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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message

金海大学是金海唯一的民办高校是培养人才通过各种手为中心的教育体系，
包括大学工程，社会事务，卫生部门在中心城区的韩国东南部的经济增长，
现场培训中心。其结果是，教育被指定为“良好的大学教育能力”评选由科学技术部已经为更强大的教育培训基础上的人力资源实践的基础上，
它接受外部认可卓越整个教育。金海转发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是通过各种教育支持通过实际强化培训计划，以将更多，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培训专门技术和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以促进地区和民族工业的发展



Introduction

Gimhae College is one of the As a College in the center of the city, engineering, social work, Centered on the practical education system such as 
health education, It is the only private college in Gimhae that cultivates diverse talents through �eld-oriented education. As a resul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is designated as "excellent college of education capacity" It was recognized externally for excellence in the �rst half, and based on this, 
We have strengthened our educational foundation. In the future, Gimhae College aims to cultivate talented professionals and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wh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and national industries. 

I will do my best.



Korean Language Program
韩国计划

Application
Quali�cation
资格

Foreigner -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should be foreign nationals
纯外国人 - 外国国籍的父母双方，外文字符

March/september
三月 / 九月

Application
Period
支持小组

Same as for Majoring Courses
专业和学位

Required
Documents
提交文件

Document screening and Interview
文件审查，面试

Evaluation
如何应用

Application
Method
如何

Online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forms submission by mail
提交申请和文件

谁在学校招收所有学生必须住在宿舍国际教育中心
宿舍费： 一学期60万₩
我们的酒店位于休息室的留学生和教育中心，致力于餐饮业务范围内



Admission Information

      Junior College Courses

Application
Quali�cation

*Foreigners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should be foreign nationals and with educations taken outside of Korea
-The applicant is required to have received entire primary and secondary {elementary,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educations outside of Korea

Application
Period

march / september

Required
Documents

-Application Form {with a photo attached}
-Agreement on academic record certi�cation, certi�cation of �nancial ability, a letter of self-introduction, and statement of 
  study plan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from the Principal of teacher in charge 3 photos [ in size]
-High School Transcript and Diploma[Original Copy]
[Rotarized in Korean and English, a certi�cate of overseas educational institute, Apostille document of consulate certi�cation]
-An o�cial Copy of family registration [the whole family]: notarized
-A Copy of Passport, Identi�cation cards [the whole family]
-A�davit of support[Applicant's or Guarantor's Certi�cate of bank statement over USD 18,0000$
-O�cial Diploma[s]
-Health Insurance of Foreign Student's Insurance Proof of certi�cates participation [submit after admitted]

Evaluation Document screening and Interview

Application
Method Online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forms submission by mail



Departments

School of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Fire Safety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and Automotive Design

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Electrical

Department/School Year Program

Social Practice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2years

2years

2years

2years

2years

2years

Department of Beauty care
Natural Sciences

Department of Hotel Culinary

3years

3years

3years

Department of health Care Adminstration

Department of Health 

Department of Optics

3years

3years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Science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3years

4years

Department of Physical Therapy

Department of Nursing



Scholarship & Student Welfare

Free accident insurance subscrip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ee accident insurance subscrip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or 1 year by approximately 170,000 won / Whole school new students

Enforcement activities after school Korean language trainee
Sports activities or go to theater 2 times per semester after midterm/�nal exam with teachers

Scholarship for an excellent academic record to lean Korean language trainee
Scholarship conditions : students perform well academically and attendance /1 person 200,000 won

Korean culture tour events more than twice a year
Korean culture tour events for the enti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Visit Korea's cultural attractions, Ski camp] / The full burden of the College

Scholarship for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exchanges of school student
Scholarship conditions : Schools make an agreemen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students / Bene�ts : 20 percent of tuition

Scholarship for Good Grades
Scholarship conditions : students perform well academically and attendance Bene�ts : 1person 500,000 won

Global Welfare Scholarship
Scholarship conditions : Excellent student of Pro�ciency in Korean[TOPIK], Undergraduates campus and community activities well Bene�ts : 1 person 500,000 won



学生设施

谁在学校招收所有学生必须住在宿舍国际教育中心
宿舍费： 一学期40万₩
我们的酒店位于休息室的留学生和教育中心，致力于餐饮业务范围内

宿舍 校车

校园咖啡馆/学校的零食 校园便利店

游泳池东方体育中心

其他：江驾驶学校，高尔夫球场，健身房等。

Men`s dormitory

Women`s dormitory

inside inside

inside inside

饭厅



咨询和社会福利（2年）
保证共创美好的明天，让21C实现的是专业的梦想！

关于科
社会福利和辅导学生的金海大学已经通过参与课程和来自社会工作实务领域，提高专业知识和技能，社会福利社会工作者和具备良
好成长心理咨询师的感官领域

特点/事业部
并通过金海东老人中心的信托业务和回馈社会发展人力资源培训的福利回馈社会。
社会福利，社会福利专门公务员，儿童�青少年�残疾人老年人贡献我的社会工作者，卫生和家庭支援中心，多元文化社区中心，
社区儿童中心，青少年咨询中心，心理咨询中心，学校收费辅导员，放学后的孩子导师��日本纳入合作署（妒嫉拉博的）就业

相关认证
· 国家认证
  2级社工，健康家庭，少年辅导员，辅导员青年
· 私人认证
  咨询心理学家，辅导员的孩子，心理的艺术讲师，职业顾问，多元文化辅导员，发挥治疗师，讲师娱乐，辅导员，包括课余



机械与汽车工程（2年）

我生命中的全球汽车行业专家培训无限冲刺

关于科
昌原，金海机械正在发展的釜山，汽车，造船，焊接，铁路车辆机械部件创新的按需保持与同行业中通过产学合作，以及相关的合
作步伐，开展实用技术的劳动力的专门培训和能力专注，我们努力原型，3D精密测量，逆向工程，分析和瞄准造船，机械，汽车零
部件的设计和加工，焊接，在实用技能，如焊接文化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

特点/事业部
工程，是基于创造性思维，机械设计，汽车维修，文化的理解和技术知识的应用技能焊接所需，增强结合理论与实践，产学研合作
学术兼职希尔伯特的丰富的现场实践培训专业培训体验并掌握新的专业知识
大宇造船海洋工程学院轨道公约有限公司Hurom大学生田径公约
台州市造船和海洋工程学院轨道公约的工作每年选派10人作为主管部门，大宇造船，斗山，S＆T重工，LG，三星电子技术/半导体，
大同和国际农业机械，机械，汽车配件，造船企业，东方火，现代海上火灾，三星火灾，技术军士，军人，军事院校和三个四年制
大学转学

相关认证
汽车维修工业工程师，工业工程师机械设计，焊接，工业工程师，工业工程师农业机械等.



消防安全管理科（2年）

强大的消防安全工作的人员进行现场培训

关于科
21世纪的工业在韩国，防灾和安全，与中心的消防安全专家被选定为有前途的下一代技术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通过系统的学习和动手火灾相关的消防安全管理和专家的培训，包括消防官员的实地训练

特点/事业部
消防官员测试支持（毕业球后-让步都盯着可用，火灾相关的民营视频教室，讲座的配备免费的，
自己的视频YouTube视频）资格考试的支持和相关文章，四年的大学musiheom传递
（相同的名称，大学，东国大学（赛））和研究生院的支持，与当地的消防公司，消防官员，
公司Hurom大学生田径hyeomyak，企业消防安全管理人员，经销商消防管理人员，
保险理算防火，防灾研究所釜山，庆南完整的学术相结合

相关认证 
2级消防安全管理器（训练收购完成后），危险物品安全管理，工业工程师消防设备，消防法医评测文章，安全部门资质
（人力资源管理公司）



电力汽车研究（2年）

领先的技术培训，以先进设备，最先进的中型电气技术部门

关于科【（注）Hurom/大明度假村首次雇佣公约部 】
电动汽车，是一个中等规模的技术培训，利用电子高科技领域，如电力成为全国IT未来的基石，可再生能源和智能电网领域的关键部
门，引领工业化和信息社会复杂的21世纪，基本目标如你。此外，争取排放的社会责任由专业工作人员的基本技术知识和韧性的文化
必须配备电子技术的发展，工业用地可以减少在学校所学为社会的知识和技能。

特点/事业部
由PLC，电气设备设计理论教育计算机化的实验室，通过建立实验室CAD，大宇造船和海洋工程学院陷阱公约有限公司Hurom大学生
田径公约的电气设计电气设计自动控制的做法，大明度假村，大宇造船和海洋工程大学生田径公约的工作每年评选10人作主语，韩国
电力公司，铁路建设，地铁建设，电气安全公司，电气技术官员，企业，技术军士，三军事院校，制造商设计，监理，安全机构生产
线的电气和电子相关自动化，这需要电力的任何地方，
等等。

相关认证
电器工程师，工业工程师电气工程，电气设备工业工程师，工业工程师消防设备（电场），
电气化铁路工业工程师，工业工程师无线电通讯，电气安全工业工程师



卫生行政（2年）

与全球化时代积极的角度医疗行政专业人士

关于科 
卫生保健管理是瓶子/诊所，公共机构，保险公司底座还可以配置在医疗行业的管理人士的医疗和卫生保健管理知识和理论服务意
识的专业教育和国家的最先进的实验室（医疗信息，医疗记录，住院中风），也培育创意和优秀的卫生保健管理专业人士谁可以与
专业化/通过医疗机构的系统性实践培训信息时代积极应对。（就业：2012 - 67％，2013 - 68.8％，2014 - 88.2％，2015 - 68％）

特点/事业部 
医院通过教师和丰富的现场在职培训的合作实践技能，包括实际工作经验的行政文化
医疗记录，保险和筛选，医院管理（院务课，规划，人力资源，行政，管理部，采购），国民健康保险，健康保险审查和评估服务
中心疾病控制，健康与医疗工作人员和文职雇员，保险公司，制药公司和药店，医疗器械公司侵入途径：仁济大学保健管理，
朝鲜护理，马山护理，chunhae护理，护理的釜山大学，釜山科学技术护理，金海护理，庆南美国同意科学物理疗法，同意科学辐射，
高大社会福利咨询，韩国东西旅游管理，高卫生行政，护理大邱来看，辐射chunhae

相关认证 
四病历，行政书士医院，医疗保险公司，医院，服务协调，评估保险审查，计算机相关资格



幼儿教育（3年）

21世纪最好的老师，积极的福利新领袖

关于科
该部在萌芽在21世纪的领导者，这样你就可以拓展你的想象与期望的性格和个性的教师教师培训均匀的目的，基于与儿童早期教育前
进的理论和实践。经营专业课程，以反映教育和培训的需求是最好的老师做他们最好通过上述的作为一个优秀的大学生涯一个网站后
脱身。

特点/事业部
通过幼儿教育专业人士动手实践导向的教育培训和各种团体经营丰富节目，和操作个性化学习课程的学生，
通过与幼儿园和工作的站点链接合作提高实用技能
建立儿童早期教育机构和工作，护理人员，治疗师和咨询婴儿，幼儿的教育机构和公司培训师

相关认证 
幼儿园2级满意专业的学校，幼儿园教师二年级，讲故事讲师，多元文化辅导员，少儿艺术团体教师，儿童音乐教师，艺术心理学讲师，
儿童辅导员，特殊儿童的导师，发挥治疗师，POP，幼儿英语教师，图书艺术，气球艺术，折纸，情绪行为治疗，儿童发展生态诊断
幼儿园教师



美容护理（2年）

美容艺术家创作与美自己做饭

关于科
现代社会越来越需要在不同的角度和更全面的了解专业化与多元化正在加速，美容界分析的一门学科。
在美容和基于健康的科学，用创意来适应不断变化的专业美容培训和教育为目标的社会分化。

特点/事业部
美容和健康教育与重点教育课程理论主要课程可以配备一个专业的美容和实用技术需要开发的审美情趣的一部分。
头发/皮肤/彩妆/美甲
相关专业导师，医院部分美容师，化妆师，美容产品的公司，发型设计师，美甲沙龙管理等系

相关认证
美容师执照，理发店（正常发质），理发店（皮肤），理发店（指甲），美发师（化妆），工业工程师调色师，化妆师
（2.3级，技术指导员），美甲专家（1-3级，技术培训师），美容美发师，色彩协调，协调头皮，脚管理者，医院协调员



酒店餐饮烹饪（2年）

通过现场人员的培训方案针对餐饮烹饪全美最好的专家

关于科 
金海大学酒店餐饮烹饪的目标，积极迎合通过韩国，欧洲，中国，日本料理创意专业培训等煮现场实践培训充满活力的系统的理论学
习和现场经验丰富的实践教师，随着各界的。

特点/事业部  
完美的融合理论和/系统的操作培训课程/通过讲习班和研讨会提供了现实的实际操作培训连同国内外专家/专业导师全国最大的餐饮烹
饪实验课（烹优异，酒店厨师等）组成
酒店，餐饮企业，餐饮企业，家庭餐馆，快餐店，培训相关的烹饪导师，酒店餐饮企业，餐饮咨询，面包店管理

相关认证 
烹饪技师（韩式，西式，中国，日本，河豚），工匠糖果，烘焙技师，工业工程师（韩式，西式，中国，日本，河豚），卫生，肉类
加工技术大赛颁奖
2015年技工节烹饪大赛 - 电源荣获金奖16人，其中包括国民议会议员和竞争的上司
2016韩国美食烹饪大赛 - 洞卓越的动力和19人获得金牌
2016年hwangtae本国美食大赛 - 特等奖
2016年韩国国际烹饪大赛的共和国 - 电源奖项，其中包括农业部和主任示弱



光学眼镜（3年）

培养专业配镜师能负责全国的健康（视力保健）

关于科 
“在全国100超过％，比去年的国考合格率之后排在首位（dagun）毕业就业率的学校有保证一生的事业。”
眼镜也急剧增加它的使用以及简单的矫正视力，时尚和休闲运动等。出于这个原因，配镜师的需求应该是负责眼镜和眼睛的稳定和
大量增加公共健康的显著上升。并通过引入运行它先进的专业验光过程中正在成为一个最热门的职业有很大的优势的基础上为医疗
保健专业人员。该科拥有和实际工作经验丰富的教师进行操作技能培训中心眼病，眼用镜片与轮辋，隐形眼镜，没有光学仪器，而
不是功能测试，测试双眼，折射和处方，制备和加工过程中配件，通过产品知识和人力资源系统的理论应该通过专注于市场营销和
负责公众健康教育动手部门的做法，培养专业的验光师。

特点/事业部  
在注重实践教育教师/折射领域丰富的实践经验，无法运行测试，测试双眼，定时功能，如培训，专业验光教育
岗位培训和职业培训教育的知识分子/培训和就业实习信息网合作/国际隐形眼镜教育者协会（IACLE）Pesource中心，通过对功能操
作IACLE优先级干部学院学报JOURNAL通过实地考察和行业组织加强实践技能眼镜用工管理，眼科验光师，官员健康与医疗工作，
共同圆通镜片的制造和流通企业等

相关认证 
眼镜店的执照，认证光学制品，卫生官员



临床病理学（3年）

医疗诊断领先的生命科学时代的核心

关于科 
为了提供对民族未来代表的新增长动力产业科学的生活1分钟雅罗斯拉夫尔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及预后学习理论和最新的医疗设备业务
和技术基本能够有助于改善公众健康和卫生保健的关键信息卫生署训练在医检师卫生专业人员。

特点/事业部
 并行两站点工作经验丰富的师资，课程理论与实践，大医院通过八星期的实验室现象，合作拥有最新的健身器材
大学医院和综合医院，健康与医疗工作人员，食品药物治疗，科学调查，制药企业，学校和健康教育等国家研究所

相关认证 
医检师，医检师专攻美国医检师，血四个国际细胞病理学，放射性同位素处理（主任）现在，卫生员，环境管理咨询，临床试验的生
理，健康教育



紧急结构和（3年）

1级紧急医疗技术人员培训，以节省负责快速急救生活在紧急情况

关于科 
培养一流的紧急医疗技术人员增加患者在急救医学领域节约成活率通过住及时治疗急诊患者服务社会和公众健康和同时有助于改善公
众健康。

特点/事业部  
优秀的专业教师和各种认证的机会，较高的就业率，消防官员租界救护车/警察海洋让步/司法更正让步系/�至�六个工作空军NCO /
急救中心/其他的紧急相关产业水警让步，司法更正让步，消防官员让步，值班士官，紧急医疗中心等部

相关认证 
1级紧急医疗技术员，急救导师，医疗助理，BLS提供商，卡尔斯供应商，供应商ACLS



物理处理部（3年）

在康复的科学领域全面培养专业人才

关于科 
物理处理部门是最大的美的基础上，根据医疗工业化国家，包括澳大利亚的证据科学的诊断和治疗，为身体缺陷和残疾的顶级专家
之一和身体健康和功能的人的职业亲和力推动部门培训专家在康复领域，以帮助一个正常的社会生活的回归。

特点/事业部 
 高邦考试合格率，临床经验丰富的教师，提供有关特征的信息结合理论与实践，理论和最新的治疗技术，可早期四年的职业生涯与
条件相同。
医院理疗，保健中心，体育协会，军队医院，特殊学校，把教师，高级医疗和福利设施，残障儿童福利设施

相关认证 
物理治疗师，运动处方四，运动按摩，运动录音，物理治疗师专业学位（骨科物理治疗，脊椎矫正理疗），中枢神经系统（CNS）
的专业理疗师，运动物理治疗



护理学（4年）

21C护士培训与实际操作技能为医疗保健行业的领导者

关于科 
通过了解护士培训的哲学系金海学院一起动手，在个人和家庭可以恢复预防疾病的协同全球专业人才的基础上的个人，家庭和社区
的护理学科，促进维护健康。

特点/事业部  
培养专业护士的综合护理实践技能。
医院，卫生老师，护理和健康与医疗人员职位，消防官员，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工业疗养，健康教育，
健康和老年福利设施，幼儿园及产后护理中心，境外就业

相关认证 
·国家认证 
 护士执照 - 健康和人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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