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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卓越的研究实力推出改天换地的技术，
以优秀的教育培养再造乾坤的人才。
从引领大韩民国发展的助推力
到跃升为世界名牌大学，
汉阳大学始终站在创造更美好世界的前列，
始终谱写着不懈挑战和不断成长的历史。

开启通向更美好世界的大门，
一流大学，
汉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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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变化和挑战为动力
奋力跃进

变化和挑战一直为汉阳大学的发展动力。变化的要求越强烈，挑战越富

有刺激性，我们越是主动应对，积极引导动态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

我们定要继承汉阳的传统：弘扬实用学风、发展产学合作、推行教育

革新，由此激发出足以引领未来社会的动力，灵活而开放，实用而富

于创意。

支撑着汉阳80年历史的精神正是“爱之实践”。汉阳教育的历史就是培

养爱心实践者的历史。“爱之实践”是打造汉阳大学的核心价值。

我们要实现的不是谁都能做的教育，而是只有汉阳能够完成的教育，

是汉阳所追求的汉阳特色。汉阳一贯擅长以实用学风为基础的产学合

作，我们将继续深化并丰富这一特色。通过产学联合教育及研究革新，

努力弘扬与社会沟通的汉阳实用学风。通过可持续的创新，以真诚的态

度去缔造汉阳的未来。因为只有真心诚意的努力才能确保可持续的创

新，而只有做到可持续的创新才能被视为付出了真诚的努力。并且，通

过共鸣和沟通的革新，致力于打造大学里的每个成员都受到尊重的幸

福校园。

以教育和研究为基础，培养品德端正的国际化创意人才，由此跻身世界

名牌大学之列。

                                                             汉阳大学 校长   金宇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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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大学以培养具备勤勉、正直、谦逊和奉献四大优良品德的人才为建校精神，
以此实现“爱之实践”的教育理念。

汉阳大学的教育目的是：
以韩国国家教育目标和本校“爱之实践”的教育理念为基础，
通过传授和研究深奥的学术理论、广博而缜密的应用方法，
培养实现自我，同时为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社会的繁荣而贡献力量的人才。

•  通过广泛的教育培养勤勉、正直、谦逊的素质人才。
•  培养兼具专业深层理论素养和高端技术水平的专门人才。
•  培养掌握能适应社会的不同学科知识的实用人才。
•  培养能理解文化多元化并活跃于国际社会的国际人才。
•   培养为社会、国家乃至人类社会贡献力量的奉献人才。

汉阳大学致力于教育学生理解并实践爱。
由此培养具备勤勉、正直、谦逊和奉献四大优良品德的人才，
造就出为社会、国家以及民族，乃至为全人类贡献力量的伟大爱心实践者。

汉阳大学的建校精神
  “爱之实践”

教育目标

教育目的

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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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国内大学中首创社会
志愿服务团

10月

创建汉阳大医疗
院第二附属医院
 （求礼医院）

07月

白南学术信息馆竣工、开馆

10月

新建“学、研、产”共同产业体
12月

建立产学联合体

07月

国内大学中首创国际企业家
中心（现创业支援团）

12月

安山校区更名为ERICA校区

07月

ERICA校区新建
医药学院

05月

启动校友社会志愿服务
团“和汉阳一起”

02月

金宇承教授就任
第15任校长

09月

建立汉阳CLOUD中心

Past & future

07月

金连俊博士，
创立东亚工学院
 （汉阳大学前身） 

01月

学校法人更名为
 “汉阳学园”（获得批准）

01月

批准成立半月分校
 （现ERICA校区）

07月

批准成立财团法
人汉阳工科大学

02月

批准升级为综合性大学
汉阳大学

03月

金连俊博士就任第一任校长

05月

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竣工
 （地下3层，地上18层）

1948 2003

1959 2009

1965 2010

1972 2012

1979 2017

1994 2019

1995 2020

1939 1998

汉阳将以更加强大的蓝图和战略，开创辉煌的明天。
通过培养引领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的优秀人才
和有助于人类的技术和人才，为创造充满希望的未来带头前行。

汉阳走过的道路，
大韩民国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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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962 45个 个个 个

学院 学院系 系

16

33,148名

在校生

5,016名

教职员

329,110名

校友总数

509,394m2

首尔校区

1,312,815m2

ERICA校区

2,609亿韩元

ERICA校区

1,122亿韩元

3,101亿韩元

36.20%

22,902名

3,612名

首尔校区

259,139名

首尔校区

10,246名

ERICA校区 

1,404名

ERICA校区

69,971名

ERICA校区

16,142名

本科生

3,023名

教员

9,023名

本科生

1,179名

教员

6,760名

研究生

589名

行政职员

1,223名

研究生

225名

行政职员

101 8 8 816个 个 个组 个中心 个部门个处

附属机构 附设机构 产学联合体 本部

2017年奖学金支出
占学费的比率 

财政

校区面积

首尔校区 ERICA校区 

汉阳的影响力

本科院系

成员构成

规模 奖学金

机构

17个 1个

一般研究生院

6 10个 个

专门研究生院 特殊研究生院

研究生院

2017年学费总额 

2017年奖学金总额
（首尔&ERICA校区）

以2018年为准

以2019. 7月为准

首尔校区

6,615 亿韩元

首尔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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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位

150位

1位 23位

3位

1位

2位

9位

11位

第1位

首尔校区

综合

国内排名 世界排名

ERICA校区

341

314
306

302
294
290

2015

2011201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第 30位 第 30位 第 30位

第 25位

2016 2017 2018

KAIST

汉阳大学
成均馆大学

浦项工科大学

高丽大学

首尔大学

354
314

249 249
219

193
171

155
151 150

教育部-韩国大学教育协会
 “2018年产业界视角的大学评估”

韩国CSR研究所“2017年韩国私立
大学社会责任指数”排名KOSDAQ协会

 “KOSDAQ上市企业  
CEO 毕业于汉阳大学”
的人数 

CEO Score
 “国内500强企业CEO
毕业于汉阳大学”
的人数 

连续六年受聘法官
毕业大学排名

一级公务员
毕业大学排名

2018年度五级公招
行政职大学类合格者现状 

2018年度五级公招
技术职大学类合格者现状

88名

104名

200名

48名

53名

107名

43名

41名

76名

24名

22名

70名

21名

18名
40名

TOP4

TOP4

TOP3

首尔
大学

首尔
大学

延世
大学

延世大
学

成均馆
大学

汉阳
大学

汉阳
大学

中央
大学

高丽
大学

高丽
大学

18名

14名

9名
4名

13名

TOP4

庆北
大学

4 4

3
位 位

位第

第 第

名次 大学名称 平均得分
1 延世大学 3.675 

2 成均馆大学 3.655 

3 汉阳大学 3.574 

4 岭南大学 3.431 

5 韩国技术教育大学 3.427 

汉阳大学生命工学系
生物医药领域被评选为

“产业界认定的最优秀大学”

“

”

汉阳大学的成就

亚洲 世界

QS世界大学评估 

自然出版集团
 “自然指数2017创新”

2018年《中央日报》大学评估

2018年《韩国经济新闻》就业•
创业大学评估

2018年《朝鲜日报》•
QS亚洲大学评估排名

2018年路透社亚洲
一流革新型大学评估

2019年《韩国经济新闻》·
 《全球研究》理工科大学评估排名

机构评估培养CEO 人才培养

共10,213个

国内企业CEO
毕业于汉阳大
学的，在韩国的
大学中排名 

汉阳校友
CEO企业数 

汉阳校友
CEO企业销售额 

汉阳校友
CEO企业雇佣人数 

国内大学第1位 

10,213 个

约 573兆韩元

717,855名

1.8倍 

2.0倍 

2.3倍 

5,691个

约 286兆韩元 

316,362名

主要大学平均

主要大学平均

主要大学平均

满分：4分
出处：韩国企业数据（KED），2018

主要大学：高丽大学，西江大学，首尔大学，延世大学，KAIST 
以2018年为准以2019年为准 以2018年为准

国内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首尔
大学

首尔
大学

延世
大学

延世
大学

成均馆
大学

汉阳
大学

汉阳
大学

高丽
大学

高丽
大学

第

第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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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韩国国内大学中最早设立志愿服务团
•  韩国国内大学中最早将“志愿服务”指

定为毕业义务条件
•  为促成从社会志愿服务模式向社会革

新模式的转变，启动社会创新中心

•  为将学院的力量集中于社会革新，创
办由校长主管的汉阳社会革新委员会

•  成立汉阳的社会革新平台-HUGE
      (Hanyang University for Global 

Engagement) 
•  韩国国内大学中最早开设社会革新

融合专业

•  将良性循环的共享文化“十匙一饭”活
动从汉阳大学推广到29所大学

•  最早创立依靠大学生、同时面向大学
生的金融生活创业组织“长腿银行”

•  为推动社区革新，开展以学生为主导
的系列项目- Youth Changemakers

•  开发小额捐款平台“Detris”

social Innovation 社会革新smart 智能教育&研究

培养面向未来型人才的创新特色教育
•  素质型人才(融合创意能力）：阅读经典著作、未来人文学教

育、科学哲学教育义务化、领导力教育
•  专业型人才(解决问题的能力）：PBL（通过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

培养以现场为中心的实践型人才），高等设计，智能反向学习法
•  应用型人才（挑战能力）：产业关联咨询委员会（IAB）、创业教

育（营造汉阳创业企业园区）、软件教育、以大数据为平台的就
业前途指导（HY-CDP）、现场实习义务化

•  国际性人才（语言、文化沟通能力）：G2教育，国际地区学教育
•  志愿服务型人才（关怀和分享的能力）：Changemaker Action 

Learning，社会创新融合专业，国际志愿服务，将参与志愿服务
列入毕业必要条件

激发创新性思维的先进教育环境
•  创意实习空间 :在创意工厂（Idea Factory）、知识工作室（Knowl-

edge Studio）等空间中能够利用到各种尖端设备与最新数码技术
•  国际慕课教育（MOOC）:与世界四大互联网教育公司之一的

Future Learn合作，向全世界提供优秀讲座
•  数位教学凭条（Blackboard）:提供多样而高效的课程模型，以

及按阶段安排学习的设计管理

培养企业创业家的摇篮“汉阳大学”
•  10,213家企业的CEO毕业于汉阳大学，韩国国内大学中排名第一
•  2,153家创业企业的CEO毕业于汉阳大学，韩国国内大学中排名第一
•  五年间累计培养出的风险投资企业CEO人数，在韩国国内大学排名

第一（2016）

韩国国内最高水平的创业、产学合作平台
•  韩国国内大学中首家大学技术控股公司
•  韩国国内大学中首创国际企业家中心
•  学院本部下属、校长直属创业支援团
•  为激活校内优秀研究人才技术创业而开设的教员创业论坛
•  与海外知名众筹公司IndieGoGo一同推动进军海外市场的项目

家
韩国国内大
学中排名第

韩国国内大
学中排名第家

企业CEO毕业于汉阳大学的 企业创业CEO毕业于汉阳大学的

10,213 2,153
位 位 1 1

 搭建实现创意型教育与研究的平台

start up 创业

培养有助于国家发展的风险创业家 为缔造更美好的世界培养人才

loVe aCTIoN ChaNGe

引领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
汉阳的3S战略

3s Vision



2019年，汉阳大学迎来建校80周年，意义深远。
从东亚工学院开始，到成长为韩国具有代表性
的名牌私立学校，汉阳大学将挑战第四次产业
革命时代 ，带着全新的蓝图和战略朝向汉阳
100年的梦想飞翔。

带着引领汉阳大学

80年发展的力量，

向着汉阳

100年的梦想前进

2019年5月14日，
美国纽约时代广场路透社大楼的大型电子屏幕上
出现了纪念汉阳大学建校80周年的画面。



运营符合社会需求的教育课程
由7名以上产业体外部人士组成IAB（Industry Advi-
sory Board）咨询委员会，在首尔•ERICA校区所有院
系范围内运营。为推进满足社会需求的教育，接受有
关教育课程及整个学科运营情况的咨询。

为培养创意性人才搞活融合教育
•  实行多专业制度：约20%的毕业生选修多专业
•  19个融合专业：大数据融合专业，创业融合专业，

未来人文融合专业，社会创新融合专业等
•  19个微型专业：选修条件比多专业更宽松。技术管

理微专业，金融计量微专业，艺术科技微专业等

运营采用最新教学法的课程
•  智能课程 Flipped Learning·Blended Learn-

ing：线上以理论为中心授课，线下以讨论和小组
项目等学生活动为中心授课

•  构建和运营新的教育革新模式“HY-LIVE”：世界
  首次利用远程临场（Telepresence）技术在二元化

的教室进行双向交互授课
•  IC-PBL（Industry-Coupled Problem Based 

Learning）课程开设：IC-PBL是着眼于开发未来
社会领导者必须具备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灵活的
思考能力、创意性、合作能力、沟通能力等多种能
力的”产业联系问题基础项目授课方法”。通过IC-
PBL课程，学生们可以互相合作，发掘实际社会和
工业企业面临的问题，主动摸索解决方案，从而取
得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成果

拓展创意实习空间
为了拓展实验•实习•实际技能培训等以学生活动
为中心的教育，建立了43个PBL教室和5个创意实习
空间。
•  CP Factory*：体现智能工厂的Industry 4.0研究教

育平台
•  Fab Lab** ：进行技术创意的实验，能实际实现的
 制造实验室
•  Imagine X-lab：利用VR/AR设备的技术设计教育

和研究室
•  商业实验室（BusinessLab）  ：尝试并具体呈现出创

业计划的创业准备空间
•  汉阳艺术剧场：培养创意艺术家的演出实习空间

和文化艺术空间

 * Cyber Physical System . Learning Factory的合成词

 ** 制作（Fabrication）和研究所（Laboratory）的合成词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大学应该培养出怎样的人才呢？为了培养时代需要的创意
型人才，汉阳大学走在教育革新的前列，不遗余力地投资最新教育方法和项目，
以及尖端设施，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援。

培养未来人才的
教育革新

19academic excellence 18



具有未来发展可能性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的核心是“融合”。汉阳大学构建了
多种多样的融合研究组织，创造性地达成跨学科的协同效应，搭建众多企业
与产学合作体系，以创造全新的研究生态系统。

通过强化产学联合
构建可持续的R&D生态系统

实现未来研究发展动力的“跨学科融合”
汉阳大学为达成医学•工学•科学和药学领域的融合研究，构建了医疗融合中心
MEB(Medicine•Engineering•Bio)。通过专门针对未来所需的生活科学（Life S-
cience）的MEB中心，尝试进行跨院系的交流与融合研究，创造性地实现学科融合的
协同效应。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生态系统的“大学与企业间的融合”
以解决企业难以推进的长期研究为重点，汉阳大学推出并运营产学合作中心IUC-
C(Industry 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Center)。大学将通过合作伙伴产学合作R&D
中心的IUCC，以大学稳定的财政为基础，集中展开研究与教育，企业则将获得所需
的信息及研究结果。

研究经费总额

1 位

22.9亿韩元

461件

58件

977件

2,818亿韩元

 4,160篇

技术转让金额

特批注册

技术转让实绩

特批申请

SCI+SCOPUS登载论文数 国内大学欧洲专利厅申请

以2018年为基准

2120research Impact 



汉阳人的舞台与世界融为一体。汉阳大学以最好的教育环境为基础，
培养掌握多种国家语言和文化，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全球人才。

面向世界的
汉阳、汉阳人

培养活跃在国际社会舞台上的世界人
汉阳大学为培养国际型人才，引进了全球语言和文化领域的必修课、英语专业科目
义务授课制度和将“初级汉语1”制定为教养必修课。另外，在中国上海和美国纽约、
硅谷设立全球创业中心，作为就业和创业的前沿基地。

提供韩国国内最好的全球 教育环境
每年有1,400多名受邀交换生、访问学生等来到汉阳大学。单独招收被称为“没有校
园的大学”——世界革新教育代名词的Minerva School的学生，并运营有2000名以
上学生参加的亚洲最大规模的国际夏季学校。

通过丰富多彩的项目加强对留学生的援助
汉阳大学为了给外国留学生的学业和生活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从入学开始即提供学
业日常管理、奖学相关项目、留学生活动及资讯等支援。另外，通过举办就业教育及
留学生专用就业博览会，举办留学生校友会等，支持学生毕业后作为汉阳校友成功
进入社会。

First
2003年 设立国内大学中第一个海外中心——
汉阳大学上海中心
2015年 设立海外法人
 “汉阳大学企业家中心上海事务所”

IEQAS
留学生管理认证大学

2011年以来连续五年被选为
 “留学生管理认证大学”

以2019年为基准

建立海外姊妹关系的国家和大学

88个国家

每年派遣海外学生外国留学生

7,400 多名

2,900多名

学位课程留学生

3,200 多名820 个机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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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Action
国际社会革新大学联盟，加入ASHOKA U
2018年汉阳大学加入了由引领社会革新的全球大学共同参与的“ASHOKA U联盟”。
以“爱之实践”的建校精神、统合学士-硕士-博士的社会革新教育课程、对区域社会
的贡献等，作为温暖世界的Change maker校园获得广泛认可，因此汉阳大学成为
东亚第一个“ASHOKA U Change maker校园”。

创造与各国青年共享社会革新的机会
为社会革新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机会。每年寒暑假开设亚太青年交流项目（Asia Pa-
cific Youth Exchange），社会创业青年交流项目(Social Venture Youth Exchange)，
每年举办Seventeen Hearts Festival庆典活动，分享一年间的社会革新成果。通过
这些活动，促进学生与各国青年的交流。

运营社会革新平台“HUGE”以及创建社会革新领导者基金
 “HUGE(Hanyang University for Global Engagement)”是一个让学生用创意解决
社会问题的平台。同时，为培养引领社会革新的人才，设立多种奖学金制度(SK革新
人才奖学金，icoop奖学金，HUGE奖学金，汉阳Changemaker奖学金等)。

Change
设立学校企业L.A.C. Studio
2018年6月，通过利用大学的知识资产与地方企业及社区共同经商解决社会问题，
设立了学校企业L.A.C.Studio。通过多种商业模式创造收益，并将其收益再投资到
学生教育，构建了良性循环结构。

为菲律宾女性创造工作岗位的韩国食品连锁店，KAINA
2017年设立的社会企业KAINA是教授韩国食品料理法给菲律宾那牙（Naga City）的
弱势群体女性，雇佣她们为正式职员，帮助她们实践自立为目标的经营模式。

照亮菲律宾偏远地区黑暗的太阳能路灯项目，LUNA
包括5名巴基斯坦留学生在内的6名汉阳大学学生于2019年1月访问菲律宾凯松
  （Quezon）村庄，推进了高效使用能源活动和示范安装太阳能路灯的志愿活动。

培养青少年革新领导人的指导手册《拜托指导》
此为由以导师身份参与青少年指导计划的学生们亲自执笔的指南，通过学校企业
L.A.C Studio进行销售。

为了建设更加温暖的世界，汉阳大学从未停止努力。以建校精
神“爱之实践”为基础，开展能够改变我与周围人，甚至改变世
界的有意义的活动。充分肩负起大学的社会责任。

改变世界的
爱之实践

设立肩负起大学社会责任的社会志愿服务团
1994年，在韩国大学中最早设立社会志愿服务团；2012年，韩国国内最早创立校友
社会志愿服务团。通过此举来体现汉阳的建校精神“爱之实践”，培养敢于承担大学
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

所有汉阳人一同践行“爱之实践”
韩国大学中第一个将志愿服务设置为教育项目。另外，通过运营由学生组成的志愿
服务团“充满希望的汉阳”，营造出一个良好的环境以实现主导型爱之实践。

从社会志愿服务向社会革新的发展
2017年1月1日，作为“爱之实践”的现代式重新解读，以社会革新的信念，在社会志
愿服务团新设社会革新中心。由此，包括原有的社会志愿服务在内，焦点聚集到从根
本上解决周边和世界的社会问题，活动的领域扩展到了社会革新。

十匙一饭_将兼职所得用饭票代替工资，送给低收入家庭的志愿服务活动。
以汉阳大学为开始，扩散到了其他大学。

Detris_通过后付交通卡，方便小额捐赠的交通卡触
摸型小额捐赠平台。

25Commitment to service 24



Chung Mong-koo_现代汽车集团 总裁 工业经营学系 67年毕业

Park Bo-young_大法院 前大法官 法学系 80级

Hong Nam-ki_经济部总理 经济学系 80级

Kim Ki-woong_韩国经济新闻 社长 新闻系 71级

Choo Mi-ae_国会议员 法学系 77级

Park Chan-ho_前棒球联合会 棒球选手 经营系 92级

Kim Bong-young_三星物产 顾问 材料工学系 77级

Yoon Boo-geun_三星电子 社长 通信工学系 74级

Lee Young-ae_演员 德语系 89级

Kim Moo-sung_国会议员 经营学系 71级

Kang Sung-hee_Autech 董事长 史学系 74级

Jang Guen-seok_演员、歌手 戏剧电影系 06级

Lee Beom-taek_Cleantopia 董事长 纤维工学系 72级

Park Hang-seo_越南足球国家代表队主教练 体育系 77级

为汉阳争光的
33万校友的力量！
在社会各界，汉阳人的活跃令人瞩目。33万名自豪的校友
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引领社会的中枢作用，正在创造大
韩民国的新未来。

培养出的企业CEO人数 
韩国国内大学中排名

第1位

汉阳大学累计校友数     
 （2019年现在）

 33万名

汉阳大学发展基金筹资现状
 （2014~2019年）

787亿韩元

新创领域企业企业CEO毕业于汉阳大学

2,153个10,213个

2726alumni 



汉阳大学通过培养引领社会变化的创意人才和可持续的革新，
实现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

Colleges and 
Graduate Schools

首尔校区
工科学院   建筑学部，建筑工学学部，环境建设工学系，城市工学

系，资源环境工学系，融合电子工学部，计算机软件学
部，信息系统学系，电气•生物工学部（电气工学专业，
生物工学专业），新材料工学学部，化学工学系，生命工
学系，有机纳米工学系，能源工学系，机械工学系，

 原子能工学系，产业工学系，未来汽车工学系

医科学院  医预系（医学系）

人文学院   国语语言文学系，汉语语言文学系，英语语言文学系，
 德语语言文学系，历史系，哲学系

社会科学学院 政治外交系，社会学系，大众传媒系，观光学部

自然科学学院 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命科学系

政治科学学院  政策学系，行政学系

经济金融学院  经济金融学部

经济学院  经济学部，金融经营系

师范学院  教育学系，教育工学系，国语教育系，英语教育系，
 应用美术教育系

生活科学学院  服装系，食品营养学系，室内建筑设计系

音乐学院  声乐系，作曲系，钢琴系，管弦乐系，国乐系

艺术体育学院 体育系，体育产业系，话剧电影系，舞蹈系

护理学部     护理学系，护理学系（夜间）

国际学部 国际学部

产业融合学部     产业融合学部（应用系统专业，信息融合专业）

计算智能学部   数据科学系，心理大脑科学系
 （预定2020年新设）

ERICA校区 
工学学院  建筑学部（建筑学专业，建筑工学专业），环境建设工学

系，交通•物流工学系，电子工学学部，计算机工学系，
材料化学工学系，机械工学系，产业经营工学系，

  生命纳米工学系，机器人工学系，融合工学系，国防信息
工学系，智能融合工学系（材料•配件融合专业，

 机器人融合专业，智能ICT融合专业，建筑IT融合专业）

软件融合学院  软件学部（计算机专业，软件专业），ICT融合学部（媒体
技术专业，文化技术专业，设计技术专业）

药学学院     药学系

科学技术融合学院     应用数学系，应用物理系，生命分子科学系，
 纳米光电子系，化学分子工学系，海洋融合工学系

国际文化学院  韩国语言文学系，人类文化学系，文化创意系，
 中国学系，日本学系，英美语言文学系，法国学系

舆论信息学院 广告宣传学系，新闻广播学系，信息社会学系

经商学院  经济学系，经营学系，保险精算学系，财务会计学系

设计学院   珠宝•时装设计系，外观与室内设计系，
 技术产业设计系，通讯设计系，娱乐设计系

艺体能学院 体育学部，舞蹈艺术系，实用音乐系



Seoul Campus 

汉阳大学作为韩国最早的私立工科大学，开启了韩国工学教育之门。
指向实用学风，定位为大韩民国的成长动力。汉阳大学优秀的教育和
卓越的研究正在日益成长和发展。

指向实用学风的
教育与研究

工科学院

医科学院

人文学院

社会科学学院 

自然科学学院 

政治科学学院 

经济金融学院 

经济学院

师范学院

生活科学学院

音乐学院

艺术体育学院

护理学部

国际学部

产业融合学部

计算智能学部（预定2020年新设）

个 学院

个 科系1662
首尔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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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A 
Campus 

ERICA校区开创了产学研合作的成功模式，培养了符合社会要求的卓
越的实务型人才。研究所以及企业的共同研究和现场实习展现了个
性化大学的新标准。

培养实务型人才的
产学合作著名大学

工学学院

软件融合学院

药学学院

科学技术融合学院

国际文化学院

舆论信息学院

经商学院

设计学院

艺体能学院

个 科系9 45
ERICA校区 

个 学院

3332erICa Campus



Graduate Schools

汉阳大学研究生院为营造高水准的教育与最佳的研究环境，一直以来以培养具有卓越
的、专业知识的人才为目标。不断研究、创新学术性、专业性的知识，致力于跃升为
世界级以研究为中心的研究生院。

兼具深度与专业的学问圣地
汉阳大学研究生院 

一般大学院 

专门大学院 

特殊大学院

首尔校区  工科系列，医科系列，人文社会系列，自然科学系列，艺体能系列
ERICA校区  工科系列，医科系列，人文社会系列，自然科学系列，艺体能系列

硕士学位课程  6个系列 1个学部 89门学科，26个学科间协同课程，35个学研产协同课程
博士学位课程  6个系列 1个学部 85门学科，19个学科间协同课程，37个学研产协同课程

签约学科  力量工程工学系，汽车自动控制工学系，智能融合学系

  城市大学院，国际学大学院，经营专门大学院，法学专门大学院，
 医学生命科学专门大学院，技术经营专门大学院

首尔校区   工学大学院，公共政策大学院，教育大学院，舆论信息大学院，
 国际观光大学院，临床监护大学院，不动产融合大学院，保健大学院，
 心理咨询大学院
ERICA校区  融合产业大学院

3534Graduate schools



Medical Center 

汉阳大学医疗院作为负责治疗和研究、教育的大学医疗机构，致力于做到最好。
努力成为一所永远把顾客放在首位，不断求新，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医院。

走出亚洲
成为世界级的医疗中心

Mission

作为爱之实践者，与那些从疾病的痛苦中走出来的人们

一起分享充满快乐和幸福的生活。

Vision

全亚洲医疗中心中最尖端的大学医院

以研究为中心，引导未来医学的医院

集顾客和家人的爱为一体的以患者为中心的医院

Core Values

医疗机构
汉阳大学医院，汉阳大学九里医院，汉阳大学风湿病医院，

汉阳大学国际医院

教育机构
汉阳大学医科大学，医学专门大学院，医学生命科学专门大学院

汉阳大学医疗院的重要性以及外界评价

汉阳大学医疗院现状

临床医生数 1天 门诊患者数 病床数
342名 5,000余名 1,445个

202名 2,900名 855个140名 2,100名 590个

首尔 首尔 首尔九里 九里 九里

尖端治疗

社会贡献

研究开发

负责经营

人才培养

2019 

2018

2018

2017

2017 

2016 

2016

2015

2015

2014 

2009

1993

汉阳大学医院被指定为“革新型医学科学者研究事业主管机构”

汉阳大学医院被指定为“大肠•乳房•肺•胃癌专业治疗医院”

汉阳大学九里医院本馆门诊重修竣工，开设“慢性痛症中心”

汉阳大学医院在首尔东南部城区开设第一家“区域应急医疗中心”

汉阳大学九里医院开设“新馆建设及心血管中心，健康促进中心”

 汉阳大学医院医疗质量被评为一等

汉阳大学九里医院被指定为新生儿集中治疗地区中心

汉阳大学医院开设“心血管&Hybrid手术室”

汉阳大学医院被指定为mers国民安心医院

汉阳大学医院开设癌症专项治疗Novalis Tx中心

汉阳大学风湿医院开设“风湿性关节炎临床研究中心”

 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组织扩编为医疗院

3736Medical Center 



Connect to 
Hanyang
这里有美丽的智慧和燃烧的热情， 
不懈的挑战与炙热的爱，
与汉阳相连的瞬间，你的未来便已开启

汉阳大学网站首页
http://www.hanyang.ac.kr

国际处
http://www.dic.hanyang.ac.kr

汉阳大学交换项目
http://www.hanyangexchange.com

exchangein@hanyang.ac.kr

汉阳的所有故事都收藏在这里啦！
汉阳的专业新闻网站“NewsH”
http://newshyu.com

汉阳的象征
多媒体平台（照片，视频）“频道H”
http://chh.hanyang.ac.kr

大家在微博上就可以随时了解到
有关汉阳的各种信息啦！
汉阳大学官方微博账号
https://www.weibo.com/u/6977189468

Contact Information



www.hanyang.ac.kr
首尔校区 04763 首尔特别市城东区往十里路222 Tel 82.2.2220.0114   ERICA校区 15588 京畿道安山市常绿区汉阳大学路 55 Tel. 82.31.400.5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