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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打开充满活力的未来
忠北大学的未来 100年的准备
第4次产业革命
对应
未来志向的
教授研究支援
系统 改 编

财政健全性
确保
校园
多极化

大学发展基金
扩充

工作・生活 均衡
业务体系 确立

世界化人才
培养

忠北大学建校68周年以来
已越过和谐, 品格, 未来的国家中心大学
正面向世界重点枢纽发展。
通过大学的质性成熟教育・研究的未来开拓
打开崭新的忠北大学100年

加

+

+

Adding

忠北大学
更加努力
以现场中心教育和教养科目教育融合的人才培养
忠北大学在第4次产业革命等未来社会所要求的崭新经营和技术模式下,
正为培养适合的实业型人才进行产学紧密结合的专业教育。
并且, 以核心力量为基础的教养科目教育,
培养拥有思维和洞察力的
创新・融合人才。

以生涯周期性就业项目和创业亲和性教育制度设计未来
忠北大学以学生的生涯周期针对性进路及就业支援项目的运营,
内实化低学年中心的进路指导, 强化对毕业生的事后管理项目(Job Dream)。
并且, 强化亲和性创业教育制度及支援设施, 建立创业主体支援体系,
为了让大学的所有人才在社会的各个领域能够做出各自的进路选择和创业
提供着最适合的信息。

减

Subtracting

忠北大学
减少学费负担
以居住环境稳定缓解居住费用负担
忠北大学最早是以在校园内设立楼房(150家庭) 和
校内宿舍运营(可容纳4,132名)减少了学生的居住环境问题和居住费用问题。
要打造能够让学生们没有居住费用负担, 全心全意学习, 稳定的学习气氛。

学费对比奖学金支出率在国立大学当中排名第1位(2018年 中央日报评价)
忠北大学每人年均学费为427万韩币, 每人年均奖学金269韩币,
学费对比奖学金支出率在国立大学当中最高, 减少了教育费负担。
并且, 在韩国生产本部实施的国家顾客满意度调查中, 连续5年被评第1位等来看,
为学生的教育服务一流性是得到了认证。

乘

Multiplying

我们比我伟大
以Residential Colloge培养创新型专业人才
忠北大学为培养未来型人才，以运营(Residential College)教育模式，
实施创新专业人才教育。
学生们在此课程中将学习到学生间的联系和思考方式的进行交流，
解决问题，学会‘共同价值’与‘共同体意识’。

世界是
忠北大学的校园
以体现世界化校园培养创新人才
忠北大学与全世界的220所大学签署了 MOU合作协议,
以交换生, 海外实习生,海外研修, 海外服务等多样的项目强化学生们的世界化力量,
在过去的2018年海外派遣的学生数达到了600多名。
并且,在各领域做出多样的国际共同研究,
作为亚洲知识韩流的中心大学做出其最大努力及作用而努力着。

外国留学生比率在国立大学排名第1位(2018年 中央日报评价)
忠北大学的外国留学生比率在国立大学当中排名第1位,
来自世界43个国家的1442名学生在我校在读。
这代表世界在关注忠北大学, 留学生们在选择忠北大学(2018.10.1. 高等教育统计)。

Dividing 除

以温暖的分享
主导社会变化的大学
忠北大学
大学-地区教育共同体的建立
忠北大学运营着学习者适合型平生教育项目。
尤其是与中长辈层的社会参与及社会奉献活动联系起来, 把为青年文化交
流 的项目强化起来, 为建立教育共同体而挺身而出。

大学-地区经济共同体的建立
忠北大学实施地区再生教育和技术咨询教育为促进地区的技术创新而努力。
并且, 以运营着创业保育中心, 建立企业的稳定成长和有机性网络链接等,
与地区建立经济共同体, 为企业内部的稳定和雇佣创造及地区经济的激活
化而努力着。

大学-地区分享共同体的建立
忠北大学以教育及才能捐助, 把从地区人民获得的关爱及福利能够还原,
实现分享共同体。
尤其是, 法律支援室居民服务强化, 大学设施共享及开放等, 把大学拥有的
多样资源与大众共享, 做出其最大义务而努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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함께 여는 역동적 미래

Chungbuk National University

连续5年
学生满意度第1位

就业率
重点国立大学中第2位

5年连续重点国立大学
清廉度最上位

国家顾客满意度(NCSI) 调查
在国立大学中第 1位(2014~2018)

2019年信息公示

国ㆍ公立大学清廉度测定 (2014~2018)

连续2年
韩国学生入学竞争率在国立
大学中第 1位
2018年度 7.02比 1
2019年度 6.09比 1

大学基本力量诊断评价
自主改善大学
2015大学构造改革评价最优秀 A

重点型
创业领先大学认定
8年连续最高等级(2011~2018)

3次连续在公共领域
人际资源开发3
优秀机关认证
教育部及人事革新处选定
(2012, 2015,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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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打开充满活力的未来

Chungbuk National University

忠北大学作为国家重点大学创
造充满活力的未来

忠北大学1951年建校以来已培养出15万余名的世界化人才,

是为地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名门大学。 在过去的68年通过创

新型教育和研究体制已成为名声高旺的学生满意度第一的大学。

我们忠北大学将以传统和声望为基础体现出 ‘真理的殿堂, 正义的师徒,
以和谐, 品格, 未来为基础, 打开充满活力21世纪的忠北大学
开拓的旗手’的建学理念, 在21世纪第4次产业革命中做出先导作用。
忠北大学将实现具备根本性智慧的学识共同体,

引领国家发展及社会变化中做出社会性责任, 产出未来知识,
并且为人类的发展做出最大使命。迎来建校68周年,
忠北大学已经越过大学的形成期和扩大成长期,

朝向了第3期成熟飞跃期。忠北大学为了向世界国家重点大学飞跃,
将与所有成员齐心协力奋力打开充满活力的未来。

以和谐, 合作的融合, 以选择和集中凝结出的互动发展,

向着忠北大学未来的100年前进。为了打造学生实现梦想的大学,
教授自豪感高旺的大学, 职员力量成熟的大学而努力。谢谢。

忠北大学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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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民共同体现创新知识共同体,
策划人类发展的忠北大学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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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发展变迁史

忠北大学是一所开放以后也在困难的环境下, 在道民们的强烈热望下建立起
的大学。在以道民们的心愿下补助的大米, 大麦换来的资金建立了正门, 建起
来教室。在1951年以清州初级农业大学为起步。
1951. 09. 27
曾以道民们的热爱建立起来的忠北大学已经迎来了68周年。
忠北大学以地区为接口, 与国民共同体现知识共同体, 为人类发展策划世界国
家重点大学的梦。

1953. 01. 10
1956. 04. 23
1977. 12. 31

2000. 02. 12
2000. 03. 29
2004. 07. 01
2005. 03. 01
2005. 05. 19
2009. 03. 01
2009. 08. 07
2010. 08. 27

清州初级农业大学建校
升级为忠北农业大学
改名为道立忠北大学
升级为综合大学

国际教育院开院

学研产共同技术研究院设立
实验动物研究中心设置
综合人力开发院设置
残疾支援中心设置
电子信息学院建立

法学专业大学院设置
入学管理本部建立
基础教育院设立

现在
2011. 11. 30

自由专业学部建立

2012. 10. 16

医生命科学融合经营大学院设立

2012. 11. 30
2013. 06. 17
2015. 06. 23
2015. 11. 30
2016. 03. 01
2018. 02. 21

融合学科群建立

产学合作先导大学培育工作团设置
创业支援团设置

健康中心, 人权中心建立

世宗国家政策大学院建立
大学创造工作中心建立

忠北世宗相生发展合作团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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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gbuk National University

蓝图

VISION

{ 共同打开充满活力的未来 }
在国土的中心
面向世界国家重点大学的挑战

核心价值及三大目标
品格
和谐

未来
纯正的大学

和谐
均衡的大学

共同生活的
大学

具备根本的
大学

挑战的大学

六大战略

以沟通
和谐的大学

有活氧的
大学
一步领先的
大学

准备未来
的大学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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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gbuk National University

发展战略

创新融合性的
适合教育
•世界优秀人才招生及支援
•创新教育及就・创业教育强化
•未来志向性教育及学习方法论运营
•先进型学习管理・运营系统建立

与地区相生发展的
产学合作
• 产学合作团的 业务效率性及专业性强化
• 校园多极化和与产学合作联系的体系化
• 技术转移事业化及大学创业促进

打造梦想和未来的
学生支援
• 学习环境及条件的发展性改善
• 学生自治活动及就・创业支援强化
• 大学运营及学生参与学校行政率扩大

财政健全性扩大及
运营效率化
• 大学财政运营的效率性及透明性提高
• 大学发展基金的持续扩充

提高竞争力和均
衡性的研究
• 研究的学识性均衡与未来对应强化
• 大学的研究基础及环境的持续改善
• 研究行政 简单化及专业化积极推进

世界化成长和地区
相生和谐
• 体系化・战略化的国际化及海外交流促进
• 中央及与地区相生的合作促进
• 大学宣传及品牌价值的持续提高

受信赖的
行政服务实现
• 职员受待遇的制度及环境巩固
• 大学资源的综合管理・运营体制强化
• 需求者中心的行政服务积极实现

健康的分享福利,
愉快的环境实现
• 教职员人事管理制度发展性改善
• 业务环境及健康・医疗・休养设施的改善
• 大学设施改善及造成愉快的环境

21

朝向梦想的
热情,
忠北大学
为您加油

学院简介
大学院简介
附属机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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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历史, 哲学与
年轻在呼唤

人文学院
College of
Humanities

国语国文系
中语中文系

法国语言文化系
俄罗斯语言文化系
哲学系
历史系
考古美术史系

成为现代社会的亮点

人文学院设立于1979年, 是以人文学专家培养及优秀民主市民培养为

社会系

社会科学学院1978年设立, 以人类与社会的科学探索和现实性适应

目的建立的。

心理系

为主的教育课程, 培养现代社会要求的有能专业人才为目标。

行政系

不仅在社会及组织中的个人行为上的理解, 而且在急速的社会变动的

政治外交系

韩国社会的政治, 经济, 行政等, 为了对提出的社会上的全方面的问题

为了学生们的智性与仁性开发, 提供着多样的教科及非教科项目, 不仅
在21世纪信息化时代对人类的人生意义及价值的研究上激励, 而且鼓
励着我国文化遗产和外国语及文化的理解。
人文学在各领域设置专业和福专业课程, 将提供其教育方案, 实施让
学生们能够顺利获得硕博士学位的教育。
人文学院以国语国文系, 中语中文系, 英语英文系, 德国语言文化系,
法国语言文化系, 俄罗斯语言文化系, 哲学系, 历史系, 考古美术史系
的学识性探究与实践为核心编程教育课程来运营。

经济系

做出科学性的解释, 并且为探索其政策上的解决方案, 立志于专业化
和分业化的角度, 以社会系, 心理系, 行政系, 政治外交系, 经济系等五
个系构成。
通过给学生们传授专业知识和素养, 并且为了解决社会现象的理解和
社会问题的解决, 提高能动性的科学思考而努力。
尤其是, 强调着为国家与地区社会要求的各各现实性解决问题所需的
现场教育和实习教育, 面临世界化和信息化运营着多媒体室, 尖端教
室, 实验实习室, 资料室等。

http://sscollege.chungbuk.ac.kr

德国语言文化系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http://humanum.chungbuk.ac.kr

英语英文系

社会科学学院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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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学院
College of
Natural Sciences

数学，信息统计学部
物理系

天文宇宙系
地球环境科学系

培养 创新 道德的世界化经营
专业人才

经营学院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自然科学学院1978年设立, 以数学·信息统计学部(数学系, 信息统计

经营学部

经营学院1987年设立。 起步阶段由经营系, 会计系, 国际经营系, 经

系), 物理系, 化学系, 生命科学部(生物专业, 微生物专业, 生化学专

国际经营系

营情报系等4个系构成,从1999年开始导入学部制度以来, 在2002学年

经营情报系

度开始招生单位变更为经营学部和国际经营・情报系统学部。

业), 天文宇宙系, 地球环境科学系, 共2个学部, 4个系构成。
各系会培养出数学, 信息统计学, 物理学, 化学, 生物, 微生物, 生化
学, 天文宇宙学, 地球环境科学等领域的理科学士。在与学科联系的
大学院的9个学科和物理系运营着研究装备开发课程中, 培养着硕・
博士专业研究人才。
自然科学学院还通过现在的3个BK21事业团, 2个CK事业团的合作,
研究第4次产业革命时代基础科学理论和其实际性应用方法, 为在学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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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由经营学部和国际经营系,经营情报系构成。各专业领域的优
秀教授团以深度的学识研究, 为学科发展做出努力,并为产学合作项目
做出重要贡献。
本学院设置了学・硕・博士学位课程及经营大学院,不仅发挥着地区的
领先学院的作用,而且诚实地完成奖学基金的造成和效率的学生活动
支援, 为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识的发展之路上做出领先的创新专业人才培养作用为目标。

经营学院的毕业生以一流企业为中心, 在金融, 保险, 政府投资机关,

毕业后, 学生们充分具备基本素养和多样的专业知识, 并且在融合学

言论, 公务员等多个领域就业, 通过取得公认会计师等公认资格证后

识领域培养为国际人才, 进入社会各领域发挥着作用。

进入专业领域发挥着作用。

http://ccba.chungbuk.ac.kr

生命科学部

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培养科
学人才

http://nscience.chungbuk.ac.kr

化学系

共同打开充满活力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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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信息化, 专业化, 国际化
的知识基础时代

工科学院
College of
Engineering

土木工学部
机械工学部

建筑工学系
安全工学系
环境工学系
工业化学系
城市工学系
建筑学系
* 技术产业工学系

引领世界ICT领域

工科学院在1967年设立以来, 现在由2个学部(土木工学部, 机械工

电气工学部

电子情报学院起源于1994年，是从半导体，情报产业领域被指定为国

学部)和8个系(化学工学系, 新素材工学系, 建筑工学系, 安全工学

电子工学部

家政策大学，当时是在电气，电子，控制，半导体，情报通讯，电波工学

系, 环境工学系, 工业化学系, 城市工学系, 建筑系)构成, 已成为拥有
3400名做未来设计的学生构成的学院。工科学院正做着教育部支
援的研究中心大学院教育特性化BK21项目, 地区先导大学培养师范
项目, 工学教育创新支援项目, 中小企业厅支援的研究村落项目(美
容ㆍ生物产业领域), 行政安全部支援的地震防灾领域的专业人力培养
项目, 灾难管理领域的专业人力培养项目, 极端灾难对应领域的技术

情报通讯工学部
计算机工学系
计算机软件系

等6个专业中持有最好教育环境的工科学院电气电子工学部。
1999年构成了独立学部 ‘电气电子计算机工学部’,在2009年在国立大
学中最早在IT领域设立了电子情报学院。
现在是由电气工学部，电子工学部，情报通讯工学部，计算机工学系及
计算机软件系等3个学部2个系构成，以 ‘ICT领域领先大学’的教育目
标在培养着具有充实的创新性，专业性，领导性的人才。

开发项目等。

电子情报学院为了加强实际业务能力和现场适应能力，在教育课程

通过这些项目在知识基础时代, 为社会培养社会要求的具有国际竞争

上加倍努力，实施多样的奖学制度和外国语教育，冬·夏季就业讲座。

力的工学人才, 进一步为国家与社会排放出持有信息化, 专业化及国际

尤其是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世界的多数大学合作开展学生交

化价值的未来志向人才。

流项目，实施外海研修，邀请实际业务能力丰富的专家教授给学生们
提供具有现场感的教育。

* 合同系

http://ece.chungbuk.ac.kr

新素材工学系

College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http://eng.chungbuk.ac.kr

化学工学系

电子情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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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生命珍贵性的大摇篮

农业生命
环境学院
College of

植物资源环境化学部
食品生命，畜产科学部

College of
Education

地区建设工学系
生物系统工学系
木材纸质科学系
农业经济系

教育系

建校以来其他学院对比做出先导作用的主体学院。
农业生命环境学院由3个学部(植物资源学, 环境生物学, 食品生命工
学, 畜产学, 植物医学, 特用植物学, 园艺科学)和5个系构成, 总共12个
学科的有能教授和优秀的学生们为我国农业的未来正在认真学习。
并且, 为了 ‘农业的先进化和科学化’持续进行着动植物生命性能的研
究, 生物生产, 依生物环境保健等的粮食确保, 为环境保全做出高水平
的教育研究和对外支援。
农业不仅给人类的生命活动提供不可缺少的粮食, 而且是对其他产业
提供原材料的产业, 也是国家在安保角度上占上等价值的产业。

有专业知识和优秀品格的教师, 为中等教育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英语教育系

现在师范学院本科设有13个系, 大学院设有9个系的硕·博士课程。

历史教育系

为国家未来做出核心作用的教师应要在专业上具有深度的学识理解,

地理教育系
社会教育系
伦理教育系
物理教育系
化学教育系
生物教育系
地球科学教育系

农业生命环境学院以培养人类及民族自尊需求的生命, 环境, 资源及

数学教育系

创新技术开发, 绿色环境打造, 农产品生产基础的打造, 产业化需求的

体育教育系

科学技术掌握为目标, 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师范学院是培养中等教师的教育机关, 在1969年设立, 至今培养着具

国语教育系

在品格方面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和使命感。
师范学院为了培养未来时代要求的资质高尚教师不断努力, 毕业生们
以及包括忠北地区和首尔, 京畿, 江源等全国各地作为中等教师尽最
大努力。

https://edu.chungbuk.ac.kr

山林系

农业生命环境学院1951年设立 是忠北大学在1951年以清州农业学院
https://agri.chungbuk.ac.kr

应用生命工学部

培养未来时代要求的教师

师范学院

Agriculture, Life &
Environment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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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科学学院
College of
Human Ecology

食品营养系
儿童福祉系

消费者系

兽医学院
College of
Veterinary Medicine

生活科学学院以1964年设立的家庭系为基础, 在1991年得到了正式设立

兽医预科
兽医系

认可。
现在由食品营养系, 儿童福祉系, 服装设计情报系, 居住环境系, 消费者系
等5个系构成, 是在全国唯一的在生活领域覆盖全范围学科的学院。
生活科学学院是在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的角度, 运营着人类和
环境的相互作用的科学探究和实践性的创新教育课程, 以培养未来社会
上发挥先导作用的生活融合型人才作为目标。并且, 不仅在人生质量上提
高方面上解决问题上, 而且在产业现场上要求的应用性, 世界化, 领导能
力, 专业性上的实际业务力量上放重点的情况下, 提供生活科学的专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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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导未来的兽医学

兽医学院的前身是1989年农业学院兽医系, 从1994年开始升级为独
立的学院。
在1988年开始学制改编为6年, 在1993年设置了大学院硕士课程, 在
1996年设置了大学院博士课程。
附属机关有动物医疗中心, 合作机关有动物医学研究所, 实验动物研
究支援中心。
兽医学院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对宠物, 产业动物, 实验动物, 野生动物
, 水生动物等所有动物进行疾病预防及治疗的兽医人才。另外, 培养担
当畜产食品安全性确保的保健专家, 还有培养对医药品, 化妆品, 生活

识和适合社会的现场教育。

用品等的安全性确保担当的专家, 还培养对遗传工学, 体外颗粒及卵

为了深度的专业教育, 在所有学科设置了一般大学院(硕士, 博士, 硕·博连

子包的遗植技术的专家等。不仅对于动物, 而且培养对人类的健康及

读)课程, 还设置了技术家庭教育专业, 幼儿教育专业, 营养教育专业的大

福祉做出贡献的保健医疗专家为目标。

学院教育课程。

兽医学院的学生需要在兽医预科攻读2年后再晋级兽医本科4年制课

生活科学学院的附属机关里还设有附属幼儿园。

程, 需要把基础兽医学, 预防兽医学, 临床兽医学的相关教科目阶段性

生活科学学院在产学合作体系的建立及地区联系活动方面也在努力, 参

的修完后, 要取得160学分才可以毕业。

与教育部LINC+项目与产业联系积极推进产学合作项目, 为学生们的就业

修完6年的全部课程后, 将会参加兽医师国家考试, 从农林水产食品部

力量做出强化作用。 另外, 运营与清州市联系的健康家庭·多文化家族支

频发兽医师资格证, 到了社会以专家兽医师工作。并且, 修完6年的兽

援中心, 清州市幼儿供餐管理中心, 提供地区居民们的公共服务。

医学课程后, 以兽医长教和公认兵役兽医师资格代替兵役。

http://vetmed.chungbuk.ac.kr

居住环境系

与人类共同进行生活研究,
提高人生质量

http://humeco.chungbuk.ac.kr

服装设计情报系

共同打开充满活力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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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专业药学人才

医药学院

药学系
制药系

College of Medicine

医学预科

医科学院是培养国家与地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学院, 也是作为忠北

基础科学为基本的打造生命现象的学识, 对于这些对生命现象给予影

医学系

地区的核心医疗人力培养机关, 为良质的保健医疗体系, 在1987年设

护士系

立。

响的生理活性物质进行研究的应用科学及综合生命科学。
医药学院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在生命科学做出核心作用的专业人才。
例如, 在各种疾病预防中使用的医药品, 创制, 生产, 管理, 评价, 供给
的人才。 培养对患者起用的临床性应用, 医药情报, 疾病预防, 保健
卫生等领域具备学术理论, 技术, 伦理知识, 使命感的人才。
也可以说, 医药学院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具有投药设计及调剂能力, 保
健理疗, 临床药学,

医科学院的教育目标是以基本医学知识为基础, 培养具备医学者的
思考能力和基本能力, 涵养初步诊疗能力, 为地区社会的保健医疗做
出贡献, 做持续的学习和研究, 为未来新社会环境对应的专业医疗团
队。
从2009年开始医学预科从自然科学学院编入至医科学院后, 能够更
有效的进行医科学院教育, 在2012年新设置了护士系, 在保健医疗领

医药品开发, 生产, 制造, 管理等方面具备研究能力的专业药师和药学

域培养优秀的具备护士业务能力和多样护士现场及医疗领域的专业

人才。

护士。
现在医科学院获得了医学教育认证及护士教育认证, 更能够可以进行
体系化被公认的医学教育和护士教育。

* 合同系

http://medweb.chungbuk.ac.kr

医药学院是在1956年药学系开始的。 药学是物理学, 生物学, 化学等
http://pharm.chungbuk.ac.kr

* 产业制药系

尊重生命价值, 延长人类生命

医科学院

College of Phar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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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专业学部
The Liberal
Studies Major

共同打开充满活力的未来

培养未来要求的具备洞察力
的人才

Convergence
Department

造型艺术系
设计系

而设立的学院。

进入自由专业学部的学生将以学生本人的希望及努力, 摸索未来, 自由
地设计未来。
运营2个系列
人文·社会系列

自然系列

1年级为大范围领域的探索期间,
2年级晋级前选择专业
※院系(专业）选择限制：排除师范学院, 医药
学院, 兽医学院, 医科学院 , 艺术·体育学科

专业安排是要在修完2个学期以后，升入大2时候，除了师范学院，
医药学院，兽医学院，艺术·体育学科之外都可以自由选择。

现代社会有多样的学识互相辅助与合作带来互动效果, 这种现象称之
为融合(converge)。
美国的(纳米, 情报技术, 人知科学)的(convergence), STEA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 and Mathematics) 教育就是典型的例
子。 对于此领域的体系化的研究及教育将是未来社会的必然要求。
融合系群追求多样学识间的融合, 目前拥有造型艺术, 设计等多样的专
业领域。
以此作为基础, 融合系群把现有领域的传统知识和其他领域的最新知
识相结合, 创造出新领域的融合技术, 对此进行深度研究及扩大更多的
教育领域。

http://soc.chungbuk.ac.kr

域。 通过本人亲自经验后, 为将来打算再选择专业。

http://fole.chungbuk.ac.kr

学生们要用1年的时间亲自接触人文社会, 自然科学等多样的学识领

以融合准备学识间的未来

融合系群

自由专业学部2012年设立。是为培养在知识社会要求的综合性人才

37

Chungbuk National University

附属机关简介

38

共同打开充满活力的未来

Chungbuk National University

普通大学院

大学院1968年1月10日设立。 大学院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国家及人类社会发展所需的研究学术理论及应用方法的人才。
大学院为了对应多变的国内外的学识研究动向及学识领域, 2019年为准由硕士课程66个专业, 在读生有682名, 博士课程57
个专业, 在读生有312名, 学ㆍ研ㆍ产合作课程(18个机关), 学科间的合作课程(17个机关)构成。
2018年7月为止已经毕业出硕士11,980名, 博士3,206名, 硕ㆍ博连读25名及名誉博士48名。

以宽阔的视野
增加学识深度

人文, 社会系列

艺术体育系列

硕士课程_ 国语国文系,中语中文系,英语英文系,德语德文系,

硕士课程_ 体育教育系, 造型艺术系, 设计系

法语法文系,俄语俄文系,哲学系,历史系,考古美术史系,社会系,

博士课程_ 体育教育系

心理系,行政系,政治外交系,经济系,经营系,国际经营系,社会系,
经营情报系,农业经济系,法学系,教育系,国语教育系,英语教育系,
历史地理教育系,社会教育系,伦理教育系,儿童福祉系,消费者系
博士课程_国语国文系,英语英文系,哲学系,历史系,考古美术史系,

医学系列
硕士课程_ 兽医系, 医学系
博士课程_ 兽医系, 医学系

社会系,心理系,行政系,政治外交系,经济系,经营系,国际经营系,

学研产合作课程

会计系,经营情报系,农业经济系,教育系,国语教育系,英语教育系,

生化学系,天文宇宙系,地球环境科学系,农学系,农化学系,特用植物系,

硕士, 博士课程_ 韩国化学研究院, 韩国能源技术研究院,
韩国生命工学研究院, 韩国标准科学研究院, 韩国电子通讯研究院,
韩国生产基础研究院, 国立山林科学院, 忠清北道农业技术院,
食品医药品安全处, 韩国机械研究院, 韩国原子力研究院,
LS产电力研究所, 韩国天文研究院, 农村振兴厅,
韩国建设技术研究院, 韩国基础科学支援研究院, 疾病管理本部,

山林系,地区建设工学系,生物系统工学系,林产工学系,

* 五松尖端医疗产业财团

畜产·园艺·食品工学部(畜产学专业,园艺学专业,食品工学专业),农生物系,

学科间合作课程

历史地理教育系,社会教育系,伦理教育系,儿童福祉系,消费者系

自然科学系列
硕士课程_数学系,统计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微生物系,

科学教育系,数学教育系,食品营养系,服装设计情报系,居住环境系,
药学部(制药产业专业,新药开发专业),临床药学系,护士系,医生命融合系
博士课程_数学系,统计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微生物系,
生化学系,天文宇宙系,地球环境科学系,农学系,农化学系,特用植物系,
山林系,地区建设工学系,生物系统工学系,林产工学系,
畜产·园艺·食品工学部(畜产学专业,园艺学专业,食品工学专业),农生物系,
科学教育系,数学教育系,食品营养系,服装设计情报系,居住环境系,
药学部(制药产业专业,新药开发专业),护士系,医生命融合系

硕士,博士课程_ 医用生体工学, 情报产业工学, 生物产业,
大数据, 合成生物学, 文化财科学, 山林治愈学, * 绿色能源工学,
* 国际经营情报科学,* 未来社会融合, 政府财政会计, 自动车,
防灾工学, 自动代理学,* 研究装备开发学, 危机管理学, 融合保安

合约系
硕士课程_ 尖端医药产业系, 电子情报工学系, 化妆品产业系
* 硕士课程班开设

工学系列
硕士课程_土木工学系,材料工学系,建筑工学系,机械工学系,安全工学系,
工业化学系,精密机械工学系,建筑系,环境·城市·化学工学部(环境工学专业,
城市工学专业,化学工学专业),电气ㆍ电子ㆍ情报ㆍ计算机学部(电气工学专业,
电子工学专业,情报通讯工学专业,电波通讯工学专业,控制机器人工学专业,
半导体工学专业,计算机科学专业,计算机工学专业)
博士课程_土木工学系,材料工学系,建筑工学系,机械工学
系,安全工学系, 工业化学系,精密机械工学系,环境·城市·化
学工学部(环境工学专业,城市工学专业, 化学工学专业),电
气ㆍ电子ㆍ情报ㆍ计算机学部(电气工学专业,电子工学专业,
情报通讯工学专业,电波通讯工学专业,控制机器人工学专业,半导体工学专
业, 计算机科学专业,计算机工学专业)

66系 4学部
博士课程 57系 4学部
学研产合作课程 18个机关
学科间合作课程 17课程
硕士课程

硕士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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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大学院
法学专门大学院 │ 培养多样的具备专业性和健康伦理意识的法学人才
法学专门大学院是以教育培养法学人才, 达到法学院的制度目标, 通过地区人才的培养, 为国家稳定发展的屈指下设立的。在法学

经营大学院│ 培养国内最优秀的经营专门人才

专门大学院重点教育法学理论及其应用方法, 作为法学人的健全品德。法学专门大学院以培养具备专业性和人性兼备的人才而作

经营大学院是通过经营理论和应用方法的学习, 为培养给地区社会做贡献的高级人才为目标设立及运

为教育目标。具体目标是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培养出具有优秀力量, 并且能够反映地区社会的特性及法律需求, 在特性化领域具备

营。上课是晚上进行。

科学技术发的法学人才。

经营大学院的所有课程由具备专门知识的40多名教授负责, 为排放给地区经济和企业经营做出大贡献的

法学专门大学院设立以来, 向法院, 检察院, 警察局等多数的公共机关排放法律人才, 在地区法律市场做出主导性作用。在未来也

经营人才而努力。

要为国家与人类社会做出质高的法律服务而奋斗。

法务大学院 │ 培养为社会和国家发展贡献的高级人才

特殊大学院

法制主义作为基本运营的国家与社会, 法律理论及实务知识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因法律关系的多变下,
科学技术文明急速发展并法律领域不断创出, 想象不到的问题不断出现。 并且, 随着国际化的急速发展
, 在国家及公共机关, 教育机关, 社会团体, 企业等上班的职场者们的国际竞争力成为国家重要课题。 所
以, 在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是对经济, 社会, 科学技术变化等的能动性对应。 法务大学院在如此急速发展的

教育大学院 │ 向百年之大計的第一步

时代背景下, 为对应时代要求, 在1996年11月得到许可以来, 为培养地区社会及公共机关及私企业的职场

教育大学院1975年以7个专业的70名学生的小规模起步, 通过40年的发展以具有19个专业, 154名学生的规模, 作为教师的教育机关

者们而努力运营。

做出重要作用。

法务大学院是以地区社会法务专门人才培养为目标, 在公法及司法专业下, 还设置了有关法律领域的科学

不仅要重视教师培养机关的作用, 而且也重视着根据时代性·社会性变化的学事运营和教育项目的开发。现已成为在全国领先的大

计数法等多样的具体专业。

学院, 毕业生们也在忠北地区以及全国各地担任着重要角色, 为教育的质量提高做出重要作用。

优秀的教师和实务经验丰富的学生们以多样的上课方式, 学习理论的有机关联性并打造深化的机会。
尤其是为在地区公职社会上班的法务能力提升及获取学位方面实现自我价值。

产业大学院 │ 培养具备指导性人格和独创力的技术人才
产业大学院为了把产业现场技术人们培养为专门技术人才, 在1989年设立。产业大学院由建设工学系, 工程工学系, 生产工学系,

世宗国家政策大学院 │ 在世宗寻找准确国政之路

电气电算工学系等4个系构成, 上课是晚上进行。最主要的任务是教育现场技术者们硕士水准的专门技术人才, 通过工学学识和实

世宗国家政策大学院在2016年3月设立。其设立背景是随着中央行政机关和国策研究机关转移到世宗市

用性工学技术教育, 为在多样地区工作的技术者和研究者提供创造性发展的平台。

后, 为了响应国家均衡发展政策, 政策力量强化, 满足教育需求, 为国家政策发展做出贡献。

产业大学院是对于想在产业体或研究所里边工作, 边提高专业知识的人们的好机会, 在工学领域优秀的150多名教授指导着毕业论

世宗国家政策大学院不仅在经济学, 社会学, 心理学, 行政学, 政治外交学等社会科学, 而且, 把医ㆍ药学

文, 在学位课程中提供着发展性研究项目参与的机会。目前还通过国土交通部支援下的世界化建设高级人才培养项目, 培养具备国

和人文学兼并起来。通过综合教科课程为公共机关及各部门提供特化教育服务, 培养具备专门性和创新

际性知识的专家人才。

性的负责人, 为政策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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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运营多样的具备专业性的附属机关,
学校声望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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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

健康中心-保健诊疗

共同实验实习馆

图书馆藏有130万多本书和70多种 Web DBㆍ

以学生及教职员为对象, 为了提高健康管理

具备尖端器材和最高水准的分析技术, 支援

电子杂志, 由中央图书馆和4个分馆(医学, 法

及保健提高提供免费诊疗, 应急处置, 健康商

教授及学生们的研究和实验。另外, 通过产

学, 科学技术, 自习馆)构成运营。대作为忠北

谈, 体成分检查等服务。另外, 在每年初以本

学·研的合作及大学间的技术交流促进, 为

地区重点教育基本设施, 为地区居民的读书振

科(1·4年级)及普通大学院(硕士1年级)为对象

NT, BT, IT的技术发展做出贡献。

兴及平生教育而努力。

实施免费的健康诊断服务, 为学生们的安全
生活及健康而努力。

平生教育院
产学研究本部

让大学持有的教育设施, 信息, 资料及教育项目

产学研究本部是为了振兴产学教育, 促进产

健康中心-学生生活商谈所

, 不仅只限于校内享用, 还扩散到地区社会, 提

学合作, 提高大学竞争力, 为地区社会及国家

为了让学生们理解自己, 探索当今问题, 为未

高地区居民们的生活质量, 为社会和国家发

做贡献而设立的机关之一, 肩负着产学发展

来探索提供帮助, 提供商谈服务,提供多样的

展做出贡献。

需要的学校新技术·知识的开发及供给扩散,

有助项目。

做出学校和产学社会顺利发展的桥梁作用。

新闻放送社
纪录馆

在2009年8月7日, 把忠北大学新闻社和校内

入学本部

微小的纪录聚集起来会创造历史一样, 纪录

教育放送局合并起来后, 成了现在的新闻放

以建校理念的真理, 正义, 开创的精神, 录取

馆以纪录物的效率性及体系化的进行管理,

松社。为了开新人的正确价值观的竖立, 学

优秀学生, 为大学及大学院的入学制度改善

提高行政业务能力, 并且安全辅助･管理及有

术情报提供, 健全言论形成, 准确的大学文化

及高等教育的正常化做出贡献, 提高大学声

效应用纪录物。

传递而努力。

良性平等商谈所

实验动物研究支援中心

电算情报院

为了预防大学内部的性侮辱及性暴力等行为,

实验动物研究支援中心是满足美国国立保健

支援大学内的计算机服务相关技术提供及问

并且发生性侮辱·性暴力问题发生时解决处理

院(NIH)的实验动物私育环境的最高水准的

题解决, 为了远程教育设置超高速网络, 通过

问题而努力。为了解决如此问题, 进行性侮辱

动物实验支援机关, 支援着动物实验研究, 具

引进大型服务器建立情报网等实现着One-

·性暴力预防教育和性商谈工作。

备着尖端设施和器材, 为动物实验的最佳环

望及名望而努力。

Stop Service。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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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支援中心

工学教育创新中心

教职部

社会公益中心

预备军联大

学研产共同技术研究院

残疾支援中心由学生会室, 商谈室, 再活运动

工学教育创新中心为了工学教育的内实化, 以

负责师范系及非师范系的教职课程运营及平

社会公益中心是以我校大学蓝图及目标 ‘共

为了给完成军服务后编入到预备军的忠北大

为了建立大学, 研究所, 产业体等综合性的合

同打开充满活力的未来’为基础, 为通过互相

学在职教职员和在读生们的预备军支援管理

作体系而设立。主要做多样的企业团创业培

沟通, 合作, 相生提高共同体意识, 为地区社

及教育训练, 预备军联大在1981年6月5日设

育, 尖端科学技术研究, 国家支援地区重点教

会提供分享而设立。

立。

育及研究工作。

就业支援本部

体育振兴院

就业支援本部运营对进路及就业教科目, 就

体育振兴院为了学校成员及地区社会居民们

室, 特殊媒体室, 休息室, 阅览室等构成。为
了残疾学生们的授课, 学习支援及学生生活

工学教育的教授·学习体系创新和工学教育认
证标准(ABEEK)为基础, 做工学教育服务综合

生教育课程的实习工作。还担任教职课程结
业指导, 教育实习计划竖立, 循环指导及教育

支援, 就业支援等, 运营着从入学前开始到毕

开发·改善·支援, 为了创新融合型工学人才培

实习成绩评价, 教育实习费用收取及执行等

业后就业为止的统合支援体系。尤其是在残

养, 开发多样的产学企业工学项目并运营。

与教职课程相关工作和平生教育指导等, 与

疾大学教育福祉评价(教育部, 3周期)中连续4

平生教育课程实习相关的全面工作。

年被评最优秀机关, 在国内外受高度评价。

教育创新研究院
教育创新研究院(旧教育认证院)为人才培养做

出版社

业促进的经验开发及宣传活动, 国内外的实

的健康, 运营健身中心, 体育馆, 运动场, 网球

博物馆

出贡献在2012年7月设立。此机关以自体专业

出版社通过出版校内的学术研究及文献的出

习制度,进路探索 → 进路设计 → 就业力量开

场等。并且以(田径, 足球, 手球, 网球)等体育

博物馆由展示厅, 企划展示厅, 多媒体室等构

认证制度对专业教育内实化并提高我校专业教

版, 还通过教育需求的教材, 印刷物, 刊物的

发 → 就业成功战略 → 毕业生事后管理的分

活动为地区社会的体育发展做贡献。

成。进行特别展示, 中原地区卖场文化调查,

育的信赖, 开发大学教育的成果及效果, 提高大

印刷, 对学术文化发展做出贡献。主要工作

阶分水平式项目。并且还运营着与教育部,

国内外学术研究等多样的项目, 为地区文化

学教育质量, 支援分析大学教育的成果分析及

有教养及专业教材出版, 学术研究物发行, 普

雇佣, 劳动部, 产业人力公团, 中小企业振兴

发展做出贡献。 特别是在旧石器时代的考古

政策决定。

通刊物物出版及供给, 对出版物的调查研究

公团, 自治体等联系的特化进路教育课程和

人权中心

忠北大学医院

就业项目。特别是为了让青年们的外海进军

忠北大学人权中心为了维护校内成员们的权

忠北大学医院在1991年设立，是在忠清北道

挑战, 在7个国(美国, 日本, 法国, 德国, 俄罗

益, 以人权中心运营委员会, 人权委员会, 商

建立最早的国立大学附属医院。

斯, 新加坡, 越南) 创造就业机会, 支援女大学

谈室为基础在 2015年9月1日 设立。

建立了忠清北道的医疗安全网为道民的健康

学术领域被认定为世界最佳博物馆之一。

等。

科学英才教育院
天文台

科学英才教育院为未来国家发展培养早期科学

学生生活馆

天文台为天文宇宙科学相关教育及研究, 地

技术人才。并且, 利用忠北大学优秀的科学教

学生生活馆为了从外地来上学的学生, 给他

区社会青少年及居民们开发着为观测宇宙的

育力量, 进行系统化培养支援培养上等科学英

们提供便利, 建立健全的学习氛围而设立。

项目, 并培养此领域的人才, 进行此领域的研

才, 把他们培养为未来专门科学力量而努力。

为了生活馆生们通过集体生活, 培养自主, 自

究。藏有国内最大球镜1M望远镜和0。6M光

立, 合作精神, 渡过健全大学生活而努力。

视野望远镜, 从2014年开始运营天文体验学校
实现着科学大众化。

创意融合教育本部

做出了贡献。为800多病床，日平均4000多名

生和毕业生未就业生们。

外来患者及800多名住院患者用心做医疗照

安全管理本部

顾。而且还未忠北大学医科学院学生们的临

国际交流本部

随着大学内安全事故的重要性提高, 安全管

床教育和临床研究，专业培训做出指导作用。

为了培养21世纪信息化世界化时代的创新人

理本部从 2017年1月设立以来, 担任着研究室,

忠北大学医院被政府指定应急医疗中心，忠

才, 为学生和地区居民运营着以多语言, 多文

生物放射线, 灾难安全等相关工作。

北地区癌症中心，呼吸专门治患中心，向着大
韩民国中心的特性化医院前进。

化的多样外国语教育课程。

创意融合教育本部运营着基础教养教育, 非教

人才培养院

并且, 为了外国人们进行韩国语教育和多样

科教育, 联合融合专业, CBNU RC教育, 沟通教

为了给准备考试的学生们培养考试适应能力,

的韩国文化项目。

国语文化院

育, 教授及学习支援, 数码教育等多样的学部教

提供备考教材和信息, 支援网络上课费用, 考

通过建立忠北大学与地区社会间的相生性

以学生, 教职员, 地区居民为对象, 开展语文

育的企划及教育项目。通过以上教育开发学生

试图书, 专业讲师聘请及邀请特别讲座等。

(Co-resilience) 项目, 以同伴成长为目标为

规范, 语言礼仪, 写字等教育。并且主导着为

潜力, 培养宽阔的知识和综合思考能力, 为培养

准确书写文章的方案, 共同语言及地区民众

未来综合性人才而努力。

国语生活改善, 地方语言的保全等国语文化
运动的扩散。

忠北·世宗相生发展合作团

地区社会教育促进多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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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本部 简介
外国人教学金

韩流的中心!
教育城市清州!!
具有特色的国立大学!!!

1. 本科
划分

国际交流本部1970年9月建立，运营着
多样的国际化项目，目前与46个国家的
233所大学（2019年3月为基准）签署了
MOU合作协议，通过学生及教授间的交
流为我校国际化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并
且，以培养21世纪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化人才为目标，为学生们提供多样的国际化项目.
韩国语研修课程（语学院）2000年7月建立，为学生创造语学院课程毕业后继续读本科，大学院的机会. 语学院每个
班由15名学生构成，主要接受韩国语听力，口语，写作，阅读等教育.

对象

特别
奖学金

外国人
本科生

减免及支出内容（每学期）
1学期
(新入生)

B1级: TOPIK 5级 以上
B2级: TOPIK 4级 以上
C 级: TOPIK 3级 以上

2学期~
(在读生)

B1级: TOPIK 5级 以上(成绩 A+ 以上)
B2级: TOPIK 5级 以上(成绩 Ao 以上)
C 级: TOPIK 4级 以上(成绩 B+ 以上)

划分

对象

减免及支出内容（每学期）

B1级: 约减免学费的 80%
B2级: 约减免学费的 40%
C 级: 约减免学费的 20%

各等级支援金

<我校本科课程毕业后，晋升硕士的新入生>
B1级 : TOPIK 5级 以上(成绩 Ao 以上)
B2级 : TOPIK 5级 以上(成绩 B+ 以上)
1学期
(新入生)

Undergraduate
Graduate
Korean Language Program

700

各等级支援金

2. 大学院

外国留学生现状
800

Chungbuk National University

675

649

624

600

特别
奖学金

外国人
大学院生

<我校硕士课程毕业后，晋升博士的新入生>
B1级 : TOPIK 5级 以上(成绩 Ao 以上)
B2级 : TOPIK 5级 以上(成绩 B+ 以上)
<硕·博士 共同>
C级 : 新入生全体

B1级 : 约减免学费的 80%
B2级 : 约减免学费的 40%
C 级 : 约减免学费的 20%

506

500

430

400

371

375
319

300
200

305

296

222

242

2014

2015

2学期~
(在读生)

322

B1级 : TOPIK 5级 以上(成绩 Ao 以上)
B2级 : TOPIK 5级 以上(成绩 B+ 以上)
C 级 : TOPIK 4级 以上(成绩 B+ 以上)

258

248

100
0

2016

2017

韩国语研修课程（语学院）

2018

1. 课程

设施现状
室名

教室

英语会话教室

大会厅

计算机室

休息室

数量

30

4

1

1

1

学期

学习期间

春季, 秋季学期

9周(每 周一 ~ 周五)

夏季, 冬季学期

9周(每 周一 ~ 周五)

材料接收/材料
提交

材料/面试评价

合格者公布

学费缴费

宿舍费缴费

入学

1学期(前期)

10月中

11月~12月

1月初

1月中

2月中

3月中

2学期(后期)

5月中

5月~6月

7月初

7月中

9月中

9月中

学期

定员

09:00~13:00 or
09:00~16:00

15名左右

2. 教育日程
学期

外国人特别录取入学(本科/大学院)日程

上课时间

学习期间

申请截止(海外)

入学

春季学期

3月 ~ 5月

1月

3月

夏季学期

6月 ~ 8月

5月

6月

秋季学期

9月 ~ 11月

7月

9月

冬季学期

12月 ~ 2月

11月

12月

※ 申请资格及条件等请参考我校招生简章。

外国留学生福利政策
网站及SNS
※ 官方网站
※F
 acebook
※ 学校微博

https://cia.chungbuk.ac.kr/foreign/index/index_en.php?lan=en&test=on
https://www.facebook.com/cbnuexchange/
https://www.instagram.com/cbnuois/

•忠北大学语学院毕业后(入大学之前学期要毕业)，顺利晋升忠北大学(本科，大学院）的学生都给予一次奖学金.
•给予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 教学金.
•运营给语学院生介绍韩国朋友制度及预录取制度.
•外国留学生支援中心商谈室运营.
•外国留学生优先入住学校宿舍(留学生100%优先提供校内宿舍).

47

48

大学机构表 l Organizations

共同打开充满活力的未来

Chungbuk National University

校长
教务会议

教学副校长
外合作研究副校长
大学本部

大学院

学院

法人

附属设施

研究设施

教务处
教务科，学事支援科

大学院

人文学院
9个系

产学合作团

教育基本设施

人文学研究院

社会科学研究院

图书馆

人文学研究所

社会科学研究所

支援设施及附属设施

俄罗斯地区研究所

教育开发研究所

学生处
学生科

企划处
企划科，评价支援科，宣传部
事务局
总务科科，财务科，设施科

教育大学院

世宗国家政策大学院
产业大学院
经营大学院
法务大学院

法学专门大学院

社会科学学院
5个系

自然科学学院
2个学部，4个系
经营学院
1个学部，2个系

工科学院
2个学部，8个系

电子情报学院
3个学部，2个系

农业生命环境学院
3个学部，5个系
师范学院
13个系

生活科学学院
5个系
兽医学院
2个系
药学院
2个系

医科学院
3个系

自由专业学部
融合群
2个系

发展基金财团

中原文化研究所

产学研究本部

入学本部

电算情报院

健康中心-保健诊疗院

平生教育院

新闻放送社

实验动物研究支援中心

残疾支援中心

人权中心
博物馆

教育创新研究院
出版部

就业支援本部
体育振兴院

纪录馆
天文台

科学英才教育院
学生生活馆

国际交流本部

现场实习支援中心

忠北ㆍ世宗相生发展合作团

两性平等商谈所
国语文化院

创新融合教育本部
人才培养院
预备军联大

大学工作中心

共同实验实习馆

工学教育创新中心
教职部

社会公益中心

大学院运营支援室
安全管理本部

牛岩研究所

中国学研究所

欧洲文化研究所

国家危机管理研究所
人类心理研究所

韩国地方教育研究所

情报技术·经营研究院

科学教育研究所

产业经营研究所

生物研究所

大数据研究所

基础科学研究所
纳米科学技术研究所

学院附属设施
自然科学学院附属科学技术振兴中心

干细胞医学研究所

农业生命环境学院附属农场

生活科学研究所

自然科学研究院

产业应用数学研究所

工科学院附属工厂

法学研究所

天体物理研究所

生态环境毒性研究所

计算机信息通讯研究所
IDEC忠北大地区中心

国家未来技术经营研究所
安全经济研究所
人工智能研究所

SW考试验证研究所

农业生命环境学院附属动物资源开发中心

保健医疗科学研究院

建设业科学技术研究所

农业生命环境学院附属植物综合医院

药品资源开发研究所

产业科学技术研究所

法学专门大学院附属培训中心

医学研究所

绿色能源研究所

农业生命环境学院附属学术林

农业生命环境学院附属农业科学技术教育中心
师范学院教育研修院

师范学院附属聘用支援中心
生活科学学院附属幼儿园
药学院附属药草院

药学院附属实习药店

兽医学院附属动物医疗中心
医科学院附属医学教育室

医科学院附属临床研究教育支援中心

平生体育研究所
动物医学研究所
医学情报中心

生物健康产业开发研究中心

建设技术研究所
地区再生研究所
城市安全研究所

肿瘤研究所

农业生命科学研究院

寄生生物研究所

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所

老化研究所

烟草研究所

尖端园艺技术开发研究中心
动物生命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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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简介 l Campus Guide

共同打开充满活力的未来

Chungbuk National University

忠北大学里有世界
你的可能性! 请在忠北大学发现吧
东门

忠北大
医院

学生生活馆
(养真斋)

(第2门)

南门
(第3门)

中央
图书馆

学生生活馆
(养性斋)

大学本部
学生生活馆
(桂英院,开成斋)

中门
梧倉校园 ICT产业特性化

五松校园 BNT生命特性化

正门
(第1门)

世宗校园 公共政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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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开新(本校)校区

忠北清州市西元区忠北大路1，忠北大学 T. +82-43-261-3299, 3890

五松(药学院)校区 忠北清州市兴德区五松生命1路，忠北大学药学院
梧倉(融合)校区

忠北清州市清原区梧倉邑洋青 4路45，忠北大学融合技术院

梧倉校区
ICT产业特性化

五松校园
BNT生命特性化

世宗校园
公共政策特性化

开新校园
融复合特性化 中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