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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DUK 
WOMEN'S 
UNIVERSITY
同德女子大学基于道德、真理、和谐，以培

养关怀他人的知性人才、具有创造精神的感

性人才、融合型专业人才、积极参与的社会

人才、善于沟通的国际人才作为教育目标，

竭力打造兼具知性与品德的女性专业人才。



DONGDUK 
WOMEN'S 
UNIVERSITY DESIGN CENTER _ 设计研究中心

学校位于清潭洞的设计研究中心正在实践着符合个性
化、体现专业性的教育。这些课程培养了在工作现场所
需要的面向未来的人才，他们有着创新的能力和敏锐的
艺术直觉，专业的知识与技术，和积极向上的态度。

DONGDUK ART GALLERY _ 同德艺术画廊
位于首尔仁寺洞的同德艺术画廊实践的教育则与文化艺术
现场有着立体的关联，在此基础上，努力创造出全新的文
化艺术知识，培养兼备实务能力和现场直觉的人才。

PERFORMANCE ART CENTER
同德艺术中心

这里，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国人民的情感沟
通而设立的公演艺术中心。音乐、舞蹈、
演技等与表演艺术相关的核心领域知识是
教育的基本，培养新兴的表演艺术人才是
这里的使命。

DESIGN CENTER DONGDUK ART GALLERY

PERFORMANCE ART CENTER



同德女子大学
2017年度下半年
-9月入学-

父母均为外国
国籍的外国考生
新生入学插班
招生大纲

招生报考
父母均为外国国籍的外国考生

网上入学申请时间
2017.4.3.(星期一)~ 4. 28(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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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招生单位 学费(以一个学期为准)

人文学院

韩国语韩国文学系

3,013,000韩币

文艺创作系
韩国史学系
英语系
法语系

德语系

日语系

汉语中国学系

社会科学学院

社会福利学系
儿童学系
文献信息学系
经营学系
经济学系
国际经营学系

自然科学学院

食品营养学系

3,771,000韩币

保健管理学系
化学化妆品学部（应用化学专业）
化学化妆品学部（化妆品学专业）*不招插班生
体育学系

信息科学学院
电脑学系
信息统计学系

艺术学院

绘画系

4,399,000韩币

数字工艺系
展览策划学系
钢琴系
管弦乐系
声乐系

设计学院

时装设计学系

视觉&室内设计学系
视觉设计
室内设计

媒体设计学系

演出艺术学院

广播演艺系
实用音乐系

舞蹈系
韩国舞
现代舞
芭蕾舞

模特系

1. 招生单位及学费(新生、三年级插班生)

※ 化学化妆品学部（化妆品学专业）为2017年度上半年（3月入学）新设专业，至2019年上半年（3月入学, 将不招收插班生

2. 报考日程

3. 报考资格

分类 日程 平台 备注

报名期间 2017.4.3(星期一) 12:00
~ 4.28(星期五) 18:00

网上报名
www.uwayapply.com 报名费 : 70,000韩币

提交材料 可邮寄或访问递交材料 周六、周日不受理

公布录取名单 2017. 5. 17(星期三) 17:00 在对外协力室网站公布 http://intl.dongduk.ac.kr 

交纳学费
2017. 8. 1(星期二)

~ 8. 3(星期四) 16:00

补交材料 另行通知 可邮寄或访问递交材料

报考资格

父母及本人均为外国国籍的外国考生，国内外正规高中毕业生（准毕业生），或依据法律规定获取同等学历的考生

> 持有台湾国籍的考生，父母只要有一人持有外国国籍即可
> 若考生将原韩国国籍改变为外国国籍时，在高中入学前获取外国国籍的情况符合报考资格

类型 报考资格

三年级插班

>  符合上述新生入学 • 插班基本报考资格，并符合下列条件的考生
     - 正规4年制大学毕业（准毕业）生
     - 完成正规4年制大学教育课程中的2年以上课程，学分达到66分以上的考生
     - 大专毕业（准毕业）生

报考资格

>  符合下列内容的人员（一条以上）
     1. 通过TOPIK 3级（体育艺术领域2级）以上（或即将获得）
     2. 在国内4年制大学设立的正规韩国语教育机构，完成3级以上学习课程的人员（或即将完成）
     3. 国内大专毕业生（准毕业生），或在国内4年制大学完成2年以上课程（即将完成）的人员
     ※ 大学毕业前，须通过TOPIK 4级以上

■ 基本报考资格

     1) 新生入学 • 插班基本报考资格

2) 专业基本报考资格

3) 新生入学 • 插班共同语言能力报考资格



招生单位 内容 备注

体育学系

A 报考方式
1. 健美操
涵盖下列动作要素的个人作品
1 分45 秒±5 秒个人表演
-动作要素: 俯卧撑（Push up）, 支撑（Support）, 跳跃（Jumps & Leaps）,灵活性
（Flexibility & Various）

2. 国际标准舞
从拉丁舞(Latin American Dance)与现代标准舞(Modern Standard
Dance)中选择三项，创作长达2 分钟的舞蹈作品。（可无舞伴，个人单独表演）

3. 跆拳道

※ 从1、2、3项目中选一，提交录像材料

提交实际技能录像
资料（从A报考方
式和B报考方式中
选一）

B考查方式
• 跳远- 记录人员利用尺子测量并记录
• 仰卧起坐-记录1分钟内仰卧起坐的次数
• 跳高（垂直跳高）- 记录人员利用尺子测量并予以记录
• 20M往返跑-往返跑于标志物，单程为20米。记录赛跑所需时间
※ 4项体育项目均要测试
※ 报考人员务必要得以区分，若结果测试缺乏可信性，则评为不合格

绘画系 ○ 作品集- 自由素描6幅以上，色彩画(材料随意)4幅以上，共提交10幅以上。 提交作品集

数字工艺系
○作品集-从本人创造的绘画作品（东洋画、西洋画、版画、水彩画、素描等考试视为
艺术创作的一切作品）、工艺作品（金属、陶瓷、纤维、木工、玻璃工艺）作品中选
择6~10件，并提交

提交作品集

钢琴系 ○ 弹奏一首长达5-10分钟的自选曲目 提交演奏录像

声乐系
○ 新生入学：原调演唱1首德国歌曲和1首意大利歌曲
○ 插班生：原调原语言演唱1首德国歌曲和1首意大利歌曲（Aria）

提交录像

管弦乐系 ○ 自由演奏一首长达5~10分钟的曲目 提交演奏录像

时装设计学系
○ 提交三件长达4节以上的专业作品
※ 视觉&室内设计学系 若考生合格，需要提交作品原本

提交作品集视觉&室内设计学系

媒体设计学系

广播演艺系

○ 提交三张简历照片（全身照和上半身正面与侧面照片）
※ 此照片在评审时用为参考资料，但与合格与否无关。
○ 拍摄长达2分钟，可表现考生资质和个性的录像
- 演技、喜剧、歌曲、舞蹈、哑剧等与演技有关的特长表演
- 长达2分钟的录像中全身出境时间要超过1分钟
- 长达2分钟的录像中，表演者出声要超过30秒，以便评审员评估考生的发声。
- 服装和化妆随意
○具有广播电视及演艺表演资历的考生须提交相关作品集（参加过的演出手册、参加
某节目场景的截图、出版音源CD等）或获奖证书等（有获奖经历者）

提交演技录像

系（专业）名称 报考方法

人文·社会、自然学系列以及展览策划学系 审核材料 100% (没有笔试面试)

艺术、体育学系列审核材料列 审核实绩资料20%（没有笔试、技能考试）

4. 报考资格审核标准

1) 国籍标准

所谓 “外国人”是指并非持有韩国国籍的人员, 双重国籍属于韩国国籍。

2) 报考认可标准时期

截止在2017年8月31日务必获得高中毕业学历。若相关国家学年相对晚一个月, 那么在一个月的在学预计期间范围内, 可

予以认可

3) 外国学校认可标准

① 若在国外完成教育课程，依据相关国家教育法律规定，只认可在获得正规学历认证的小学、中学、高中结业的考生学历。

② 幼儿园、幼稚园以及语言研修机构、社会教育机构排除在外

4) 在学期间

① 应完成国内外小学、初中、高中，12年以上的教育课程，以韩国学制为基准。

② 若在国外（一个国家）完成小学、初中、高中课程12年的教育课程，不计较学年制，其学历予以认可。

③ 若考生在两个国家完成小学、初中、高中学业，那么最后三年在11学年制学习时，其学历将予以认可；若在少于10

年制的国家完成 学业，那么即便没能高中毕业，若在相关国家的大学完成其缺少的韩国教育课程(12年学制), 那么其高

中学历则予以认可。

④ 若考生在韩国的资格考试中合格过关，其学历则予以认可。

⑤ 因国内外学校间、国外学校间的学制不同，在转学、插班、复学时若出现1个学期（6个月）的时间差，则视为特殊

情况，予以认可。

⑥ 依据相关国家教育机构的相关法规，跳级（转学及插班生的跳级不予认可) 或者提早毕业时，其在小学、初中、高中

12年的学业中出 现的时间差则予以认可，但要提交成绩单（因成绩优秀而跳级或提早毕业）及其他相关证明

⑦ 只认可在国内外学校，在学期间取得的成绩，留级期间不属于在学期间。

5. 选拔方式

6. 体育艺术专业审核实绩资料内容

品势

品势 从太极8章, 高丽, 金刚中任选一项

基本踢腿
基本踢腿考试包括前踢4次、侧踢4次、横踢2次、

后旋踢2次



号码 分类 提交材料

5
学历证
明材料

<中国国籍考生>
■   新生入学: 从下列材料中选一， 予以认证后并提交
- 会考合格证明或会考成绩证明（英文）
- 高考成绩证明（英文）
- 中专（职高）毕业证书证明（英文）
■    插班入学: 从下列材料中选一，予以认证后并提交
- 4年制大学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明）证明（英文）
- 大专毕业证书证明（英文）
- 大学本科在学证明（英文）
- 大学 大学及大专毕业生成绩证明（英文）
■   上诉证明文件，可登录中国学历认证机构官网 www.cdgdc.edu.cn或 www.chsi.com.cn，予以打印
（申请完成，30分钟后可打印出）
■   韩国内学历认证业务代办机构—首尔孔子学院(www.cis.or.kr , 咨询电话: 02-554-2688, 02-501-7300)
<非中国国籍者>请参考本招生简章第7page‘3）学历文件指南

6

国籍证
明材料

■   本人及父母护照复印件
※ 无法提交父母护照复印件的考生，可在所在地公安局派出所开具亲属关系证明并译成英文
可用公证文件代替

7 ■   父母及考生的身份证复印件

8

■   外国政府开具类似韩国户籍副本的证明
- 中国国籍考生需要提交户口本复印件，若本人与父母并非在同一户口本时，请提交所持有的所有户口
本的复印件，及在所在地公安局派出所开具的亲属关系证明（公证文件）

9 ■   父母离异或去世的考生，请在该国政府开具证明文件，并一同提交（公证文件）

10 ■   外国人登陆证复印件 ※仅限于在韩国滞留的人员

11 经济能
力证明

■   经济担保人的银行存款证明原件
-入学申请后30日内开具持有$20,000美元以上的存款证明
-为了顺利办理入学许可书，在入学前，尽量不要动用存款
-只有父母、祖父祖母、伴侣、兄弟姐妹才可作为经济担保人办理存款证明（若考生本人在韩国内居
住，本人也同样具有资格）

12 ■   留学经费承担承诺书（网上入学申请时，可下载文件，并由考生本人亲自填写并提交）

13
其它

■   彩色证明照(3.5cm×4.5cm)(请在网上入学申请时上传
- 浅色背景的最近三个月近照

14 ■   审核实绩资料（仅限于体育艺术考试）

15

■   韩国语能力证明（从下列选择）
1. TOPIK 3级以上成绩单（体育艺术考试2级以上）
2. 韩国4年制大学正规韩国语教育机构开具的3级以上结业书
3. 韩国专业大学毕业书或韩国4年制大学2年以上结业证明
※ 大学毕业前，务必通过TOPIK 4级以上

16 入学时 ■    医疗保险入保证明复印件（入学时提交）

招生单位 内容 备注

实用音乐系

○ 主唱 : 2首自由曲目（10分钟以内）
○ 钢琴 : 2首自由曲目（15分钟以内）
○ 器乐（除钢琴之外的演奏） : 2首自由曲目（10分钟以内）
> 音乐类型（选择2首节奏、风格、构成不同的音乐）
① 歌谣(Rap, Hip-hop) ② 欧美流行歌曲（包括法国大众歌曲、音乐剧）
③ 蓝调Blues(包括Roc ④ 爵士Jazz(包括标准曲目与拉丁音乐)

提交录像
※专业细分为主唱、钢
琴、器乐，从中选一，
予以报考

模特系

- 5分钟以内，自我介绍（脸部特写）、照片造型（全身）、特长（随意）
①应穿着黑色吊带形体服
（背面不得露出内衣）
②应穿无防水台（前跟）的7cm黑色高跟鞋
③头型要求为向后梳的马尾辫
④身高要在170cm以上

提交模特作品集
提交模特录像

舞蹈系
○ 从韩国舞蹈、芭蕾、现代舞中选一，录制成舞蹈作品，并予以提交
※录像时间不超过3分钟，提交个人表演作品录像，自由选择作品（音乐与服饰随意）

提交专业技能录像

7. 选拔标准

1) 以报考方式为准，按照总分名次选拔

2) 以下考生被视为不合格
 - 材料评估平均成绩不足60分（100分满分）的考生

 - 能力评估成绩不足60分（100分满分）的考生

    - 在评审会中被断定为学历不达标准的考生

8. 提交材料

1) 提交材料目录

号码 分类 提交材料

1 本校规
定格式

■   入学申请书(完成网上入学申请后,将材料打印后提交)

2 ■   自我介绍书、学习计划书（填写网上入学申请表时上传）

3

学历证
明材料

■   新生入学(从下列材料中选一份提交)
- 高中毕业证复印件
- 高中毕业（应届毕业）证原件
■   插班入学（按照自身情况，选择并提交材料）
- 4年制大学毕业证、大专毕业证复印件
- 4年制大学在学证明原件、2年结业证明（或即将完成）原件
※ 提交应届毕业证明、应届结业证明、在学证明的考试，请务必在入学前提交证书原件

4
★ 插班生请提交成绩单 ★
■    插班生：提交转籍大学成绩单原件，将其译成韩语或英文并予以公证，各式一份
※ 选修的一切课程的学分和每周听课时间都要予以标注

※ 一切报考材料需要各提交一份



分类 申请处 备注

韩国内
(邮编) 02748
首尔地铁6号线月谷 (同德女大) 站走路7分钟

可邮寄邮件或亲自提交
(本馆4楼，对外合作办公室）

海外
Office of External Affairs. Dongduk Women’s
University, 60, Hwarangro 13-gil, Sungbuk-gu,
SEOUL, KOREA 02748

可通过国际邮局邮寄邮件，也可亲自访问提交

区域 计 成员国

亚洲、大洋洲 16
澳大利亚、中国（澳门、香港）、日本、韩国、新西兰、文莱、蒙古、库克群岛、斐济、印
度、 马绍尔群岛、 毛里求斯、 瓦努阿图、 萨摩亚、汤加、 纽埃

欧洲 51

阿尔巴尼亚、奥地利、白俄罗斯、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 克罗地亚、
塞浦路斯、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 马耳他、希腊、匈牙
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 立陶宛、卢森堡、 摩纳哥、蒙特内格鲁、荷兰、挪
威、波兰、葡萄牙、俄罗斯、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
典、瑞士、土耳其、吉尔吉斯斯坦、 马其敦共和国、乌克兰、英国、 安道尔公国、 亚美尼
亚、 阿塞拜疆、 摩尔达维亚、 列支敦士登、 圣马力诺、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北美 1 美国

中南美 24

阿根廷、墨西哥、 巴拿马、苏里南、委内瑞拉、 安提瓜和巴布达 、巴哈马、,
巴巴多斯、伯利兹、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格
拉纳达、洪都拉斯、圣文森特、秘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圣卢西亚、 圣克里斯托 弗和尼维
斯、哥斯达黎加、乌拉圭、尼加拉瓜

非洲 10
南非、博茨瓦那、莱索托、 利比里亚、 纳米比亚、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斯威士兰、马拉维、 
佛得角、 塞舌尔

中东 3 阿曼、以色列、巴林

2) 插班入学提交材料

   ① 与新生入学所需材料一致

   ② 请参考如上6page‘1)提交材料目录中’的第3、4、5项学历文件及学历证明

3) 学历相关材料介绍

 ※ 除中国外的其他海外高中或大学毕业考生：若考生学校属于海牙认证成员国，那么批准并认可在该国驻外公馆办

 理该国政府机构的证明材料（海牙认证确认书）。若考生学校不属于海牙认证成员国，那么需要向所在国韩国领事

 馆申请办理“海外教育机构确认 书”或“领事确认书”，并一同提交

 - 在提交材料期间，若考生无法提交海牙认证确认书或者领事确认书，可先提交公正书，应在合格考生材料提交

   截止日期内提交海牙认证确认书或领事确认书。

 - 海牙认证协约成员国现状

4) 提交材料相关注意事项

   甲．一切证明文件都应提交原件（要求提交复印件的材料除外）

   乙．未以韩文、英文、中文撰写的材料，应翻译成韩文，并进行公证后，一同提交

   丙．在海外学习毕业的考生，须用英文在成绩证明和毕业证上标注证明颁发部门的地址、国际电话号码、传真号码

       等联系方式，若证件上没有标注，考生本人需要亲自确认并予以标注。.

   丁.  应届毕业生入学后，须提交毕业证明

   戊．为了审核考生资格，考生可能需要提交补充材料

5) 材料提交申请处

9. 报考方法及报考流程

   甲．无专业限制，可任意报考，只可报考一个系（专业）。

   乙．网上入学申请的考生，可在uwayapply（www.uwayapply.com）受理入学申请表。

   丙．受理入学申请表后，须打印准考证。

   丁．在网上受理入学申请表后，截止至4月28日（周五），考生务必亲自访问或通过邮件邮寄报考。

        网上入学申请后，打印“邮寄格式”后，在邮寄材料时，贴付在邮件封面上。

   戊．网上入学申请后，若未在指定日期内提交材料，则处理为落榜。

10. 报名费

   70,000韩元 (手续费由本校承担)

   甲. 退换报考费用的相关事项

    1) 因本校失误，而无法应试的情况

    2) 因天气原因，无法应试的情况。

    3) 依据《高中教育法》第34条4小节第5项，若入学报考收入大于支出，出现余额，本校将会依据已缴纳的报考费，

        予以返还。（2018年4月中旬）

   4) 完成入学申请后，无法更改、取消报考内容。另外所提交的一切材料将不予返还。

   ※ 除上述理由外，报考费用将一律不予退还，因此请慎重填写入学申请表。

11. 网上入学申请时的注意事项

   甲. 请认真填写入学申请表，以防出现错误或遗漏。对于因入学申请表填写错误而出现的问题，

       其责任一律不由本校承担。

   乙．办理入学申请时，要确认在截止日前，是否提交本校要求的一切材料。若未提交材料，将会予以落榜处理。

   丙．支付报考费后，不得修改、删除报考申请表中的内容，因此支付前，务必仔细检查。

   丁．报考费不予以退还，因此请仔细填写入学申请表。网上入学申请表办理手续费由本校承担。



分类 成绩标准 奖学金内容

入学第一学期 -

■   优秀韩语成绩奖学金

TOPIK6级或者韩国内4年制本科学校附属韩国语进修机构6级以上结业者 : 减免学费的100%

TOPIK5级或者韩国内4年制本科学校附属韩国语进修机构5级以上结业者 : 减免学费的80%

TOPIK4级或者韩国内4年制本科学校附属韩国语进修机构4级以上结业者 : 减免学费的60%

TOPIK3级或者韩国内4年制本科学校附属韩国语进修机构3级以上结业者 : 减免学费的40%

(只限于艺术、体育学系列报名者)TOPIK2级或者韩国内4

年制本科学校附属韩国语进修机构2级以上结业者 : 减免学费的40%

■   同德女子大学韩国语教育院奖学金

我校韩国语教育院两个小学期以上结业者: 减免学费的60%

■   特记事项

1. 优秀韩语成绩奖学金与同德女子大学韩国语教育院奖

学金当中不能重复获得奖学金

2. 给所有录取生一律减免将近一百万韩币的入学金

入学第二学期以后

4.0以上 减免学费的100%

3.5以上 ~ 不到4.0 减免学费的70%

3.0以上 ~ 不到3.5 减免学费的50%

2.5以上 ~ 不到3.0 减免学费的30%

12. 合格考生名单公布及登录
  1) 合格考生公布
 - 预计2016. 5. 17(周三) 17:00公布
  2) 合格考生公布途径
 - 考生本人应在本校对外合作办公室官网(http://intl.dongduk.ac.kr)确认结果
  3) 登录
 - 2017. 8. 1(周二)~8. 3(周四) 16:00
 - 韩亚银行全国各支行
  4) 合格考生义务事项
 - 合格考生须在本校官网亲自打印合格通知书和学费通知书，并在指定时间内完成支付。若考生未在指定时间内完
   成登录，则被视为放弃入学，予以未登录、不合格处理

13. 注意事项
      ※ 本招生纲要中未提及的事项将听从本校大学入学报考委员会的决定.

   甲. 若仅靠考生提交的材料,难以确认信息,考生可能需要提交补充材料。
   乙. 若断定考生提交材料(含翻译本)存在虚构内容,或考生以不当方式入学,该考生的入学资格将被取消,已缴纳的学
        费及入学金一律不予退还。
   丙. 若提交材料中的姓名不一致，则须提交由所属国法院或公馆开具的同人异名证明。
   丁. 请务必在入学申请表内填写本人在国内的联系方式与地址，以确保与考生保持联系。若因所填写的联系方式有误，
    无法与考生联系，而导致一系列问题，考生不可对此提出异议。
   戊. 若考生成功被本校、其它学校同时录取，考生务必从中选择一所学校登录，考生不得同时登录多所学校。
   己. 提交于本校的材料，一律不予返还。
   庚. 截止至入学前，合格考生务必要加入医疗保险，并将医疗保险入保证明提交至对外合作办公室。

14. 奖学金说明

15. 宿舍说明

   - 入学第一年，会为在校几名外国留学生提供宿舍，第二年起将仅在规定的人员范围内提供宿舍。
  ※ 随实际状况，宿舍入住情况会发生改变。

  - 宿舍费：4人间，一学期858,340韩元（另付押金10万韩币 ）
 （以2017 年度第一学期为基准，其他学期可能出现变动）

16. 教学制度

  1. 双专业（辅修专业）
      甲. 可选择双专业的专业 — 一切专业（药学专业、税务会计专业除外）、国际会展专业、联合•融合专业
      乙. 申请时间 : 1）普通专业/二年级第一学期起，每学期的指定时间（5 月、11 月）
                           2 )  体育艺术专业/ 国际会展专业、 联合•融合专业 —
                                 可在二年级第二学期、三年级第二学期指定时间申请，需通过选拔考试。
      丙．学分要求 : 1）双专业— 学分要高于42 分（务必取得必修课成绩）
                             2）辅修专业—学分要高于21 分（务必取得必修课成绩）
                             3）联合•融合专业— 学分要高于42 分（务必取得必修课成绩）
      丁. 双专业（辅修专业）最多可选择2 个专业，夜校在校生可选择全日制专业作为辅修专业。
       ※ 税务会计专业与药学专业的在校生不可申请双专业（辅修专业）、特别教育课程、联合•融合专业。
      戊.  获取双学位，务必要通过毕业论文考核（包括考试、能力测试）

  2. 转系制度
      甲.  转系制度 : 在1、2学年申请转系的制度
      乙. 申请对象 : 1、2 学年在校生
      丙. 申请时间 : 每个学年末（11 月中旬会在学校官网发布）
      丁. 选拔人员：各个专业补招入学名额的100%
                           （不可在夜校和全职日交叉申请，不可申请药学专业和税务会计专业）
     戊.  申请资格 : 1) 现1、2 年级在校生，每学年第二学期
                           2) 整体平均学分高于2.5 分
                           3) 1 年级学生，总修学分要高于33 分
                           4) 2 年级学生，总修学分要高于66 分

同德女子大学 02748  首尔地铁6号线月谷 (同德女大) 站走路7分钟
TEL  02-940-4084   |   FAX  02-940-4183   |   http://www.intl.dongduk.ac.kr



人文学院 国语国文系，韩国史学系，文艺创作系，英语系，
日语系，法语系，德语系，中语中国学系

社会科学学院 经营管理学系，税务会计学系，经济学系，
国际经营管理学系，文献信息学系，社会福利学系，儿童学系

自然科学学院 食品营养学系，保健管理学系，应用化学，体育学系

信息科学学院 计算机学系，信息统计学系

药学学院 药学系

艺术学院 绘画系，数码工艺系，展览策划学系，
钢琴系，管弦乐系，声乐系

设计学院 时装设计学系，视觉与室内设计学系，媒体设计学系

表演艺术学院 舞蹈系，广播电视演艺系，实用音乐系，时装表演系

DONGDUK 
WOMEN'S UNIV.
教育课程

■    各专业办公室电话

系/专业 电话号码

韩国语韩国文 940 - 4340

文艺创作 940 - 4630

韩国史 940 - 4410

英语 940 - 4350

日语 940 - 4370

法语 940 - 4380

德语 940 - 4390

汉语 940 - 4400

经营 940 - 4420

经济 940 - 4430

国际经营 940 - 4440

文献信息 940 - 4450

系/专业 电话号码

社会福利 940 - 4470

儿童 940 - 4490

食品营养 940 - 4460

保健管理 940 - 4480

应用化学 940 - 4510

化妆品化 940 - 4790

体育 940 - 4500

电脑 940 - 4580

 信息统计 940 - 4590

 绘画 940 - 4530

数字工艺 940 - 4540

展览策划 940 - 4620

系/专业 电话号码

钢琴 940 - 4720

声乐 940 - 4740

管弦乐 940 - 4730

时装设计 940 - 4130

视觉&室内设
计 940 - 4140

媒体设计 940 - 4150

舞蹈 940 - 4310

广播演艺 940 - 4560

实用音乐 940 - 4570

模特 940 - 4171



社会科学学院

培养为世界经济注
入新活力的新一代
CEO

经营管理学系

经营管理学系学生主要学习如何有效管理分配人事、生产、营
销、财务、会计、MIS等领域的人力物力资源，分析企业实际问
题，并具备分析和解决企业管理问题的基本能力。

经营管理学可应用于多种领域，通过研究国家及企业经营与经济
活动的理论与现状，培养国家与世界不可或缺的女性人才．

课程设置
经营学原理、会计原理、中级会计、税法概论、税务会计、证券
投资论、财务管理、组织行为论、人事管理、营销原理、广告
论、统计学、MIS，e-商务

就业去向
经商、注册会计师、税务师、经营指导者、投资咨询师等

特别学习活动 Special Program
现场实践学习、企业考察、专家讲座等

培养引领国际化的
国际经营人才
国际经营管理学系

国际经营管理学系学生主要学习国际经营环境、国际经营战略、
国际企业经营管理以及贸易业务、文化经营等与企业经营国际化
有关的课程。本系尤为重视可引领韩国经济及企业未来的国际经
营管理学专门人才的培养。

国际经营管理学系注重加强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并培养学生开阔
适应国际化时代的视野。

课程设置
经济学入门、经济学原理、国际经营论、国际经营讲座、国际营
销、企业财务入门、国际金融商品入门、国际贸易论、国际通商
法规理解、国际广告论、流通经营等

就业去向
国际企业、贸易公司、金融领域、国际金融经纪人、国际通商专
家、关税师（报关员）、外汇·保险·建设领域等

特别学习活动 Special Program
国内企业考察/ 海外企业考察/ 学术节



社会科学学院

社会福利系

社会福利系以培养有利于福利社会建设的社会福利人才为中心，结合社会
福利领域的理论与实践进行课程设置。本系的教学方向为在加强对儿童、
人类发展以及家庭的理解的基础上，掌握各种社会福利实践技巧。

在对儿童、人类发展、以及家庭的理解的基础上，开展各种咨询及终生教
育活动，掌握社会福利实践技巧

课程设置
社会福利现场实践、家庭福利论、社会保障论、社会福利政策论、社会福
利行政论、残疾人福利论、社会福利调查论、地区社会福利论等

就业去向
社会福利师、家庭咨询师、地区社会•老年人•青少年•儿童•残疾人等社会
福利机构工作人员

特别学习活动 Special Program
残疾人福利讲座、学术节、社会福利机构参观学习，实践体验活动等

培养主导人类繁荣
与社会发展的人才

着重培养研究并实现儿
童幸福生活的专业人才
儿童学系

儿童学系注重培养开创健康福利社会的人才。学生将在对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社
会学等学术理解的基础上，全面了解儿童与儿童所处的环境，并通过对儿童成长轨迹
的研究，寻找适合儿童的教育方式。

儿童学系通过保育教师资格证课程的开设及实习，培养幼儿教师。另外，本校独具特
色的儿童心理教育课程可以培养引导孩子茁壮成长的指导教师

课程设置
儿童发育、儿童教育哲学基础、幼儿教育论、幼儿理论与论述、幼儿教育过程、儿童
文学、语言指导、儿童数学科学指导、玩耍指导、保育政策、儿童福利、心理健康、
性格心理、异常心理学、咨询心理学、儿童咨询、心理评估、家庭咨询、团体咨询的
理论与实际、青少年理解与咨询等

就业去向
保育教师、幼儿园教师、儿童咨询师、青少年咨询师、儿童图书出版与教材研发人
员、教育企业、儿童节目作家与编导，儿童相关政策研究人员等

特别学习活动 Special Program
现场实习、保育实习、咨询现场学习、学术节、儿童学相关研讨会等



设计学院

时装设计学院

时装设计学系致力于培养国内外时装领域不可多得的兼具创
造性与国际竞争力的时装领域人才。本系教育课程基于高层
次的美感与创意，教授素材、道具、使用方法、技巧等知识
并培养实用能力。

同德女子大学时装设计学系位于引领设计前沿的韩国时装中
心地——江南清潭洞校区。优秀的教授、国内外知名设计师
与专家通过教学、研讨会、现场参观、评价改错等高水平的
现场教学为主的活动，培养兼备专业性与国际性的时装界领
头羊。

课程设置
色彩研究、韩国服装史、时装市场考察、人物素描、时装设
计、时装设计CAD、图像塑造、时装剪裁、时装素材研究、
时装装饰设计、时装展、时装搭配、创意插图、时装产业实
地考察、服装教育论、服装教材研究与指导法、时尚代表作
品集、时尚造型、时尚新闻理解等

就业去向
时装设计师、时尚鞋包设计师、时尚新闻编辑、时尚造型
师、时尚插图画家、时装经销商、私人购物员、时尚买手等

特别学习活动 Special Program
毕业时装秀、时尚插图展会、国内外时尚博览会、服装设计
晚会

引领充满热情
的时装与流行趋势

视觉与室内设计学系

视觉与室内设计学系致力于传授视觉设计和室内设计的专业知识与技巧，培养
可提高国家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及人们生活质量的女性设计师。

视觉与室内设计系位于清潭洞设计中心，有可快速捕捉瞬息万变的设计潮流，
并将其融入相关课程的优势。由各领域专家组成的教学团队在教授专业知识的
同时，通过产学联合、现场参观学习等活动，在提高学生实际业务能力的同
时，完成现场教育为主的教学任务。

课程设置
视觉设计领域 印刷样式、插图、识别设计、计算机绘图、广告设计、编辑设
计、广告营销等
室内设计领域 室内设计实验室、装修搭配、产业空间设计、文化空间设计、
家具灯光设计、展会环境设计、屏幕设计、公共设计等

就业去向
平面造型设计师、广告设计师、识别设计师、插图设计师、包装设计师、编辑
设计师、装修设计师、装修搭配师、展会环境设计师、屏幕设计师、舞台设计
师、灯光家具设计师、生活用品设计师等

特别学习活动 Special Program
参加毕业展会及各种国内外设计大会

满足五感的设计



多媒体设计学系

多媒体设计学系致力于培养具备创意与感性的数字多媒体设计先驱人才。相比那些
可在短期内掌握图像工具、只能单纯完成命令的操作人员，本系更注重培养可适应
任何技术变化、具备创造力并可持续发展的多媒体专家。

学习数字影像造型、影像广告、动漫、网络漫画设计、多媒体资源设计等各领域专
业知识，培养灵活应用能力，毕业后可胜任任何领域的工作。

课程设置
数字想象、多媒体体验、3D设计、音响设计、动作设计、数字字体排印、影响设
计、动漫广告影像、互动设计、资源设计、作品集设计、视觉媒体设计等

就业去向
电视台、UI&GUI设计、电影制作商、影像编辑工作室、形象设计企业、游戏公
司、网络漫画设计公司、广告企划商、动漫公司、插图画家、多媒体编辑设计等

特别学习活动 Special Program
毕业展览、作品展览、海外文化体验旅行等

智能时代的与时俱进的
沟通窗口

设计学院
广播电视演艺系

广播电视演艺系作为演出艺术的摇篮，致力于培
养学生的品质与能力，顺应各种广播电视及演出
艺术形式，培育既能为21世纪国际化时代做出贡
献、又能引领文化艺术发展的杰出人才。

是国内首家在演出中心地段大学路配设演出中心
的四年制大学，演出中心内设有各种实习室与尖
端设备齐全的大剧场、专用小剧场及演出室，学
生可在此学习专业知识、练习并体验现场教学。
45门课程中，12门是基础理论课，　33门是专业
演员必备的、培养学生实际表演能力的专业课。

课程设置
即兴表演、创造角色、古装剧表演、喜剧表演、
话剧创作研讨会、电视广播节目创作、电影创作
实习、剧作、演出艺术企划、媒体的理解、教育
话剧、电视剧治疗、演员指导教育论、媒体演技
论、话剧电影教育论等

就业去向
演员、歌剧·话剧·电影演员、广告服装表演、
购物主持人、播报员、喜剧演员、电台节目主
持人、记者、PD、演出广告策划、电影公司营
销、形象设计、视频编辑等

特别学习活动 Special Program
定期举办演出、影像试映式、剧团演出、与演艺
娱乐企划公司携手开展学习活动

演出艺术学院

通过实践与专
业培训，打造
优秀广播电视
表演人才



演出艺术学院

抓住观众眼睛和耳
朵的实用艺术家 以肢体语言与

世界沟通

舞蹈系

舞蹈系培养学生在熟练掌握传统及现代舞的舞蹈技
巧的基础上，通过创作性的开发与舞台实践，培养
国内外一流的舞蹈人才。本系致力于最大限度挖掘
学生的潜力，使其在各样舞台上都能发光发亮。

本系培育国内一流的舞蹈、编舞、编导、舞蹈教育
等舞蹈艺术领域的精英人才。利用大学路演出艺术
中心的实习与演出场地，与演出艺术等团体及舞蹈
等相关机构合作，提高教学水平，为学生提供多样
的实践机会。

课程设置
韩国舞蹈音乐（实习）、瓦岗诺娃教学实习、爵
士、即兴表演、韩国舞蹈、芭蕾、创作实习、角色
舞蹈、行为与声音、作品分析与注释、瑜伽、文化
艺术论、舞蹈原理、舞蹈美学、舞蹈治愈、舞蹈教
育论、舞台表现、舞台实习、现代舞蹈作品解说、
韩国舞蹈作品解说、韩国舞蹈史、舞蹈音乐

就业去向
舞蹈演员、编舞、舞台导演、表演教师、舞台化妆
师、舞蹈制作人、舞蹈服饰、舞蹈企划公司、舞蹈
评论家、艺术行政理论专家

特别学习活动 Special Program
举办定期演出、毕业演出、舞蹈团体活动

实用音乐系

大众音乐的类型在不断融合而且瞬息万变。在这样的背景下，
本系致力于在对大众文化与爵士、古典音乐等多种音乐形式理
论的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培养优秀的音乐人才。

实用音乐系追求的不是单纯的技能，而是培养具备教养与实力
于一身，并可在多种领域释放光芒的优秀音乐人。实用音乐系
通过爵士等实用音乐、古典音乐等理论教学，加强对音乐的理
解，并且通过合奏等多种实际教学活动，注重培养有创意的优
秀专业人才。

课程设置
词谱法、演奏实践、视唱听音、爵士音乐史、电脑音乐、高级
和声法、创新联合演奏、歌曲改编、录音实践、即兴演奏技
巧、国乐旋律实践、表演研讨会、歌曲创作

就业去向
歌手、作曲家、系演奏家、唱片制作人、工程师、演出领域、
音响公司、舞台导演、演出企划人、经纪公司、流行音乐、广
告音乐、杂志社、音乐负责PD

特别学习活动 Special Program
举办各种定期演出



演出艺术学院

打造与众不同、
突出自我的时装文化
产业艺术专家
服装表演系

同德女子大学服装表演系致力于培养专业女性人才，作为以实用为本
的大学，为顺应21世纪的发展，本系将服装表演的概念扩展至电视表
演、报纸、时装、艺术等多种时装文化产业及大众文化艺术领域，强
化教学内容，培养出类拔萃的专业人才。

服装表演在时装产业领域具备无限潜力。同德女子大学是韩国国内首
所开设服装表演系的四年制大学，深受媒体的关注，是相关领域的佼
佼者。目前同德女子大学服装表演系在培养国内外知名服装表演者的
同时，也为世界一流服装表演者提供系统化教育。

课程设置
服装表演学概论、台步指导法、时装变迁史、灯光与拍摄实践、潮流
分析、时尚画报策划、服装表演经营管理、时装秀的策划与表现等

就业去向
服装表演、服装表演指导、空姐、电视广播艺人、教育者、时尚编
辑、形象美容咨询师、时装文化宣传与策划人员

特别学习活动 Special Program
时装大典、简历照拍摄、表演发表会、毕业展、时装秀等

同德女子大学
02748  首尔地铁6号线月谷 (同德女大) 站走路7分钟
TEL  02-940-4084   |   FAX  02-940-4183  
http://www.intl.dongduk.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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