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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 

敬拜与赞美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敬拜与赞美学科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作为牧师，培养具有读圣经并理解其含义的能力。

2. 如果有意向成为宣教士，可以学习其国家的语言，了解当地文化。

3.  准备基督徒文化历史的学生要正确认识现今时代的基督教文化，能够自己创
造文化，进行多样的挑战。

前途发展领域 神职人员 宣教士 礼拜事工人员
(主领,声乐,演奏者等)

CCM事工人员
(乐器, 声乐及音响)

各领域工作内容
为了正确教导圣徒圣经内容

及正确礼拜
辛勤的工作

去到还没有福音的地方生活并传福音
了解宣教地区的历史、文化及宗教

探索有效的福音传播方法

正确了解礼拜事工
了解现今时代的文化

探索适用于礼拜的方式

通过音乐、演出、影像等文化历史
进而研究福音传教的方法

制作基督教文化作品

学科

必修 科目 共同体灵性训练I~VIII、礼拜引导 I, II、 敬拜与赞美概论、新约概论、 旧约概论

推荐 科目

福音书研究、保罗书信研究、
约翰书信的理解、

神学上的圣书解说、摩西五经、
组织深学概论、

礼拜与讲道、礼拜史文献研究、
基督教咨询、

基督教思想史、世俗文化的理解、
礼拜事工实际

福音史研究、保罗书信研究、
约翰福音的理解、

神学上的圣书解说、摩西五经、
礼拜与讲道、

礼拜史文献研究、宣教学的理解、
基督教思想史、组织神学概论、

宣教语言实习

礼拜事工实际、世俗文化的理解、
福音史研究、音乐理论基础、

音响制作基础、 
和声学与旋律配合法(和声学对位法)、

主唱合奏 I、主唱合奏 II、 
组合合奏 I、组合合奏 II、

作曲、礼拜史文献研究

礼拜艺术技能I~VIII,音乐理论基础、
音响制作基础礼拜史文献研究、

主唱合奏 I、主唱合奏 II、
组合合奏 I、组合合奏 I、

电脑音乐、敬拜与赞美录音实习、作曲、
和声学与旋律配合法(和声学对位法)、

世俗文化的理解

非教科 个人课外自修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主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电脑实务，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完成班，自我介绍深化班， 
Untact招聘对比网上自我介绍书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编码入门(MTA-Python)课程、数据分析准专家(ADSP)、1人创作者培养

创业支援团 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基地

LINC+ 非参与学科就业力量强化项目，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现场实习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挽救生命的心肺复苏术、
PT讲座、

媒体制作支援节目、
媒体力量强化教育

挽救生命的心肺复苏术、
PT讲座、

媒体制作支援节目、
媒体力量强化教育

挽救生命的心肺复苏术、
PT讲座、

媒体制作支援节目、
媒体力量强化教育

PT讲座、
媒体制作支援节目、
媒体力量强化教育

资格证
礼拜引导者训练进修证、

共同体训练进修证、
礼拜艺术实际进修证

礼拜引导者训练进修证、
共同体训练进修证、
礼拜艺术实际进修证

礼拜引导者训练进修证、
共同体训练进修证、

礼拜艺术技能进修证、 
舞台艺术专家资格证(舞台音响)

礼拜引导者训练进修证、
共同体训练进修证、

礼拜艺术技能进修证、 
舞台艺术专家资格证(舞台音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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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 

历史文化信息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历史文化信息学科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培养阅读和写作的能力。

2. 积极参与前途及就业项目。

3. 如果有机会、参与研究所辅助员及相关机构、培养实务能力。

前途发展领域 文物调查研究所 博物馆策展人 文化信息企划专家 历史学科专家

各领域工作内容
文物遗址地表调查、试掘调查、

挖掘调查等 
文物调查与发掘工作

在博物馆里
 收集作品并管理
 展会筹办工作

专门做电影、电视剧、游戏、
广告内容的策划与出版工作

考入研究生院后 
在人文领域研究所就业

及古典翻译业务

学科

必修 科目 人文学基础Ⅰ、人文学基础Ⅱ、历史学概论、韩国古代史、韩国中近代史、韩国思想·文化史、韩国近现代史、东亚近世史、超级明星就业设计、文化遗迹探访 (1) ~ (4)

推荐 科目

考古学探究、
博物馆与文化遗产、

文物调查方法及实习、
文化遗产与展示内容(Capstone)

考古学调查与发掘实习
历史地理与空间(CAPTONE设计)

考古学探究、
博物馆与文化遗产、

历史与存档、
文化遗产与展示内容(Capstone)

文化产品与文化生活、
历史文化产品制作入门、

比较文化探索、
文化遗产展示内容、

历史文化产品制作实习、
打造文化城市、

韩日文化NETWORK、
Global History & Culture

韩国史入门、
湖南古文献探索、

西方现代史、
古文书与生活史、

历史与存档、
地区史料精读

非教科
提高在校生工作能力专题讲座、

学科领域就业支援项目

提高在校生工作能力专题讲座、
汉字能力考试准备班、

Hands on steps、
准学艺师资格证考试准备班

视频内容制作班、
提高在校生工作能力专题讲座、

Hands on steps

提高在校生工作能力专题讲座、
汉字能力考试准备班、

Hands on steps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电脑实务、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完成班、
自我介绍深化班、 Untact招聘对比网上自我介绍书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
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编码入门(MTA-Python)课程、数据分析准专家(ADSP)、1人创作者培养

创业支援团 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基地

LINC+ 现场实习、CAPTONE设计、就业实务强化项目、企业现场探访、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PT讲座、媒体制作支援项目、媒体力量强化教育

资格证
韩国史资格证、

汉字资格证
韩国史资格证、
准学艺师资格证

韩国史资格证、
电脑活用能力资格证

韩国史资格证、
汉字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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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 

英美语言文化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英美语言文化学科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多多学习英语中独有的特殊表达。

2. 比起一个人自学、通过社团活动和同学们一起学习英语更加有帮助。

3. 努力和外教多对话。Practice makes perfect!!

前途发展领域 翻译师 笔译师 英语教师/学院讲师 观光导游 航空乘务员

各领域工作内容

用某种语言表达的话换成另
一种语言传达、 即传达翻译互不

通的两边的语言。
各种国际学术会议、研讨会、

演出等活动

用外语写的文书、
报告或专门书籍等

进行准确学科的外文转译

初高中学校英语教师、
英语学院讲师、
企业英语教学

与旅行社企划和主办的国内
外个人及团体旅游同行、

帮助游客进行舒适、
有意义的旅游的各项工作

为确保乘客安全、
舒适地到目的地旅行、
在机舱内提供各种服务

学科

必修 科目 英文学概论、英美文化、英语学概论、英文法、英语解读、英语学特讲

推荐 科目

英语翻译练习(Capstone设计)、
英语音韵论、英语静读、
英语听力、媒体英语、
英语的使用与意义、

时事英语、英语与社会

英语翻译练习(Capstone设计)、 
翻译的理论与实际(盖石设计)、

英文讲读、英语的词汇、英语故事
的理解、时事英语、媒体英语

英语基础Ⅰ,Ⅱ、
英语作文、英语音韵论、

英语教学教育论、 英语会话、 
多媒体英语教育论、 

英语教学教材及研究法、 
英语词汇、英语意义的理解

英语基础Ⅰ,Ⅱ、
就业实务英语(1) (2)

媒体英语、英语听力、 
英语与社会、时事英语

英语基础Ⅰ,Ⅱ、
就业实务英语(1) (2)、

媒体英语、英语听力、 
英语与社会、时事英语

非教科

就业英语(TOEIC)
力量强化教育、海外研修项目、 

英美语言文化系社团ALL.T
(翻译物制作)

英美语言文化系社团ALL.T
(翻译物制作)

就业英语(TOEIC)
力量强化教育

海外研修项目、 
英美语言文化系社团T.I

(英文集锦)

就业英语(TOEIC)
力量强化教育、
海外研修项目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电脑实务、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完成班、自我介绍深化班、 
Untact招聘对比网上自我介绍书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编码入门(MTA-Python)课程、数据分析准专家(ADSP)、1人创意培训、海外就业学院、海外就业学院、海外就业社团

创业支援团 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基地

LINC+ 非参与学科就业力量强化项目、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现场实习、CAPTONE设计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PT讲座、
媒体制作支援节目、
媒体力量强化教育

PT讲座、
媒体制作支援节目、
媒体力量强化教育

挽救生命的心肺复苏术、
PT讲座、媒体制作支援节目、

媒体力量强化教育

挽救生命的心肺复苏术、
PT讲座、媒体制作支援节目、

媒体力量强化教育

挽救生命的心肺复苏术、
PT讲座、媒体制作支援节目、

媒体力量强化教育

资格证
TOEIC、ITT资格证

旅游翻译导游资格证
TOEIC、ITT资格证

TCT 资格证、STI 资格证
TOEIC、TESOL

2级正式教师资格证
TOEIC、旅游翻译导游资格证 

国内旅游导游、资格证
TOEIC

国内旅游导游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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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 

日本语言文化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日本语言文化学科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 3
1.  为了培养作为日本专家的素质、亲自体验日本文化和语言是非常重要的。有效地利用

学科内的各种海外项目、建议去日本短期研修、交换留学等。
2.  鼓励社团活动: 学科内外多样的社团活动对参加各种竞赛及集团活动经验有很大帮助。
3.  建议获得比较课项目及资格证: 通过学科及就业支援室的比较课项目、

取得符合自己未来职业的资格证有助于就业。

前途发展领域 外贸业海外营业MD 航空服务业 酒店旅游业 出版商 日语教员 海外及国内IT行业

各领域工作内容
进军海外(日本)

市场的营销人员、国内销售
海外产品的客户

乘务员、海外及国内机场登机
手续服务、货物托运服务等接
客业务及旅行社旅行商品企划

及开发旅行日程管理业务

海外及国内酒店客
户服务及入退房、提供便利

等全面服务业务

日语教材开发与研究、
日语书籍翻译、国内书籍日

语翻译、营销业务

初高中日语教师/
学院讲师/大学教授

应用高科技的IT程序
员及服务器管理员、

营销及营业部门的IT海外
营销员及协调员业务

学科

必修 科目 日语基础I, 日语基础II, 日语会话, 日语会话(2), 跳跃日语(1), 跳跃日语(2)

推荐 科目

日语自由对话、日本文化、
日本近代风景、 

日语听解(1)、日语听解(2)
日语听解(3)、日语听解(4)
日语会话(1)、日语会话(2)
日语会话(3)、日语会话(4)

日语自由对话、
生活日语、生活日语(2)、

日本文化、日本的近代风景、
日语会话(1)、日语会话(2)
日语会话(3)、日语会话(4)

日语自由对话、
生活日语、生活日语(2)、

日本文化、日本的近代风景、
日语会话(1)、日语会话(2)、
日语会话(3)、日语会话(4)

日语翻译讲座(1)、
日语翻译讲座(2)、
日语教学教育论、

日语教学教材及研究法、
日本文学中的女性、

日本文学概论

日文教科教育论、
日文教科教材及研究法、

日语学概论、
日语语法

日本IT创业和基础战略、
日本IT创业和商务、

网络日语、
日语word制作法、

影像日语

非教科
J-EAT就业力量强

化比较课项目
(就业力量强化项目)

JJ-EAT就业力量强化比较课项目
(日语/英语同时多路演算程序、 

海外就业协调人)

J-EAT就业力量强化比较课项目
(日语/英语同时多路演算程序、 

海外就业协调人)

J-EAT就业力量强
化比较课项目

(就业力量强化项目)

J-EAT就业力量强
化比较课项目

(就业力量强化项目)

J-EAT就业力量强化比较
课项目(IT专家培训项目、 

海外就业协调人)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电脑实务、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完成班、自我介绍深化班、 
Untact招聘对比网上自我介绍书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编码入门(MTA-Python)课程、数据分析准专家(ADSP)、1人创意培训、海外就业学院、海外就业学院、海外就业社团

创业支援团 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基地

LINC+

CAPTONE设计、
就业实务强化项目、

企业现场探访、
创业讲座、创业社团

CAPTONE设计、
就业实务强化项目、

企业现场探访、
日本航空服务行业现场实习、

创业讲座、创业社团

CAPTONE设计、就业实务
强化项目、企业现场探访、
日本酒店业界现场实习、

创业讲座、创业社团

Capstone设计、
就业实务强化项目、

企业现场探访、
东洋书屋现场实习、
创业讲座、创业社团

CAPTONE设计、
就业实务强化项目、

企业现场探访

CAPTONE设计、
就业实务强化项目、

企业现场探访、
现场实习、

创业讲座、创业社团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心肺复苏术教育 软件编码教育

资格证 JLPT, JPT JLPT, JPT, TOEIC JLPT, JPT, TOEIC
JLPT, JPT, ITT学科翻译资

格证(韩日, 日韩)
2级正式教师资格证, 

JLPT, JPT
JLPT, 信息处理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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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 

汉语中国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汉语中国学科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鼓励交换生制度: 学习中国当地活生生的汉语表达方式。
2.  鼓励参与比较课项目: 通过HSK讲座及中文采访练习等比较课项目、可以

培养就业所需的能力。
3.  鼓励参与学习活动: 参与学科内的各种学习活动、有效学习汉语、

形成广泛的人际关系。

前途发展领域 航空服务业 酒店观光业 汉语教员 汉语翻译师 中国外贸相关国内外企业

各领域工作内容

乘务员、
海外及国内机场 

登机手续服务、货物托运服务等
接客业务及旅行社的旅行商品

企划及开发等

海外和国内酒店的 
大客户服务及退房、提供便利等

初高中汉语
教师/学院讲师/大学教授

以对韩中经济、时事、
文化和历史的全面了解为基础、
为在两国间的贸易及礼仪状况下

顺利进行交流提供翻译服务

进军中国市场的、
海外产品在国内销售

采购商

学科

必修 科目 基础汉语(1)、基础汉语(2)、汉语阅读理解练习(1)、汉语阅读理解练习(2)、 汉语语法、汉语会话、汉语听力及表达

推荐 科目

商务汉语、
高级汉语练习(1)、
高级汉语练习(2)、

汉语自由对话

商务汉语、
高级汉语练习(1)、
高级汉语练习(2)、

汉语自由对话

汉语教学论、
汉语教材及教育法、

汉语文学概论、
汉语学概论、
中文作文、
汉语精读、
中文权文化

中国历史传统、
中国近现代史、

中国古典名文鉴赏、
中共历史、

中国历史的世界、
中国学专题讲座、

中文翻译理解

商务汉语、
中国企业与经营、

时事汉语、
汉语自由对话

非教科 学科领域就业支援项目(汉语采访练习)、就业力量强化项目(HSK讲座)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
SKII UP电脑实务、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完成班、自我介绍深化班、 Untact招聘对比网上自我介绍书咨询、

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编码入门(MTA-Python)课程、数据分析准专家(ADSP)、1人创意培训、海外就业学院、海外就业社团

创业支援团 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基地

LINC+ 非参与学科就业力量强化项目、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现场实习、CAPTONE设计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资格证 HSK, HSKK, CPT HSK, HSKK, CPT HSK,中级正式教师 (2级) HSK, HSKK, CPT HSK, HSKK, C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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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 

韩国语文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韩国语文化学科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努力取得语言资格证: 大家已经是韩语专家了。在国际化时代、如果有可以自信地使用外

语的话、会有更大的帮助。
2.  积极参与社团活动: 学科内有韩国语教员、文艺创作、影像制作社团。有关自己未来职业

的社团活动对大家的未来会起到很大的帮助。
3. 参加学科和学校举办的专题讲座: 一次有意义的专题讲座可以改变大家的未来。

前途发展领域 韩国语教员 中等教师 读书论述指导师 作家
(放送、剧本等) 文化信息事务人员

各领域工作内容
国内外大学韩国语 
教书育人的角色

初中、高中
国语教师

指导儿童、青少年
有效地读书方法及自主思考写作

节目组作家、编剧、
游戏剧本作家、

漫画故事情节等领域的作家

在现代多样的文化领域
企划并执行业务

学科

必修 科目 人文学基础I, 人文学基础II, 韩国文化的理解, 国语学概论, 现场实习(1)~(3)

推荐 科目

语言学概论、
韩国语教育学概论、
汉字词汇教育论、

韩国语语法教育论、
韩国语表现教育论、社会语言学、

韩国语史、韩国文化教育论、
韩国民俗学、韩国语理解教育论、
韩国语发音教育论、韩国语教学方

法论韩国语教育实习

国文学史、沟通教育论、
国语教育论、国文学概论、

诗歌教育论、
国语史、国语教科教育论、
国语教材研究及指导法、

国语逻辑及论述

文艺创作基础、
汉字词汇教育论、

国文学史、社会语言学、
小说论、剧本写作法、

现代诗歌的理解、
作家与社会、

文艺创作的深化

文艺创作基础、
故事媒体的理解、

小说论、高小说的理解、
剧本写作法、

现代诗歌的理解、
韩国民俗学、内容企划论、

作家和社会、
文艺创作的深化

非教科
海外大学现场实习(夏季、冬季)、

特色化事业特别讲座
教职科目、

国语教育科任用考试专题讲座
读书、

论述教育衔接学科
故事媒体融合学科、
广播作家专题讲座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电脑实务、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完成班、自我介绍深化班、 
Untact招聘对比网上自我介绍书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编码入门(MTA-Python)课程、数据分析准专家(ADSP)、1人创意培训、海外就业学院、海外就业社团

创业支援团 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基地

LINC+ 现场实习、CAPTONE设计、就业实务强化项目、企业现场探访、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4IR共同课程、融合学科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挽救生命的心肺复苏术、
PT讲座、

媒体制作支援节目、
媒体力量强化教育

挽救生命的心肺复苏术、
PT讲座、

媒体制作支援节目、
媒体力量强化教育

挽救生命的心肺复苏术、
PT讲座、

媒体制作支援节目、
媒体力量强化教育

PT讲座、
媒体制作支援节目、
媒体力量强化教育

PT讲座、
媒体制作支援节目、
媒体力量强化教育

资格证
韩国语教员资格证(2级)、

KBS韩国语能力考试、
汉字资格证

中等教员资格证(2级)、
KBS韩国语能力考试、

汉字资格证

KBS韩国语能力考试、
汉字资格证

KBS韩国语能力考试、
汉字资格证

KBS韩国语能力考试、
汉字资格证





社会科学学院
职业规划图

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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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学院 

警察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警察专业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积极地利用图书馆：平时多领域的读书，在大学生活中不会毫无意义地浪费时间，
在升入高年级的过程中，对于设定苦恼的前进方向和正式的准备过程真的很有帮助。
2.每个年级(至少每年)定一个以上对自己有帮助的目标，努力实现这个目标：与高中时期不同，
大学生活给予了很多自我安排的时间。与其无意义地度过时间，不如定下迄今为止从未挑战过的目标去挑战。
不一定非得学习也没关系，想做的兴趣活动也很好。
3.与教授们多交流，关注学科提供的各种项目等：拥有很多经验的教授们对大家的出路设定或苦恼解决等都
会有很大的帮助。此外，系里举办的各种活动、项目也对大家的学校生活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这也可以成为和学科朋友、前后辈们变得亲近的好契机。

前途发展领域 警察(包含海警) 检察 国家情报院 矫正, 保护观察, 少年保护 军队, 消防及民间警备

各领域工作内容

●  保护国民的生命、身体、财产
●  维持公共安宁和秩序
●  预防、镇压、调查犯罪

●   执行犯罪调查相关业务
●  履行提起公诉所需的业务
●  刑事记录的制定及保存
●  刑事审判相关的各种执行业务

●  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信息安全
(national security)

●    收集、制定、发布国外信息及国
内安全信息(intelligence)

●   国家机密保护业务 (counter 
intelligence)

●   服刑者教育及教化活动
●   制定服刑者分类审查及矫正政策
●  青少年预防不良行为活动
●  防止犯罪者的再犯活动

●  军事警察、军事情报保护与收集等
●  设施警备、人身安全保护、护航
警备

●  机械警备
●   事故预防及安全管理、人员救助等

学科

必修 科目 警察学基础, 法学概论

推荐 科目

警察学总论、警察学分论、
刑法(1)、刑法(2)、刑事诉讼法、

警察人事管理论、行政法、
韩国警察史、警察调查论、

科学调查论、武道(1)、
武道(2)、犯罪学、警察法、

警察伦理、警察组织管理论、
警察教育训练

刑事司法制度的理解、
刑法(1)、刑法(2)、

刑事诉讼法、受害者学、
行政法、少年犯罪论、
犯罪学、犯罪心理学、

警察调查论、
科学调查论

刑事司法制度的理解、
警察学分论，韩国警察史，

警察伦理、犯罪类型论、犯罪学、
犯罪心理学、警察保安论、

刑法(1)、刑法(2)、
刑事诉讼法

刑事司法制度的理解、
行政法、犯罪学、

犯罪心理学、
刑法(1)、刑法(2)、
武道(1)、武道(2)、

刑事诉讼法、
少年犯罪论

刑法(1)、刑法(2)、刑事诉讼法、
警察调查论、科学调查论、
民间警备论、警察伦理、
警察学分论、警察法、

武道(1)、武道(2)、行政法、
犯罪预防论、犯罪类型论、

警察学研讨会、军事学(ROTC)、
警察教育训练

非教科 考试班、寄宿奖学金、Nurikaps(全北地方警察厅联系活动)、校园警察(完山警察署对接社团)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电脑实务、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完成班、自我介绍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

就业社团、韩国历史总决赛(1/2/3级)、编码入门(MTA-Python)课程、数据分析准专家(ADSP)、培养1人创意师(A-G)

创业支援团

LINC+ 就业实务强化项目、现场实习、CAPTONE设计、创业讲座、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资格证
武道资格证, 
警备指导师

武道资格证 武道资格证 武道资格证
武道资格证, 

警备指导师(一般/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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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学院 

文献信息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文献信息学科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鼓励社团活动。通过学科相关的社团活动、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体验各种经历。
2.  积极参与参观、就业讲座等学科运营的多种项目、对学业和前途设定及就业有

很大的帮助。
3.  建议取得与学科相关的资格证。通过学科及校内就业支援项目、

取得符合自己前途的资格证有助于就业。

前途发展领域 小初高中图书馆 管理教师 大学图书馆 图书管理 司书职公务员 研究院及企业
情报资料室管理

网络内容策划员
情报顾问

各领域工作内容

制定学校图书馆经营计划、
学校图书馆运营及管理、以教师及
学生为对象的教授·学习活动支援、

读书教育及信息活用教育、
图书馆合作授课

大学图书馆经营计划制定、资料选
择及藏书管理、教育及研究支援服
务、用户教育、大学生产的各种知
识资源的收集、数字化及运营、
与其他图书馆的相互合作与服务

制定公共图书馆经营计划、
收集、整理、保存图书馆资料、

提供公众所需信息及地方行政所需
信息、运营文化及终身教育项目、

与其他图书馆合作及资源共享

包括学科领域学术研究活动所需的
信息资料的收集、整理、

保存及使用服务、学术及研究支援
服务、与其他图书馆共享图
书馆资料在内的合作活动

网络内容的收集与分析、
用户定制的信息服务企划与提供

学科

必修 科目 文献信息学概论、英语资料阅读、图书馆经营论、分类学、大数据与图书馆、信息服务论、目录学、信息资源的探索与理解、信息检索、数字图书馆

推荐 科目

学校图书馆运营、
信息与知识产权、元数据构建实

习、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信息共享与XML的活用、NIE与论述
指导、自然科学书籍、人文社会科
学书籍、图书馆企划论、MARC与
RDA、藏书管理论、读书教育、

资料组织论、信息交流论、
第四次产业革命与图书馆

信息共享与XML的使用、
信息与知识产权、信息共享与

LOD、数据库构建实习、
藏书管理论、人文社会科学书籍数
据处理与统计分析、元数据构建实

习、现场实务实习、自然科学
书籍、信息使用者论、记录管理

论、Capstone设计、信息交流论、
第四次产业革命与图书馆

信息与知识产权、
MARC与RDA、公共图书馆运
营论、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元数据构建实习、信息共享与XML
的活用、藏书管理论、人文社会科
学书籍、现场实务实习、图书馆企

划论、资料组织论、自然科学
书籍、Capstone设计、信息交

流论、 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图书馆

信息共享与XML的使用、
信息与知识产权、MARC与RDA、

信息共享与LOD、
数据库构建实习、藏书管理论、

人文社会科学书籍、数据处理与统
计分析、自然科学书籍、现场实务
实习、信息使用者论、Capstone

设计、记录管理论、信息交流论、
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图书馆

信息共享与XML的应用、
信息与知识产权、MARC与RDA、

信息共享与LOD、数据库构建
实习、藏书管理论、人文社会科学

书籍、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元数据构建实习、自然科学书籍、

现场实务实习、信息使用
者论、Capstone设计信息交流论、

第四次产业革命与图书馆

非教科 提高在校生工作能力专题讲座、学科领域就业支援项目、授课外学科深化学习聚会、前后辈间正规教学聚会、Hands On Steps、国内研修项目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电脑实务、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完成班、自我介绍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

就业社团、韩国历史总决赛(1/2/3级)、编码入门(MTA-Python)课程、数据分析准专家(ADSP)、培养1人创意师(A-G)

创业支援团 实验室特色J-cube创业基地

LINC+ 就业实务强化项目、现场实习、CAPTONE设计、创业讲座、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资格证
图书馆教师资格证、

2级正式图书管理员资格证

2级正式图书管理员资格证、
信息处理技师、

计算机应用能力一级、
办公自动化产业技师

2级正式图书管理员资格证、
信息处理技师、

计算机应用能力一级、
读书/论述指导师

2级正式图书管理员资格证、
信息处理技师、

计算机应用能力一级

2级正式图书管理员资格证、
信息处理技师、

社会调查分析师、
计算机应用能力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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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学院 

法学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法学学科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 3

1.要对社会问题给予高度关注、需要对社会现象的深刻理解。

2.鼓励社团活动:学科内外多样的社团活动有助于积累各种经验、培养社会性。

3. 鼓励考取资格证:考取符合自己前途的资格证会增强自信心、对就业也有帮助。

前途发展领域 公务员 法律事务员 企业 国有企业及公团 入学法学院专门大学院 中等社会教师及教育公务员

各领域工作内容
国家公共机关所属调查、
审判、行政等各种业务

在律师、税务司、
法务司、劳务司、专利代理
人等事务所工作、法律文书

制作及辅助业务

企业人事、总务、企划、
法务相关业务及媒体出版、

采访、报道业务

公有企业及公团法律结构、
保护观察、雇佣、年金、

福利、开发等业务

作为法官、检察官、
律师的过程、适用法律、

提高执行业务能力

初中和高中在社会科学的
概念和原理、制度和社会功能、
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的教育工作

学科

必修 科目 法学、民法、刑法(1)、刑法总论、商法总则、商业行为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总论

推荐 科目

刑法各论、行刑法、刑事政
策、国际法、宪法(2)、

刑事诉讼法(1)(2)、
亲属继承法、行政法总论、
行政法阁论、债权分论、

债权总论、物权法

宪法(2)、刑法分论、
刑事诉讼法(1)(2)、

亲属继承法、行政法分论、
债权分论、债权总论、
物权法、民事诉讼法、

民事执行法、票据支票法、
保险海上法

宪法(2)、公司法、
票据支票法、保险海上法、

资本市场法、经济法、
经济和社会债券总论、
债权分论、物权法、

民事执行法

物权法、债券总论、
债券各论、行政法各论、
民事执行法、宪法(2)、
公司法、票据支票法、

资本市场法

宪法(2)、政治和社会、
债权总论、债权分论、

刑法分论、国际法、刑事诉
讼法(1)(2)、仲裁法、

刑事政策、行刑法、经济法、
民事执行法、物权法、
公司法、票据支票法、

保险海上法、资本市场法

宪法(2)、物权法、人类和社会、
人与行政、政治与社会、民事执

行法市民教育与社会伦理、
社会教科教育论、债权各论、
社会教科教材研究及指导法、
经济与社会、文化与社会、

刑法各论、债权总论、刑事诉
讼法(1)(2)、民事执行法

经营法学 
融合专业

企业法律文书制作、公司债券管理、损失赔偿法、租税法、公司诉讼

非教科 在校生职务能力特别讲座、公务员英语特别讲座、公共机关现场观摩、就业支援特别讲座、授课外专业深化学习聚会、考试班运营、学术制(阿兰制)、道路交通事故鉴定师取得特别讲座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电脑实务、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完成班、
自我介绍深化班、Untact招聘对比网上自我介绍书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

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PT讲座、媒体制作支援、与前辈的对话

创业支援团 Knowledge Universe明星讲座、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开放型创业讲座(创业夏令营)、定制型创业教育、创业社团

LINC+ 就业实务强化项目、现场实习、CAPTONE设计、创业讲座、大数据教育、个人(团队)项目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公务员考试准备讲座
法律事务员职务能力提高专

题讲座
企业招聘准备特别讲座

资格证

基本:TOEIC或公务员英语
韩国历史能力考试

优待:计算机应用能力、
道路交通事故鉴定师、工人
劳务师、法务师、税务师、

关税师、鉴定评估师

优待:电脑应用能力、
道路交通事故鉴定师、

工人劳务师、
法务师

基本:TOEIC、电脑应用能力
优待:律师、专利代理人、

税务师、工人劳务师、
损失评估师、关税师、

计算机会计1级、
鉴定评估师、法务师

基本:TOEIC、
计算机应用能力、韩国历史

能力考试优待:信息
处理司机、鉴定评价师、
道路交通事故鉴定师、

2级正教师资格证

基本:TOEIC、
计算机应用能力

基本:韩国历史能力考试、
计算机应用能力、

普通社会2级正教士资格证、
TOEIC或公务员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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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
职业规划图(ver.2)

社会福祉学科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在多样的社会福利领域中、有必要设定属于自己的关注领域。″

: 需要全面理解社会福利的同时探索相关领域、通过此过程设定关注领域。
2. ″社会福利系鼓励学生参与与e-福利馆相连的学科体验活动。″
3.  ″鼓励在关心领域现场进行志愿服务活动。″ :  通过关心领域现场服务

活动积累相关经验、可以调高对其领域的了解。

前途发展领域 社会福利(第一次现场) 社会福利(2次现场) 非营利组织(NGO) 工团/国营企业 社会福利信息机关(公务员)

各领域工作内容

确认社会福利服务对象的需求、
并解决由此引发的问题

ex)   综合福利馆、老年福利馆、
残疾人福利馆、儿童保护专
门机构等

现有社会福利领域以外的
领域,社会福利部分

来执行的现场

ex)  学校、医院、企业、保育设施、
校园设施等

不以营利为目的、
以全社会利益为目的、

履行多种服务和人道主义职能

ex)  社会福利共同募捐会、           
好邻居、绿色雨伞儿童财团、 
World Vision、KOICA

社会福利有关的工业园区和
公共企业中帮助国民

ex)   国民养老金公团、残疾人就业、
健康保险园区园区、勤劳福利公
团、法律救助公团等

市、郡、区及邑、面、
洞等行政机关负责社会福利

服务并执行

ex)  专门负责社会福利的公务员、  
7级公务员等

学科

必修 科目
社会福利概论、人类行为和社会环境、社会福利实践论、社会福利实践技术论、地区社会福利论、案例管理论、项目开发与评价、

社会福利行政论、社会福利政策论、社会福利法制、社会福利调查论、社会福利现场实习、社会福利伦理与哲学

推荐 科目
社会福利史、社会保障论、

老人福利论、残疾人福利论、
家庭福利论、儿童福利论

社会福利史、产业福利论、
社会保障论、医疗社会福利论、
学校社会福利论、女性福利论

社会福利史、社会福利与人权、福利 
国家论、老人福利论、残疾人福
利论、医疗社会福利论、家庭福
利论、儿童福利论、学校社会福
利论、女性福利论、社会经济论

社会福利史、社会保障论、
福利国家论、老人福利论、

残疾人福利论、医疗社会福利论、
家庭福利论、女性福利论

社会福利史、社会保障论、
福利国家论、老人福利论、

残疾人福利论

非教科 e-福利馆、现场专家讲座 e-福利馆、现场专家讲座 e-福利馆、现场专家讲座 考试班 考试班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电脑实务、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完成班、自我介绍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

就业社团、韩国历史总决赛(1/2/3级)、编码入门(MTA-Python)课程、数据分析准专家(ADSP)、培养1人创意师(A-G)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开放型创业专题讲座(创业夏令营)、量身定做的创业教育、创业社团

LINC+ 现场实习、CAPTONE设计、就业实际贸易量强化项目、企业现场探访、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基地、社区贡献项目、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挽救生命的心肺复苏术

资格证
社会福利师资格证(1级)、
社会福利师资格证(2级)、

社会调查分析师

社会福利师资格证(1级)、
社会福利师资格证(2级)、

社会调查分析师、
计算机应用能力、保育教师

社会福利师资格证(1级)、
社会福利师资格证(2级)、

社会调查分析师、
计算机应用能力、

信息处理技师、语言成绩

社会福利师资格证(1级)、
社会福利师资格证(2级)、

社会调查分析师、计算机应用能力、
信息处理技师、语言成绩、
韩国历史能力鉴定考试、

精神健康社会福利师、医疗社会
福利师、学校社会福利师

社会福利师资格证(1级)、
社会福利师资格证(2级)、

医疗社会福利师、
学校社会福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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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谈心理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商谈心理学科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建议到咨询相关机构实习:咨询机构进行多种现场体验、可以成为具体了解咨询实务人
员力量和作用的机会。
2. 鼓励考取资格证:考取符合自己前途的学科相关资格证有助于考研、到相关机构就业。
3.鼓励参与校内外就业支援项目:参与校内外就业支援项目对就

业及前途大有帮助。

前途发展领域 学科咨询教师 青少年咨询师 职业咨询师 矫正职公务员
(咨询/临床领域)

警察公务员
(受害者心理领域) 社会调查分析师

各领域工作内容
在初高中进行学生学业、
前途及学校生活全方面的

咨询和指导

发挥了解青少年发展特点和
问题、通过咨询帮助解决问

题的帮手作用

以咨询技术为基础、
收集、分析、加工提供劳
动力市场信息、招聘、

求职咨询、升学咨询等职业
及就业相关信息

作为法务部所属的国家职
公务员、主要在全国的

监狱、拘留所工作、执行在
押人员的收容管理、职业培
训及教育教化、家庭关系
恢复及社会回归支援工作

作为行政安全部属下的
警察厅所属的国家公务员、
发生事件时、帮助被害人保
持心理稳定、通过电话、
上门咨询、心理检查等帮

助被害人的工作

对企业、政党、地方自治
团体、中央政府等各种团体所

需要的社会现象的市场调查及舆
论调查等制定计划、作为进行实
际调查的职业、在解决社会问

题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学科

必修 科目 咨询与文化、人类的理解、心理学概论、咨询理论与实际、集体咨询、性格心理学、心理评价、咨询实习、心理统计、学习心理学

推荐 科目

心理学概论、咨询理论与
实际、心理评价、心理统

计、咨询实习、咨询技术、
学习心理学、前途咨询、

性格心理学、发育心理学、
父母教育与咨询、青少年

咨询、特殊儿童咨询

心理学概论、
咨询理论与实际、

心理评价、家庭咨询、
咨询实习、咨询技术、
集体咨询、前途咨询、

青少年咨询、咨询业务、
特殊儿童咨询

心理学概论、
商谈理论与实际、

集体商谈、前途商谈、
商谈实习、商谈技术、

商谈行政实务

心理学概论、
咨询理论与实际、

集体咨询、心理评价、
咨询与临床现场实习、

社会心理学、临床心理学、
理想心理学、家庭咨询、

健康心理学

心理学概论、咨询理论与实
际、家庭咨询、集体咨询、
咨询及临床现场实习、社会
心理学、父母教育及咨询、
成人及老人发育、行为研究
设计、心理评价、临床心理
学、理想心理学、心理统计

心理学概论、
咨询理论与实际、
咨询行政实务、
社会心理学、

心理统计

非教科 笔试及模拟面试特别讲座
青少年咨询师的笔记及模

拟面试特别讲座
资格证的免费备考讲座 就业专题讲座 就业专题讲座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 UP电脑实务、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完成班、自我介绍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

就业社团、韩国历史总决赛(1/2/3级)、编码入门(MTA-Python)课程、数据分析准专家(ADSP)、培养1人创意师(A-G)

创业支援团

LINC+ 就业实务强化项目、现场实习、CAPTONE设计、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资格证 学科咨询教师2级 青少年咨询师3级 职业咨询师2级
职业咨询师2级、学科咨询教
师2级、青少年咨询师3级、

临床心理师2级
学科咨询师资格证

社会调查分析师2级、 
计算机应用能力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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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学院 

行政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行政学科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 3

1. 体验公共机构。

2. 利用学校提供的视频授课。

3. 取得前途领域所需的多种资格证。

前途发展领域 公务员 公共机关
(国有企业及准政府机关) 金融机构 言论机关 行政师

各领域工作内容

中央及地方自治团体
负责行政业务和政策决定、

提供多种公共服务；
普通行政职、教育行政职、
社会福利职、警察等职位

由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委托或参与
资本的各级公共机关(国有企业及准政
府机关)执行人事、组织、财务管理

等行政业务韩国电力公社、国民年金
公团、韩国道路公社、韩国土地住宅

公社、韩国铁道公社等

给资金的需求者和供应
者提供各种金融服务的业务。

银行、证券、
保险的三大支柱组成

采访事件或现象相关的新闻
和信息、记录并参考意见、

提供给大众的业务。
报社、杂志社、电视台、

出版社、报社等。

行政机关提交的文件和
居民的权利、

义务或相关证明
文件的编制及代理提

交等业务

学科

必修 科目 政策与社会、青少年研讨会

推荐 科目

公共组织论、公务员行政学、 
官僚制和民主主义、地方自治论、

行政法、地区开发论、政策评
价论、行政形态论、 公共人力

资源管理论、公共财政管理论、
 韩国政府论、公职伦理论、

政府规制论、行政改革论

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
公共机关论、 行政调查方法论、
行政形态论、 公共财政管理论 

公职伦理论、环境政策论、
行政法、 文化行政论

公共组织论、地方自治论、
福利行政论、 政府与市场、
政府与企业、政策评价论、 

行政调查方法论、行政形态论、 
城市规划开发论、智能信息社会与
行政、 公职伦理论、行政改革论

公共组织论、地方自治论、
行政法、 文化行政论、福利行

政论、政府和市场、政府与企业、
政策评价论、行政调查方法论、
行政行为论、城市规划开发论、 

智能信息社会与行政

公务员行政学、地方自治论、
行政法、文化行政论、

福利行政论、地区开发论、 
政府与企业、政策评价论、

行政调查方法论、行政行为论、
公共人力管理论、 
公共财政管理论

非教科 考试班、夏季/冬季寄宿奖学金项目、公共机关现场参观、Hands On Steps、学科领域就业支援项目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电脑实务、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完成班、自我介绍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

就业社团、韩国历史总决赛(1/2/3级)、编码入门(MTA-Python)课程、数据分析准专家(ADSP)、培养1人创意师(A-G)

创业支援团 Knowledge Universe明星讲座、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开放型创业讲座(创业营地)、定制式创业教育、创业社团

LINC+ 就业实务强化项目、现场实习、CAPTONE设计、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资格证

(适用加分)计算机应用能力、
信息处理技师、

办公自动化产业技师、
信息处理技师等

(适用加分)计算机应用能力、
韩国历史能力验证考试、

国语能力认证考试、
信息处理司机、

办公自动化产业司机、
语言成绩(托业、托斯) 等

信用分析师、
投资资产运用公司、

银行FP、CFA、CFP、AFPK、
外汇专门站1种、2种等

韩国语能力鉴定考试、
公认语言成绩等

普通行政师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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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学院 

经营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前途发展领域 经营企划 电子商务 金融资产运用 市场营销 企业财务 生产/质量管理 人事管理 一般事务 创业投资

各领域工作内容

新事业企划、
经营风险管理、

预算管理、
经营业绩分析、

经营评估

网站运营、
函售、

客户管理、
营销管理、
工作策划

债券投资、
基金管理、
风险管理、

衍生产品管理、
信托管理

营销战略、
营销管理、
客户分析、
统计调查、
网上宣传

预算管理、
风险管理、

筹资、
资金运用、
成果分析

库存管理、公司
内部物流、供应

链管理、质量管理、
质量经营系统、

认证管理

职务管理、
人力雇佣、
教育培训、

福利、
劳资关系

文件拟定、
办公自动化、
数据管理、
会计处理、
办公环境

创业规划、
业务分析、
事业规划书

学科

必修 科目 经营信息系统、营销原理、财务管理、生产运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原理

推荐 科目

全球经营、组织 
结构论、组织行
动论、企业风

险管理、中国通
商论、风险创业经
营论、企业道德、

经营现场实习

网站设计、
数据库系统、

智能信息系统、
网络营销、
经营英语、

营销资料分析、
经营战略、

投资论、
财务会计、 

金融机构经营论、
债券及衍生品、
期货和期权、
资产管理、
经营战略、

广告论、消费者行
为论、营销调查与
实习、网络营销、

营销交流、
营销案例与实习、

品牌管理论、
营销资料分析、

财务会计、
企业风险管理、

金融机构经营论、
债券及衍生品、
期货和期权、

国际财务管理、
经营战略、

质量经营、
技术经营、
服务经营、
现场实习、

计量经营学、
经营分析、
经营战略、

全球经营、组织
结 构论、组织行
动论、企业风险

管理、企业道德、
现场实习、

劳资关系论、
服务经营、

财务会计、
组织行动论、
数据库系统、
服务经营、
现场实习、
经营分析、
经营英语

风险创业经营论、
网站设计、消费者
行为论、营销调
查与实习、数据

库系统、智能信息
系统、网络营销、

经营战略

非教科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主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电脑实务、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书完成班、
自我介绍深化班、Untact招聘对比网上自我介绍书咨询班、面试演讲提高班、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咨询班、就业长期(KING-Intaction)、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SMAT(服务经营者资格)、A、B模块、金融就业学院、编码入门(MTA-Python)课程、数据分析准专家(ADsP)、
大数据-营销(Google Analytics)、NCS职业基础能力教育、公共企业综合NCS实战模拟考试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营、全罗北道实验室创作网研讨会

LINC+ 现场实习、CAPTONE设计、就业实务强化项目、企业现场探访、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4IR共同课程、HATCH Synergy School、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JJ Superstar竞赛、
PT讲座、

媒体制作支援

软件编程教育、
流通管理社、

JJ Superstar竞赛、
PT讲座

JJ Superstar竞赛、
PT讲座、

媒体制作支援

JJSuperstar竞赛、
PT讲座、

媒体制作支援

JJ Superstar竞赛、
PT讲座、

媒体制作支援

软件编程教育、
流通管理社、

JJ Superstar竞赛、
PT讲座

JJ Superstar竞赛、
PT讲座、

媒体制作支援

JJ Superstar
竞赛、PT讲座、
媒体制作支援

软件编程教育、
JJ Superstar竞赛、

PT讲座、
媒体制作支援

资格证
经营指导师、
经营诊断师、
技术指导师、

电子商务管理、
MCP+Internet、

网络信息检索师、
信息检索师、

网页专家

证券分析师、
综合资产管理师、
投资资产管理师、
(资产管理师:FP)

品牌管理师、
宣传管理师、
营销大数据、
流通管理师、
销售管理师

财务风险管理师、
保险核算师、信用分 
析师、信用风险分

析师、财务设计师、
注册会计师、税务师

流通管理师、 
质量管理师、
销售经理、

物流管理师、

经营指导师、
经营诊断师、
技术指导师、
公认劳务师、

技术指导师、 
办公自动化产业、

技师、
计算机应用能力

计算机应用力、
ACA(Adobe)、

 ITQ、 MOS

 经营专业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教育: 学习经营学内2-3个专业(前途领域)，在比较教学科目中学习并取得

相关资格证。
2. 社团活动: 加入专业相关社团，参加各种公开招聘，积累就业履历。
3.  参与国家事业: 参加特性化项目(Harim、BeStar、Together、LINC+、

ABC Couple Ring)接受特色教育，并获得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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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学院 

IT金融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IT金融专业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掌握IT技术和金融知识结合的金融科技产业所需的技能会有所帮助。

2. 培养分析多种金融信息数据和编程所需的技能会有所帮助。

3. 以IT基础知识为基础，有助于对取得未来希望职业所需的资格证。

前途发展领域 一般企业 金融企业 年基金及公共企业 金融专业人员 IT金融领域

各领域工作内容

运用企业规划、
推进实施计划知识、技术力量等来

管理企业成果和金融资产
及数据的业务

银行、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的筹资、

资金运用及投资产品策划、
开发和管理业务

可有效处理中央及地方政府机关、
国有企业一般管理、

总务及人事领域、预算相关领域、
年基金资产运营、金融监督、
企划及调查相关领域的业务

分析金融经济现象，预测未来发展
趋势，提供合理决策方案的业务

通过手机、SNS、大数据等新兴
IT技术和金融知识的融合，

在汇款结算、存款贷款、金融数
据分析、资产管理等方面向客户

提供新的金融服务的业务

学科

必修 科目 经济学概论、经营学原理、Excel金融统计、金融工学概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会计原理

推荐 科目

财务经济学、金融信息系统、
证券投资论、货币金融论、
Excel应用金融资料分析、

金融大数据分析、
R和Python编程、风险管理论

财务经济学、证券投资论、
Excel应用金融资料分析、

金融信息系统、风险管理论、
衍生商品论、货币金融论、金融商

品营销、新金融商品分析

财务经济学、证券投资论、
Excel应用金融资料分析、金融大数

据分析、衍生商品论、
替代投资论、金融信息系统、

电子金融服务与保安、货币金融论

财务经济学、证券投资论、
替代投资论、货币金融论、

衍生品论、金融大数据安全、
R和Python编程、金融编程实习、

金融数据库、人工智能

财务经济学、证券投资论、
货币金融论、金融大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金融编程实习、
区块链与货币、调查方法与模型、

电子金融服务与保安、
全球金融科技与创业

非教科 邀请外部人士进行特别讲座、金融资格证学习、专业深化学习社团、学术研讨会、金融NCS等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电脑实务、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完成班、
自我介绍深化班、Untact招聘对比网上自我介绍咨询、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SMAT(服务经营者资格)、A、B模块、金融就业学院、编码入门(MTA-Python)课程、数据分析准专家(ADsP)、

大数据-营销(Google ACS) ACS Modemory、数据分析准专家、大数据-营销(Google)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基地、全罗北道实验室创作网研讨会

LINC+ 现场实习、CAPTONE设计、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4IR共同课程、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JJ Superstar 竞赛、PT讲座、媒体制作支援

资格证
每日经济TEST、
信用管理师、
财经管理师等

每日经济TEST、银行电信、
基金投资代理、证券投资劝诱
咨询人员、财务风险管理师、

外汇专业人员等

每日经济TEST、
社会调查分析师等

每日经济TEST、金融投资分析师、
资产管理师(FP)、财务设计师、

证券投资咨询师等

每日经济TEST、大数据分析报道、
数据分析专家、信用分析师、

信用风险分析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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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学院 

金融保险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前途发展领域 财产保险公司 人寿保险公司 理赔师、理赔公司 银行、信用卡等金融公司 邮局金融开发院等
金融公企业

各领域工作内容
损害保险商品的交易以及
相关的收购发生的保险、
保险金及保险理赔等业务

人寿保险产品承保、
保费手续费及保险金支付等业务

保险事故损失额及
保险金情况
相关的业务

各金融行业金融交易业务

与公保产品(邮局、养老保险、
健康保险等)的办理相关的

保险的承兑、保险费收取及
保险金支付等业务或公益性

质较强的金融交易业务

学科

必修 科目 保险合同法、金融保险业法、损害情况论、保险学概论、民法总则

推荐 科目

保险学概论、损害保险论、
汽车保险论、金融纠纷事例、

金融保险现场实习、
金融保险政策论

保险学概论、金融保险营销论、
生命保险论、第三保险理论、

生命保险实务、金融保险政策论、
金融保险现场实习、

金融纠纷事例、第三保险实务

汽车结构实务，汽车保险论，
第三保险理论，勤再赔偿责

任保险实务，大物车辆损失情况
实务，保险医学，

汽车保险实务，财物海上保险论，
第三保险实务，疾病保险医学实务

基础金融学、
金融机构的理解、

金融保险投资论、财产法、
金融保险政策论、公司法

金融保险政策论、
社会保险论、
保险学概论、

金融保险营销论、
金融保险现场实习

非教科 保险合同法、保险业法、损害情况理论、第三保险理论、工伤赔偿责任保险、汽车保险论、汽车结构实务、医学理论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电脑实务、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完成班、自我介绍深化班、
Untact招聘对比网上自我介绍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

就业社团、SMAT(服务经营资格)、A、B模块、金融就业学院、编码入门(MTA-Python)过程、数据分析准专家(ADsP)、大数据-N-营销(Goo-N-N-Cosition)等。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基地、全罗北道实验室创作网研讨会

LINC+ 现场实习、CAPTONE设计、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4IR共同课程、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JJ Superstar竞赛、PT讲座、媒体制作支援、Catch the World

资格证

理赔师、
保险调查分析师、

保险审查站、
IFP(综合资产管理公司)

保险理财师、
IFP(综合资产管理师)、
CKLU、AKLU、FKLU

理赔师、
保险调查分析师、 

保险审查站

基金投资劝导代理人、证券投资劝
导代理人、基金投资劝导顾问、

证券投资劝导顾问、衍生品投资劝
导顾问、投资资产运用师、

金融投资分析师、财务风险管理师

英语成绩(托业700分以上等)、
其他各金融国企法必要资格证

金融保险专业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取得金融相关资格证：通过学科授课和金融保险专业开设的各种比较课程，取得符合自己未来

职业的资格证有助于就业。
2.  鼓励大家多读书和积累经验：读书、旅行、社团、志愿活动等多种经验可以开阔眼界和见识，

成为生活的巨大活力。
3.  学术社团活动：学科内的学术社团活动对取得各种资格证和学校生活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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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学院 

物流贸易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物流贸易专业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培养符合国内外现场实习、
产学项目等前途及专业领域的多种经验与实际贸易量。

2. 坚持学习商务英语或外语。

3. 培养坚持读书的习惯，使其成为知识经营的基础。

前途发展领域 物流/流通管理 国际物流专家 海外营业(进出口) 关税师等专业人士 销售商(MD)

各领域工作内容

为优化物资移动及物流服务
提供带来的流向，

物流系统设计、物流流程运营、
客户及物流成果管理业务

优化物品采购、装船、通关、
运输、保险、结算等整体物流流，

实行进出口贸易业务管理

为向海外市场销售商品及服务，
制定海外市场调查、商品分析、
国际营销战略，并履行进出口
合同、客户索赔管理等业务

填写进出口报关单，
履行报关代办业务，代办退税、

各种异议申请及审查
请求或审判请求

评价及分析消费者需求，
发掘市场性新产品，制定有效的
营销战略，管理生产、销售、

库存调节等商品流向

学科

必修 科目 贸易学概论、贸易实务、贸易英文、国际经济论、物流管理论、全球经营

推荐 科目

物流新技术及趋势的理解、
供应链管理、物流创新案例研究、
物流法规、物流项目管理理解、

ERP物流信息实习、
利用Excel的物流管理实务、
流通渠道管理、保管装卸论

国际物流管理、供应链管理、
进出口报关业务、

世界地区市场的理解、
国际商业礼仪、

国际营销、网上贸易、
短期海外现场学习

国际商业礼仪、
世界地区市场的理解、

网上贸易业务、商务英语、
物流贸易创业实务、

贸易实务演习、国际营销、
国际企业环境研究、
短期海外现场学习

贸易实务演习、
进出口报关业务、

商务英语、
国际物流管理、

物流法规

网上贸易业务、
国际营销、

世界地区市场的理解、
企业经济和现场实习的理解、

流通渠道管理、
物流贸易创业实务

非教科
无人机应用教育、

物流管理师、流通管理师
贸易英文1、2级 贸易英语1、2级 贸易英语1、2级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电脑实务、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完成班、自我介绍深化班、
Untact招聘对比网上自我介绍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
SMAT(服务经营者资格)、A、B模块、金融就业学院、编码入门(MTA-Python)课程、数据分析准专家(ADsP)、大数据分析准专家(ADs-Met) 、大数据分析准专家(ADs-N-CS-CS-T)等。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基地、全罗北道实验室创作网研讨会

国际交流院 学科单位全球力量特性化事业(短期海外现场学习)、Catch the World

Harim 产学融
合专业

物流/营业/营销路线 进出口/采购路线
进出口/采购/营业/

营销路线
进出口路线

企划/设计/
产品开发路线

LINC+ 现场实习、CAPTONE设计、就业实务强化项目、企业现场探访、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4IR共同课程、HATCH Synergy School、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JJ Superstar竞赛、PT讲座、媒体制作支援、汉语基础、中级班

资格证
物流管理师、保税师、

ERP 信息管理师
贸易英语、
国际贸易师

贸易英语、国际贸易师、
原产地管理师、流通管理师

关税师、
原产地管理师

流通管理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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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学院 

房地产国土信息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前途发展领域 相关国有企业 房地产专家 一般企业

各领域工作内容
以房地产及国土信息等知识为基础，

执行土地、住宅的供应、营销、
管理和国土信息分析等相关业务

执行鉴定评价、房地产中介、
国土信息及知识业务、资产管理、

房地产投资、权利分析、知识报道、
拍卖、顾问等相关业务

履行房地产信托及金融机构、
建设企业、国土信息相关企业、
资产管理会署、城市再生企业、
房地产信息等相关企业相关业务

学科

必修 科目 房地产学概论、地籍学概论、房地产司法、房地产开发论

推荐 科目

城市规划论、住宅政策论、
地籍学概论、地籍测量基础、

房地产市场分析论、房地产信息处理论、
城市开发及再生实务、国土信息相关科目

土地信息体系论、地籍实务、
房地产中介论及实务、

房地产租税论、空间信息关系法规、
房地产资产管理论、

地籍测量实习、鉴定评价实务

房地产金融论、房地产投资论、地籍学概论、
土地信息体系论、城市开发及再生实务、

空间信息关系法规、房地产营销、房地产经营论、
选址论、国土信息计量分析论、房地产经济论、

房地产咨询、房地产案例分析实习

非教科
公共企业就业社团特别讲座
(LX、LH、地籍公务员等)

公认中介师资格证课程、
地籍技师资格证课程、

鉴定评价师资格证课程等

前途探索研讨会、就业夏令营、
自我介绍讲座、广告计划书等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企业&职务探索班、企业&职务实战班、
人事管理专家(ACE课程)、NCS职业基础能力

SMAT(服务经营资格)模块
ACU AutoCAD、

SMAT(服务经营资格)模块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开放型创业讲座(创业讲座)、定制型创业教育、创业社团

LINC+ 现场实习、CAMSTON设计、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4IR共同课程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软件编码教育、
JJ Superstar竞赛、

PT讲座、
媒体制作支援、

英语基础、中级班

软件编码教育、
JJ Superstar竞赛、

PT讲座、
媒体制作支援、

英语基础、中级班

软件编码教育、
JJ Superstar竞赛、

PT讲座、
媒体制作支援、

英语基础、中级班

资格证 鉴定评价师、房地产经纪人、地籍技师、地籍产业技师、住宅管理师、商业用房地产投资分析师(CCIM)、权利分析师、公共经纪人、顾问等

房动产国土信息专业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取得资格证：取得专业相关的房地产经纪人、地籍技师等资格证，可以提高韩国国土信息

公司、房地产相关企业地籍公务员领域的就业竞争力。
2.  社团活动：学科内外多样的社团活动有助于愉快的大学生活，并提供参与各种竞赛及集团

活动的经验。
3. 外语能力：在全球化时代，拥有全球性的就业机会和提高的相关商业执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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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学院 

会计税务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会计税务专业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 3
1. 一定要出席课程：出席课程是成功的最核心秘诀，千万不要缺席。
2.  好好利用会计夏令营：暑假期间实施的会计夏令营是提高专业能力和托业分数

的捷径。
3.  取得资格证：通过学科和就业支援室的各种比较课项目等，

取得符合自己前途的专业资格证有助于就业。

前途发展领域 专业相关职业专业人士
(注册会计师、税务师、鉴定评价师) 企业财务负责人 金融圈就业 公共企业(公社) 就业 公务员(会计人员、税务

人员、审计人员)

各领域工作内容

●  会计审计业务：通过表明对财务报表是否按
照企业会计标准适度制定的意见，提高财务
报表的可靠性

●  税务咨询业务：法人或个人税务申报代理、
节税提出方案

●  经营咨询业务(咨询)：改善内部控制结构、
制定事业计划书、成本计算、会计系统电算
化、反倾销相关业务等

●  代理记账业务：代中小规模企业或个体经营
者填写财务报表 

●  鉴定评估师：评估、担保动产、房地产、无
形资产等价值的活动

●  一般会计业务：会计账簿的填写、
财务报表的填写等

●  成本管理会计业务：提供产品成本
计算、经营者决策所需的信息

●  预算编制业务：建立企业年度或中
长期预算

●  税务会计业务：为计算法人税制定
税务调整计算书及申报税金

●  信息系统设计业务：参与系统开发
及运行过程

●  内部审计业务：评估业务效率和
效果

●  各种银行业务：客户存款接收业
务、个人及企业贷款业务、金融
产品开发业务、保险关联业务、
投资资产业务、外汇管理业务、
营业管理业务、风险管理业务等

●  证券公司业务：证券分析业务、
投资咨询业务、商品开发业务、
风险管理业务、资金运用业务、
海外投资业务、外汇管理及投资
业务等

●  各种公共企业的会计及财务
部门业务：一般会计业务(单
子管理、财务报表制作等)、
成本管理业务、预算编制及
控制业务、附加税申报、源
泉税(工资) 申报业务等

● 各领域工作内容

学科

必修 科目 会计原理、中级财务会计1、中级财务会计2、成本会计、管理会计、所得税会计、法人税会计

推荐 科目

高级会计、企业合并会计、政府会计、
财务报表分析、会计审计、财务会计练习、

成本管理会计练习、税务会计练习、
间接税会计、财务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营销管理论

初级财务会计、税法概论、
电算会计、电算税务、

高级会计、财务会计练习、
间接税会计、财务管理、

营销管理论、人力资源管理

高级会计、企业合并会计、
间接税会计、财务报表分析、

财务会计练习、财务管理投资论、
人力资源管理、营销管理论

初级财务会计、税法概论、
电算会计、电算税务、高级
会计、财务会计练习、政府

会计、间接税会计、财务管理、
营销管理论、人力资源管理

初级财务会计、
高级会计、成本会计、

政府会计、
相应公务员考试科目

非教科 会计夏令营、学期中托业讲座、电算会计讲座等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电脑实务、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完成班、自我介绍深化班、Untact招聘对比网上
自我介绍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

SMAT(服务经营者资格)、A、B模块、金融就业学院、编码入门(MTA-Python)课程、数据分析准专家(ADsP)、大数据分析准专家(ADs-Met)、大数据分析准专家(ADs-N-CS-CS-T)等。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基地、全罗北道实验室创作网研讨会

LINC+ 现场实习、CAPTONE设计、就业实务强化项目、企业现场探访、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4IR共同课程、HATCH Synergy School、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JJ Superstar 竞赛、PT讲座、媒体制作支援

资格证
注册会计师、税务师、
关税师、鉴定评估师

电算会计1级、ERP会计管理师
电算税务1、2级、财经管理师

会计管理1、2级、

全社会1级、电算税务1、2级、
证券分析师、财务分析师、
财经管理师、投资分析师

电算会计1级、电算税务1、2级
财经管理师、会计管理1、2级

电算会计1级、电算税务1、
2级、 财经管理师、

会计管理1、2级





医科学院
职业规划图

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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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科学院

物理治疗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物理治疗学科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s

1. 培养语言能力: 职场选择的范围会变得多样宽广。

2. 培养计算机应用能力: 容易应用于职场中各种发表技术及临床研究。

3.  因为不是白领，所以为了人际关系和睦、倡导做各种活动。 提倡通过志愿活动、
社团活动等和自己的想法不同的人进行对话和交流。

前途发展领域 医疗机构 康复相关机构 医疗器械 企业 产业体灾害管理

各领域工作内容

●   神经系统疾病(脑中风、 脊髓损伤、 
脑性麻痹、 创伤性脑损伤) 患者的物
理治疗及综合康复治疗业务

●   肌骨骼疾病(腰痛、 肩周炎、 斜颈、 
关节炎 等) 患者的物理治疗及综合康
复治疗业务

●   神经系统疾病(脑中风、 脊髓损伤、 脑
性麻痹、 创伤性脑损伤) 患者的物理治
疗及综合康复治疗业务

●   肌骨骼疾病(腰痛、 肩周炎、 斜颈、 
关节炎 等) 患者的物理治疗及综合康复
治疗业务

●   物理治疗等各种用于康复治疗的治疗
器械的研究及开发 

●   医疗器械的使用演示及教育
●   物理治疗等各种用于康复治疗的治疗

器械的业务

●   产业体工人的整体肌骨骼系统疾病预
防管理

●   营业场所业务环境有害因素的事前检
查及改善

●   肌骨骼系统疾病暴露的劳动者的健康
管理

学科

必修 科目
人体解剖学与实习、 生理学与实习、 技能解剖学与实习、 神经解剖学、 基础运动治疗学、 物理检查学、 测量与评估、

 研究方法论、 肌骨骼系统 物理治疗学、 神经系统物理治疗学、 神经系统物理治疗学 临床实习

推荐 科目

肌骨骼系统物理治疗学 临床实习、
儿童物理治疗学 临床实习、
成人物理治疗学 临床实习、
基础物理治疗学 临床实习

肌骨骼系统物理治疗学 临床实习、
儿童物理治疗学 临床实习、
成人物理治疗学 临床实习、
基础物理治疗学 临床实习

肌骨骼解剖学、 
病理学、 生理学与实习

人体运动学、 定型物理治疗学

技能训练案例研究、 
深呼吸系统物理治疗学、

定型物理治疗学、 人体运动学、
 肌骨骼系统物理治疗学临床实习、 

肌骨骼解剖学

非教科
肌骨骼系统治疗职务能力提升项目
神经系统治疗职务能力提升项目

肌骨骼系统治疗职务能力提升项目
神经系统治疗职务能力提升项目

肌骨骼系统治疗职务能力提升项目
神经系统治疗职务能力提升项目

肌骨骼系统治疗职务能力提升项目
人类工学工程师资格证项目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主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 电脑事务、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完成班、
自我介绍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能力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

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

创业支援团

LINC+ 现场实习、 CAPTONE设计、 就业工作强化项目、 企业现场探访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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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功能性食品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生物功能性食品学科 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提倡进行研究室活动: 成为分配给指导教授们的研究室成员. 不仅是专业学习、通过

详细专业领域的研究和实验对确定前途方向有很大的帮助.
2.  提倡社团活动: 学科内外多样的社团活动、对多样的体验和参与及小组活动经验

有很大的帮助.
3.提倡考取资格证: 取得与学科专业相关的资格证. 就业竞争力提高几个阶段.

前途发展领域 生物研究开发(R&D) 食品研究开发(R&D) 食品加工及制造 食品分析及品质管理 农人寿保险ICT

各领域工作内容
利用生命工程领域的

基本原理和尖端技术进行
生物材料研究和产品开发及应用

利用食品领域的基本
原理和尖端技术研究功能性
食品材料和产品开发及应用

利用适用于食品产业的+工、
制造、

包装保存的相关原理和技术、
生产高附加价值食品

并实现产品化

分析食品的营养成分和
活性成分及危害成分、

 验证食品的安全性和功效、
评价管理食品及生物材料的品质

将信息技术融入农生命领域、
实现最优化的农生命

ICT融合技术应用及智能化

学科

必修 科目 普通生物、 普通化学、 普通生物2、 健康科学概论、 人体生理学、 生化学、 有机化学

推荐 科目

微生物学、 
食品微生物学、 

发酵微生物学与实验、
 食品生命工学、 

分子生物学、 
遗传工学与实验、 

发酵工学、
 功能性材料学

食品化学、 营养学、 
食品加工、 

健康功能食品学、 
食品微生物学、 

功能性食品设计及实验、 
农产品加工学与实验、 

食品生命工学、 畜产品+工、 
临床营养学、 功能性材料学

食品加工、
 农产品加工学与实验、 

食品卫生法规、 
畜产品+工、 

食品包装材料学、 
发酵工学、 

功能性材料学

食品化学、 
食品分析与实验、 
食品卫生法规、 

器械分析与实验、 
食品包装材料学、 
功效安全性检查、 

功能性材料学

食品化学、 
发酵微生物学与实验、 

食品生命工学、 
农产品加工学与实验、 

畜产品加工、 
功能性食品设计及实验、 
农生命食品实战创业指导

非教科 资格证班 (食品工程师、卫生师)、 学术社团活动、 现场体验学习、 产业体见学、 参观食品博览会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主题标签、 JJ职务指导 Day、 青年职业指导(CAP+)、 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 电脑事务、 企业&职务分析班、 自我介绍完成班、 自我介绍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 面试演讲提升班、 面试能力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 就业夏令营、 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 就业社团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 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 项目创业社团、 实验室创业社团、 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基地

LINC+ 现场实习、 CAPSTONE设计、 创业讲座、 创业社团、 创业营、 就业工作力量强化计划、 现场企业探访、 运营4IR公共教学 、 融合专业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资格证
食品工程师、 卫生师

(教育课程评价员再进入协议中)
食品工程师、 卫生师、 营养师
(教育课程评价员再进入协议中)

食品工程师、 
卫生师、 营养师

食品工程师、 卫生师、 营养师
(教育课程评价员再进入协议中)

食品工程师、 
卫生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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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管理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保健管理学科 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与教授、前后辈及同僚们变得亲近。保健管理学科对每一位同学都有关注、

希望能对你们的前途和成长有所帮助。
2. 培养计算机应用能力。 应用保健医疗大数据的业务领域正在变得宽广。
3.  挑战国家和民间的资格证。保健医疗信息管理师、 保健教育师、

医院行政师、 健康保险师等多样的专业相关资格证。

前途发展领域 保健医疗信息管理 保健教育 医院行政 及 保险审查评价

各领域工作内容

医疗机构中对保健医疗信息的分析、
 保健医疗信息的抄录、 癌症登录、 

诊疗统计管理、 关于疾病 ∙ 死因 ∙ 医疗行为的
分类和医疗机构的医疗及保健指导等的

记录及对信息的分类 ∙ 确认 ∙ 维护和管理的实行

为了让个人 ∙ 集团 ∙ 产业及地区社会
自发地做出健康理想的行动、

实施系统有效的保健教育营造环境、
进行事前预防性健康管理工作、

起到预防国民疾病增进健康的作用

医疗机构中医院行政管理业务、
健康保险 ∙ 自保 ∙ 工伤 ∙ 医疗补助等相关费用适用、

完成诊疗明细报销等职责

学科

必修 科目 人体解剖生理学、 公众保健学、 保健医疗信息技术、 保健医疗统计学、 医疗关系法规、 调查方法论

推荐 科目

保健医疗信息管理学、 医学用语Ⅰ∙ Ⅱ、 
病理学、保健医疗信息管理实务、 
疾病及医疗行为分类、癌登录、 

保健医疗数据管理、 医疗质量管理、 
义务记录信息质量提升实务、 

健康信息保护、 保健医疗组织管理、
 义务记录信息分析实务、 医院现场实习、

 健康保险理论及实务

保健沟通学、 保健项目开发及评价、 
保健教育学、 保健教育实习、 保健教育方法论、 

保健事业管理论、 健康运动及实习、 
精神保健学、 老年保健学

医院财务会计、 疾病分类深化、
 园务管理、 保健医疗组织人士、 医学用语、 
保健医疗数据管理、 健康保险理论及实务、 

保健医疗信息管理学、 
义务记录信息分析实务

非教科 国家考试夏季专题讲座(保健医疗信息管理师) 国家考试夏季专题讲座(保健教育师) 校内及校外专题讲座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主题标签、 JJ职务指导 Day、 青年职业指导(CAP+)、 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 电脑事务、 企业&职务分析班、
 自我介绍完成班、 自我介绍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 面试演讲提升班、 面试能力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 

就业夏令营、 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 就业社团

创业支援团 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基地

LINC+ 现场实习、 CAPSTONE设计、 创业讲座、 创业社团、 就业实务强化计划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心肺复苏教育

资格证 保健医疗信息管理师 保健教育师 医院行政师 ∙ 健康保险师 ∙ 保险评估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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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处方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运动处方学科 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不要担忧或着急: 决定前途师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所以请冷静地倾听教授
们的建议和咨询。

2. 从小目标开始: 从小目标的实现开始感受成就感、 也许会计划出更精彩的目标。

3. 试着直接面对: 挑战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宝物、所以不要害怕! 

前途发展领域 国立和公立机构 医院 体育康复中心 体育俱乐部及学校 体能训练中心

各领域工作内容
进行体能及运动负荷检查、
开发针对性的运动处方及
运动项目、实施运动指导

以多种慢性退行性
疾病患者为对象、根据健康及
体能状态开发管理疾病的运动

项目并实施运动指导

主要以运动选手为对象、
根据体育损伤开发康复运动项

目并实施运动指导

为了提高运动员的竞技能力、
为了训练及运动员的受

伤预防和迅速恢复受伤部位、
实施义务教练的作用

以普通人为主要顾客、
每个人进行体能诊断和运动处方、

开发及指导运动项目、
实施全面中心运营管理

学科

必修 科目 健康和运动、 运动生理学、 功能解剖学、 运动处方论、 运动伤害

推荐 科目

病态生理学、 
临床运动检查及处方学、 

运动机能力学、 运动营养学、
个人体能训练、
运动损伤评估

病态生理学、 
临床运动检查及处方学、 

运动机能力学、 运动营养学、
个人体能训练、
运动损伤评估

病态生理学、 
临床运动检查及处方学、 

运动机能力学、 运动营养学、
个人体能训练、运动损伤评估、

 体能训练论、特殊体育论、
运动按摩及贴带

病态生理学、 
运动机能力学、 运动营养学、

个人体能训练、运动损伤评估、
 体能训练论特殊体育论

运动按摩及贴带

病态生理学、 运动营养学、
个人体能训练、运动损伤评估、
 体能训练论运动按摩及贴带、

瑜伽、普拉提(运动)

非教科 体育指导师、 运动师、 健康运动管理师 资格准备班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主题标签、 JJ职务指导 Day、 青年职业指导(CAP+)、 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 电脑事务、 企业&职务分析班、 自我介绍完成班、 自我介绍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 面试演讲提升班、 面试能力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 就业夏令营、 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 就业社团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基地

LINC+ 现场实习、 CAPSTONE设计、 创业讲座、 创业社团、  就业实务强化计划、 现场企业探访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健康运动管理师 资格取得准备班
运动师 资格取得准备班

健康运动管理师 资格取得准备班
运动师 资格取得准备班

健康运动管理师 资格取得准备班
运动师 资格取得准备班

健康运动管理师 资格取得准备班
运动师 资格取得准备班

残疾人体育、 
体育指导师 资格取得准备班

健康运动管理师 资格取得准备班
运动师 资格取得准备班

残疾人体育、 
体育指导师 资格取得准备班

资格证

健康运动管理师、
运动师、 残疾人体育指导师

老年体育指导师、 
青少年体育指导师

健康运动管理师、
运动师

健康运动管理师、
运动师、 残疾人体育指导师

老年体育指导师、 
青少年体育指导师

生活体育及专业体育教练

健康运动管理师、
运动师、 运动员教练、 

青少年体育指导师
生活体育及专业体育教练

运动按摩、 瑜伽、 普拉提(运动)

健康运动管理师、 
运动师、 残疾人体育指导师

老年体育指导师、
青少年体育指导师

生活体育及专业体育教练
瑜伽、 普拉提(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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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治疗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工作治疗学科 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通过多样的志愿活动提高对对象的理解度: 工作治疗领域是形成与对象关系非常重要的

领域、最好多拥有提高对对象理解度的机会.
2.  积极参与学科比较课程: 学科开展的各类课程将提高各位的专业知识和临床执行能力.
3.  积极参与校内外活动: 工作治疗师是第四次革命时代量身定做的职业、

能够与多领域知识融合的经验、对提高各位的职务能力能力有很大的帮助.

前途发展领域 学院医院及康复医院 社区康复设施 儿童发育相关机构 老年痴呆专业工作治疗 辅助仪器中心

各领域工作内容

以患有急性期神经系统
疾病的对象为中心、

帮助恢复受损的工作能力、
恢复日常生活

急性期康复治疗后、
为回归社区提供康复服务、

促进社会参与、
恢复作为社会成员的作用

以社区为中心、
以出现发育问题的儿童为中心、

采用以感觉综合治疗为中心的工作
治疗仲裁、促进儿童正常发育

以体验痴呆症的对象为中心
提供的社区中心康复治疗服务、

以检查、预防及治疗痴呆症为目的、
计划并实施多种作业治疗项目

为补充对象受损功能的辅助
工程学应用提供咨询、辅助机器使
用方法教育、提供信息或生产、

修理等服务

学科

必修 科目
人体解剖学与实习、 工作治疗学概论、 康复的心理基础、 生理学及实习、 工作治疗功能解剖学、 工作治疗神经解剖学、 日常生活动作、 

康复医学概论、 人体检查学、 肢体残疾作业治疗Ⅰ、 肢体残疾作业治疗Ⅱ、 治疗性作业应用、 儿童工作治疗学、 人体运动学、 
运动治疗学、 工作治疗评价、 工作治疗学临床实习Ⅰ~Ⅴ、 感觉康复现场实习、 工作治疗研讨会

推荐 科目

精神健康论
精神社会工作治疗学

治疗性手工艺
辅助器及意志学

工作治疗研究方法论
环境与再生辅助工程

职业康复学
晚辈康复

精神健康论
精神社会工作治疗学

治疗性手工艺
老年及社区工作治疗学
工作治疗研究方法论
环境与再生辅助工程

职业康复学

儿童护理学
儿童检查与评估

精神健康论
感觉综合治疗

辅助器及意志学
环境与再生辅助工程
工作治疗研究方法论

晚辈康复

精神健康论
精神社会工作治疗学

治疗性手工艺
辅助器及意志学

老年及社区工作治疗学
工作治疗研究方法论
环境与再生辅助工程

保健医疗法规

辅助器及意志学
老年及社区工作治疗学
工作治疗研究方法论
环境与再生辅助工程

保健医疗法规
职业康复学

非教科 工作科学(Occupational Science) 类型A~C比较科目、资格教育课程(康复辅助器械实务师、辅助工学师、心理运动治疗)、保育教师联系专业、 就业力量强化项目(模拟面试及简历管理)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主题标签、 JJ职务指导 Day、 青年职业指导(CAP+)、 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 电脑事务、 企业&职务分析班、 自我介绍完成班、 自我介绍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 面试演讲提升班、 面试能力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 就业夏令营、 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 就业社团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基地

LINC+ 现场实习、CAPSTONE设计、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就业实际贸易量强化项目、现场企业探访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挽救生命的心肺复苏 挽救生命的心肺复苏 挽救生命的心肺复苏 挽救生命的心肺复苏 挽救生命的心肺复苏

资格证
职业能力评估师、 

辅助工程师
感觉发育康复师、 保育教师、

 心理运动师
辅助工程师、 

康复辅助器械实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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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康复学科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不要犹豫分享自己的想法。
   通过学习、感受、分享的课程活动、成长为残疾感触性高的专家。

2. 积极体验残疾人福利现场 .只有了解现场、才能制定具体的前进计划。

3. 多参+志愿活动等和残疾人一起的现场经验。

前途发展领域 康复残疾人福利馆康复咨询师 社区康复设施康复咨询师 各类型残疾服务机构专家 职业能力评估师 社区辅助机构中心专家

各领域工作内容

以因个人损失或功能限制、
情况因素等个人活动或社会参与困
难者为对象、提法诊断和评价、

康复咨询和案例管理、转换期服务
及职业康复等整体服务

在社团对残疾人进行专门的咨询、
治疗、训练、或支援残疾

人的日常生活、休闲活动及社
会参与活动等、特别是在职业康复

设施等方面、最大限度地提
高残疾人的职业独立性

在发达残疾人支援中心、
残疾人团体、自立生活中心以
及各种残疾类型的服务机构、

发挥为残疾人 
Total康复的专家作用

以康复评价的理论为基础、
利用专业职业评价工具、

掌握残疾人的职业适应性及兴趣、
最大化残疾人的职业潜力、
引导残疾人实现职业独立

为残疾人或老人等身体机能受损的
人提供帮助他们选择、获得、
使用各种辅助器材的服务、

以满足日常生活全盘
发生的各种功能需求

学科

必修 科目
职业康复概论、 康复商谈、 残疾的理解和康复、 

社区康复设施论、 康复行政、 职业商谈、 康复政策、 
职业评价、 康复案例管理、 职务开发与布局、 康复实习(1)

职业康复概论、 
残疾的诊断和评估、职业评价、 

残疾人职业评价临床实习

辅助工学的理解、 
残疾的诊断和评估

推荐 科目

职业康复概论、
康复商谈、 职业商谈、

残疾的理解和康复、
康复案例管理、

职务开发与布局、
康复程序开发、

保护与支持就业论

社区康复设施论、
转换教育、

康复案例管理、
职务开发与布局、
康复程序开发、

保护与支持就业论

社区康复设施论、
转换教育、
自立生活、

康复案例管理、
康复程序开发

康复心理学、
职业商谈、

变态心理学、
自立生活、

康复案例管理、
精神健康论

社区康复设施论、
职业评价、
自立生活 、

康复商谈

非教科 康复学科专题讲座、 康复学科学术社团、 康复学科志愿服务社团、 前途探索和经历管理、 前途确定和就业战略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主题标签、 JJ职务指导 Day、 青年职业指导(CAP+)、 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 电脑事务、 企业&职务分析班、 自我介绍完成班、 自我介绍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 面试演讲提升班、 面试能力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 就业夏令营、 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 就业社团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基地

LINC+ 现场实习、CAPSTONE设计、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就业实际贸易量强化项目、现场企业探访、融合专业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心肺复苏教育 心肺复苏教育 心肺复苏教育 心肺复苏教育 心肺复苏教育

资格证
残疾人康复咨询师2级 

(选择) 社会福利师
残疾人康复咨询师2级 残疾人康复咨询师2级 残疾人康复咨询师2级 辅助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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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生命科学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环境生命科学学科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务必取得工程师/产业工程师及国家专业资格证: 选择前途的余地会变宽广。

2. 培养语言和计算机能力: 可以成为顺应全球化步伐成长的原动力。

3.  务必进行研究室实习及现场实习: 参与多种项目及公司业务可
成长为实务型人才。

前途发展领域 环境管理 环境安全与测量 生命工学 农生命产业

各领域工作内容
制定公共机关和产业企业的

环境相关许可业务及工厂内污染物管理、
公司内环境管理手册

测定及推进产业企业的工
作环境和环境安全保健计划、

公共机关的环境安全测定及检查

生物领域的研发(R&D)和生命工
学产业中的品质保证(QA) 及品质管理(QC)、 

制造及生产管理

对作物改良、智能农业、治愈农业、
农生命安全管理等农生命 领域的研究开发

(R&D) 及技术开发、运营、管理

学科

必修 科目
普通化学、 普通生物学、 学院数学、 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实验、 有机化学、 公证两论、

 物理化学、 生化学、 微生物学、 微生物学实验、 生物统计学、 放射线融合技术概论

推荐 科目

土壤学、 水质管理、 
大气污染管理、 环境实验、

 环境仪器分析与工程试验法、
 卫生学、 废弃物管理、 

上下水道

土壤学、 水质管理、
 大气污染管理、 环境实验、 
环境仪器分析与工程试验法、 

卫生学、 废弃物管理、 
上下水道

分子生物学、 
分子生物学实验、

 遗传学、 生化学、 生态学、 
生物工程学、 
酶与发酵工程

土壤学、 分子生物学、 
分子生物学实验、 遗传学、 

生化学、 生态学、 
生物工程学、
 酶与发酵工程

非教科
资格证班(大气环境工程师、 水质环境工程师、 废弃物处理工程师、 

生物化学制品制造工程师 等)、 学术社团活动、 现场体验学习及现场实习、 产业与研究所参观项目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主题标签、 JJ职务指导 Day、 青年职业指导(CAP+)、 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 电脑事务、 
企业&职务分析班、 自我介绍完成班、 自我介绍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 面试演讲提升班、 面试能力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

 就业夏令营、 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 就业社团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基地

LINC+ 现场实习、CAPSTONE设计、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就业实际贸易量强化项目、现场企业探访、融合专业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心肺复苏教育

资格证

大气环境工程师、
 大气环境产业工程师、 水质环境工程师、

 水质环境产业工程师、 废弃物处理工程师、 
废弃物处理产业工程师、 土壤环境工程师、 

产业卫生管理工程师、
 产业卫生管理产业工程师 等

化学分析工程师、 化工工程师、 
环境测量分析师(硕士以上)、

 放射线同位素经办人 普通执照、
 卫生师 等

生物化学制品制造工程师、 
生物分类工程师 等

食物保护工程师、 
种子工程师、 

农产品质量管理师、 
生物化学制品制造工程师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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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护理学科 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优先学习专业: 所有护理工作都是以护理执照为基础、专业学习就是一切的基础。
2.  参加学科的所有比较科活动和多样的社团活动: 对发展成为具备多种知识和素养的专

业人士有很大的帮助。
3. 提倡进行包括志愿活动在内为了加深对人的理解的活动: 护理是为了人的活动、

所以与各种各样的人见面的活动对理解人很有帮助。

前途发展领域 护理师

各领域工作内容
临床护理师(行家、 专家) 专业护理师 护理工 · 保健职公务员 产业保健管理者 护理研究者 等

临床护理师(初学者、 适任者)

学科

必修 科目
护理学概论、 基础科学相关科目(生理学、 微生物学、 人体解剖学、 保健统计学 等)、

人文社会科学相关科目(人类行为的心理理解、 人文思考和照料、 人类成长发育与健康、 生命伦理与哲学、 沟通论 等)

推荐 科目

临床药理学、 保健教育学、 护理过程和批判性思维、 成人护理学I · II  · III · IV · V、 女性健康护理学 I · II 、 儿童护理学 I  · II 、
精神护理学I  · II 、 老年护理学、 社区护理学I  · II 、 护理管理学、 保健医疗法规、 护理研究、 基本护理学及实习I  · II 、健康情况及模拟实习、 综合模拟实习、

成人护理学实习I · II · III、 IV、 女性健康护理学实习I · II 、儿童护理学实习I · II 、 社区护理学实习I · II 、 精神护理学实习I · II 、 老年护理学实习、 
诊断健康和护理、保健项目开发及评价、 信息社会和护理、 多元文化护理、 救济院护理

非教科
OSCE(I 、 II 、 III)、 邀请临床指导者演讲、 人文学专题讲座、 领导力专题讲座、 素质强化教育、 南丁格尔宣誓仪式、

男学生座谈会、 插班生适应计划、 医院参观计划、 社团活动、 开讲大会、 国家考试模拟考试及专题讲座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主题标签、 JJ职务指导 Day、 青年职业指导(CAP+)、 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 电脑事务、 企业&职务分析班、 自我介绍完成班、 自我介绍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 面试演讲提升班、 面试能力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 就业夏令营、 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 就业社团

创业支援团

LINC+ 现场实习、CAPSTONE设计、就业实务强化项目、机关现场探访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学习法 专题讲座

资格证 护理执照、 保健教育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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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放射学科 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提高托业及英语会话能力:最近由于大型医院的海外进入及外国人诊疗的扩大、所以偏爱聘用

托业及英语会话者。
2.  准备取得放射线同位素普通许可证: 韩国原子能发电比重高、需要放射线安全专家的持续性

需求及专业性。
3. 自我开发活动及志愿服务活动:主导尖端医疗产业的放射学科偏爱能够很好地适应

电脑使用能力和组织文化的多种活动经验的人才。

前途发展领域 医疗机构 辐射安全产业领域 医疗器械开发与研究所 军务员及国家公务员

各领域工作内容

●  利用电离/非电离放射线进行影像医学检查、 
放射线治疗(放射线肿瘤学)、 进行核医学检
查

●  与患者保护和医院内多种职业群的相互沟
通、最大化诊断及治疗患者

●  为了确保放射线的物理基础知识的稳定
性、实行适度的处理

●  实行放射线测量、维持督察减少放射线辐
射的最佳环境

●  提出放射线处理的适当方法、实施优化放
射线使用的有效范围

●  开发利用计算机编程和利用该程序进行
数码影像处理的放射线医疗器械

●  利用尖端医疗器械探索疾病机电的研究
设施进行研究工作

●  实行国民及军人空中保健的放射线诊断及治
疗任务

●  实行和规划医疗放射线领域的保健政策的公务
●  为了维持军人的健康、实行在军队医院及军队
保健设施内的放射线安全专家及放射线师业务

学科

必修 科目 放射影像学实习、 电气电子工程概论、 核磁共振学、 放射治疗学、 计算机断层摄影学、 临床实习、 放射线同位素处理实习、 透视影像学、 医疗影像装置精度管理学与实验

推荐 科目

人体解剖学及实习、 人体生理学、
 辐射物理学、 放射线影像信息学与实习、 

放射线管理学、 放射线测量学与实习、 
放射影像学II实习、 超声波影像学、 核医
学技术学、 血管造影学实习、 放射线机

械学与实习、 核医学技术实习、 放射治疗学
与实习、 超声波影像学实习、 计算机化断层摄

影学实习、 公共卫生学概论、 医疗法规

保健统计学、 
放射线学概论、

 放射线学、 人体生理学、 
辐射物理学、 核能理论、 

放射线管理学、 
放射线测量学与实习、 

原子能法令

保健统计学、 人体解剖学及实习、 
放射线学、 人体生理学、 辐射物理学、 

核能理论、 放射线管理学、 
放射线测量学与实习、 原子能法令、

 超声波影像学、 核医学技术学、 
放射线机械学与实习、 核医学技术实习、 

超声波影像学实习、 
计算机化断层摄影学实习

放射线学概论、 人体解剖学及实习、 
人体生理学、 辐射物理学、 放射线影像信息学

与实习、 放射线管理学、 放射线测量学与
实习、 放射影像学II实习、 超声波影像学、 

核医学技术学、 血管造影学实习、 放射线机械
学与实习、 核医学技术实习、 放射治疗学与
实习、 超声波影像学实习、 计算机化断层
摄影学实习、 公共卫生学概论、 医疗法规

非教科
最新医疗影像的变化、 

RI普通许可、 X-ray art 社团
RI普通许可 医疗影像信息和 3D印刷、 X-ray art 社团 最新医疗影像的变化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主题标签、 JJ职务指导 Day、 青年职业指导(CAP+)、 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 电脑事务、 企业&职务分析班、 
自我介绍完成班、 自我介绍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 面试演讲提升班、 面试能力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

 就业夏令营、 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 就业社团

创业支援团 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基地

LINC+ 现场实习、CAPSTONE设计、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就业实务强化项目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心肺复苏(BLS)教育 心肺复苏(BLS)教育 心肺复苏(BLS)教育

资格证
放射师、 

放射线同位素普通许可证

放射线同位素普通许可证、 
非破坏性检查师、 原子能工程师、 

放射线穿透检查产业师

放射师、 
放射线同位素普通许可证

放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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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建筑工程学科 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提高计算机程序应用能力。 - 建筑的所有过程都由
MATLAB，MIDAS，CAD，BIM等电脑构成，为运用多种建筑技术。

2.  提倡参与现场实习。- 毕业前的现场体验，是为了寻找更适合自己的领域(
设计，结构，施工，环境，设备，管理)的工作。

3. 提倡取得资格证(建筑技师1级)。

前途发展领域 建筑公司 工程公司 公务员 工程 设施管理职 建筑事务所

各领域工作内容

负责建筑设计和施工销售
(租赁，销售) 所需的所有业

务.执行施工和管理相关设计，
合同、许可及工程管理，劳务管
理销售等业务.最近改造及监理

业务也呈增加趋势

建筑安全诊断，结构设计，
电气设备，空气协调等机械
设备，环境设计，成套设备
设计，能源等建筑认证业务

不断增加

以国土交通部，调配厅，教育
厅等公共建筑的设计和施工为
主进行业务，每年通过公务员

考试的毕业生不断增加

还可以进军居住用建筑(公
寓)喜设计和主要施工的LH公

社，韩国电力公社等工程

主要管理学校，
官公署等设施的设

计和施工，
一直有需求

主要业务是建筑的设
计设计，结构设计，
设备及环境设计，

随着工作经历的增加，
具备了相当水平的专业性

学科

必修 科目 建筑环境工学，结构力学，建筑施工学，建筑设计(1)，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1)

推荐 科目

建筑一般构造, 
建筑设计, 结构力学,

 建筑施工学, 
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

 钢筋结构

结构力学、钢筋结构、
建筑设计、 建筑设备、 

建筑物能源系统的理解、 
建筑环境、 材料力学、 

capstone设计

建筑一般构造、
 建筑计划、 建筑法规、
 建筑设备、 结构力学、 

钢筋结构、 建筑环境
工程学、 材料力学、
 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

建筑一般构造、 
结构计划、 建筑CAD、

建筑工程管理学、
建筑材料学、 结构及材

料实验、建筑法规、
 建筑施工学、 材料力学

建筑环境工程学、 
建筑计划、 

建筑物能源系统的理解、
 建筑环境设备计划

建筑CAD、
 建筑设备、 建筑设计、

 计算机结构设计、
 建筑法规、 

capstone设计

非教科 工程师专题讲座、BIM专题讲座 工程师专题讲座 工程师专题讲座、BIM专题讲座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主题标签、 JJ职务指导 Day、 青年职业指导(CAP+)、 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 计算机业务、 企业&职务分析班、 自我介绍书完成班、 自我介绍书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 面试演讲提升班、 面试能力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 就业夏令营、 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 就业社团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基地

LINC+ 现场实习、CAPSTONE设计、就业实务强化项目、企业现场探访、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4IR共同课程、HATCH Synergy School、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PT讲座、媒体制作支援项目、媒体力量强化教育

资格证
建筑师1级、混凝土师、
建筑安全师、造景师、

建筑施工师、建筑安全技术师

建筑师1级、建筑设备师、
消防设备师、建筑结构师、

建筑机械设备师
建筑师1级 建筑师1级

建筑师1级、 
能源管理工程师、建筑设备

工程师

建筑师1级、
室内建筑师、

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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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建筑学科 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建筑学是人文素养和工程素养兼具的综合学科。

2. 建筑学领域有多种倾向的人才. 重要的是发现并开发属于自己的建筑倾向。

3.  建筑学徒通过素描(素描、图表、设计图等)
将自己的建筑想法传达给其他人。

前途发展领域 建筑师 室内设计师 城市再生领域 建筑+IT 融合行业

各领域工作内容
获得国家专业资格的建筑师、

以专业知识为基础制定建筑计划案、
执行制作设计图书的工作

负责将建筑物的室内空间按
照功能和用途进行设计和装饰

与地区居民、
地方自治团体紧密合作、
创造更加宜居的城市环境

利用IoT、AR、VR、BIM、
3D打印机等最尖端技术、

谋求建筑业务的革新

学科

必修 科目
基础设计、建筑设计、建筑CAD、建筑设计流程、居住建筑论、城市分析论、建筑与艺术人文学、

西洋建筑史、韩国建筑史、近代建筑史、建筑实务英语建筑结构分析、
建筑结构设计、建筑施工、建筑材料、环保建筑设计、建筑设备、建筑法规、建筑实务实习

推荐 科目

建筑形态分析、
建筑绘图表现、
建筑详细美学、
建筑实务与经营

建筑绘图表现、
室内建筑设计、
建筑详细美学

室内建筑设计、
公共设计论、

建筑形态和心理、
服务学习

生活工程与物联网、
IoT技术和建筑施工

非教科
城市再生国际交流研讨会、

强化直贸量项目
智能校园/智能城市生活实验室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主题标签、 JJ职务指导 Day、 青年职业指导(CAP+)、 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 计算机业务、 
企业&职务分析班、 自我介绍书完成班、 自我介绍书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 面试演讲提升班、 面试能力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

 就业夏令营、 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 就业社团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基地

LINC+ 智能城市融合专业、现场实习、CAPSTONE设计、就业实务强化项目、HATCH Synergy School、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现场体验、4IR HONEYCOM学习组织、Visoning Camp、服务学习、黑客马拉松、全球研讨会

资格证
建筑师

(毕业及实务修炼后可应试)
室内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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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系统工程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机械系统工程学科 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 3

1.  培养CAD应用能力: 要学会自由操作AUTOCAD、CATIA、INVENTOR、 
ANSYS等程序.

2. 鼓励研究室活动:学科研究室参与活动对学校生活及就业有很大帮助.
3. 鼓励考取资格证:通过专业科目取得符合自己前途的机

械相关资格证有助于就业.

前途发展领域 工业机械设备设计与制造 尖端机械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生产现场的质量及
生产设备管理

机械产业相关公务员及
公共企业 CAD/CAE软件开发及教育

各领域工作内容

构成所有产业基础、主要在机械、
汽车、造船、航空、电气电子、

建设、环境、成套设备、工程等领
域进行机械设备的设计、制作、

管理运用和产品开发等业务.

 与过去的通用机械时代不同、
它负责开发和研究电动汽车、

机器人、人工智能、3D打
印机等以机械、电气、电子、

计算机工学等融合的信息知识为
基础的多种尖端机器.

在产业现场、生产管理负责
作业流程设计、生产计划、工程进
行、生产品种管理质量管理、设备
管理负责机械装置检查、修理、

维护管理工作

机械相关公共企业(铁道厅、地铁
公社、水资源公社、燃气公社等)

和技术职公务员聘用领域(机械职、
消防等)多种多样、在各领域执

行机械设计及开发、设备运营管
理、技术行政业务

产业现场为了缩短产
品开发时间、利用电脑进行机

械设计及解析软件、并执行该领域
的软件开发及教育相关业

学科

必修 科目
大学数学(1 )、日工物理与实验(1 )、工业数学(1)、固体力学(1 )、热力学(1)、静力学、流体力学(1)、动力学、机械设计、流空压系统、
机械振动学、仪器学、控制工程学、机械CAD(1)、 计算机应用设计、机械CAD(2) 、热系统设计、创意工程设计、CAPSTONE设计等.

推荐 科目

机械CAD(1)、固体力学(1)、
 热力学(1)、 静力学、 

流体力学(1)、 动力学、 机械设计、 
机械工程实验、 有孔压系统、 
机械CAD(2)、 机械振动学、 

机构学、 机械工作法、 
计算机应用设计、

创意工程设计、 机械CAD(1)、 
固体力学(1)、 热力学(1)、 静力学、 
流体力学(1)、 动力学、 机械设计、

计测工程实验、机械CAD(2)、 
机械振动学、 机械工作法、
 控制工程、 机械电子学、 

机器人系统、 CAPSTONE设计、 
计算机应用设计

机械CAD(1)、 固体力学(1)、 
热力学(1)、 静力学、 

流体力学(1)、 动力学、 
机械设计、 机械工程实验、 

 机械CAD(2)、 
新再生能源工程

固体力学(1)、 热力学(1)、
 静力学、 流体力学(1)、 

动力学、 固体力学(2)、 热力学(2)
、 机械设计、 流体力学(2)、 

机构学、 机械振动学、 
空气调节系统、 机械材料、 

热传导、 机械工作法

机械CAD(1)、 固体力学(1)、 
热力学(1)、 静力学、 

流体力学(1)、 动力学、 
机械设计、 机械CAD(2)、 

计算机应用设计、
 电解热流体

非教科 新生激励计划、专业基础学习聚会、产业现场观摩、工学社团、产业现场实习、就业相关特别讲座、毕业生及产业邀请特别讲座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主题标签、 JJ职务指导 Day、 青年职业指导(CAP+)、 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 电脑实务、 企业&职务分析班、 自我介绍书完成班、 自我介绍书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 面试演讲提升班、 面试能力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 就业夏令营、 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 就业社团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基地

LINC+ 现场实习、CAPSTONE设计、就业实务强化项目、企业现场探访、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4IR共同课程、HATCH Synergy School、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PT讲座、媒体制作支援项目、媒体力量强化教育

资格证
普通机械师、机械设计师、建筑
机械工程师、合作制冷机械师、

 机械电子师、 汽车维修师等

普通机械师、机械设计师、 
机械电子师、汽车维修师 等

普通机械师、 一般设计师、 
建筑机械师等

普通机械师、机械设计师、
建筑机械师、空调冷冻机械师、

消防设备工程师

计算机应用机械师、
ATC电子CARD师、CAE验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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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汽车工程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机械汽车工程学科 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提倡进行学科研究室活动:学科研究室活动有助于专业和专业深造学习.

2. 提倡考取资格证:专业相关的资格证对学业和就业有很大的帮助.

3. 提倡参与现场实习:有助于形成适合毕业前本人的前途指标.

前途发展领域 机械设备公务员及公营企业 汽车、机床相关设计和制造 汽车制造、生产及设备管理 机械及汽车产业设计工程师 机械设计相关研究员及专业
人员

各领域工作内容

从事汽车/铁路车辆/机床/
工业机械/农业机械和冷暖、

原动机水电、卫生设备、
计量器等各种机械、仪器、

设备等技术工作标

研究设计的汽车和机床
类型的结构特征、设计生产图纸、

对车辆结构进行结构解析、
疲劳解析、碰撞解析等工作

对各种车辆的车身、发动机、
制动装置及其他组件进行开发
和制造、 进行生产和设备监管
及设备故障的诊断修理或更换

零件及技术行政工作

安装自动化系统等生产线的
机械或设备、组合和配置所

有机械要素、决定驱动方式、
选定后综合组成最佳系统

并设计驱动方式

进行机械及材料技术及
汽车零部件领域的研发及

产品的可靠性和试验评价、
研究稳定性、并执行研究
企划及技术支援相关业务

学科

必修 科目
工业数学(1)、工业数学(2)、一般物理、热力学、材料力学、机械设计、汽车工程与实验、机械运动学、静力学、动力学、振动学、

热传导、流体力学、工程设计入门、CAD、 CAD应用、 CAPSTONE设计(1)、CAPSTONE设计(2)

推荐 科目

静力学、动力学
应用材料力学、振动学
机械运动学、机械材料

机械工程实验、控制工程
应用机械设计、计算流体力学

液压工程

静力学、动力学、
应用流体力学

应用材料力学、液压工程
汽车工程与实验、车辆控制工程

应用机械设计、机械工作法
数值分析、应用热力学

静力学、动力学、
应用材料力学

汽车工程与实验
车辆控制工程、应用材料力学

液压工程、生产自动化
数值解析、应用流体力学

机械工程实验、应用热力学
机械材料机械工作法、液压工程

生产自动化、应用流体力学
车辆控制工程、应用机械设计

数值解析

静力学、动力学
振动学、机械工程实验

机械材料机械工作法、控制工程
应用机械设计、计算流体力学

应用材料力学

非教科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主题标签、 JJ职务指导 Day、 青年职业指导(CAP+)、 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 电脑实务、 企业&职务分析班、 自我介绍书完成班、 自我介绍书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 面试演讲提升班、 面试能力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 就业夏令营、 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 就业社团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基地

LINC+ 现场实习、CAPSTONE设计、就业实务强化项目、企业现场探访、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4IR共同课程、HATCH Synergy School、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PT讲座、媒体制作支援项目、媒体力量强化教育

资格证

普通机械工程师、
空调冷冻机械工程师、
机械设计产业工程师、

计算机应用机械制度工程师

普通机械师、
建设机械师、
汽车维修师、

计算机应用机械师

普通机械师、
建设机械师、
汽车维修师、

计算机应用机械师

普通机械师、
机械设计师、
机械机械师、

计算机应用机械师

普通机械师、
空调冷冻机械师、

机械设计师、
计算机应用机械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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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工程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产业工程学科 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培养计算机应用能力:只有熟练掌握C/C++、Python等计算机语言和

CATIA、AUTOCAD、INVENTOR等3D设计程序、才能做好让电脑工作的编程.
2.  提倡研究室活动:请成为分配给指导教授的研究室成员. 不仅是专业学习、对学

校生活也有很大的帮助.
3.  提倡取得资格证:请取得与学科专业相关的资格证. 

就业竞争力提升到几个阶段.

前途发展领域 IT及SI领域 规划及经营咨询领域 物流/流通/生产管理领域 质量经营领域 人与安全管理领域

各领域工作内容

●   企划、开发、构建企业所需的信
息系统

●   系统维护与管理

●   制定企业长短期事业计划和战略
●   大数据分析及企划
●   制定客户管理及营销相关事业

战略

●   企业的生产、采购、运输、保
管、配送业务.

●   执行SCM(供应链管理) 及ERP(整
体资源管理) 相关业务

●   执行生产计划、生产日程、库存
及材料管理业务

●   从购买材料到生产、销售自舞的
全过程质量经营各项业务

●   实现产品规格标准化、改善产品
质量、提高生产效率的计划、设
计、运营、检查和监督、培训
业务

●   分析国内产业灾害中作业相关性
疾病的原因及改善事业场所环境
等人类工学评价及改善业务

●   工程学分析/评估人类的特点和
极限能力、并将其应用于系统设
计中.

学科

必修 科目 概率统计 、经营科学、 质量经营、 生产运营管理、 人类工程、 新产品开发、 CAPSTONE设计

推荐 科目

决策和商业模式、
IT设计应用、 概率统计、 
工业统计、经营科学、 

技术经营及专利、
实验计划法、 物联网应用、

系统控制、 CAD/CAM、
数字设计应用、 数据管理、

CAPSTONE设计

决策和商业模式、
 IT设计应用、 概率统计、 
工业统计、 经营科学、 

技术经营及专利、 
实验计划法、生产运营管理、 
新产品开发、 产业系统应用、 

数据锁定、
CAPSTONE设计

决策和商业模式、 
概率统计、 工业统计、 

经营科学、 技术经营及专利、
 实验计划法、 生产运营管理、

 生产计划及控制、 
品质经营、 统计质量管理、 

产业安全工程学、 新产品开发、
产业系统应用、 数据锁定、 

CAPSTONE设计

决策和商业模式、 
概率统计、 工业统计、 

经营科学、 技术经营及专利、
 实验计划法、 生产运营管理、 

生产计划及控制、 
品质经营、 统计质量管理、 

产业安全工程学、 新产品开发、 
产业系统应用、 可靠性工程学、

CAPSTONE设计

经营科学、 
技术经营及专利、 

实验计划法、 生产运营管理、 
生产计划及控制、 人类工程学、 

人机系统、 图纸管理、 
品质经营、 统计质量管理、 

产业安全工程学、 
新产品开发、 产业系统应用、 

可靠性工程学、CAPSTONE设计

非教科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主题标签、 JJ职务指导 Day、 青年职业指导(CAP+)、 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 电脑实务、 企业&职务分析班、 自我介绍书完成班、 自我介绍书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 面试演讲提升班、 面试能力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 就业夏令营、 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 就业社团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基地

LINC+ 现场实习、CAPSTONE设计、就业实务强化项目、企业现场探访、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4IR共同课程、HATCH Synergy School、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资格证
信息处理师、 

计算机应用能力

计算机应用能力、
经营指导师、 
物流管理师

经营指导师、品质经营师、
物流管理师、流通管理师、

产业卫生指导师、 电算税务会计、
国际公认生产库存管理师(CPIM)

质量管理师
产业安全师、 

人类工程学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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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安全工程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消防安全工程学科 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 3

1.认真学习学科对就业有很大的帮助.  

2.如果取得学科规定的国家技术资格证、专业实力将得到保障. 

3.要想找到好的工作、必须从那个年级开始学习英语.

前途发展领域 消防公务员 国企/大企业消防安全管理者 消防公司工程师 营业场所危险品安全管理师 营业场所产业安全管理者

各领域工作内容

作为消防公务员、
进行火灾预防、火灾灭火、
火灾调查和特定消防对象

物消防设施检查、
市民消防教育等

作为消防设施法规定的
消防安全管理者、负责消防安全
管理者应该做的9项工作和消防

安全相关的整体工作

消防设施法规定的消
防用品的制造、消防设施的

检查及维护管理、消防设施工程
法规定的消防设施的设计和监理。

干施工等业务

作为危险品安全
管理法规定的

危险品安全管理者、
从事事业场所危险品

安全管理业务

作为产业安全保健
法规定的产业安全管理者、

负责事业场
所的产业安全管理工作

学科

必修 科目 消防关系法规、消防流体力学、电气工程概论、消防电路、危险物质论、消化药剂化学

推荐 科目

自然科学概论、
CAPSTONE设计、 

防火防爆工程、 火灾力学、
消防行政法、 消化设备工程学、

消防电气设备工学(1)、(2)、 
建筑防灾工程学、

消防电气设备实习、 
火灾危险性评估、火灾调查概论、 
消化设备工程学、消防学概论、 

火灾模型及模拟、消防设施检验及
设计管理

消化设备工程学、 
CAPSTONE设计、

消防设施检查及设计监理、  
消防电气设备工学(1)、(2)、

消防电气设备实习、 
自然科学概论、

危险物设施工程学、 消防学概论
火灾调查概论、 火灾危险性评估、
建筑防灾工程学、 防火防爆工程、

火灾模型及模拟火灾力学、 
热传递、 消防行政法

消化设备工程学、 
CAPSTONE设计

消防设施检查及设计监理、 
火灾力学、

消防电气设备工学(1)、(2)、 
消防电气设备实习、 

自然科学概论、
火灾调查概论、 火灾危险性评估、
建筑防灾工程学、 防火防爆工程、

火灾模型及模拟、消防学概论、 
消防行政法

CAPSTONE设计、 
防火防爆工程、

消防电气设备工学(1)、(2)、 
火灾力学、消防电气设备实习、 

消防行政法、消防学概论、 
建筑防灾工程学、
火灾模型及模拟、

危险物设施工程学、 
消化设备工程学、
火灾调查概论、 
自然科学概论

产业安全工学(1)、(2)、 
电气火灾工程学、
电气安全工程学、 

防爆工程火灾调查概论、 
建筑防灾工程学、 产品安全
工程学、 CAPSTONE设计、

消防电气设备实习、 
危险物设施工程学、火灾危险
性评估、 消化设备工程学、

火灾模型及模拟、
消防学概论、 消防行政法、 

自然科学概论

非教科
学长消防公务员的前途指导

专业主管学期托业考试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主题标签、 JJ职务指导 Day、 青年职业指导(CAP+)、 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 电脑实务、 企业&职务分析班、 自我介绍书完成班、 自我介绍书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 面试演讲提升班、 面试能力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 就业夏令营、 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 就业社团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基地

LINC+ 现场实习、CAPSTONE设计、就业实务强化项目、企业现场探访、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4IR共同课程、HATCH Synergy School、无人机社团、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心肺复苏教育 心肺复苏教育

资格证
消防设备工程师、 产业安全师、 

危险物产业师、 火情评估师
消防设备工程师、 产业安全师、 

危险物产业师、 火情评估师
消防设备工程师 危险物产业师 产业安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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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电子工程系
职业规划图(ver.2)

电气电子学科 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 3
1.  充实硬件相关实验实习等实务教育。实务教育有助于理解理论教育中学习的内容、

毕业后可以现场使用.
2.  建议各位教授安排的集中研究室活动。成为研究室的成员、在前辈的专业教育及比

较科目帮助下、可以过上充实的大学生活.
3. 取得资格证及外语能力认证。 资格证和外语能力对就业有很大的帮助。

前途发展领域 能源及电力产业 电动汽车及IT产业 建筑及重工业产业 家电及电器电子相关产业 国有企业、公务员及研究所

各领域工作内容

由生产能源的发电站
和新再生能源企业负责电能生产、

销售和管理电能.有关这
一领域的内容如下. 

1.发展事业
2. 新再生能源企业
3.电力交易所
4. 智能电网相关企业

负责与未来汽车电动汽车
相关的零部件的开发和生产业务。 

负责IT产业的总体无
人汽车的开发和生产业务.有

关这一领域的内容如下. 

1. 电动汽车企业
2. 电力转换装置企业
3. 无人汽车相关IT与传感器企业

在智能大厦和公寓等建
设中负责电气工程业务及

大厦自动化业务。 
负责工厂建设等成套设备事业

的电气领域设计及施工.有
关这一领域的内容如下.

1.大企业建设公司
2.重工业公司
3. 工程公司

在生产电视机、冰箱、
空调等家电产品的大企业
及与此相关的中小企业

负责产品开发及生产业务。 
在半导体企业从事生产及设计业务. 

有关这一领域的内容如下. 

1. 家电及相关配件企业
2. 智能手机企业
3. 半导体生产及相关企业

可以进入电力相关公共企业
和公务员、进入研究生院后在研究

所等负责研究业务.有关这
一领域的内容如下.

1. 韩国电力公社
2. 电气安全公社
3. 韩国能源管理公团
4. 韩国地区供暖公社
5. 电气连技术职公务员
6.  考入研究生院后在专业相关

研究所就业

学科

必修 科目 电磁学(1 ) 、 电路理论(1 ) 、 电路(1 ) 、 控制工程、基础设计、电气电子实验

推荐 科目

电磁学(2)、 电路理论(2)、
输电工程、电力工程实验、

新能源、电力电子、 
电力电子应用、电磁基础实验、

 电磁实验、电路实验、
 电路应用实验
Capstone设计

电磁学(2)、 电路理论(2)、
数字工程、 微型计算机、

电路(2)、 现代控制理论、电器、 
电器控制、超高频电路设计、 
电力电子、 电力电子应用、
电磁基础实验、 电磁实验、
电路实验、 电路应用实验、

Capstone设计

电磁学(2)、 电路理论(2)、
数字工程、 微型计算机、
输电工程学、 配电工程、
电力工程实验、新能源、

电磁基础实验、 
电磁实验、电路实验、

 电路应用实验
Capstone设计

电磁学(2)、 电路理论(2)、
数字工程、 微型计算机、电路(2)、 
半导体工程学、电器、 电器控制、

电力电子、 电力电子应用、
超高频电路设计、 集成电
路设计、电磁基础实验、 

电磁实验、电路实验、 电路应
用实验、Capstone设计

电磁学(2)、 电路理论(2)、
输电工程学、 配电工程、

现代控制理论、电力电子、
电器、电器控制

电力工程实验、新能源
电磁基础实验、 电磁实验、
电路实验、 电路应用实验、

Capstone设计

非教科 资格证讲座、个人专业项目 资格证讲座、个人专业项目 资格证讲座、个人专业项目 资格证讲座、个人专业项目 资格证讲座、个人专业项目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主题标签、 JJ职务指导 Day、 青年职业指导(CAP+)、 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 电脑实务、 企业&职务分析班、 自我介绍书完成班、 自我介绍书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 面试演讲提升班、 面试能力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 就业夏令营、 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 就业社团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基地

LINC+ 现场实习、CAPSTONE设计、就业实务强化项目、企业现场探访、创业讲座、创业团体、创业夏令营、4IR共同课程、HATCH Synergy School、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资格证
电气技师

电气工程师
电气技师

电气工程师、 电子工程师
电气技师

电气工程师
电气技师

电气工程师、 电子工程师
电气技师

电气工程师、 电子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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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学院 

信息通信工程学
职业规划图(ver.2)

信息通信工程学科 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 3
1.  培养计算机语言运用能力:只有熟练掌握C/C++、Java、HTML等计算机语言、才能做好让

计算机工作的编程。
2.  提倡进行研究室活动:请成为分配给指导教授的研究室成员。 不仅是专业学习、对学校生活

也有很大的帮助。
3. 提倡取得资格证:请取得与学科专业相关的资格证，就业竞争力提升到几个阶段。

前途发展领域 硬件开发者 软件程序员 手机应用程序开发者 通信工程师 网络管理器

各领域工作内容

直接设计/开发适用尖端技术的
多种电子产品、负责对此进行性能
评价的业务。 同时、为确保实际技

术开发顺利进行、执行支援任务

构想用于计算机、网络设备、
各种电子产品的软件算法、通过直
接编码实现、是开发多种计算机

程序、系统固件等的专家

执行专门开发手机、
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

应用程序的业务

负责研究和开发超高速通信
系统中使用的通信电路、产品、

相关技术等的工程师

负责掌握整体网
络系统的构成状态、

监控实时系统的运营状态.

学科

必修 科目 工业数学、电路理论和实习、信息通信概论、通信理论、编程语言、网络编程、数据通信、计算机网络

推荐 科目

数字电路、基础电路、
信息通信实验、微处理器与实习、

数字系统、数字通信、IoT与
传感器、电子应用、Capstone
设计、智能工厂、CAD实习

手机编程、网络实验、
JAVA编程、嵌入式系统、

机器学习、 
Capstone设计

手机编程、网络实验、
JAVA编程、嵌入式系统、

机器学习、
 Capstone设计

天线工程、信息通信实验、
网络实验、数字通信、

物联网与传感器、
网络安全与实践、WPAN应用、

移动通信、CAD实践

信息通信实验、网络实验、
数字通信、微处理器和实践、

基础电子电路、物联网和传感器、
网络安全性和实践、WPAN应用、

智能工厂、 Capstone设计

非教科

邀请产业企业CAD
专家进行特别讲座、  

探访先进企业及实务体验、
H/W项目非学分讲座、

专业领域技师资格证讲座

专业项目非学分特别讲座、
编程小组学习、

专业领域技师资格证特别讲座

邀请应用程序开发
专家进行实务讲座、

手机编码集团STUDY、 
专业领域技师资格证特别讲座

邀请产业企业CAD专
家进行特别讲座、

探寻先进企业及实务体验、
专业项目非学分特别讲座、

专业领域技师资格证特别讲座

探索先进企业及实务体验、
网络安全技术相关集团指导、
专业项目非学分特别讲座、

专业领域技师资格证特别讲座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主题标签、 JJ职务指导 Day、 青年职业指导(CAP+)、 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 电脑实务、 企业&职务分析班、 自我介绍书完成班、 自我介绍书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 面试演讲提升班、 面试能力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 就业夏令营、 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 就业社团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基地

LINC+ 现场实习、Capstone人事、就业实务强化项目、企业现场探访、创业讲座、创业团体、创业夏令营、4IR共同课程、HATCH Synergy School、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资格证
信息通讯工程师、

无线设备师、电子师、电气师
信息通信工程师、 

信息处理师
信息通信工程师、

 信息处理师
信息处理师、 电子师、

 无线设备工程师
信息处理工程师、电子师、

信息处理师



-  48  -

工科学院

计算机工学
职业规划图(ver.2)

计算机工学学科 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增强编程能力: C/C++、 Java、 HTML 等.

2.提倡开展Lab室和研究室活动:对专业学习和学校生活都有帮助.

3.提倡取得专业相关资格证:就业竞争力

前途发展领域 软件开发者 手机应用程序开发者 网页开发者 网络管理者 安全管理员

各领域工作内容
硬件系统及通讯电子

设备的工作及开发控制所
需的软件的工作

安卓、
 ios 专业开发应用软件的业务

基于WW的软件开发业务、 
如使用 HTTP 协议的网页、 

网站等

管理客户端、服务器、
互联网和内部网络相

关硬件和软件资源的业务

防黑客入侵和各种病毒的
专门保安和维护计算

机网络的工作

学科

必修 科目 软件基础设计、资料结构、计算机结构、计算机网络、数据库、 Capstone设计

推荐 科目

C编程、 Java编程、
资料结构、

面向对象编程、
算法

软件工程

手机编程、
手机应用、
嵌入式系统

网页编程、
 网页应用、
Java 编程、 

服务器管理、
操作系统

数据通信、
网络安全、
逻辑电路

信息保护概论、
服务器管理、
黑客及安全、

 网络安全

非教科
创业社团、HATCH synnerge 

School、创业夏令营、
就业特色项目

创业社团、HATCH synnerge 
School、创业夏令营、

就业特色项目

创业社团、HATCH synnerge 
School、创业夏令营、

就业特色项目

创业社团、HATCH synnerge 
School、创业夏令营、

就业特色项目

创业社团、HATCH synnerge 
School、创业夏令营、

就业特色项目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UP电脑实务、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书完成班、自我介绍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面试演讲提高班、 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基地

LINC+ 现场实习、CAPSTONE设计、就业实务强化项目、企业现场探访、创业讲座、创业团体、创业夏令营、4IR共同课程、HATCH Synergy School、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资格证 信息处理师、 OCJP 信息处理师 信息处理师 信息处理师、 CCNA 信息处理师、 信息安全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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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学院 

碳纳米新材料工程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碳纳米新材料工程学科 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 3
1. 培养计算机程序应用能力:要学会根据自己的发展方向自由使用计算机编码和CAD等程序。

2.提倡社团活动:学科内外多样的社团活动是参与各种竞赛及集团活动的经验、
对就业有很大的帮助。

3.提倡取得资格证:通过学科和就业支援室的比较课项目、取得符合自己
前途的资格证是就业竞争力的基本。

前途发展领域 碳素材料制造及加工工程师 纳米材料制造及加工工程师 生物材料制造及
加工工程师

材料生产工艺管理与
质量管理工程师 零件设计与零件成形工程师

各领域工作内容

负责直接制造及开发多种
高品位、多功能性碳材料料、

并对此进行性能评价。
 同时、为确保实际技术开发

顺利进行提供支援的工作

负责直接制造及开发多种高
品位多功能纳米材料、
并对此进行性能评价。 

同时、为确保实际技术开发
顺利进行提供支援的工作

负责直接制造及开发多种高
品位的生物生物生物材料、

并对此进行性能评价。 
同时、为确保实际技术开发
顺利进行提供支援的工作.

在材料生产工艺中、
应对原料、中间材料及最终产

品的质量评价和质量热点、负责
持续的工艺改善及品质改善业务。
 同时、为保证高品质材料的大量量

产技术开发顺利进行提供支持的工作

负责设计考虑生产效
率和经济层面的产品材料、
结构、形象等、并决定生产

设备及整形方法等业务。 另外、
为确保零部件的高速生产及自动化技

术开发顺利进行提供支援的工作

学科

必修 科目 工业数学、一般物理与实验、一般化学与实验、物理化学与实验、材料工程概论、材料科学与创业

推荐 科目

物理化学与实验、
材质工学应用、 碳学概论、

碳素化学与实验、碳技术
动态研讨会、高分子工程学、

碳素合成与应用、碳纤维
概论、Capstone设计

物理化学与实验、材质工
学应用、基础纳米科学、

纳米碳学、材料工学概论、
应用纳米科学、材料

工学专题、复合材料特论、
Capstone设计

物理化学与实验、材质
工学应用、材料工学概论、

材料工学专题、应用纳米科学、
高分子工程学、Capstone设计

物理化学与实验、材质工学应用、
量子物理化学 材料工学概论、

材料工学专题、工业有机化学、
碳素合成与应用、Capstone设计

应用材料力学、材料热力学、 
材质工学应用、工业有机化学、
碳纤维概论、碳技术动态研讨会

Capstone设计

非教科
碳素学校

AMRC复合材料教育
碳素学校 3D印花教育 碳素学校

碳素学校
AMRC复合材料教育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UP电脑实务、企业&职务分
析班、自我介绍书完成班、自我介绍深化班、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面试演讲提高班、 

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基地

LINC+
探索融合专业、现场实习、CAPTONE设计、就业实务强化项目、企业现场探访、

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4IR共同课程、HATCH Synergy School、无人机社团、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资格证
化工产业师

碳素制品制造师
化工产业师、 化学分析师
窑业师.、危险品产业师

化工产业师、化学分析师、
危险品产业师

工程管理师、质量管理师、
化学分析师、非破坏检查师

成型加工师、计算机应用能力、 
计算机应用设计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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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学院

土木环境工程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土木环境工程学科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iP3
1.  培养计算机应用能力:只有熟练掌握Excel、CAD、matlab等计算机应用，

才能很好地解决工学问题。
2. 提倡进行研究室活动:请成为分配给导师的研究室成员。 不仅是专业学习、

对学校生活也有很大的帮助。
3. 鼓励考取资格证:考取专业相关的资格证有助于就业。

(土木工程师、环境工程师、地形空间信息工程师、产业安全工程师等)

前途发展领域 建筑施工 研究/技术开发 公务员/国有企业 工程设计

各领域工作内容

负责对建筑现场适用的各
种结构进行直接施工及监理、

并执行建设施工管理业务.
另外、为了保证技术开发顺利进行、

还执行支援任务

负责对适用于建筑现场的
多种结构物进行更有效的技术及工艺研究.

同时、为实际技术
开发扩散提供支持的工作

负责招标国家管理的
社会基础设施工程、

并对此进行性能评价的业务. 
落实支持社会基础设施的顺

利招标提供支持的工作

负责对多种结构物的
结构计算及设计、

并对其进行性能评价.  
执行支持实际设计顺利施工的业务

学科

必修 科目 工业数学(1 ) 、 工业数学(2 ) 、 土质力学(1)、及实验、应用力学(1 ) 、 更正结构力学、环境工程及实验、基础数理学(1 ) 、 交通工程

推荐 科目

土木施工、
水资源工程、
上下水工程、

钢筋混凝土设计及实验、
钢结构工程

概率统计、
土木环境工程设计入门、

环境设计、计算机地基设计、
计算机结构设计、水资源工程、

土木施工工程、计算机手工工程、
上下水工程、

钢筋混凝土设计及实验

土木环境工程设计入门、
土木施工学、水资源工程、

上下水道工程、
钢筋混凝土设计与实验、

钢结构工程

土木环境工程设计入门、
环境设计、计算机地基设计、

计算机结构设计、计算机手工设计、
土木施工工程、水资源工程、

上下水工程、
钢筋混凝土设计及实验

非教科 工程师专题讲座 工程师专题讲座 工程师专题讲座 工程师专题讲座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UP电脑实务、
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书完成班、自我介绍深化班、Untact招聘对比网上自我介绍书咨询、面试演讲提高班、

 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基地

LINC+ 碳素融合专业、现场实习、CAPTONE设计、就业实务强化项目、企业现场探访、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4IR共同课程、HATCH Synergy School、无人机社团、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资格证
土木工程师、环境工程师、地籍工程师、

测量及地形空间信息工程师
土木工程师、环境工程师、地籍工程师、

测量及地形空间信息工程师
土木工程师、环境工程师、地籍工程师、

测量及地形空间信息工程师
土木工程师、环境工程师、地籍工程师、

测量及地形空间信息工程师



文化融合学院
职业规划图

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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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融合学院

游戏产业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游戏产业学科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 3

1.  提升电脑应用能力。 学会活用Word、한글、photoshop、PPT等软件。

2. 练习写作和表达能力，可以明确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可以从容的发表。

3.  多参加学习小组。与前辈或朋友一起组成学习小组，也可以
参加现有的学习小组，对自己会有很多的帮助。

前途发展领域 编程 图形 企划

各领域工作内容

游戏编程、
网络编程、

windows编程、
智能设备编程、

3D 模型、2D 图形、
游戏角色/背景设计、

插图、网络漫画制作、
动画制作、

电影/电视剧特效制作

制作游戏剧本、
游戏质量管理、

游戏营销、
制作内容(电影/电视剧/动画) 剧本

学科

必修 科目 游戏基础项目，游戏项目

推荐 科目

游戏算法，2D游戏编程、
C编程、C++编程、 

智能设备编程、windows编程、
程序设计、游戏质量管理

角色设计, 游戏UX设计、
3D角色动画制作实践(1),(2)、

游戏图形制作实践(1),(2)、
游戏声音设计,数字彩绘

2D游戏图形(1),(2)、3D游戏图形(1),(2)、
游戏质量管理

游戏企划实践(1),(2)、
游戏声音设计、故事情节、
毕业作品项目、游戏营销、
创意开发游戏质量管理、

游戏创业项目

非教科 C# 游戏编程、 JavaScript、3D Rowpoligon 模型、 图形组合制作、读写文章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电脑实践、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完成班、
自我介绍深化班、 Untact招聘对比网上自我介绍书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能力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

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编码入门(MTA-Python), SKII UP Adobe、1人创作者培养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包装、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营、全罗北道实验室创作网研讨会

LINC+ 现场实习、CAPSTONE设计、就业实践强化项目、企业现场探访、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4IR共同课程、HATCH Synergy School、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资格证
游戏编程专家(韩国文化振兴院)

计算机程序员( KAIT)
计算机图形运用技师(产业通商资源部)

游戏绘图专家(韩国文化振兴院)
游戏企划专家(韩国文化振兴院)
品牌管理师(韩国品牌营销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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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指导学科(足球)
职业规划图(ver.2)

竞技指导学科(足球) 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 3
1.开始学习资格证吧、只有取得了足球或者体育相关的资格证以后才能有就业机会。
2.多参加学科的社团活动、通过社团活动可以提前体验相关的职业、

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
3.累计现场经验、以学科学习为基础、在现场实践、到现场提前

体验适合自己的职业、提高竞争力。

前途发展领域 足球专业教练 职业裁判 足球影像分析员 体育教练 职业足球运动员 体育协会和机构

各领域工作内容

按年龄分类的少年、
青少年、学院、

成人职业队担任教练
根据年龄进行指导、

培养选手、管理选手、
作为系统性的训练项目、

大会或 准备参加联赛

熟悉比赛规则、按照级别安
排比赛、接受助理裁判、
候审安排。为了晋级、

必须满足比赛次数或年假、
通过笔试和实际技能才
能晋级 掌管韩国顶级职
业联赛K联赛的比赛、
并接受分配进行比赛

熟悉足球专业知识、
负责各级国家队或职业队球

员的技术、战术摄影、
分析支援等工作

另外、还将支援各级代
表队的派遣

具有体育教师、
学院教授、体育讲师、

足球俱乐部运营、
教练员的专业性

选择多样的职业群

专业足球职业队或
作为实业队的成员
参加联赛或比赛

在大韩足球协会或俱乐部内
与足球和、承办涉事全局、
负责行政工作 提高体育人的

福利、开发和推广生活体
育项目、支持体育人的活动、

专业体育和生活体育的
联系事业、为了体育振兴、
他们要做必要的事业等。

学科

必修 科目 足球指导论、体育管理学、体育社会学、体育与大众传媒、体育营销、专业英语、体育行政学、体育领导力、体育概论、体育营销、足球比赛规则、体育竞赛分析、体育组织管理

推荐 科目

足球A级课程(1)(2)、足球B级
课程(1)(2)、足球C级课程(1)(2)、

足球教练论、青少年足球
纪实(1)(2)、运动生理学、

足球体力培养法(1)(2)、体能
训练、运动营养学、运动伤害、

运动力学、体育教育学

足球比赛规则(1)(2)、
体能训练

足球体力培养法(1)(2)、
运动生理学、

足球现场实习(1)(2)、
运动力学、运动伤害

足球战术与分析

体育分析、
足球战术和分析、
足球现场实习(1)(2)

足球A级课程(1)(2)、足球B级
课程(1)(2)、足球C级课程(1)(2)、

青少年足球技能(1)(2)、足球
体力培养法(1)(2)、体能训练、

运动营养学、运动伤害、
运动力学、体育教育学、
韩国体育史、体育产业论

运动营养学、运动力学 
足球体力培养法(1)(2)、

体能训练、
足球现场实习(1)(2)、

运动伤害、
运动生理学

体育产业论、
韩国体育史

非教科 Service Learning、前后辈间的正规课程学习聚会、提高在校生职务能力特讲、授课外专业深化学习聚会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电脑实践、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完成班、
自我介绍深化班、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编码入门(MTA-Python)，SKII UP Adobe、1人创作者培养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营、全罗北道实验室创作网研讨会

LINC+ 现场实习、CAPSTONE设计、就业实践强化项目、企业现场探访、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4IR共同课程、HATCH Synergy School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资格证

体育公认资格证
(KFA·AFC教练)、 

体育国家公认资格证
(生活·专业体育指指导教授等) 

 KFA健身资格证

体育国家公认资格证
(生活·专业体育指指

导教授等)
大韩足球协会裁判资格证

photoshop、影像编辑资
格证(ACA、GTQ、计算
机图形管理技师)计算机

应用能力、 MOS、 ITQ、 
体育国家公认资格证(生活·

专业体育指指导教授等)

休闲运动相关资格证(跳绳、
滑水、船牌、教练)、教师资 格证、

体育经营管理师、Kata、Kashep. 
体育国家公认资格证(生活·专业

体育指指导教授)体育公认资格证
(KFA·AFC指导者) KFA健身资格证、

计算机应用能力、 MOS、 ITQ

体育公认资格证书
(KFA·AFC教练)

体育国家公认资格证书
(生活·专业体育指指

导教授等)

体育国家公认资格证书
(生活·专业体育指

指导教授等)
体育经营管理师

计算机应用能力、 
MOS、 IT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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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指导专业(跆拳道)
职业规划图(ver.2)

竞技指导学科(跆拳道) 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 3

1. 跆拳道实践能力(较量、品势、示范)要坚持不懈。
2. 从2年级开始学习专业实践能力及经营实践资格相关科目及资格证。
3. 从3年级开始、通过海外实习及国内实习活动、构成针对性的就业路线图。
4.从4年级开始、必须准备毕业演出、形成专业整体力量网络。

前途发展领域 体育讲师 跆拳道协会、
体育机构 体育教师 跆拳道专业

国内外教练
跆拳道教练员
国内外教练 跆拳道表演队 跆拳道裁判 职业选手

各领域工作内容

负责在小学、
初中、高中以及公

共和私人体育设施中
向普通民众传授体

育知识

城市体育组织、
国技院、跆拳道振兴财团
等机关的运营、体育指
导、宣传、市场营销
大会运营、行政职务

作为中学、高中的体
育教师、负责普通学
生的体育活动、指导

教育及授课指导

专业体育中作为跆
拳道项目负责

跆拳道选手训练
及指导跆拳道

专业体育中
作为跆拳道项目

负责跆拳道选手训
练及教授跆拳道

跆拳道各项比赛的
裁判严格遵守跆

拳道项目正确的比
赛规则和公正的裁决

学院毕业后
隶属公共、私设
机构、从事跆拳
道运动员活动

学院毕业后在
公共机关和私
立机关工作、

跆拳道选手活动

学科

必修 科目
韩国体育史、体育测验与评价、体育社会学、体育教育学、体育经营学、体育营销、体育概论、跆拳道专业实际技能(1)基础、跆拳道专业实际技能(1)基础

跆拳道专业实践(2)应用、跆拳道专业实践(2)应用、跆拳道专业实践(3)实战、跆拳道专业实践(3)实战、跆拳道专业实践(4)综合、跆拳道专业实践(4) 现场实习

推荐 科目

滑水运动(季节)、
运动分析、
高尔夫球(1)

运动心理学、
运动生理学、

健康体能评估、
高尔夫球(2)、

运动伤害

滑水运动(季节)、体育
分析、跆拳道、高尔
夫球(一)、品势、跆拳
道表演、跆拳道体操

防身术、健康体能评估、
高尔夫球(2)运动伤害、
外交论、切磋的方法、
有段位的技巧、专业

英语(1,2)、专业研讨会

滑水(季节)、运动
分析、高尔夫球(1)、
品势、跆拳道示范、

体育心理学、
运动生理学、

健康体能评估、
高尔夫球(2)、

运动伤害

体育分析、跆拳道
品势、跆拳道表演

体育心理学、运动生
理学、专业英语(1,2)、

跆拳道体操防身术
健康体力评价、运动
伤害、厮杀方法论、

有段位动作
训练论、外交论

跆拳道史、
带薪者品鸟、
跆拳道示范、

专业英语(1)(2)、
运动伤害、

较量方法论、
有段位的技巧、
印章经营论、

审判法、外交论

体育分析、
跆拳道史、

体育心理学、
跆拳道护身术、

运动伤害、外交论
竞争方法论

品势、专业讨论会、
印章经营论、

审判法

体育分析、
跆拳道史、

体育心理学、
运动生理学、

健康·体力评价、
运动伤害、

较量方法论、
专业研讨会、

训练论

跆拳道师、品势
跆拳道表演、运动心
理学、运动生理学
跆拳道体操防身术

健康体能评估、运动
伤害、有段位动作、

专业英语(1,2)、
印章经营论、审判法

非教科 体育从业资格证增强教育、专业能力活动、在校生工作能力提升专题讲座、毕业表演创作活动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电脑实践、企业&职务分析班、
自我介绍完成班、自我介绍深化班、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

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编码入门(MTA-Python)、SKII UP Adobe、1人创作者培养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营、全罗北道实验室创作网研讨会

LINC+ 现场实习、CAPSTONE设计、就业实践强化项目、企业现场探访、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4IR共同课程、HATCH Synergy School、地区社会贡献项目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资格证

体育教练(2级)
(至少1个)、

体育专业指导
(2级)、幼少年、
老年指指导教授

生活体育指导(2级)、
计算机应用能力
(1)(2级)、word
数字视频编辑

韩国史能力
鉴定考试(3级)、
滑水教练(3级)

   体育专业指导(2级)、
运动心理咨询师(3级)

跆拳道教练资
格证(3级)、

生活体育指导
(2级)、青少年体

育指导(2级)

跆拳道(4段)以上
全国大赛冠军

及个人实绩要求

跆拳道裁判资格证
(较量、品势、一场)

跆拳道师范资
格证(3级)、

体育教练(2级)

师范资格证(3级)、
以上、体育指指导

教授(2级)、
跆拳道(2段)、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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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演放送表演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公演放送表演学科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 3

1. 尽量增加包括观看演出在内的现场体验时间。

2. 为了具有自我洞察和分析的意志、需要培养批判性思维。

3. 探究与舞台表演相关艺术专业人士资格证相关的学习。

前途发展领域 表演 编剧、导演 舞台技术 剧组管理 艺术教育

各领域工作内容
在戏剧、电影和电视剧中、

展示适合剧本角色的
动作(表演)的工作

将人的行为和心理戏剧化、
并利用戏剧(场景)

创作舞台作品的工作

演出和剧院所需的Staff
任职岗位上的指挥、指挥、

管理以及设计创作与制作的工作

为了将公演作品搬上舞台、
企划和推进作品选定、宣传、

营销、公演结果评价等
各项过程的业务

戏剧教学 文化艺术
教学知识和技能

的传授工作

学科

必修 科目
剧场和表演艺术、故事、演技和身体语言、演技和身体表现、演技(口述)、广播话术、戏剧概论、融合创作项目(CAPTION DESIGN)(1)(2)、

Acting Technic(1)、文化艺术教育概论、戏剧教育论、戏剧教授学习方法、戏剧教育项目开发、文化艺术教育现场的理解与实习

推荐 科目

即兴表演、相机表演
戏剧史、场景表演、电视表演、

电影表演、方法表演、
角色分析表演、

戏剧研讨会、戏剧制作

舞台原理、舞台设计
媒体实习(1)(2)、戏剧史、
庆典和演出策划、剧作、

方法表演、角色分析表演、
戏剧研讨会、戏剧制作

舞台原理、舞台设计
媒体实习(1)(2)、戏剧史

庆典和演出策划、剧作、
方法表演、角色分析表演、

戏剧研讨会、戏剧制作

舞台原理、舞台设计
媒体实习(1)(2)、戏剧史

庆典和演出策划、剧作、
方法表演、角色分析表演、

戏剧研讨会、戏剧制作

即兴表演、相机表演
戏剧史、场景表演、电视表演、

电影表演、方法表演、
角色分析表演、

戏剧研讨会、戏剧制作

非教科
演出研讨会、表演制作、舞台专业艺人资格证班、Service Learning项目、Hands On Step项目、

授课外专业学习聚会、留学生专业基础学习聚会、提高在校生职务能力特讲外专业讲座等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电脑实践、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完成班、
自我介绍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编码入门(MTA-Python)、SKII UP Adobe、1人创作者培养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营、全罗北道实验室创作网研讨会

LINC+ 现场实习、CAPSTONE设计、就业实践强化项目、企业现场探访、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4IR共同课程、HATCH Synergy School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PT讲座、媒体制作支援项目、媒体能力强化教育
挽救生命的心肺复苏

PT讲座、媒体支持项目、
媒体力量培训

资格证 舞台艺术专家1、2、3 级
中职教师2级、

正教师文化艺术教育师1、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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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工业设计学科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 3
1.  培养计算机程序应用能力、根据自己的发展方向、可以活用 3D Program,   

Photoshop、Illustration 等软件。
2.  提倡社团活动、学科内外有多样的社团活动和小组活动、这些经验对后续设

计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3.  鼓励参与征集活动及取得资格证:参加多种设计征集活动及获奖业绩

有助于投资组合制作及就业。

前途发展领域 产品设计师 室内设计师 室内装璜
设计师 汽车设计师 展览设计师 UX设计师 Displayer 公共设计师 策展人 环境设计师

各领域工作内容
设计日常

生活中的各
种产品的业务

住宅、办公室和
商业建筑的内部
环境设计和装

修、使之符合功
能和用途的业务

为装饰建筑
物内部而确

定和设计家具、
壁纸和装

饰物的工作

研究开发汽车
外观和内部设计、
以改变或开发传统
汽车的外观和内
部设计的工作。

博物馆、科学系、
美术馆、企业试演
会、陈列室等面
向大众设计展示

空间的业务

了解用户需求、
设计产品整体
流程和规划
服务的任务

在卖场中布
置并装饰商品
以增加销量

的业务

城市整体设施、
休闲设施、

环境设施和景观
设施的设计和规

划工作

在博物馆或美术
馆举办展览的策
划、以及作品或
文物的购买、收
集和管理的工作

把整体设
施和景观设计得
与自然环境相协

调的工作

学科

必修 科目 基础设计、计算机图形学、设计表现技法、设计cad、基础造型、ID图形(1)、(2)、设计研究

推荐 科目

基本产品设计、
产品相互作用
设计、文化产
品设计(1),(2)

设计营销和创业
文化产品设计实

践(1),(2)

基础室内设计、
室内装饰、
文化室内

设计(1),(2)、
文化室内设计实

践(1),(2)

基础室内设计、
室内装饰、
文化室内

设计(1),(2)、
文化室内设
计实践(1),(2)

基本产品设计
产品相互作用设计
交通设计、文化
产品设计(1),(2)

设计营销与创业
文化产品设计

实践(1),(2)

产品交互设计、
文化设计创业、
用户体验设计、

设计营销和创业、
创业文化工程

产品交互设计、
文化设计创业、
用户体验设计、
设计营销和创

业、
创业文化工程

创意构思法、数码 
应用设计(1),(2)、

数字人文学、文化
设计创业、设计

营销和创业、文化
产品设计实践(1),(2)

创业文化工程

文化设计企划、
公共设计、

文化设计创业、
文化室内
设计(1),(2)

文化室内设
计实践(1),(2)

基础室内设计
室内装饰、

文化设计企划
公共设计、文化
室内设计(1),(2)

文化室内设
计实践(1),(2)

文化设计企划
公共设计、

文化设计创业
文化室内设计
(1),(2)、文化室

内设计实践(1),(2)

非教科 传统文化体验教育、全球设计研讨会、专题讲座、海外传统文化体验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电脑实践、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完成班、自我介绍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编码入门(MTA-Python)、SKII UP Adobe、1人创作者培养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营、全罗北道实验室创作网研讨会

LINC+
现场实习、CAPSTONE设计、就业实践强化项目、企业现场探访、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4IR共同课程、HATCH Synergy School、

服务学习、现场体验、Hackathon、 就业组合、全球工作会议、Adbenture Design、社区贡献项目、融合专业、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PT讲座、媒体制作支援项目、媒体能力强化教育

资格证

产品设计技师、
产品设计工程

师、产品设计产
业工程师

产品建模师

室内建筑工程师
室内建筑产
业工程师、
室内建筑师

室内建筑工程师
室内建筑产
业工程师、
室内建筑师

室内建筑工程师
计算机应用

建筑测绘师、
室内建筑师

MAX(国际资格证)

城市规划
工程师

准学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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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体育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生活体育学科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鼓励获取资格证书:通过参加学科和就业支持室的比较课项目、取得适合前途的资格证书、

就具备了就业的基本资格。
2.  鼓励参加社团活动:参加各种和体育相关的社团活动、使你更广泛地掌握体育知识、

对于你参加社团活动的经验有很大的帮助。
3. 建议各种与体育相关的经验:在体育现场担任领导者、参与者、运营者等多种角色吧。

对我们的前途和工作现场有很大的帮助。

前途发展领域
体育教育指导

(体育指指导教授、教师、
教练、教练等)

体育产业经营
(体育营销员、体育
经纪人、体育经理)

体育终身福利
(福利设施、疗养医院、

培训师、体育中心福利师)

体育行政管理
(公署、体育会、组织委员
会、竞技团体、乡政府))

体育科学
(体育纪录分析研究员、

体育顾问、研究员)

各领域工作内容
学校体育、生活体育、

精英体育等体育教育领域全
面开展体育指导工作

体育相关项目和服务的开发、组织
运营的企划和程序、持续的协调和
管理、支援各种体育相关的活动、
支援选手、销售体育用品等的工作

以社会弱势群体为对象、
通过体育来提高生活质量和
维持健康生活的支援工作

作为与体育相关组织的成员、
承担支持和管理体育现场工

作的行政任务

对体育选手和团队的竞技能力、
成绩等整体进行科学的分析/评

价、在此基础上、为了使其发挥
最佳的竞技能力进行支援业务

学科

必修 科目 体育人文社会探究、体育科学探究、体育社会学、体育心理学、运动力学、体育教育学

推荐 科目

体育道德和法律、体育论、滑雪、
高尔夫(1)/(2)、骑马、乒乓球、网球

魔术网球、球类运动(1)/(2)、
体育文化的理解和体验、体育指导

实践、老年人体育指导实践、残疾人
体育指导实践、运动英语的表达

生活体育技能指导、力学指导实践、
羽毛球、生活体育现场实习(1)/(2)、

体育产业经营学
体育道德和法律

体育新闻、写作、
体育文化的理解和体验

运动英语的表达
体育新闻的理解

终身体育福利、体育领袖感性教练、
新体育创意活动、生活健身舞蹈、
功能性保健(1)/(2)、生活体育技能

指导、生活体育指导现场实习(1)/(2)、
文娱、滑雪、高尔夫(1)/(2)、骑马、
乒乓球(1)/(2)、魔术网球、网球、

球类运动。体育文化的理
解和体验、体育咨询

体育伦理与方法、
体育新闻和写作、

体育行政的理解和实际、
生活体育论、 
终身体育福利

体育文化的理解与体验、
体育新闻主义的理解、

体育英语表达实际

滑雪、高尔夫(1)/2)、马术、
乒乓球(1)/(2)、魔术网球、
网球、球类运动(1)/(2)、
羽毛球、运动生理学、
运动功能解剖学实习、

教练力学实习、
体育英语表达的实际

非教科

少年指指导教授资格证课程
残疾人体育指指导教授资格证课程
老年体育指指导教授资格证课程
专业体育指指导教授资格证课程

体育经理资格取得课程
营销专题讲座

少年指指导教授资格证课程
残疾人体育指指导教授资格证课程
老年体育指指导教授资格证课程
专业体育指指导教授资格证课程

体育福利师资格证课程

面试讲座
职业讲座

自我介绍特别讲座
OA资格证课程

TOEIC学习

职业现场探访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电脑实践、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完成班、自我介绍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编码入门(MTA-Python)、SKII UP Adobe、1人创作者培养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营、全罗北道实验室创作网研讨会

LINC+ 现场实习、CAPSTONE设计、就业实践强化项目、企业现场探访、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4IR共同课程、HATCH Synergy School、社区贡献项目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资格证

一、二级专业体育指指导教授、
一、二级生活体育指指导教授、

青少年体育指指导教授、
老年体育指指导教授、

一、二级残疾人体育教练

体育经营管理师、
体育经理

体育福利师、健康运动指指导教授
(一, 二级)、职业体育指导(一, 二级)、
生活体育指指导教授、青少年体育
指指导教授、老年体育指指导教授

一、二级残疾人体育教练

NCS,
一、二级计算机应用能力、

ITQ,、MOS 大师、
办公自动化产业技师

体育心理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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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媒体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智能媒体学科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 3
1. 创造性思维:培养电脑思维能力使你擅长电脑程序设计、也是成为编码专家的捷径。
2. 社团活动:系内外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能给你带来有趣的学院生活和团

体活动经验。
3. 考取资格证:通过学科和就业支援室的比较课程、考取符合自己前途的

资格证是对就业有帮助的。

前途发展领域 IoT平台系统开发者 DB、 AI 开发者/ 大数据开发者 智能应用程序开发者 数字媒体开发者

各领域工作内容
利用IOT(物联网)进行电子设备

所需的技术领域教育和智能家庭、
物联网等所有生活领域智能化应用

通过大数据分析多种数据统计资
料管理及源代码并执行服务、利用人工

智能音箱智能冰箱等AI、大数据直接设计及
开发产品、并对此进行性能评价

开发并管理智能应用、
PIMS(个人信息管理系统)及DB应用、
浏览器、本地应用、智能媒体应用等

以影像企划和制作、编辑技术为中心、
企划、制作、开发内容

学科

必修 科目 Visoning Camp、服务企划设计、Hackton(1)、Hackton(2)

推荐 科目

编程的理解、编码基础、
文化产业的理解、爪哇编程、

资料结构和算法、传感器应用、服务学习、
Linux编程、数据库、网络编程、电脑

网络、IoT编程、大数据基础、IoT平台、
IoT网络与应用、软件工程、云计算、
大数据分析、IoT标准与开放源代码、

智能内容创业、IoT安全实践、
IoT融合服务开发、服务实施CAPSTONE
设计、IoT应用设计项目、企业主导型

CAPSTONE设计、就业组合

编程的理解、编码基础、
文化产业的理解、爪哇编程、

资料结构和算法、传感器应用、服务学习、
Linux编程、数据库、网络编程、电脑

网络、IoT编程、大数据基础、IoT平台、
IoT网络与应用、软件工程、云计算、
大数据分析、IoT标准与开放源代码、

智能内容创业、IoT安全实践、
IoT融合服务开发、服务实施CAPSTONE
设计、IoT应用设计项目、企业主导型

CAPSTONE设计、就业组合

编程的理解、编码基础、
文化产业的理解、爪哇编程、

资料结构和算法、传感器应用、服务学习、
Linux编程、数据库、网络编程、电脑

网络、IoT编程、大数据基础、IoT平台、
IoT网络与应用、软件工程、云计算、
大数据分析、IoT标准与开放源代码、
智能内容创业、IoT安全实践、IoT融合
服务开发、服务实施CAPSTONE设计、

IoT应用设计项目、企业主导型
CAPSTONE设计、就业组合、机器学习、

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开发、计算机网络

视频基础、编程基础、编码基础、
文化产业的理解、Java编程、

资料结构和算法、传感器应用、
服务学习、Linux编程、数据库、网页编程、

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开发、计算机网络、
IoT编程、大数据基础、IoT平台、

IoT网络及应用、软件工程学、云计算、
数据应用、智能化数据应用,IoT标准和

开放源代码、智能内容创业、IoT安全实务、
IoT融合服务开发、服务实施CAPSTONE
设计、IoT应用设计项目、企业主导型

CAPSTONE设计、就业组合

非教科 就业营 就业营 就业营 就业营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电脑实践、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完成班、自我介绍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编码入门(MTA-Python)、SKII UP Adobe、1人创作者培养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营、全罗北道实验室创作网研讨会

LINC+ 现场实习、CAPSTONE设计、就业实践强化项目、企业现场探访、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4IR共同课程、HATCH Synergy School、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服务学习、2PBL、Hands On Steps、TBL、专业教育课程改善、NIE、前后辈正规课程学习聚会、 
授课外专业深化学习聚会、留学生专业基础学习聚会、提高在校生职务能力特别讲座、专业领域就业支援项目

资格证
信息处理技师、Linux Master、

IoT知识能力鉴定
信息处理技师、数据分析专家、 

SQLP、SQLD
信息处理技师、手机应用程序开发专家、

智能应用程序大师(SAM)
信息处理技师、多媒体内容制作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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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设计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视觉设计学科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提高图形程序的应用能力: 要学会根据自己的发展方向自由操作 

Photoshop、Illustrator、Indesign、Flash、After Effects等程序。 
2. 请参与学科内开设的比较课程。 对自己的前途有帮助。
3.  鼓励社团活动: 学科内外多样的社团活动对参加各种竞赛和

团队活动经验有很大帮助。

前途发展领域 广告设计师、广告制作 编辑设计师、
电脑绘图设计师

网页设计师、3D设计
影像设计师 设计企划 营销 摄影师 插图员

各领域工作内容

广告策划、杂志广告设计、
广告媒介设计工作、
如海报设计、报纸广

告设计、广告制作等。

胸针设计、目录设计、
单行本设计、杂志设计、
书本设计等编辑设计业务

网络设计、视频设计、
开场标题设计、

3D设计工作

广告策划、
广告制作策划、

广告媒体设计策划与
设计营销工作

广告设计拍摄、广告拍摄、
经营一个工作室、
自由职业摄影师、

摄像工作

童话插图、
时装插图、插图 等 

插图业务

学科

必修 科目 数位排版、数位影像设备(1)(2)、设计营销

推荐 科目

视觉创意构思法(1)(2)、
创意视觉化方法论、

排版、公益广告设计、
产品广告设计、
商业影像设备、

产品广告海报设计、
艺术海报设计、Portfolio

图形设计、
字体设计、

编辑设计(1),(2)、
商业图片、信息设计、
品牌设计套餐设计、

设计实践项目、
Portfolio

数位排版、
数位影像设备(1)(2)、

设计营销

视觉创意构思法(2)、
创意构思法、

创意视觉化方法论公益
广告设计、产品广告设计

商业画报、
产品广告海报设计、

信息设计

创意构思法、
创意视觉化方法论、
视觉创意构思法(2)、

商业摄影师、
公益广告设计、
产品广告设计、
设计实践项目

插图、
视觉创意构思法、

创意视觉化方法论、
数码插图、
信息设计、
Fancy设计、

Portfolio

非教科
Photoshop技术

插图技术
Photoshop技术

插图技术
影像设计 3D设计 声音设计 Photoshop技术

Photoshop技术
插图技术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电脑实践、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完成班、自我介绍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编码入门(MTA-Python)、SKII UP Adobe、1人创作者培养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营、全罗北道实验室创作网研讨会

LINC+ 现场实习、CAPSTONE设计、就业实践强化项目、企业现场探访、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4IR共同课程、HATCH Synergy School、社区公益项目、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PT讲座、媒体制作支援项目、媒体力量强化教育

资格证
视觉设计工程师

计算机图形操作员
色彩专家

视觉设计工程师
计算机图形操作员

色彩专家

计算机图形操作员
色彩专家

计算机图形操作员
色彩专家

色彩专家 色彩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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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放送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电影放送学科指导教授给的专业Tip3
1.  关注并享受电影、广播、YouTube等多样的影像内容的话、就会为制作好的

内容推荐养分。

2. 多参加学科和前辈主持的研讨会和学习、可以学习影像产业现场和新技术。

3. 除了自己的主修专业以外、体验多种专业对影像现场有很大的帮助。

前途发展领域 电影 广播 MV、CF 网上信息 故事作者

各领域工作内容

电影企划及制作、电影剧本、
导演、拍摄、照明、录音、

混合、营销、电影节程序员、
电影发行公司、影像委员会

广播的企划及制作、
广播剧本、导演(PD)、
拍摄、照明、录音、

混合、营销

MV及CF等的企划、
制作、导演、拍摄、
照明、录音、混合

YouTube、
网络电视剧等网络内容企划、

制作、导演(PD)、拍摄、照明、
录音、混音,营销(MCN)

游戏及动画、
网络漫画

等故事构成作家

学科

必修 科目 影像制作基础、影像语法、编辑初级、拍摄初级、影像声音入门、剧本初级、广播制作工作室、毕业电影制作(1)、毕业电影制作(2)

推荐 科目

脚本中级、脚本高级
叙述研讨会(1)(2)、

编辑中级、编辑高级、
拍摄中级、拍摄高级、
影像基础、影像深化、

影像音效深化、
电影公司的著名场面、

影像导演、
影像剪辑分析研讨会、

电影分析工场、灯光工场、
创作工场

脚本中级、脚本高级
纪录片制作、播出策划

网络电视剧研讨会、视频导演
编辑中级、编辑高级、拍摄中级、

拍摄高级、增强视频声音、
电影分析工作坊、动作图形基础、

动作图形深化、
电影公司的名场面、

视频剪辑分析研讨会、
灯光工场

中级剧本、故事讲习班(1)、
电影分析与创作研讨会。
编辑中级、编辑高级、
拍摄中级、拍摄高级

电影公司的经典场面、
影像编辑分析研讨会、
网络电视剧研讨会、

灯光研讨会、
动作基础、动作深化

中级剧本、故事讲习班(1)、
电影分析与创作研讨会。

电影制作公司的经典场面、
网剧讲习班、广播策划、
剪辑中级、拍摄中级、

动作图形基础、深度动作图形、
视频编辑分析研讨会、

灯光研讨会

中级脚本、
高级脚本、

叙述研讨会(1)、(2)
广播策划、影视导演、
电影公司的经典场景、
网络电视剧研讨会、
电影创作分析研讨会

非教科
专家讲座(导演、企划、拍摄、

声音、剧本、色彩调整、美术等)
全州国际电影节及

参与釜山国际电影节
KOBA(广播设备展示会)参观

全州MBC“开放TV”、
KTV准备公开征集编辑开放节目、

并播放当选作品

影像制作费用支援等公募展分泌
(短篇电影、UCC等)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电脑实践、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完成班、
自我介绍深化班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

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编码入门(MTA-Python)、SKII UP Adobe、1人创作者培养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营、全罗北道实验室创作网研讨会

LINC+ 现场实习、CAPSTONE设计、就业实践强化项目、企业现场探访、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4IR共同课程、HATCH Synergy School、融合专业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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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心理治疗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艺术心理治疗学科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作为艺术治疗师、增进音乐、美术等艺术素养和技术！

2. 积累来访者的基本知识、取得相关资格证！

3 .理论固然重要、但通过实习积累临床经验也很重要！

前途发展领域 心理咨询中心艺术治疗师 老年疗养院艺术治疗师 语言治疗中心艺术治疗师 医院(学院医院、精神科)
艺术治疗师

普通学校(小学初中高中)的课
后艺术治疗师

各领域工作内容

为发展儿童的语言、表现、
情绪等、以音乐、美术、游戏等多
样的艺术为媒介进行艺术治疗(音乐
治疗、美术治疗等)及父母商谈、

心理商谈等

以遭受精神困难或因痴呆症等
疾病而得到疗养设施帮助的老年人
为对象进行艺术治疗(音乐治疗、

美术治疗等)、心理咨询

为发展儿童的语言、表现、
情绪等、以音乐、美术、游戏

等多种艺术为媒介、进行艺术治疗
(音乐治疗、美术治疗等)

及父母咨询、心理咨询等。

精神身体上遇到困难或因赵
显病(慢性/急性)、焦虑障碍、
PTSD等接受医院帮助的老年人

为对象进行艺术治疗(音乐治疗、
美术治疗等)、心理咨询等。

以校园暴力加害者、多文化家
庭及单亲家庭子女等为对象、

以音乐、美术、游戏等多种艺术
为媒介进行艺术治疗(音乐治疗、

美术治疗等_、心理咨询等。

学科

必修 科目 艺术理解、心理学概论、音乐治疗概论、美术治疗学概论、发展心理学、残疾儿童的理解、艺术治疗事例研究、团体艺术治疗、音乐治疗心理诊断和评价、美术心理诊断评价、
艺术治疗临床实习和超级视觉、艺术治疗临床技能、音乐疗法临床技术、艺术心理治疗初创公司、音乐治疗和超级视觉实习、艺术治疗和超级视觉实习

推荐 科目

家庭治疗、父母谈话、游戏指导、
咨询心理学、儿童艺术、儿童音乐、
媒介研究与实践、艺术表现技巧、

创新艺术疗法
艺术治疗表现技法(一) 其他、

艺术治疗表现技法(三) 其他应用、
艺术治疗表现技法(4) 立体、
艺术治疗表现技法(5) 键盘、

艺术治疗表现技法(7) 键盘应用

成人和老年人的艺术疗法、
对成人和老年人的音乐疗法、

媒介研究与实践、艺术表现技巧、
创新艺术疗法

艺术治疗表现技法(一) 其他、
艺术治疗表现技法(三) 其他应用、

艺术治疗表现技法(4) 立体、
艺术治疗表现技法(5) 键盘、

艺术治疗表现技法(7) 键盘应用

家庭治疗、父母谈话、游戏指导、
咨询心理学、儿童艺术、儿童音乐、
媒介研究与实践、艺术表现技巧、

创新艺术疗法
艺术治疗表现技法(一) 其他、

艺术治疗表现技法(三) 其他应用、
艺术治疗表现技法(4) 立体、
艺术治疗表现技法(5) 键盘、

艺术治疗表现技法(7) 键盘应用

家庭治疗、父母谈话、游戏指导、
咨询心理学、儿童艺术、儿童音乐、
媒介研究与实践、艺术表现技巧、

创新艺术疗法
艺术治疗表现技法(一) 其他、

艺术治疗表现技法(三) 其他应用、
艺术治疗表现技法(4) 立体、
艺术治疗表现技法(5) 键盘、

艺术治疗表现技法(7) 键盘应用

家庭治疗、父母谈话、游戏指导、
咨询心理学、儿童艺术、儿童音乐、
媒介研究与实践、艺术表现技巧、

创新艺术疗法
艺术治疗表现技法(一)其他、

艺术治疗表现技法(三) 其他应用、
艺术治疗表现技法(4) 立体、
艺术治疗表现技法(5) 键盘、

艺术治疗表现技法(7) 键盘应用

非教科 学科单位专业联系海外研修、音乐会及展览会、艺术心理治疗师应具备的专业素养和现场业务能力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电脑实践、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完成班、
自我介绍深化班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编码入门(MTA-Python)、SKII UP Adobe、1人创作者培养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开放型创业专题讲座(创业夏令营)、量身定做的创业教育、创业社团

LINC+ 现场实习、CAPSTONE设计、就业实践强化项目、企业现场探访、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4IR共同课程、HATCH Synergy School、社区公益项目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挽救生命的心肺复苏术、PT讲座、媒体制作支援项目、媒体力量强化教育

资格证

艺术心理仲裁专家 1 级/2 级、
音乐仲裁专家(KCMT), 临床音乐
专家、 临床美术心理咨询师、 

临床心理师1级/2级
青少年咨询师 2级/3级

艺术心理仲裁专家 1 级/2 级、
音乐仲裁专家(KCMT),

临床音乐专家、 
临床美术心理咨询师

艺术心理仲裁专家 1 级/2 级、
音乐仲裁专家(KCMT), 临床音乐
专家、 临床美术心理咨询师、 

临床心理师1级/2级
青少年咨询师 2级/3级

艺术心理仲裁专家 1 级/2 级、
音乐仲裁专家(KCMT),

临床音乐专家、 
临床美术心理咨询师、 

临床心理师1级/2级

艺术心理仲裁专家 1 级/2 级、
音乐仲裁专家(KCMT),

临床音乐专家、 
临床美术心理咨询师、 
青少年咨询师 2级/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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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音乐学科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每年都在举行专业定期演奏会。在校生都可以参加。

2.  鼓励大家上能取得资格证地课。(Kwak Sam资格证、尤克里里一二级资格证、
教师资格证)

3. 建议现场实习。 去学生喜欢的单位多体验、了解各个机构的特性。

前途发展领域 教育
(学校音乐老师、课外教师)

演奏家
(交响乐团团员及指挥家、

钢琴家及独奏家)

行政
(音乐艺术企划家)

音乐类出版
(出版社、杂志社)

各领域工作内容
高中小学音乐教师及小

学音乐课后教师

交响乐团、市立合唱团、
合唱团成员、

管弦乐团指挥及合唱指挥家

音乐艺术行政、戏剧、
电影、舞蹈、

广播木偶剧等企划家

音乐出版社、
音乐报纸及杂志社

学科

必修 科目 西洋音乐史、视唱·听音、和声法、对位法、专业技能(1~8)、合唱·合奏指导法(1~8)、演奏(1~6)

推荐 科目

西方音乐史、
和声法、
对位法、

音乐分析、
教职相关课程

专业技能、
室内乐、

钢琴合奏、
钢琴伴奏法、

弦乐合奏
管弦乐实践和实习、

指挥法

音乐创业、
末乐章

音乐人和职业、
生活音乐指导法

音乐创业
生活音乐指导法

非教科 Service Learninh项目、Hands On Step项目、其他专业相关讲座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电脑实践、企业&职务分析班、
自我介绍完成班、自我介绍深化班、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

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编码入门(MTA-Python)、SKII UP Adobe、1人创作者培养

创业支援团

LINC+ 现场实习、CAPSTONE设计、就业实践强化项目、企业现场探访、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4IR共同课程、HATCH Synergy School、社区公益项目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资格证 中等教师 2 Kwak Sam格证 尤克里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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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融合学院 

人工智能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人工智能学科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对所有产品、服务是否达到了本来的目的？ 认真思考一下吧。

2. 以Python为基础，培养能处理各种库物的程序能力。

3. 比起独自开发项目，通过社团活动可以更快培养团队效率。

前途发展领域 人工智能程序开发者

各领域工作内容

许多公司在人工智能基础上
重新构建既有的程序、确保竞争力的同时、

通过多种途径从数据中提取意义、
开发更加高端的产品和服务。这是开

发者中在年薪等标准方面最享受的领域。

不仅是数字、从图片、影像、
声音等多种输入数据中提取有意义的信息、

努力提高产品及服务的竞争力。
对能处理好图像、影像、声音等

数据的开发者需求非常高。

设计系统以规划如何从数据
中提取有意义的信息、并收集所需数据、

以及根据公司需求设计最佳算法发展
方向和模型系统的工程师

python及基本开源库、Java、
资料结构论、数据库等基础

的普通软件工程师

学科

必修 科目 优化理论、算法基础机器学习、神经网络基础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游戏

推荐 科目

Python 基础与练习、
逻辑问题解决、

线性代数、
开源软件、

IoT和通讯编程、
大数据概论、

数字信号处理、数据库、
脑工程概论、分散处理系统、

概率统计概论、统计机械学习、
Java I、Java II

Linux操作系统、
视觉系统和听觉系统原理、

数据可视化、
神经网络基础学习理论与实习、

遗传算法、
自然语言处理动态计划法和强化学习、

尖端神经网络、电脑视觉服务播送I

人工智能研讨会I、
人工智能研讨会II、

计算机伦理与社会问题、
服务运行II、

医疗图像处理生活实验室、
AI CAPSTONE设计I、
AI CAPSTONE设计II

非教科
Intensive Python I 

(讲座、线性代数、Programming)
Intensive Python I 

(讲座、概率统计与算法 Programming)

现场实习、Intensive AI1
(讲座、深层神经网及  Programming)

Intensive AI2
(讲座、CNN 及遗传算法 Programming)

Intern Intensive AI3
(讲座、Neural Network 综合 Programming)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电脑实践、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完成班、自我介绍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编码入门(MTA-Python)、SKII UP Adobe、1人创作者培养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 开放式创业讲座 针对性创业教育 企业&职务实战班

LINC+ 现场实习、CAPSTONE设计、创业讲座、创业社团、Honeycome学习组织、Hackton、4IR共同教科、HATCH Synergy School、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PT讲座 媒体制作支援

资格证 人工智能 大数据 信息处理师 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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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观光学院

旅游管理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旅游管理学科 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培养外语能力 : 包括旅游英语会话在内的外语能力的提高，是准备就业的最重要的因素。

2.  和教授进行共同研究 : 通过与教授的共同研究，体验旅游领域的实务，提高实力对就业有
很大的帮助。

3. 一定要去现场实习 : 请务必体验产业体的现场实习。 体验一下自己的适应性，
亲身体验一下在现场所需要的资格. 现场实习可以去很多领域。

前途发展领域 旅行社 酒店/ 
度假村

航空公司 
地勤人员 空乘人员 旅游翻译 

导游
旅游领域
公务员

国外旅游 
领队 旅游教师 活动 策划

公司 旅游 研究院

各领域工作内容

开发针对不同地区/
不同时期/不同对象
的旅行商品, 顾客管

理与接待

酒店及度假村
经营管理 普通职

位, 卖场、
客房管理宣传、

营销业务

航空公司休息室
和出入境管理、
登记柜台、随

身行李、预约发
票、营销服务支
援中心管理 等

机内设施是否异
常及清洁状态管
理、机内用品整
理、顾客接待、
乘客安全管理、

机内服务

访问国内的外国
人及海外旅行

国内人为对象介
绍与提供信息、

提供当
地服务等业务

地方自治团体、
国营企业、

政府捐助机关
等旅游开发、
营销等旅游专
门领域业务

国内人海外旅
游带队、

提供当地服
务、文化传

递、整个旅行
的各种业务

中,高等学校
旅游教师

制定活动企划书及
实行具体业务、

承办会议、
营销

制定旅游开发、
旅游振兴、

居民教育等，
旅游活性化的各种计

划与可行性 研究

学科

必修 科目 旅游学原论、旅游法规、旅游营销、旅游产业论、旅游英语会话、旅游开发创业、旅行社经营实务

推荐 科目

文化的理解、旅游
外语、庆典活

动论、航空预约发
票实习旅游经营论
旅游故事、旅游

史、旅游政策论、
服务管理论、
旅游行为论

文化的理解、
旅游外语、

MICE产业论、
旅游经营论、
旅游行为论、
服务管理论、

旅游外语、
服务管理论、

航空顾客满意经
营论、旅游经

营论、航空预约
发票实习、

文化旅游论、
旅游行为论

文化旅游论、
文化的理解、
旅游外语、
航空顾客满
意经营论、
形象宣传、
国际礼仪

文化旅游论、
文化的理解、
旅游资源论、
旅游外语、
国外旅行领

队业务

文化旅游论、
旅游资源论、
MICE产业论、
庆典活动论、

旅游故事、旅游史
旅游内容规划论、
总体旅游项目、
旅游休闲论、

文化观光综合设计

文化旅游论、
文化的理解、
旅游故事、

旅游资源论、
旅游史、

服务管理论、
旅游外语、

国外旅行领队
业务

旅游教育论、
旅游行为论、
旅游教材研

究、capstone
设计、旅游休闲

论、旅游史
文化旅游论

文化旅游论、
旅游资源论、
MICE产业论、
庆典活动论、

绿色旅游创业、
旅游内容、
规划论、

总体旅游项目
文化观光综合设计

旅游行为论、旅游 资
源论、旅游学研究方
法论、庆典活动论、
旅游内容规划论、

总体旅游项目、旅游
休闲论、顶点设计、
文化观光综合设计、
旅游故事、旅游史

非教科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主题标签、 JJ职务指导 Day、 青年职业指导(CAP+)、 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计算机业务、 企业&职务 分析班、 自我介绍书 完成班、 自我介绍书 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 面试演讲提升班、 面试能力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 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

就业社团、SMAT(服务经营资格) A、B模块、大数据-营销(Google Analytics)、海外就业学院、海外就业社团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殊型 J-cube 创业营、全罗北道实验室创作网研讨会

LINC+ 现场实习、CAPSTONE设计、就业工作强化计划、企业现场探访、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资格证
TOPAS(GOLD)

国内导游、
国外旅行领队

国内导游、
预约发票CRS

预约发票CRS
ESPT3级

ESPT3级
翻译导游、

国外旅行领队
计算机应用能力 

1, 2级
翻译导游 教师资格证 会议策划师2级

计算机应用能力 
1, 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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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观光学院 

餐饮产业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餐饮产业学科 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取得厨师资格证: 通过学科及非教科项目取得符合职业前途的资格证、有助于就业.

2.  社团活动: 在多样的社团中、通过进行符合自己前途和兴趣的社团活动、进行专业课程
中没能做的各种实习、有助于提高实力.

3. 参加大会活动与大奖赛: 参加各种大会与大奖赛、积累经验、提高就业竞争力.  

前途发展领域 餐饮CEO 酒店 Chef 糕点面包师 咖啡师 品酒师 餐饮推销员 美食清单 餐饮  新闻记者 餐饮 R&D 监管管理层

各领域工作内容

厨房运营与大厅管
理及各领域的体系确
立、打造高校 生产

性的环境及人才培养
等业务

包括点菜、厨房
管理、菜单开发
等在内、负责

厨房的所有运营
业务

制作面包、蛋
糕、饼干、巧
克力等多种甜
点、开发新的
糕点面包菜单

选择好的咖啡
豆、使用烘培
和手冲咖啡机
制作出最好的

咖啡

专业服务葡萄
酒、推荐与饮
食相配的葡萄
酒、管理葡萄

酒的业务

餐饮企业市场调
查、探索、促销

业务、了解顾客动
向、探索销售增进
方案、外部企业共

同连接业务

为了实际吃饭或
放送与拍摄广

告、摆放食物、
饮料和各种餐

具、设计和演绎
餐桌空间的工作

餐饮业的趋势与
美食店还有料理
烹饪法等的采访
和制作、出版餐
饮业杂志的业务

餐饮相关食品公司
与餐厅的菜单研究

到开发业务

提供彩色疗法总部的
经营手册及配方、加
盟店运营管理及新店

开业指导等业务

学科

必修 科目 烹饪科学、餐饮产业论、餐饮烹饪的理解、菜单管理论、餐饮消费者行为论、餐饮成本管理、食品卫生学

推荐 科目

东洋烹饪、 西洋烹
饪、全球韩国烹饪、
意大利菜单实习、餐
饮业创业论、餐饮

商品策划、餐厅经营
论、企业家精神和特
许经营、餐厅服务业
务、饮食文化的理解
与评论、厨房管理
论、食品与营养学

东洋烹饪、西洋
烹饪、全球韩国
烹饪、意大利

菜单实习、饮食
文化的理解与评
论、 厨房管理

论、食品与营养
学、服务实务英
语(1)、(2)、餐厅

服务实习

制作面包实
习、糕点及甜
点实务、餐厅
经营论、餐饮
商品策划、厨
房管理论、食
品与营养学、
餐饮商品策

划、餐厅服务
实习

服务实务英语
(1)(2)、服务

礼仪和形象、
咖啡师实务、
餐饮业创业
论、 厨房管

理论、食品与
营养学、餐饮
商品策划、餐
厅服务实习

服务实务英语
(1)(2)、服务礼
仪和形象、侍
酒师实务、造
酒饮料论及实
习、 厨房管

论、食品与营
养学、餐厅服

务实习

餐饮商品策划、餐
饮服务营销、餐饮
业创业论、餐厅经
营论、餐厅服务实
习、服务实务英语
(1)、(2)、饮食文
化的理解与评论

东洋烹饪、西洋
烹饪、全球韩国
烹饪、咖啡师实
务、制作面包实
习、糕点及甜点
实务、意大利菜
单实习、咖啡师
实务、餐桌搭配

餐厅经营论、
服务礼仪和形

象、餐厅服务实
习、 餐饮业创

业论、服务实务
英语(1)、(2)、餐
饮调查方法论、
餐饮研究与研讨
会、饮食文化的

理解与评论

东洋烹饪、西洋
烹饪、全球韩国烹
饪、咖啡师实务、
意大利菜单实习、
造酒饮料论及实
习、餐饮商品策

划、饮食文化的理
解与评论、餐厅经
营论、餐厅服务实
习、厨房管理论

东洋烹饪、西洋烹
饪、全球韩国烹饪、
意大利菜单实习、餐
饮商品策划、餐厅经
营论、服务礼仪和形
象、企业家精神和特
许经营、服务实务英
语(1)(2)、餐饮服务
营销、餐厅服务实
习、厨房管理论

非教科 增强烹饪能力 增强
烘焙力量 增进食品饮料力量 流通

营销理解
增强餐饮
营销能力

增强烹饪能力、
增强餐饮营销能力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主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计算机业务、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书完成班、自我介绍书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能力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营、全罗北道实验室创作网研讨会

LINC+ 现场实习、CAPSTONE设计、就业实务强化项目、企业现场探访、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印花疗法

资格证

SMAT
(服务经营资格)、
烹饪师资格证、

餐饮经营管理师、
卫生师

韩食、西餐、
日食、中式、

烹调师、
卫生师

糕点、面包烹
饪技师、蛋糕
资格证、巧克

力资格证

咖啡师
资格证 1级、

2级

侍酒师
资格证、
调酒师

SMAT(服务经营资
格)、CS Leaders
(管理师)、流通管
理师、物流管理
师、 餐饮经营管

理师、烹饪师

烹饪师
资格证

计算机相
关资格证、

GRQ PS资格证

烹饪师资格证、
计算机相

关资格证、
SMAT(服务经营

资格)

烹饪师资格证、
餐饮经营管理师、

流通管理师、
卫生师、SMAT
(服务经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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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产业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时尚产业学科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培养计算机程序应用能力. 根据自己的发展方向、要学会自由操作

Photoshop、Illustrator、Excel等程序.
2. 提倡社团活动: 学科内多样的社团活动对强化实务能力及集团活动有很大的帮助很大.
3.  提倡考取资格证: 通过学科和就业支援室的比较课项目、取得符合自己前

途的资格证有助于就业.

前途发展领域 时尚企划
MD

时尚宣传/
营销

时尚生产
MD

时尚买手
MD

时尚营业
MD VM 美容师 模型师 形象设计师 时尚设计师

各领域工作内容

决定时尚商品的
种类和数量、管理
生产商品的销售
额和库存等业务

通过赞助、
活动等企划和实
施时尚品牌宣

传和营销的业务

时尚产品质量
好、 以便在合

适的时候生产、 
进行管理

甄别销售给消
费者的商品、

决定商品种类和
数量的业务

为了时尚
商品卖得好、
管理店铺的

业务

为了时尚商品
畅销、企划和构成
卖场空间的业务

卖场向顾客提供
时尚商品信息、
带动顾客购买

业务

为了能把服装
设计师的设计制
作成商品、用图
案制作的业务

时尚、广播、电影等
领域时尚造型的企划

和执行业务

可以引领潮流 
设计符合潮流的时

尚产品的业务

学科

必修 科目 设计和色彩、服饰设计、智能服装设计、图案设计(1)、韩国服装构成、纤维材料学、时尚营销、传统服装设计、创作服装设计、时尚材料设计、企业现场实习

推荐 科目

颜色企划
和产品开发、

时尚材料企划、
时尚材料设计、

时尚材料
和技术事业化

时尚社会心理、
时尚信息分析、
时尚智能零售、
时尚商品企划

颜色企划和
产品开发、

韩国服饰产品、
时尚文化产品、

西洋服饰文化史、
时尚社会心理、
时尚信息分析、
时尚智能零售、
时尚商品企划、

时尚VMD

颜色企
划和产品开发、
图案设计(2)、
服装生产及

CAD、
时尚材料设计、

时尚材料
和技术事业化、
传统服装产品

开发

时尚社会心理、
时尚材料企划、

时尚材料
和技术事业化

时尚信息分析、
时尚智能零售、
时尚商品企划、

时尚VMD

时尚社会心理、
时尚信息分析、
时尚智能零售、
时尚商品企划

时尚 VMD

颜色企划和
产品开发、

韩国服饰产品、
时尚文化产品、

西洋服饰文化史、
时尚社会心理、
时尚信息分析、
时尚智能零售、
时尚商品企划、

时尚VMD

颜色企
划和产品开发、
图案设计(2)、

时尚社会心理、
时尚信息分析、
时尚智能零售、

时尚VMD

时尚平面绘图、
时尚款式绘画、

设计CAD、
图案设计(2)、
立体裁剪、
服装生产及

CAD、
时尚材料企划、
时尚材料设计

颜色企划和产品开发、
时尚插画、时尚款式绘
画、韩国服饰产品、时
尚文化产品、西洋服饰
文化史、 时尚社会心

理、时尚商品企划、时
尚作品集、立体裁剪、

图案设计(2)、
传统服装产品开发

时尚平面绘图、 
时尚插画、立体裁剪、
颜色企划和产品开发、
时尚款式绘画、图案设
计(2)、设计CAD、韩国
服饰产品、时尚文化产
品、西洋服饰文化史、
时尚材料企划、时尚材
料设计、传统服装产品

开发、时尚作品集

非教科 调色师资格证班、美容师资格证班、全球时尚进修、毕业作品时装秀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主题标签、JJ职务指导 Day、青年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 计算机业务、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书完成班、自我介绍书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能力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开放型创业专题讲座(创业夏令营)、量身定做的创业教育、创业社团

LINC+ 现场实习、CAPSTONE设计、就业实务强化项目、企业现场探访、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服务学习、现场体验、黑客马拉松、就业组合、全球研讨会、Adventure Design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PT讲座、媒体制作支援节目、
媒体力量强化教育

PT讲座、媒体制作支援节目、
媒体力量强化教育 彩色疗法

PT讲座、媒体制作支援节目、媒体力量强化教育

彩色疗法 彩色疗法

资格证

服装师、
MOS、ITQ、

信息技术资格、
计算机应用能力

美容师

服装师、
韩服计师、

MOS、ITQ、
信息技术资格、
计算机应用能力

流通管理师、
MOS、ITQ、

信息技术资格、
计算机应用能力

调色师、
美容师、

MOS、ITQ、
信息技术资格、
计算机应用能力

 美容师、
GTO PS&插画师、
ACA、电脑绘图

技术师

调色师、
美容师

美容师、
服装师

调色师

时装设计师、
调色师、GTO PS&
插画师、ACA、

电脑绘图技术师、
电脑时尚设计运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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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食料理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韩食料理学科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培养外语能力: 韩食世界化带来的全球就业现场正在扩大. 

每个人都掌握一个有自信的外语吧。
2. 提倡社团活动 : 学科内外多样的社团活动对参加各种竞赛及集团活动的经验有很大的帮助。
3.  提倡考取资格证: 通过学科和就业支援室的比较课程、取得符合自己前途的专

业资格证和计算机应用资格证有助于就业。

前途发展领域 进军海外的
韩食厨师

国内外特级
酒店厨师

餐饮企业及韩
餐厅厨师 中等厨师 食品公司及餐饮

企业研发组

食品公司及餐饮企业
质量及生产管理、
开放式备用产品

料理教育机构
讲师及料理研

究家

料理内容媒
体编辑 餐厅创业顾问 营养师

各领域工作内容

驻外公馆官邸
厨师及海外韩
餐厅的年会谈
堂烹饪及韩食
宣传活动业务

特级酒店内各
营业场所的烹
饪、宴会活动

业务

各餐厅的概念和
符合顾客需求的
菜单制作及烹

饪、顾客接待、
卖场管理业务

接受烹饪教职后、如
果通过中等教员聘用
考试、将负责全国烹
饪高中及实业蟹高中
烹饪课程教师的工作

食品公司和餐饮企业
的菜单及产品开发和

管理业务

食品公司和餐饮企业产品
生产及产品质量管理和店

铺开业的支援业务

以烹饪教育为目
的的机构的烹饪
课程及研究工作

料理杂志及料
理专门广播、
新闻报道编辑

业务

餐厅创业的菜
单开发及厨房管
理、卖场管理咨

询业务

医院、产业体、学
校、保健所、儿童
供餐管理支援中心
等不同对象的供餐
和营养管理业务

学科

必修 科目 韩国烹饪、韩国饮食文化与内容、K-Food设计、食品学、营养学、烹饪科学、宫廷饮食实习、韩餐风格、毕业作品

推荐 科目

基础烹饪实务、外国烹饪、糕饼和饮料实习、
中国烹饪实习、日本烹饪实习、糕点面包实习、乡土饮食实习、
韩餐馆菜单开发、古饮食书研究与实习、传统酒和红酒实习、

厨房管理实务论、韩餐厅创业及经营、餐饮服务英语

食品卫生、食品加工、实验烹饪、食品商品开
发、基础烹饪实务、外国烹饪、糕饼和饮料实

习、中国烹饪实习、日本烹饪实习、糕点面包实
习、乡土饮食实习、传统酒和红酒实习、厨房管
理实务论、韩餐厅创业及经营、餐饮服务英语

基础烹饪实务、外国烹饪、
糕饼和饮料实习、中国烹饪实习、
日本烹饪实习、糕点面包实习、

乡土饮食实习、韩餐馆菜单开发、
古饮食书研究与实习、

传统酒和红酒实习、厨房管理实务论、
韩餐厅创业及经营、餐饮服务英语

基础烹饪实务、
外国烹饪、糕点面
包实习、营养学、
食品学、食品加

工、韩国烹饪、包
餐、食品卫生包餐 包餐 烹饪教育论、烹饪

教材、研究及指导法 韩餐馆菜单开发

非教科
海外厨师

韩餐厨师养成
教育

韩食菜单
R&D教育

韩食菜单
R&D教育、

观感评价教育、
HACCP教育

观感评价教育、
HACCP教育、

食品包装及保质期教育

韩食菜单
R&D教育

韩食菜单
R&D教育

韩食菜单
R&D教育、

观感评价教育、
HACCP教育

HACCP教育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主题标签、JJ职务指导 Day、青年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 计算机业务、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书完成班、自我介绍书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能力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营、全罗北道实验室创作网研讨会

LINC+ 现场实习、CAPSTONE设计、就业实务强化项目、企业现场探访、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服务学习、现场体验、黑客马拉松、就业组合、全球研讨会、Adverture Design、社区贡献项目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PT讲座、媒体制作支援项目、媒体力量强化教育
PT讲座、媒体制作支援项目、

媒体力量强化教育
彩色疗法、花疗法

PT讲座、媒体制作支援项目、
媒体力量强化教育

资格证

韩食、西餐、
日食、中式烹
调技师、糕点
及面包师、糕

点制作师

韩食、西餐、
日食、中式烹
调技师、糕点
及面包师、糕

点制作师

韩食、西餐、
日食、中式烹调
技师、糕点及面
包师、糕点制

作师

中等教师资格证、
韩食、西式烹调技

师、糕点及面包师、
糕点制作师

卫生师、
食品工程师、

韩食、
西式烹调技师

卫生师、食品工程师、
韩食、西式烹调技师

韩食、西餐、日
食、中式烹调技
师、糕点及面包
师、糕点制作师

韩食、西式烹
调技师、糕点
及面包师、糕

点制作师

韩食、西餐、
日食、中式烹调
技师、糕点及面
包师、糕点制

作师

营养师、卫生师、
韩食、西式烹调技
师、糕点制作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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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经营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酒店经营学科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培养外语能力: 作为全球酒店、为了具备竞争力、外语能力(尤其是英语) 是必不可少的。

2.  现场实务能力很重要: 酒店业界的工作经验非常重要、在校期间在国内外酒店实习、
短期及长期现场实习、以及相关领域的兼职经验等都有很大的帮助。

3.  提倡考取资格证: 通过学科和就业支援室的比较课项目、
取得符合自己前途的资格证有助于就业。

前途发展领域 国内外酒店
(front-of-the-house部门)

国内外酒店
(back-of-the-house部门) 餐饮/航空/旅游领域企业 公共机构及协会

国家与民间研究所(协会)

各领域工作内容

Front-of-the-house 
部门是直接面对顾客、

提供顾客服务的专门部门、
细分为客房部门

(front office &housekeeping)
和食品饮料部门(food and beverage)

Back-of-the-house 部门是支援
front-of-the-house部门、

全面帮助酒店经营的部门、
具体分为人事部、销售部、

营销部、财经部、
采购部、设施部等

餐饮相关企业、
国内外航空公司及旅游企业

(旅行社、主题公园、
国际会议及展示产业相关企业等)

观光公社(韩国观光公社、
仁川观光公社、釜山观光公社等)、

观光文化相关公共机关、观光文化相关研究
所(韩国文化观光研究院等) 及相关领

域的民间协会(韩国旅行业协会、
韩国酒店业协会、韩国MICICE协会等)

学科

必修 科目
国际酒店礼仪、现代产业的理解、服务的理解、酒店经营论、食品饮料服务实习、客房管理、

酒店会计原理、酒店营销、酒店人力资源管理、酒店信息系统实务、酒店经营信息系统、酒店客观概论

推荐 科目

客房管理
酒店前台业务

食品饮料服务实习
酒类学

宴会及活动
酒店服务英语
酒店务实英语
酒店经营论

企业现场实习

酒店会计原理
酒店成本会计

酒店营销
酒店人力资源管理
酒店信息系统实务
酒店经营信息系统

酒店采购管理
酒店客户关系论 & 酒店消费者行为论

企业现场实习

外食产业的理解
文化和观光
会展产业论
餐厅经营论

现代产业的理解
观光法规

文化和观光
会展产业论
观光法规

酒店企业战略
酒店运营案例

现代产业连锁店
现代产业服务案例研究

非教科 海外就业社团(Go! Global)、英语会话班(AFR)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主题标签、JJ职务指导 Day、青年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 计算机业务、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书完成班、自我介绍书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书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能力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大学就业加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

创业支援团 初期创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营、全罗北道实验室创作网研讨会

LINC+ 现场实习、CAPSTONE设计、就业实务强化项目、机关现场探访、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心肺复苏教育

资格证 TOEIC、产业现场经验、MOS Master、SMAT(服务经营资格)



师范学院
职业规划图

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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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学院 

国语教育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国语教育学科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请参加假期师生陪同特讲：以学期中学习的专业课为基础、为教师聘用考试进
行实战练习。

2. 鼓励系内的社团活动：通过国语教育和我的社团活动来启发作为教师的适才。
3.  鼓励学习活动：前后辈之间、同事之间建立专业课程的学习团体、

相互共享、合作学习。

前途发展领域 中学韩语教师 外国人韩国语教师 公务员及
教育研究机构研究员 研究生院深造 教育、文化产业专家

各领域工作内容 中学韩语课的设计、实施、评价中学学生
的生活指导和咨询、学校行政工作

负责外国人为对象的韩国语教
育、为学习作为第二外语的韩
国语的教育执行韩国语教育对
象者的指导和商谈、对韩国文

化和韩国历史的指导

各级学校、教育厅及教育机关
的企划、经营、事业运营等教
育行政业务执行、政府及公共
机关的教育、企划、宣传、经
营、事业运营等一般行政业务

为进入学院教授(讲师)、专门研究员的
国语教育学及国语国文学深化领域的知

识、技术培养

履行中小学教育产业领域的讲师职
务、履行教育内容及教具制作业务

教育及文化产业领域的规划、
宣传、经营管理业务

学科

必修 科目 国语文学概论、国语学概论、国语教育论、国语课程教育论、沟通教育论、国语课程教材研究与指导法、国语史、国语逻辑与论述、文学教育论

推荐 科目

国语资料的理解、文学作品鉴赏与讨论、
国语教科书基础论述、现代小说教育论、
国语语法教育论、国语通史论、现代诗教
育论、国音韵论、读书教育论、古典散文
教育论、作文教育论、国语词汇论、现代
文学史、古典诗歌教育论、国语理论及论
述、文学教育论、现代语文教育论、中世
纪语文、语法、专业论、现代语文、专业
论、国语教育论、国语教育论、现代语文
教育论、语言教育论、国语教育论、国语

教育论、语言教育论

国语语法教育论、国语通史
论、国语运论、读书教育论、
媒体语言教育论、作文教育
论、国语词汇论、现代文学

史、国语逻辑及论述、文学登
陆论、国语语法教育练习、

国语教育练习、现代文学强读
研讨会

文学作品鉴赏与讨论、
国语教科书基础论述、现代小
说教育论、国语语法教育论、
读书教育论、媒体语言教育

论、古典散文教育论、作文教
育论、国语词汇论、古典诗

歌教育论、国语逻辑及论述、
文学教育论、中世纪国语语法
论、现代文学强读研讨会、

古典文学强读研讨会、
古典文学强读研讨会

国语资料的理解、文学作品鉴赏与讨
论、国语教科基础论述、现代小说教育
论、国语语法教育论、国语通史论、现
代诗教育论、国语韵论、 现代诗教育

论、国语韵论、读书教育论、古典散文
教育论、作文教育论、国语词汇论、现
代文学史、古典诗歌教育论、国语逻辑
及论述、文学教育论、中世纪国语语法
论、国语教育练习、国语语法教育练

习、现代文学强读研讨会、古典文学强
读研讨会、古典文学强读研讨会

国语资料的理解、文学作品鉴赏与
讨论、国语教科基础论述、现代

小说教育论、国语语法教育论、国
语通史论、现代诗教育论、国语韵
论、读书教育论、媒体语言教育
论、古典散文教育论、 作文教育

论、国语词汇论、现代文学史、古
典诗歌教育论、国语逻辑及论述、
文学教育论、国语语法教育练习、
国语教育练习、现代文学强读研讨

会、古典文学强读研讨会

非教科

教育服务活动、
宪国史检定能力考试特讲、

汉字检定考试特讲、
演讲、学习方法研讨会(CTL)

韩国语教员资格证特别讲座、
多文化利害关系专题讲座、韩
国语能力考试(TOPIK)讲座、基
础外语讲座(汉语、越南语等)

韩国史能力鉴定考试专题讲座
国家职务能力标准(NCS)

笔记讲座、ICT资格证特别讲座
研究方法论特讲

韩国史鉴定能力考试专题讲座、
汉字检定考试专题讲座、
国家职务能力标准(NCS)

笔记讲座、ICT资格证讲座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电脑实务、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完成班、自我介绍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术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韩国历史总决赛(1、2、3级)、NCS职业基础能力教育、公共企业综合NCS实战模拟考试

创业支援团 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基地

LINC+ 就业实务强化项目、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现场实习、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挽救生命的心肺复苏术术、PT讲座、媒体制作支援项目、媒体力量强化教育

资格证 初中语文正教师2级资格证
(教育部长官发行)

韩国语教员三级证书
(国立国语院院长发行)

读书指导师、
论述指导师者鉴定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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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学院 

英语教育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英语教育学科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请积极参与教育服务：开发未来教师应该具备的多样的资质、

并体验多样的学校现场、这是进入教师职业的必要条件。
2.  多体验外国文化：通过体验世界多样的文化来增长见识、这是作为世界市民

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3.  在现在这样的全球化时代、毕业后想要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的话、

那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前途发展领域 中学英语教师 公务人员 翻译 同译 航空公司乘务员 酒店经理

各领域工作内容

初中、高中生英语课程指导、
学习资料开发、通过咨询活动
实施人性指导及家长咨询、

与英语授课及学生指导相关的
计划制定及实行

在国家或公共机关从事与政府
固有行政业务相关的公务、

从事与政府业务相关的接收、
发放、制作文件等业务、

从事各种批准或检查、许可等
与政府行政执行相关的业务

将外文文书、
报告书或专业书籍翻

译成韩语或将韩语翻译
成外文的工作、对翻译内

容进行修改、补充、
校正等工作

负责把不懂我国语言
的外国人的话和文章用
我国语言传达、或者把

我国语言用外语传达的工作、
行商、学会等的同声翻译

就职于国内和国
际航空公司、飞行期间

负责客户的安全和服务。
要应付不同国籍和文化的人、
需要有高水平的国际竞争力、

包括英语水平

服务于宾馆、
度假村等住宿设施，

有直接接待顾客的服务职和负
责酒店行政的事务职， 
要求高水平的英语口才

和多样的行政能力

学科

必修 科目 英语阅读、英语作文、英语会话、英语语法、英美文化、英语教育学入门、英语学概论、英语学概论、英语语音韵论、英语逻辑及论述

推荐 科目

英语学习教育论
英语教学论

英语教材研究与指导法
英语系教育课程研究与开发

英语测评的实际
英语课业设计及实际操作

高级英语作文
高级英语阅读理解

高级英文法
英语通史论

英语的过去和现在
英语教育研讨会(1)

高级英语作文
高级英语阅读理解

英美小说理解与地图
英美诗的理解与地图

现代英语理解
英语教育研讨会(2)

英语收听和发音
英语语音音韵论
英语形态音韵论

英语美化论
英语的过去和现在

实用英语

英语收听和发音
高级英文法

高级英语作文
高级英语阅读理解
英语形态音韵论

实用英语

英语收听和发音
高级英语语法
高级英语作文

高级英语阅读理解
语用学英语的意义

实际实用英语

非教科
英语基础力量强化讲座、专业学业力量强化讲座、母语为英语的人视频英语课程、学校现场力量强化讲座、应对学校现场实习招聘现场教师特别讲座、聘用初试准备特别讲座、

公务员及公营企业就业前辈特别讲座、中等英语教师课堂表演和面试准备特别讲座、美国和加拿大姐妹学院的交换学生、假期短期海外英语进修计划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电脑实务、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完成班、自我介绍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术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韩国历史总决赛(1, 2, 3级)、NCS职业基础能力教育、公共企业综合NCS实战模拟考试

创业支援团 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基地

LINC+ 就业实务强化项目、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现场实习、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救生挽救生命的心肺复苏术、PT讲座、媒体支持项目、媒体技能培训

资格证
中学正式教师二级(

英语)资格证
公认英语考试成绩

(TOEIC考试等)

公认英语考试成绩
(TOEIC考试等)、

ITT 2级以上

公认英语考试成绩
(TOEIC考试等)、

旅游翻译顾问

公认英语考试成绩
(TOEIC考试等)、

CRS资格证、DSC资格证

公认英语考试成绩
(TOEIC考试等)、

旅游翻译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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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学院 

中等特殊教育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中等特殊教育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教育服务：在现场、作为助理教师、多见残疾学生、并教他们必要的知识。

通过来了解每一个残疾人的特点来积累经验。
2. 社团活动：院内外丰富的社团活动对于参加各种竞赛和团体活动有很大的帮助。
3.  考取资格证：通过学科和就业支援室的比较课程、

考取符合自己前途的资格证是对就业有帮助的。

前途发展领域 中学特殊教师 终身教育中心特殊
教师 行动康复专家 辅助工程师 残疾人雇佣公团职业

培训特殊教师 特殊体育教师

各领域工作内容

初中、高中障碍学生的教科书指导、
学习资料开发、

通过咨询活动等进行人
性指导及家长咨询

为成人期残疾人
提供个别才能开

发及与实际工作现场
相关的社会统合项目

开发并应用旨在
帮助残疾学生改
正行为的目的性
行为治疗计划

为残疾学生减轻日常生活和
教育环境中身体和精神上的困

难、提供开发、评估、
安装和维护的工程仪器

根据残疾人个别的特点、
实施岗位培训、社会性培训
等、通过有系统的职业培训

支持残疾人成功就业

为有运动障碍的残
疾儿童制定并提供
专门的教育项目。

学科

必修 科目 对弱智学生的教育、对自闭症学生的教育、盲人教育、聋哑学生教育、残疾学生教育、残疾学生学习教育、沟通障碍学生教育、情绪和行为障碍学生的教育、中道重复障碍学生的教育

推荐 科目

特殊教育课程教育、中等特殊课程教学
研究与指导法、行为修正实习、特殊教
育对象学生诊断评估、个性化教育计划
运作与实践、残疾学生综合教育论、

特殊班级管理论

行为矫正实习、特殊教育
对象学生诊断评估、

个性化教育计划运作与
实际、残疾学生综合教育
论、残疾学生转换教育

残疾人福利论、行为修
正实习、行为障碍诊断
与评价、日常生活行动
支持、积极行动支持、

行动康复现场实习

残疾人福利论、
行为障碍诊断和评估、
日常生活行为支持、
补充或替代沟通、

残疾人设施、

中等特殊科目教材研究及指
导法、行为修正实习、特殊
教育对象学生诊断及评价、
个性化教育计划运营及实
际、残疾学生综合教育论

特殊教育课程教育、
中等特殊教材研究及指导法、

行动修正实习、
个性化教育计划运营及实际、

行为障碍诊断及评价

非教科
师生同行专题讲座、任用考试专
题讲座、 授课演示及面试讲座

残疾人体育指导师专题
讲座、Bochia讲座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 IUP电脑实务、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完成班、
自我介绍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术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韩国历史总决赛(1、2、3级)、NCS职业基础能力教育、公共企业综合NCS实战模拟考试

创业支援团 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

特色化
多文化-残疾人地区社会

连接问题发掘(MOU)

残疾学生健康生活实验室项目、 
残疾学生健康生活实验室项目、

社会健康基础深化计划

残疾学生健康生活
实验室项目

残疾学生健康生
活实验室项目、

身体健康生活指导师社团、

LINC+ 就业实践力量增强计划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Service Learning、PBL(Problem-Based 
Learning), TBL(Team-Based Learning), 

Hands On Steps、NIE(Need to 
Improve Education)、授课外专业深化
学习聚会、提高在校生职务能力特讲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 TBL(Team-

Based Learning),
Hands On Steps,
Service Learning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

TBL(Team-Based 
Learning)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
TBL(Team-Based Learning)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

TBL(Team-Based Learning),
Hands On Steps,
Service Learning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

TBL(Team-Based Learning),
Hands On Steps,
Service Learning

资格证 中级特殊教师二级
中等特殊教师2级(选择)

终身教育师
中等特殊教师2级

(必需)、行动康复专家

残疾人体育指导师二级
中等特殊教师2级(必需)

辅助工程师
中级特殊教师二级

中等特殊教师2级(必需)
残疾人体育指导师二级

青少年体育指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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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学院 

韩文教育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韩文教育学科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请多读些与专业相关的人文类书籍，对专业的理解也容易、同时对生活有一种

修养。

2. 不懂的韩文一边读专业文本一边单独整理，不要想着先学好韩文再读文章。

3. 读韩文时请一个字一个字地按着结构来读。

前途发展领域
韩文教育

韩文古典翻译
新闻、出版、文化

中学韩语教师 教授 媒体
(记者、PD、作家)

出版
(作者、出版人)

文化艺术
(学艺师、策展人) 文化内容开发者

各领域工作内容
初高中生的学习指导
初高中生的生活指导

开发学习资料

古典汉语教学
韩文古典相关研、

在校生生活及
人性指导

翻译古典文学、史学、
哲学相关地韩文

整理韩文古典资料
(正本化-标点、校验)

用正确的语言报告事
实 利用古典文本的

广播创作

以正确的语言表达能
力为基础的有品位的出

版制作

文、史、哲
综合知识文化规划

人文旅游内容开发
汉字教育内容开发

根据读者重新翻译韩文经典
韩文古典文学作品创作

地方自治团体提议文化事业创意

学科

必修 科目 基础韩文、韩文阅读入门、韩文学概论、韩文语法、青少年前途地图及咨询、韩文教科基础论述、汉诗选读、历代散文选读、
韩文小说选读、京书选读、韩文学史、韩文教科教材研究及指导法、 韩文教科教育论、韩文逻辑及论述

推荐 科目 文字学概论、韩文故事成语的理解、中庸精读、朝鲜韩文学史、数码时代的韩文翻译、韩文和教育课程授课论、白话文选读、中国汉诗选读
历史文献选读、韩国近代散文选读、韩国古代散文选读、经典讲读、徒子选读、经学思想指导论、韩国人性教育论、韩国文学批评、韩国诗画、韩中文学交流史

非教科

私塾投入教育、专业对口就业教育、
Hunjanggol Inseong Academy、学术节、

运动会、随师专题讲座、师兄弟正规
教课聚会、学术实地考察、课外深化专

业学习班、毕业生前辈专题讲座、
录用考试二次讲座、小型录用考试

私塾投入教育、专业对口就业教育、 
Hunjanggol Inseong Academy、

学术节、体育大会、师生同行讲座、 
前后辈间的正规教科书学习聚会、

学术考察、 授课外专业深化学
习聚会、毕业生前辈特讲

私塾投入教育、专业定制型就业教育、
Hunjanggol Inseong Academy、学术节、体育大会、师生同行讲座、 

前后辈间正规课程学习聚会、学术考察、
授课外专业深化学习聚会、毕业生前辈特讲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电脑实务、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完成班、自我介绍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术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韩国历史总决赛(1, 2, 3级)、NCS职业基础能力教育、公共企业综合NCS实战模拟考试

创业支援团 初期就业套餐、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基地

LINC+ 就业实务强化项目、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现场实习、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挽救生命的心肺复苏术术、PT讲座、媒体制作支援节目、媒体力量强化教育

资格证

中学正教士2级(韩文)、
韩文级数资格证、

韩文指导师资格证、
读书指导师资格证、

韩国历史能力资格证、 
HSK(中文)等

硕士博士学位、韩
文等级证书、中等
学校正式教师二级
(韩文)、阅读指导

师资格证等

韩文等级证书、
阅读指导师资格证、

HSK等

韩文等级资格证、
韩文指导师资格证、
TOPIK(韩语能力资
格证)、HSK(汉语

)韩国史能力资格证
计算机能力资格证

TOEIC·TOEFL

韩文等级资格证、
韩文指导师资格证、
TOPIK(韩语能力资

格证)、HSK(汉语)、
韩国史能力资格证、
计算机能力资格证、

TOEIC·TOEFL

硕士·博士学位、正
学士资格证、韩文等
级资格证、韩文指导
师资格证、HSK(汉

语)、TOEIC·TOEFL、
计算机能力证书等

韩文等级资格证、韩文指导师
资格证、阅读指导师资格证、

TOPIK(韩语能力资格证)、
HSK(汉语)、TOEIC·TOEFL、

计算机能力证书、
韩国史能力资格证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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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学院 

家庭教育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家庭教育学科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鼓励进行教育服务：在现场作为辅助教师、多与学生见面、多教学生、

在实际教育现场体验。
2. 建议学科比较课程：教授们亲自进行的就业相关课程、

根据学生的要求也会开设课程。
3. 鼓励导师-导师活动：为了专业学习、请积极利用和系前辈们的

导师活动及就业的毕业前辈们的导师。

前途发展领域 初中家庭教育教师 保育教师 健康家庭师 饮食教育专家 色彩专家、
个人色彩协调员

各领域工作内容 中学家庭教学专家

在国家和私人保育机
构中提供婴幼儿咨询和教育、

开发和运营婴幼儿
教育计划的专业人士

健康家庭事业的传播者、
运营、提供及发展服务的健

康家庭支援中心

膳食教育专业人员、
包括营养教育、营养咨询、膳食教

育和管理、膳食管理等

帮助理解人类各发展阶
段的特点和服装的社会功能、
通过服装形成正面的自我认

同感的专业人士

学科

必修 科目 保育过程、家庭教育论、营养学、健康家庭论、家庭经营、衣服材料和管理、居住学、家庭学、家庭生活和福利、家庭教科教育论、家庭教材研究及指导法、家庭逻辑及论述

推荐 科目

家庭教育论、营养学、
健康家庭论、家庭经营、服装材料

与管理、居住学、家庭学、
家庭课程教育论、家庭课程教材研
究及指导法、家庭逻辑及论述、

保育课程、家庭生活与福利

保育过程、保育学概论、
婴幼儿发展、

儿童管教与行为研究、
父母教育论

健康家庭论、家庭商谈、
家庭生活教育、家庭学、

保育学概论、家庭经济学、
居住学、父母教育、

家庭生活和福利

营养学、韩国烹饪、
食品学、烹饪科学、

特殊营养过食疗法实习、
营养教育及咨询实习、

饮食管理学

服装材料与管理、
服装设计与构成、
服饰社会心理、
服装管理与环境

非教科
录用考试专题讲座、
家教前辈专题讲座

保育教师资格证特别讲座、现场保
育教师前辈特别讲座、访问幼儿园

及相关机构

健康家政师资格证特别讲座、 
现场健康家政师前辈讲座

营养教育及咨询讲座、 
现场营养师前辈讲座

彩色师资格证、 
特讲专业彩色导师资格证特讲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电脑实务、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完成班、自我介绍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术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韩国历史总决赛(1, 2, 3级)、NCS职业基础能力教育、公共企业综合NCS实战模拟考试

创业支援团 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基地

LINC+ 就业实务强化项目、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现场实习、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挽救生命的心肺复苏术、PT讲座、媒体支持项目、媒体技能培训、

资格证 中等家庭教师二级证书 保育教师二级证书 健康家庭师资格证
厨师、 

卫生师资格证
色彩师、

个人色彩协调师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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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学院 

科学教育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科学教育学科指导教授给的专业TiP3

1. 记住专业(物理、化学)课本、只有学好专业(物理、化学)才能教人。

2. 学院实验室或实验室的经验：不仅是专业学习、对学校生活全局也有很大帮助。

3. 记住韩语和英文句子、学习专业的时候很多其他方面的帮助。

前途发展领域 中学科学教师 进研究生院深造 研究员 教育公务员 一般企业

各领域工作内容

中学科学(物理、
化学)通过开发课程

指导及实验教学资料、
开发符合尖端社会的课程

教育研究所、探索融合
研究所、农业生命研究生院

升学获得硕士学位、
博士学位

在韩国科学技术院、
探索技术院等工作、从事研究、

攻读硕士或博士

隶属于教育机构、
负责计划、

运营教育课程和评价工作

在科学(物理、化学)
相关企业就业或一般企业就业、

从事市场营销、行政业务

学科

必修 科目
物理：一般物理学与实验(1,2)、计算物理、力学、现代物理学、热与统计物理、波动与光学、电磁学、量子力学、物理教育实验

化学：普通化学与实验(1,2)、物理化学(1,2)、有机化学(1,2)、无机化学(1,2)、分析化学(1,2)、物理化学实验、分析化学实验、无机化学实验、有机化学实验

推荐 科目

科学教育论、物理、
化学课程教育论、

物理、化学教材研究与指导法
物理、化学逻辑与论述

力学(2)、波动与光学(深化)、
电磁学、粒子物理学、

量子物理、高级有机化学、
有机光学、高级物理化学、
物理有机化学、仪器分析

力学(2)、波动与光学(深化)、
电磁学、粒子物理学、

量子物理、高级有机化学、
有机光学、高级物理化学、
物理有机化学、仪器分析

科学教育论、
物理、化学课程教育论、

物理、化学教材研究与指导法

物理、
化学逻辑与论述

非教科
录用考试专题讲座、
观摩现任教师教学、

前辈讲座
研究生专题讲座 研究员专题讲座 前途与就业专题讲座 前途与就业专题讲座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电脑实务、
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完成班、自我介绍深化班、线上自我介绍术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

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韩国历史总决赛(1, 2, 3级)、NCS职业基础能力教育、公共企业综合NCS实战模拟考试

创业支援团 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基地

LINC+ 就业实务强化项目、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现场实习、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挽救生命的心肺复苏术、PT讲座、媒体支持项目、媒体技能培训、

资格证
中等物理、

化学教师二级资格证书
硕士-博士学位 硕士-博士学位 教育行政职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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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学院 

数学教育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数学教育学科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鼓励做教育服务：作为预备数学教师、在学校现场帮助学习数学、培养教学能力。

不仅是中等数学的理解、还有机会把数学教育的理论应用到实际中去。
2. 鼓励学习活动：请和系内的同事或者前后辈一起做学习活动。

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提高教学学习能力。
3. 坚持进行与专业学习相关的读书活动：不仅可以理解专业内容、

还可以增长老师必要的教养知识。

前途发展领域 国公立中等学校教师 民办中学数学教师 数学专业领域的教授
数学教育相关公务员
(统计厅、奖学士、

教育行政职等)

数学专业
(金融、IT、专利代理人、

会计师等)

各领域工作内容
中等、高中生的教科指导、 

开发学习资料、教学-学习能力培养。 
青少年咨询活动、人性及前途指导

培养符合史学建校理念的人才
中学生的教学指导

教学能力指导、人格与前途指导

未来社会所必需的基础
科学研究活动

数学深化研究及论文写作

与数学教学相关的工作
国家机关和教育厅工作

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必要工作

第四次工业革命
时期金融科技领域及
数学基础专业业务

学科

必修 科目
基础数学与实践(1)、微积分与实践(1)、解析学、线性代数、微分几何、复解学、现代代数学、拓扑数学、

概率和统计、数学课程教育理论、数学课程教材研究与指导方法、数学逻辑与论述

推荐 科目

集合与逻辑、基础数学与实践(2)、
整数论、一般几何、微积分和实践(2)、
数学问题解决方法论、解析学(深化)、

实用数学、微分几何(深化)、
数学学习心理学、复数解学(深化)、
现代代数学(深化)、组合与图论、

拓扑学(深化)、代数教育、解析学教育、
拓扑学教育、学校数学教育

集合与逻辑、基础数学与实践(2)、
整数论、一般几何、微积分及实践(2)、
数学问题解决方法论、解析学(深化)、
微分几何学(深化)、数学学习心理学、
现代代数学(深化)、组合及图论、拓扑

学(深化)、代数学教育、
拓扑学教育、学校数学教育

集合与逻辑、基础数学与实践(2)、
整数论、一般几何、微积分及实践(2)、
数学问题解决方法论、解析学(深化)、
微分几何学(深化)、数学学习心理学、
现代代数学(深化)、组合及图论、拓扑

学(深化)、代数学教育、
拓扑学教育、学校数学教育

集合与逻辑、
基础数学与实践(2)、
整数论、一般几何、
微积分和实践(2)、

解决数学问题的方法论、
组合与图论

集合与逻辑、
基础数学与实践(2)、
整数论、一般几何、
微积分和实践(2)、

数学问题解决方法论、
解析学(深化)、

实用数学、组合和图理论

非教科

师生同行讲座、教育实习、 
教育服务活动、学习研究活动、 
教师聘用考试准备模拟考试、 

数学课读书活动、 模拟授课能力
开发项目、实习前教育、特邀讲座

师生同行讲座、教育实习、 
教育服务活动、学习研究活动、 
教师聘用考试准备模拟考试、 

数学课读书活动、 模拟授课能力
开发项目、实习前教育、特邀讲座

师生同行讲座 数学竞赛
数学课读书活动
学习研究活动

野外专业体验学习项目、
学科社团活动、 特邀讲座

师生同行讲座、助学活动、 
野外专业体验学习项目、

数学课读书活动、 
学习研究活动、 
学科社团活动

师生同行讲座、助学活动、 
野外专业体验学习项目、

数学课读书活动、 
学习研究活动、 
学科社团活动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前途专题标签、JJ职务指导Day、青年层职业指导(CAP+)、青年就业力量(收听)、SKII UP电脑实务、企业&职务分析班、自我介绍完成班、
自我介绍深化班、  线上自我介绍术咨询、面试演讲提升班、面试力量强化教育/Untact招聘对比面试教育、就业夏令营、在校生长期咨询(star-KING)、

大学就业+中心支持者、就业社团、韩国历史总决赛(1, 2, 3级)、NCS职业基础能力教育、公共企业综合NCS实战模拟考试

创业支援团 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基地

LINC+ 就业实务强化项目、创业讲座、创业社团、创业夏令营、现场实习、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挽救生命的挽救生命的心肺复苏术术、PT讲座、媒体支持项目、媒体技能培训、

资格证
中等数学二级正式教师资格证

韩国史三级资格证
(教师录用考试报名条件)

中等数学二级正式教师资格证
韩国史三级资格证

(教师录用考试报名条件)
硕士、博士学位证

社会调查分析员(二级)等
各专业领域所要求的资格证

信息通讯技师资格证等
各专业领域所要求的资格证



未来融合学院
职业规划图

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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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经营金融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前途发展领域 设计思维
生活实验室执行师

社会经济企业及
小企业创业及就业

SNS设计及 
社会设计专家 社会风险创业 中企、国企,

金融机关 就业 创业及经营顾问

各领域工作内容
站在顾客立场上创新

发掘与促进创意
实现社会价值及经济价

值的创业支援
发掘及促进共同体主

导的 事业
运用新技术解决社会

问题的创业支援
社会公益工作、

商品计划及宣传工作
解决创业者与经营

者面临的问题、及咨询

学科

必修 科目 企业家精神和伦理经营、逻辑问题解决、经营学入门、设计思维、经济行为的心理理解、生活实验室项目、创业生活实验室、可持续发展的理解

推荐 科目

社会价值服务学习、
设计上创新设计、

行为经济学和品牌经营、
第四次产业革命和创业、

合作性组织设计、
创业商业模式、

SNS营销

文化和市场经济的理解
,经营学入门、第四次产业革命
和创业,社会价值服务学习、

企业家精神和伦理经营,广告和
讲故事、合作的组织设计、

全球经营与公平贸易、
行为经济学与

品牌经营、合作社论、
社会企业与社交平台、
SNS营销、金融科技

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理解、
社会价值服务学习、
合作性组织设计、

设计思维中Nudge设计、
行为经济学与品牌经营、

广告与故事、SNS
营销、Plet Pombisness

与共享经济

企业家精神和伦理经营、
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理解、

经营分析实务、
实战税务实务、

第四次产业革命与创业、
社会企业与社交平台、
平台商业与共享经济、

金融科技、创业商业模式、
设计思维中NuDge设计、

SNS营销

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理解、
经营学入门、

社会价值服务学习、
实战税务实务、

经营分析实务、实战市
场分析、合作组织设计、
行为经济学与品牌经营、
广告与故事、财务管理、
SNS营销、合作社论、

社会企业与社会企业共同发展

经营学入门、创业商业模式、
实战税务实务、经营分析实务、

实战市场分析、合作性
组织设计、设计Thinking中
Nudge设计、第四次产业革

命与创业、广告与故事、实战创
业资金筹措、财务管理、
文化和市场经济的理解、

SNS营销、金融科技

非教科
同辈指导、合作项
目、TBL、PBL、
生活实验室项目

合作社创业社团、
社会经济活动社团、

合作项目

同辈指导、运营创业社团、
邀请创业相关专家进行

演讲、计算机应用

邀请创业相关专家进行
演讲、运营创业社团、

探访海外企业

电脑、创业项目、
社会经济组织

同辈指导、运营创业社团、
邀请创业相关专家进行演讲、

计算机应用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创业支援团 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J-cube创业基地、全罗北道实验室 创作网研讨会

LINC+ 大数据教育、创业讲座、创业社团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资格证
设计思维策划师、

信息检索师、
电子商务管理师

创业顾问、
创业保育师、
经营指导师、

技术创业指导师

创业顾问、品牌管理师、
创业保育专业经理人、

宣传分析师、
网络广告策划师

技术创业指导师

综合资产管理师、经营指导师
电子商务管理师、

财务设计师、
网页专家、电子税务会计

创业顾问、
创业保育专业经理人、

品牌管理师、宣传分析师
社会调查分析师

创业经营金融学科指导教授给的的专业 Tip3
1. 以宽广的视野、从自己所做的事情和角色中寻找自豪感和意义。

在那里可以发现事业项目、也可以发现能够幸福的成功的方法。
2. 尽最大的努力和好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因为事业上的成功不是一个人创造的。 
3. 如果想革新生活、请来我们专业。设计思维、Living Lab等 现场实务型、

问题解决型、项目中心型、这是可以全学期学习革新技法的唯一学科。
创业能力在就业方面也是最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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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融合信息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文化融合信息专业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利用智能手机的文化/经济活动都与文化融合内容密切相关.

2. 请直接使用受到众人喜爱的多种手机应用程序(APP)和内容.

3. 希望和具有不同时代、不同经历的学科前后辈们形成友好的职务网络.

前途发展领域 ICT融合内容企划 数字化营销员 编剧 内容开发 创作者

各领域工作内容
内容分析,

内容企划,内容制作等
内容分析,

社会营销,间接营销支持

制作剧本,
故事指导,
文稿制作

内容制作,内容特效,
支持内容质量管理

内容品质管理

内容导演,内容制作,
社交频道运营支持

学科

必修 科目
文化融合内容入门、内容创意构思、

地区文化的理解、内容制作项目

推荐 科目

全球文化产品
游戏制作实务
内容商业营销
项目内容制作

资讯商业营销
资讯服务跑

项目内容制作

视觉故事
互动故事板

游戏制作实务
项目内容制作

游戏制作实务
声音制作

2D/3D图形制作实务
项目内容制作

个人广播流媒体业务
声音制作

2D/3D图形制作实务
内容制作项目

非教科
计算机、英语、阅读与写作、

工作建议书制作方法、演讲实战、生活实验室项目等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创业支援团
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

实验室特色型J-cube创业基地、全罗北道实验室创作网研讨会

LINC+ 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资格证
游戏企划专家、

网络信息管理师、
数字信息应用能力

检索广告营销、
网络信息管理师、

电子商务管理公司、
电子商务运营公司

游戏企划专家、
网络信息管理师、
数字信息应用能力

计算机应用能力、
数字视频编辑、

多媒体内容制作专家

数字视频编辑、
搜索广告营销员、
网页内容策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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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命ICT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农业生命ICT学科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沟通意见： 为了合理解决当前问题、逻辑性与开放性思维非常重要。

2. 知识应用： 与多个领域的实务者、专家的积极交流非常重要。

3. 终身学习：为了掌握新信息和技术等自我开发而努力非常重要。

前途发展领域 公务员·国企 产业实务者 职业经理

各领域工作内容

支援农村振兴厅农业技术院、
农业技术中心、道厅、

市郡厅、农协、
农企研究所等农业相关研究及技术业务

培养化肥、农药、种子、
农机等农资企业、

农业设施施工企业、
农食品加工企业等技术及经营实务人员

培养农食品加工企业、农业法人、畜产农场、
设施农场及植物工厂、农业经营体、
农产品流通企业相关CEO及经营者

学科

必修 科目
农业科学基础、农业生命产业的理解、未来农业、智能农业入门、智能农业服务学习、 

农业大数据概论、智能农场生活实验室、农业生命创业生活实验室

推荐 科目

人工智能概论、
农业机械和自动化、种植理论、
收割后管理、调控复合环境、

绿色精准农业、农村社会福利、
农村政策、农业法律、

农业经营Ⅰ、农业经营 Ⅱ

人工智能概论、农业机械和自动化、
种植理论、食品技术、

收割后管理、都市农业、
调控复合环境、绿色精准农业、

农产品优良管理(GAP)、农村社会福利、
农村政策、农业法律、农业经营Ⅰ、

农业经营Ⅱ、农产品电子商务

食品技术、收割后管理、
调控复合环境、都市农业、

成功案例研究、农业生命产业、
绿色精准农业、农村社会福利、

农产品优良管理(GAP)、农村政策、
农业法律、农业经营Ⅰ、

农业经营Ⅱ、农产品电子商务

非教科
先进企业实习、邀请专家进行专题讲座(知名人士、CEO等)、

未来融合大学在校生之间的学习聚会及社团活动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创业支援团
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

实验室创业社团、实验室特色J-cube创业基地

LINC+ 大数据教育
现场实习、

CAPSTONE设计
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资格证 植物保护技师、[国工]农机驾驶技师、[国工]农机会计技师、[国工]设施园艺技师、[国工]植物保护产业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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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技术融合工学科
职业规划图(ver.2)

未来技术融合工学科指导教授给的专业 Tip3
1. 培养计算机应用能力和Python等编程能力。
2.  考虑我现在工作的问题和问题的解决过程、不要只考虑一个部门的看法、

而是要时刻考虑整个组织的目标。
3. 如果问题解决、现在的情形会怎样?问题解决后想要时刻思考结果

Output image、并思考解决问题时成果应该用什么来测定。

前途发展领域 IT及软件解决活动开发 计划及经营咨询领域 质量管理领域

各领域工作内容
规划企业需要的信息系统、 
开发及构筑系统维护及管理

制定企业的长短期事业计划及战略、
制定大数据分析及企划客户
管理及营销相关事业战略

从材料采购到产品生产、
销售的全过程质量管理各项业务、
实现产品规格标准化、质量改善、
生产率提高的规划、设计、运营、

检查和监督、培训等业务。

学科

必修 科目 Python(1)、Python(2)、 数据分析、大数据分析、质量管理、经济工程学、生活实验室项目、Process重建

推荐 科目

解决逻辑问题、
Python(1)、

Python(2),人机系统,
人工智能的理解、

数据库、
企业家精神与风险投资

解决逻辑问题、Python(1)、
四次工业革命的理解、

技术管理概论、人机系统、
质量管理、人工智能的理解、

企业家精神与风险投资、
经济工程学、
Process重建

解决逻辑问题、
Python(1)、

数据分析、技术管理概论、
大数据分析、质量管理、

经济工程学、
工程管理、
人机系统

非教科 电脑应用能力、PT讲座

推荐
活动

前途就业
支援室

创业支援团
一站式创业咨询窗口、项目创业社团、实验室创业社团、

实验室特色J-cube创业基地、全罗北道实验室创作网研讨会

LINC+ 大数据教育

非教科教育 
支援中心

资格证 信息处理产业技师 经营指导师   质量管理产业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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