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才。

计算机工程系

多媒体工程系

软件系

电气工程系

信息通信工程系

产业经营工学系

机械汽车工程系

精密机械工程专业

机械医用工程专业

汽车工程专业



经营政策科学研究生院

硕士课程

经营学系、会计系、产业经济学系、地区开发系、法律政策系、

国际商务系、旅游系、行政学系、电子商务系、国际通商系、安

保国防政策系、安保战略系（原州）、

国际贸易通商系（原州）、观光经营系（原州）

公开课程：最高经营政策课程（夜间）

向上班族和社会人士提供接受再教育的机会，并培养具有执行力

的领导者。1992年成立以来，24年期间共输出了1200余名地区

社会领导者，是人才网络和信息交流的平台。

教育研究生院

硕士课程

教育系、教育行政系、心理咨询系、国语教育系、英语教育系、

汉语教育系、伦理教育系、哲学教育系、历史教育系、

数学教育系、物理教育系、化学教育系、生物教育系、

营养教育系、美术教育系、体育教育系、音乐教育系,	

计算机教育系（原州）、幼儿教育系（原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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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te 
School 培养时代所需的专业性人才

博士课程

江陵校区

国文系、英文系、教育系、经营系、旅游系、经济系、贸易系、

国际通商系、地区开发系、法学系、行政学系、数学系、物理系、

生物系、大气环境科学系、化学系、食品科学系、

海洋食品工程系、海洋资源发展系、海洋生物工程系、

海洋应用生命工程系、海洋分子生命科学系、园艺系、

口腔卫生系、电子工程系、材料工程系、新材料工程系、

土木工程系、体育系、服装设计系、牙医学系、

海洋生物产业合作课程、环境技术合作课程、空间信息合作课程、

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江陵分院合作课程

原州校区

幼儿教育系、护理系、计算机工程系、多媒体工程系、软件系、

电气工程系、精密机械工程系、机械医用工程系、汽车工程系、

产业工程系

签约系

健康生物产业学专业、医疗器械融复合学专业

硕士课程

江陵校区

国文系、英文系、德文系、中文系、哲学系、史学系、经营系、

会计系、旅游系、经济系、贸易系、国际通商系、地区开发系、

法学系、行政学系、数学系、统计系、物理系、生物系、

大气环境科学系、化学系、食品科学系、食品营养系、

食品加工流通系、海洋食品工程系、海洋资源发展系、

海洋生物工程系、海洋应用生命工程系、海洋分子生命科学系、

园艺系、环境造景系、口腔卫生系、电子工程系、材料工程系、

新材料工程系、土木工程系、生命化学工程系、音乐系、

美术系、体育系、服装设计系、牙医学系、记录管理合作课程、

海洋生物产业合作课程、环境技术合作课程、

空间信息合作课程、新材料技术合作课程、

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江陵分院合作课程、

韩国生产技术研究院合作课程

原州校区

幼儿教育系、多元文化学系、社会福利学系、护理系、

计算机工程系、多媒体工程系、软件系、电气工程系、

信息通信工程系、精密机械工程系、机械医用工程系、

汽车工程系、产业工程系

特殊研究生院一般研究生院

研究生院

产业研究生院

硕士课程

材料工程系、电子工程系、生命化学工程系、土木工程系、

新材料工程系、园艺系、食品科学系、海洋生命工程系、

环境造景系、产业美术系、软件系（原州）、

机械医用工程系（原州）、汽车工程系（原州）、

电气工程系（原州）、信息通信工程系（原州）、

计算机工程系（原州）、多媒体信息工程系（原州）、

技术管理系（原州）、产业工程系（原州）、

生物能源工程系（原州）、建设环境工程系（原州）、

造景系（原州）、精密机械工程系（原州



牙科医院

江陵原州大学牙科医院作为拥有全部10个诊疗科室的牙科综合医

院，引进CT、CR、移动式牙科诊疗台、口腔数字影像诊断设备

等最尖端的医疗设备与医疗计算机系统，致力于培养引领韩国牙

医学发展的优秀人才。此外，作为向江原道地区及其他地区居民

提供优质牙科诊疗服务的医疗设施也备受瞩目，为江原道及附近

市、道的残疾人开设并经营圈域残疾人口腔诊疗中心。

附属机构

图书馆、信息计算机院、解缆教养教育院、教育力量开发院、

博物馆、终身教育院、科学英才教育院、教育研修院、

农水产人教育院、附属幼儿园、工程教育创新中心、

牙医学教育研究中心、语言学院、生命科学学院附属农场、

人才开发院、学生生活馆、体育部、媒体院、分享文化中心、

保健室、残疾学生支援中心、生活体育指导师研修院、

冬季奥运会志愿团、战略企划团、环境问题研究中心、考试院、

女大学生职业开发中心、现场实习支援中心、

婴儿发育指导中心、辐射-卫星研究所、江原社会经济支援中心、

国际交流院、宣传馆、解缆文化馆、

超级计算机超高速研究网中心、大学记录馆、共同实验实习馆、

创业支援本部、中小企业产学合作中心、

东海岸海洋生物资源研究中心、精密陶瓷地区技术创新中心、

江原嵌入式软件研究中心、海洋传感器网络系统技术研究中心、

GIS教育中心、海洋生物研究教育中心、健康农产业信息院、

兽虫部与泥石流防灾技术研究团、非铁产业技术研究中心、

江陵市儿童供餐管理中心、智能手机应用开发支援中心、

江原海洋教育基金中心、FIVE	Eco地区人才培养研究团、

江原渔村特色支援中心、研究室安全管理中心

事业团

东海岸海洋生物产业创造人才培养事业团

地球环境变化应对融合型科学人才培养事业团

环东海圈商务人才培养事业团

社会定制型产学合作先导大学（LINC+）事业团

附属幼儿园

以处于人类发育决定性阶段的幼儿为对象，在以幼儿为中心的教

育哲学基础上，通过适合幼儿发育特性的教授、学习方法，以幼

儿的全面成长、发育为目标，发挥幼儿教育和学生现场实习、现

场研究等实习场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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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机构

凭借专业性与便利性为学校与
地区社会做贡献

Primary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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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研究所

通过整个人文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与地区社会、学术研讨会，理解

地区文化。

社会科学研究所

通过社会科学领域理论与实际的相关研究，谋求社会科学的发

展，提出为大学与地区社会有机发展做贡献的政策方案。

自然科学研究所

通过与自然科学的基础与应用领域有关的研究，为学问发展做贡

献，培养国家产业发展所需的专业性研究人才。

东海岸生命科学研究所

开展与东海岸地区生命科学有关的调查与研究，通过产业合作

谋求生命科学产业的发展。

工程研究所

提供整个工程学领域的研究信息，开发地区的特色技术，组建产

学复合型研究团队，尝试各研究领域间的活跃交流。

艺术体育研究所

通过艺术文化与体育领域的学术研究，为解决工业化与城市化

造成的社会问题做贡献。

口腔科学研究所

开展与口腔科学有关的诊断、预防、治疗，以及与康复理论和应

用相关的研究。

保健福利研究所

开展与各保健福利领域有关的研究。

Research 
Institutions

科学技术研究所

通过科学技术与产业发展所需各领域的调查研究与学术活动，引

领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

防灾研究所

在自然科学、工程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各专业领域培养多样化研

究人才。为预防各种灾害与灾难、建设安全的社会基础，

开发防灾技术与防灾政策。

城市与地区研究所

开展确立城市与地区政策所需的调查研究与学术活动。

确立绿色城市、健康城市、设计城市等各种政策，并为政策提供

支援。

多元文化研究所

开发并开展与多元文化有关的研究，以及支援多元文化家庭的教

育项目。

牙齿工程研究所

为牙齿工程领域的研究开发、政策确立与学术活动提供支援，

走在牙科用新材料与配件装置开发、融合技术开发的前列。

辐射-卫星研究所

通过气候变化研究的核心——辐射（Radiation）与卫星

（Satellite）等多样化研究，确保专业技术实力并培养专门人

才。

研究机构

正在开辟能够提高国家竞争力
的研究成果附属机构



江陵校区 原州校区	

Gangneung-Wonju 
National 

University

N1		 正门

N2		 运动场

N3		 体育部集体宿舍

N4		 学生网球场

N5		 解缆文化馆

N6		 体育馆

N7		 武馆

N8		 发电厂

N9		 创业孵化器

N10 	产学合作馆

N11		工程学1号馆

N12		工程学2号馆

N13		自然科学1号馆

N14		自然科学2号馆

N15		第2学生食堂

N16		生命科学1号馆

N17		生命科学2号馆

N18		共同实验实习馆

C1		 社会科学馆

C2		 人文馆

C3		 学生会馆

C4		 福利馆

C5  学术信息支援中心

C6		 大学本部

C7		 棱锥植物园

C8		 解缆池

C9  教育支援中心

C10		艺术1号馆

C11		艺术2号馆

C12		五人制足球赛场

C13		学军团

C14  网球场

C15		高尔夫学习场

C16		露天音乐厅

D1		 学生生活馆（崇敬馆）

D2		 学生生活馆（艺文馆）

D3		 学生生活馆（明进馆）

D4		 学生生活馆（栗谷馆）

D5		 学生生活馆（师任堂馆）

D6		 国际交流馆

D7		 学生生活馆（以文馆）

D8		 学生生活馆（松香馆）

S1		 牙科1号馆

S2		 牙科2号馆

S3		 牙科医院

W1		 正门

W2		 保健福利学院3号馆

W3		 大学本部

W4		 产学支援馆

W5		 保健福利学院1号馆

W6		 科学技术学院2号馆

W7		 学生休息室

W8		 学生会馆

W9  保健福利学院2号馆

W10		发电厂

W11		学生福利馆

W12		科学技术学院1号馆

W13		实验实习室

W14		学生生活馆（艺松馆）

W15		科学技术学院3号馆

W16		附属幼儿园

W1

W2

W3

W4

W5

W6

W7

W8

W9

W10

W11

W12
W13

W14

E3

E5

E4

E2

江陵校区 

地址:	大韩民国江原道江陵市竹轩街7	/	邮编:	25457

电话	+82-33-642-7001，传真	+82-33-643-7110

原州校区 

地址:	大韩民国江原道原州市兴业面南原路150/	邮编:	26403

电话	+82-33-760-8114，传真	+82-33-760-8019

E1

E1		 体育馆（计划用地）

E2		 运动场

E3  图书馆

E4  学生生活馆（青松馆）

E5		 学生生活馆（海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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