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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育大学校是一所像匹精良的绸缎般，将知性的优越感、

灵性的高尚感和身体的康健感融汇到于人格和个性的教育是这样的大学。

将如此成长起来的人才融入到社会中，

去防止腐败的发生，像调味的盐粒一样将世界的美好封存，使生活更加绚丽。

这不会仅仅是一个美丽的梦想，我们会运用有着

“实体”的教育项目，在“实际”的教育领域中，

培养出“实在”的人才。确实如此。

1906年建校以来，将此项事业始终如一地贯彻下来的三育大学校，

在未来的日子里还会继续将学生们打造成真理和爱心的奉献者。

三育大学人性教育事业的构建将更加坚固，并将培养拥有信仰、

希望、热情的全球性人才的重任继承下去，并全力打造一个学生们期望进入的，

企业们想要雇佣的，同门们骄傲称赞的MVP大学。

希望能和大家一起共同分享三育大学校的梦想。

希望大家支持三育大学校。

非常感谢大家对三育大学校的热爱与支持。

                                                                       三育大学校总长/神学博士 

                                                                       金 圣 翼 

“改变人类的教育，
      改变世界的大学” 



三育大学校在标志着大韩民国近代教育开始的

1906年建成，是一所具有为之骄傲的悠久历史和传统的

大学。在以培养‘真理和爱心奉献者’

的人才教育理念下，我们将知性、

灵性和健康融会贯通，

小则创造个人幸福大则造福人类社会，

并愿把此意义深远的生活承续下去。为此，

三育大学校正在通过以圣经为基础的基督教教育，

培养具有正确人生观的创造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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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 10  -  在平南顺安为了培养第七日安息日耶稣再临教的神职人员，以第七
日安息日耶稣再临教的教育理念为基础，创建了义明大学，史密斯
牧师作为首任校长就职。

1931. 04 -  义明大学神学系搬迁至首尔东大门区回基洞的第七日安息日耶稣再
临教本部教会并改名为朝鲜协会神学教。

1937 -  为了坚守关于反对日本强行参拜靖国神社的宗教信念，义明大学自
行退出。

1942. 05 - 在日本镇压下闭校。

1947. 09 - 在首尔市东大门区回基洞本部教会，朝鲜协会神学教重新开校。

1949. 11 -  买入京畿道扬州郡芦海面孔德里（现芦原区花郎路815号）原王室
所有约70町步的林野，将神学教迁址于此，学制分为本科，特教及
旁听。

1961. 06 -  通过教育部认证成为正规4年制大学并改校名为三育神学大学，池
高石牧师就任首任学长。

1967. 03 -  改校名为三育大学，初级大学的家政科和农科分别升格为家政教育
和农业教育科。

1973. 12 -  三育技术专门学校获得认证，附设。1974学年招收乳酪专业和食品
营养专业学生。

1992. 03 - 校名改为三育大学校。

1993. 02 - 在南萨哈林开设俄罗斯三育大学分校。

2000. 03 - 神学馆竣工。

2001. 05 - 与美国	Andrews	University	签署学术交流协议。

2001. 06 - 与美国	La	Sierra	University	签署学术交流协议。

2002. 11 - 三育大学校的新	U.I.	制定并推出。

2003. 05 - 与澳大利亚	Avondale	University	签署学术交流协议.

2004. 09 -  与德国Bogenhofen	Seminary,	俄罗斯	Russian	Sahmyook	Uni-
versity	及尼日利亚Baboock	University	签署学术交流协议。

2005. 12 - 与英国	Newbold	College	签署学术交流协议。
                      - 教育人才资源部批准了与三育义明大学的合并。

2006. 02 -  获得了由教育人才资源部主办的“残疾学生支援评价最优秀大学”
称号。

2006. 09 - 获得ISO	9001认证。

2006. 10 -	建校100周年庆典。

2007. 01 - 获得美国ETS主办TOEFL	IBT考试中心认证。

2007. 02  - 承办韩国TOEIC委员会主办的TOEIC考试中心。

2007. 03 - 开设SU秀	MVP认证项目。

2007. 08 -		被选为韩国私立学校振兴财团“4年制私立大学经营分析综合评价
优秀大学”。

2007. 10 - 百周年纪念馆竣工。

2008. 09 -  韩国私立学校振兴财团主办的“2008	全国大学经营评价”全国第
8位。

2009. 05 - 被教育科学技术部选为教育能力强化产业（11亿1千万韩币）。

2010. 02 - 输送毕业生首次达到1101名。

2010. 04 -  与	HeBei	College	of	Finance（河北金融大学）签署国际交流协
力备忘录（MOU）。

2010. 05 -  与	Fukuoka	Prefectural	University（福冈县立大学：日本）签署
国际交流协力备忘录（MOU）。

2010. 08 -  与Zao	Zhuang	University(枣庄大学：中国)签署国际交流协力备
忘录（MOU）。

2011. 03 -  获得由‘社团法人：韩国舆论人联合会’主办‘教育科学技术部与
韩国教育放送公社(EBS)’后援颁发的“2011大韩民国真教育大奖
（人性教育部分）”。

2011. 04 -  与中国	Yu	Xi	Normal	University	(玉溪师范大学)签署学术交流协
议。

2012. 02 -  被教育科学技术部评选为“2012	残疾学生教育福利支援最优秀大
学”。

2012. 03 -  获得由‘社团法人：韩国舆论人联合会’颁发的“2012大韩民国
真教育大奖（人性教育部分）”。

2012. 10 -  获得韩国大学新闻颁发的“2012	韩国大学大奖（社会服务教育部
分）”。

2012. 12 -  与中国	Shan	Dong	University	(山东大学)签署国际交流协力备忘
录（MOU）。

2013. 04 -  三年连续获得由‘社团法人：韩国舆论人联合会’颁发的	“2013
大韩民国真教育大奖（人性教育部分）”。

2013. 07 -  与马来西亚	University	of	Malaya签署国际交流协力备忘录
（MOU）。

2013. 09 -  通过教育部、韩国大学评价院“2013年度大学机关评价认证”被
选定为“梦想蓝图MVP教育社会服务模范大学”。

2014. 03 - 	与德国Friedensau	Adventist	University签署国际交流协力备忘录
（MOU）。

	 			与墨西哥Navojoa	University签署国际交流协力备忘录（MOU）

	 				与法国Adventist	University	of	France签署国际交流协力备忘录
（MOU）。

2014. 07 -  与加拿大	Canadian	University	College	签署国际交流协力备忘录
（MOU）。

	 			被选定为首都地区大学特性化（CK-I）产业（86亿6千万韩币）。

2015. 02 -  与美国	Loma	Linda	University签署教育、研究领域的协力备忘录
（MOU）。

2015. 04 -		获得由‘社团法人：韩国舆论人联合会’颁发的“2015大韩民国
真教育大奖（人性教育部分）”。

2015. 10 - 	获得韩国大学新闻颁发的“2015	韩国大学大奖（人性教育部分优
秀奖）”。

2016. 02 -	金圣翼博士就任第14代总长。

2016. 06 - 被选定为首都地区大学特性化（CK-II）产业持续支援大学。

承旧启新
奔向绚丽
的未来



改变世界的
教育中心大学

三育大学校
飞跃成MVP大学

三育大学校在过去110多年历史的沉淀下迈

开步伐向着未来的又一个100年前进。

为了实现‘培养综合型人才的MVP大学’

的蓝图，树立‘SU-MVP+2025计划’

在各专业领域实施发展战略计划。

请关注这所坐落于首都内，

致力于培养国际型领袖人才的教育

中心领军大学的飞翔步伐。

教育
理念

教育
目的

人才

口号

蓝图

目标

战略
方向

改变人类的教育	改变世界的大学

培养综合型人才的MVP大学

师资/研究产学 为造就MVP大学强化教授及研究能力

学生/教育 以需求为中心构造教育体系的教育革新

特性化/国际化 营造全球特性化和国际化校园环境

经营/对外能力 经营合理化及通过品牌能力管理强化大学竞争力

首都境内培养国际型领袖人才的教育中心领军大学

SU-MVP+ 2025 计划

SU-MVP+ 教育体系图

智·灵·体均衡发展的综合型教育

培养拥有信念·蓝图·
热情的综合型人才

三育MVP
真理和爱心的国际奉献者

综合型/
素质人才

创造型/
知识人才

地球村/
奉献人才

MVP
教育

核心能力

市民意识

思想沟通

创造智慧

国际化

实践

自我主导

培养综合型
人才的 

MVP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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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目标



● MVP校园

MVP校园是一个开学前为期4天3夜的封闭式三育大学牌特色人性教育活动。新生门与同期同学、前
辈、教授们一同聆听名师讲演、体验文化庆典、接受小组教育、进行团体活动。

● MVP+教育

MVP+教育是面向1年级新生进行的正规人性教育课程，是为了接受国际型领导人才课程的踏板式课
程。学生们在安眠岛人性教育培训基地进行3天2夜的，以培养关系为中心的人性教育及中毒预防讲
演、生态界探访等多种多样的教育项目。

● 国际带头人教育

在MVP+教育项目中挑选出优秀结业生进行能实际与地区社会沟通的国际带头人教育。国际带头人教

育的结业生们在学期中接受带头人教育，假期间则会实际参与到地区社会贡献项目中。 

● 绿色教育

绿色教育是一个培植农作物，体验大自然，并可以亲自采摘用自己辛劳的汗水灌溉出的果实的亲自然
人性教育课程。三育大学把绿色教育作为教养必修课面向全体1年级新生开设，每周2小时授课。

● 音乐殿堂

向学习乐器演奏的学生租借乐器并提供1对1授课，为推行每人一个乐器的大学生活提供支持。摆脱
一般的知识性教育，修炼感官能力，培养细腻的情感表现力，这是全国大学中独一无二的乐器演奏培
养课程。

● 青少年人性教育事业

儿童MVP校园、中毒预防教育、艺术治疗、校园暴力受害者训练营、家庭关系恢复训练营等人性教育
及校外相关机构委托承办的多种多样的人性教育事业正在全方位积极运行中。

人性教育

人性教育院在‘培养以实践人生为基础的社会服务专门人才’的信念下，制定‘以综合教育为基
础’‘以关系中心为目标’‘以实践为根本活动的’三项核心，打造三育特色的人性教育项目，并对

此进行研究·开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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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独特的
人性教育

培养点亮
世界的人才

三育大学校通过多种多样的人性教育项目，

致力于正确的思想观与高尚的行为观兼具的人才。

从入学至毕业，学生们学习到的将不仅

局限于步入社会后所需的最基本的人品与素质，

而是可以撼动全球的国际型人才所必备的品性与才能。



三育大学校人性教育 
培养出的美德典范

三育大学校的MVP人才正在用赤热的真心撼动世界。接受过人性教育的学生们在实际生活中成为了照亮我们社会的

美谈，人性教育的价值也随之增长。

归还了内装540万韩币手提包的汽车机械电子专业李章勳同学；在地铁金谷站，看护系专业的金圭型同学救

起了掉落在地铁轨道上的男士，并因此获得了英雄市民称号；在地铁双门站，心脏骤停的乘客被看护专业

洪礼智同学实施应急抢救后获救；园艺系金俊赦同学在兵役休假途中帮助警察追捕性侵罪犯等事迹成为了

三育大学的人性教育课程的楷模。

李
章

勳
 同

学
                      

金
圭

型
 同

学
                       

金
俊

赦
 同

学
                       

SU: MISSION
cHaracter

globalSahmyook 
UniverSity

information 
broChUre

12 13

在三育大学

邂逅更广阔
的世界

为了提高三育大学的国际竞争力，

我们不仅为学生们能走出国门

创造条件，

也促进招收外国留学生来三育，

为国内在校生造就一个全球学生在

三育的国际化校园。

洪
礼

智
 同

学
                      



● 1人1门外语

三育大学欲创造的国际化教育是‘一人一门外语’，因此所有新生都有一门每天一个小时每周4天为
期一年的全外教英语必修课。并且通过开设的多样第二外语课程培养学生成为符合国际化时代要求的
人才。

● TOP-TEN项目

三育大学对入学成绩优秀者提供短期海外留学项目。如申请语言研修课程，学生所有经费均由学校负
担；如申请海外留学(一年期)，50%的学费由姊妹大学承担剩余50%及往返机票由本校提供。

● TIE项目

在假期中开设的英语集中教育(TIE)课程是为了让没有走出国门参加海外语言研修的同学也可以收获同
样效果。外教100%全英文授课的TIE可以在短期内有效提高英语能力。

● 交换学生制度

交换学生制度是在在学期间到与签署交换协议的美、英、日、中等多国的姊妹大学进行定期修学，并
在本校获取学分的项目。学生们可以通过此项制度节约留学经费，探访更为先进的学问并体验异国文
化。

● 海外语言研修

三育大学为了加强在校生的国际化能力，每个假期都提供全额奖学金短期海外语言研修机会。申请海
外语言研修的学生们不仅能提高语言能力并且能同时获得教养科目学分(3学分)认证。

● 韩国语课程

韩国语课程向母语非韩国语的学生提供韩国语正规课程及文化体验课程，使学生们不仅能提升韩国语
水平并且能更快的适应且融入到韩国文化中去。学生们在正规韩国语课程的学习是为升入本科或大学
院的课程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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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国际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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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核心特性化

成为虽小
却强的大学

三育大学校为了提高大学竞争力，

欲通过选择和集中的方法来实现教育政策。为此，

大学的发展方向将全新的

大学核心特性化事业设定为未来的蓝图。

健康科学特性化和尖端都市农业特性化事业就是其代表。

● 健康科学特性化

健康科学领域作为三育大学的传统强项，以期间积累起来的基础设施及经验秘诀为基础，正在进一步
推进健康科学特性化事业。至2020年，为了成长为健康科学领域的领头人#建造生活方式教育研究中
心#开发健康领域学制间的兼容模型#通过实习及体验奉献地区社会#为了培养实用型人才构建临床实
习环境#强化与海外名牌大学合作交流关系的建立。

另外，三育大学新建了全国首个中毒关联专业，是培养中毒预防及独创性中毒专家的摇篮。内部专业
分与预防和早期发现有关的‘中毒心理关联专业’和与复原有关的‘中毒康复关联专业’。#从实际
出发的务实教育#覆盖从中毒预防到康复一系列领域的教育#具有兼容性知识体系的教育#具有务实性
注重实习实践的教育#能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化教育。此教育项目被教育部选定为首都区大学特性
化事业(CK-II)并获得项目支援拨款86亿。

● 尖端都市农业特性化

三育大学将成为国内尖端都市农业领域的带头人。为此，与京畿道农业技术院和首尔芦原区共同协力
开创了亲环境尖端都市农业设施‘芦原三育厄科(Echo)农业中心’，			该中心利用太阳光及LED照明系
统可以一年365天不间断培植无公害·有机农蔬菜。三育大学利用此项设施为基础开发的都市农业产
业化模式已经为地区社会贡献了力量。另外，通过农业与IT业融会式的教育培养更多的尖端农业专门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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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T创意人才育成

ICT创意人才育成产业是有经营专业和经营情报专业参与的培养技术型企业家的项目。学生们通过此
项目不仅可以学习到关于实用型经济情报系统的专业知识，还可以接受到将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情
报技术融为一体的教育，成长为创造型人才。另外，学校企业与相关实习基地联谊更提高了学生们的
就业几率。

● 孩子与自然

孩子与自然产业是为了培养园林·生态·幼儿专业教师的三育大学幼儿教育专业牌特性化项目。在幼
儿教育专业可以考取山林创意‘幼儿园林指导师’的国家资格证，构建体系化的幼儿园林教师轨道，
灵活运用附属幼儿园、山林生态幼儿园、山林厅等特性化专业教育实习基地深化专业知识。

● 艺术健康平台

艺术健康平台是艺术和设计专业主导的艺术治疗项目。通过区域居民文化艺术探访、美术活动、艺术
治疗、健康老年文化项目开发、服务弱势群体的艺术治疗等公益艺术治疗活动为地区社会服务，在开
发推行社会恢复性的美术治疗项目上起到带头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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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人才特性化

培养未来人才

未来社会需要的是具有挑战性和创造性的人才。三育大

学校为了培养此类人才正在全力促进 ICT创意人才育成产

业、孩子与自然产业、艺术健康平台产业。三育大学将创

意人才教育特性化，强化在校生的就业实力，积极承造政

府财政支援产业，并通过对社会弱势团体的志愿者服务活

动为地区社会造福。



● 艺术转移•产业化项目

产业协力团是一个将大学持有的无形资产更有效的运用起来并加以管理后通过技术产业化转变为对地
区社会有益的各种项目的机构。通过特化Lab、支援技术产品开发说明会构建及Lab	tour、技术包装
等向对口公司提供定制技术支援，通过中小企业厅技术开发产业对中小企业提供支援，通过创业保育
中心培养技术创业者。

● 国内第2号技术控股会社设立

技术控股会社(SU-Holding)是将大学持有的技术进行产业化并为大学创益。现在子公司	SU-Health	
Care在药学系研究人员取得的专利支持下已经开始进行乳酸菌产品、豆酸奶产品等健康功能食品的销
售。SU-三育农产与亲环境都市农业中心挂钩正在积极推进都市农业领域R&D。

● 中小企业厂校协力中心

中小企业利用大学优秀的人力及设备解决生产现场中出现的技术难题，新技术•新产品开发是所需资
金可以通过政府或地方自治团体的对接基金得到支援，提高技术革新力度的厂校共同体产业。另外，	
有关改善中小企业生产环境和工作条件、改善中小企业形象的项目也正在积极促进中。

● 厂校协力家族会社

家族会社是签署厂校协力MOU，大学-企业共享人力•物质资源，共同图发展的制度。有共同运营项
目、共同研究开发、研究经费共用、学生们现场实习、在职人员教育、奖学金支援、学生就业挂钩
等。

● 研究支援

三育大学为了能使教员们丰富的研究活动和优秀的研究成果有效的运用到实际教学中去，已将研究经费
支付及支援政策最简化。主攻核心技术自立化及提高研究自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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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和企业
共同成长

构建厂校
结合系统

未来的成长动力是革新型企业和创意型大学的融合。

三育大学校厂校协力团致力于构建厂校联合系统，

培养适用于实际生产的优秀人才，

通过共同研究及开发提高大学竞争力以达到大学、

企业、地区社会共同成长的目标。

21



特色区别化就业项目

● 就业趣味小组

三育大学设有各种职业及职别的就业趣味小组，并对这些为了共同的目标聚合在一起，为就业做准备
的学生们提供支援。不仅提供每月小组活动经费，还会要请相关企业的退·在职人事部主管或工作人员
为学生们提供指导。

● 强化求职技术项目

面向所有即将就业的4年级在校生们开设的就业集中教育及训练。通过专家特讲熟练掌握履历书及自
我介绍书的书写，通过根据面试类别的不同进行的模拟面试和个人实践及指导提高学生就业面试技
能。

● 专业化就业咨询

三育大学连续5年被劳动部选做	‘大学青年劳动中心’为学生们提供优质的就业支援服务。不仅可以
获得有专业知识背景的就业咨询服务，还可以得到劳动部提供的多种多样的就业相关服务。

● SU秀实习

为了培养具有实际经验和实务能力人才而设的项目。学生们接受就业前教育之后，进行为期8周的企
业实地实习以获得就业所需的实务能力及职场生活中所必备的知识。实习期间不仅可获得一定的研修
经费，并且通过SU秀实习科目后可以获得2~3学分的学科学分认证。

● 学生履历管理制度

三育大学制定了一个从学生入学开始直至毕业的在学期间个人履历管理制度。学生们参加例如语言能
力、资格证、社会服务等对就业有助的活动或者获得认证后，根据实际情况及内容给予相应里程分

数，积累到一定里程分数后可折换成奖学金及认证证书。

创业支援团(SU-Star Up中心)

创业支援团作为三育大学的‘创业支援专职机构’不仅是一个创业基地还起到了一个校内创业指挥塔
的功能。为了激励学生们的创业活动，开设了创业讲座、创业项目、创业兴趣小组、创业展、创业咨
询等项目。并且为了支援一般市民创业还运营了创业教育中心。

● 创业教育中心

创业教育中心将学生们的创业挑战过程打造为‘创业路’的品牌，营造一个有故事的教育项目。创业
旅行友谊是创业教育中心的核心教育项目，学生们可以体验从创业的基础教育开始到海外研修、项目
发掘及事业化的全部过程。创业路进出口是一个培养思想力的创业讨论项目，每周都会围绕有一个新
主题进行开放式论讨。另外，创业节作为实践创业支持项目之一是以小组为单位选定事业项目并试运
营。

● 创业保育中心

创业保育中心培养‘有能力有准备的风险企业家’加强国家竞争力。以从入驻Star-Up开始直到毕业(
成长)为目标，行政业务支援、与外部专家机关链接给予宣传及招商引资支援。入驻企业上市后5%股
份会捐赠给学校。此外为了学生们的创业活动，创业特讲及指导、创业活动小组支援、构建创业网络
等多种形式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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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就业 
简便创业

提高三育人
的价值

三育大学校独有的区别化创业

支援项目帮助即将步入到社会的三育人缩短就业待机期。

三育大学校独有的革新型创业

支援项目帮助要挑战未来的三育人更便利地创业。

三育大学校独有的丰富的国际资源帮助

三育人提高自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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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Up Project

三育大学在以往积累下的海内外奉献活动的经验为基础促进Total-Up计划。本计划项目不满足于一两
次的短期奉献服务而是放眼与长远，以2-3年为阶段，间期性持续地为需要的地区和人们提供帮助。

● Total-Up of Character Education

三育大学将社会服务指定为必修科目，开发与之相关课程，使每个学生都能通过社会服务体验人生乐
趣。首先向周边小学低年级提供读书治疗，使小学生们通过读书治疗接受人性教育，也让三育学生们
体验真实的人性教育。

● Service-Learning

Service-Learning是一个自发的奉献活动并与相关科目挂钩获取学分，将学生们在课堂上学习到的专
业知识和技术能够有机会实际运用到现实社会中去的一个项目。学生们听过与Service-Learning挂钩
的专业·教养科目后将课堂知识通过具体的服务活动运用到地区社会，并以此对课堂知识进行整理、
考察及反馈使学生们能自行提高实践专业性。

● 相关专业服务活动

三育大学的学生们自发的组织与专业有关的服务团体，进行与所学专业有关的服务活动。物理治疗专
业的学生通过恢复性骑马活动帮助脑瘫儿童运动，食品营养专业为残疾人提供自治面包，日本语专业
学生在慰安妇休息所的分享之家做日语翻译及向导。三育大学积极的支持此类活动并给予资金支援。

25

友邻的幸福就是
我的幸福

发现奉献
的喜悦

‘我是提供帮助去了反而却学到了更多’

这是从全世界各地的服务站回来后的学生们的共同心声。

三育大学校给所有人创造一个幸福的社会，

向学生们传递奉献的喜悦。

即使是在这一瞬间，

三育人仍在伸出温暖的手全身心的致力于奉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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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教育的新蓝图

三育大学作为创意人性教育的摇篮立志成为一个培养MVP人才的大学。为此，在优质教育大学座右铭
的敦促下开设能培养出企业所需要的人才的教育项目。增加学生们的就业机会，以培养学生们的人性
美及知性美为教育中心。

学生·教育领域的17个课题

战略 详细课题

以需求者为中心的体系化MVP教育

确立教育理念

强化M+(人文素养)教育

扩大V+(专业)教育的柔韧性

P+(非专业)教育课程的特化及体系化

以需求者为中心的学制改善及运营

教育支援体系的先进化

强化教育方法

大学生活支援

强化课程支援体系

强化就业及前途开发支援体系

学生质量管理

改善学生指导体系

构建入学总体规划

优秀学生管理

体系性质量管理系统运营

运营创意型学科

构建教育科目评价及改善系统

改善授课评价制度

改善还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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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为了

学生们的
创意性教育革新

三育大学校正在构建

一个能够快速跟进日新月异的教育环境，

并以需求者为中心的教育体系。

通过MVP教育的体系化，

教育支援体系的先进化，

质量的体系化管理运营等方面来实现持续性的教育革新。



美丽的校园

各式附属机关及
便利设施
幸福的校园生活

在布满葱郁的丛林和草地

的美丽校园里有各式为学生们提供便利的附属设施，

学生们可以尽情享受美丽的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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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图书馆

图书馆3.0环境不仅提供传统式书籍阅读方式

更可以随时随地搜索电子信息。并配有自习

室、多功能室等配套设施，将图书馆打造成

一个综合文化空间。

● 生活教育馆

作为国内首所寄宿制男女共校学校，学校的

配套设施也不负众望，是一个可以将学业及

集体生活融为一体的全能型教育的典范。近

期，校舍扩建为提高学生收容力提供了支

持。

● 体育文化中心

游泳场、保龄馆、篮球场、健身房、壁球

馆、室内高尔夫等一应设施俱全的体育文化

中心不仅为学生们提供相应的体育课程，并

且向全体教职员工及地区居民开放，为全民

健身提供支持。

● 电子信息院

通过最佳的IT设备简化行政业务流程，通过

在线服务改善教育环境，通过严格的保安制

度维护个人情报权利，电子信息院肩负大学

的信息产业。

● 社会教育院

社会教育院以通过终身教育使市民们的生活

质量得到提高为地区社会做贡献为目标，设

有学分银行、资格证考取课程、一般课程、

特别课程等。

● 残疾学生支援中心

学校为残疾学生能够拥有便利的学习及生活

环境提供支援。为残疾学生提供学习及生活

支援，奖学金、小帮手、残疾人专用便利设

施管理、前途咨询等服务。

● 健康增进中心

为增进学生及职员工健康的部门。通过基础

药品的提供、男女休息室、教职员休息室、

健康情报中心、健康监察室等为健康管理及

疾病预防提供保障。

● 禁烟禁酒诊所

三育大学自1906年建校以来一直保持禁烟·禁

酒的校风。三育大学的禁烟禁酒诊所作为国

内首例大学附属机关开设后，为在校生们提

供以戒烟戒酒为目标的吸烟·饮酒预防教育。

● 博物馆

三育大学博物馆经过改建后在现代式的建筑

中建造了一个更为轻捷的观赏环境。拥有捐

赠物室、圣经展示室、圣经考古学资料室、

自然史资料室、策划展示室、特别展示室

等，珍藏并展示多种多样的文物。

● 教学开发中心

教学开发组与教育多媒体支援组功及写作教

室共同协力，通过开发多样的教学·学习法，

网络校园，多媒体支援产业强化教学及学习

能力。

● 学生生活咨询中心

为了学生们能拥有一个愉快的大学生活设有

心理检查、个人心理咨询、集体心理咨询等

项目。不仅可以免费获得各种心理检查及咨

询，并且随时应需为学生们提供关于学业、

前程、人际关系、性格、情绪、行动、价值

观建立等帮助。

● 国际文化教育院

国际文化教育院承担外国语教育、交换学生

及语言研究等国际交流项目的运营及国际留

学生的招收及管理和韩国语课程。以此来培

养国际型人才为学校提高竞争力。

● 其他附属机关及便利设施

出版社，性平等中心，男女休息室，电脑自

习室，校内食堂，商店，饰品店，眼镜店，

美容室，复印室，银行，邮局，书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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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基督精神
治愈
世界

神学大学 college of theology

1906年，第七日安息日耶稣再临教会为了培养教会神职人员而建立

的神学大学见证了三育大学校的悠久历史并与之共同成长。神学大

学以可以将基督教精神与时代贯穿而起的洞察力为基础肩负起社会重

责，培养专业的教会神职人员。

神学系 department of theology

   神学系专门培养智·灵·体均衡发展的全能型神职人员。实施以圣经为基础的信仰教育，知识与实
践力兼具的专家教育，挽救人类灵性的传教人教育，拯救人类社会的奉献教育。毕业后可就业

为牧师、机关神职者、中等学校教师(2级)、传教士、基督教文化神职者、各种特殊传教机关神

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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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人类与社会的
精神可以使

明天变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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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大学 college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

人文社会大学是建立在对人类及社会的深厚感情和理解基础之上的，

培养致力于社会进步的人才。

为此，我们实施可与国际化时代并轨的实用性语言能力及宽阔的人文

社会学知识的教育。

英语英文学部  division of english studies

   英语英文学部是将历史与传统结合起来的现代式英语教育系统。专业分为英语英文学专业与英
语通·反译专业。具有英语沟通能力的毕业生可以就业于传译、翻译、教育界、贸易公司、航空

公司、一般企业。

日本语学科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以培养日本语表达能力为根本，通过对日本的语言与文学知识的传授，以及关于文化与经济的
接触，培养优秀的实力型人才。学科为学生们能在毕业后获得更多更丰富的就业机会提供在校

实习及实践机会，与三育财团下属的SDA外国语学院的挂钩连带教育也在运行中。

中国语学科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以中国语的实际运用能力为重中之重，并以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多方面相
关知识为辅助，培养全面均衡的专业人才。学科全力支援通过海外交换学生制度与中国的姊妹

大学进行留学及语言研修学习。

经营学科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为适应全球化及情报化而快速转变的企业需要能够做出有效策应的未来性专业经营人才，因此
进行经营学相关原理及实务教育。学科为培养会计师、税务师、劳务师等各领域的专业人才开

设的备考班及兴趣小组给予积极的后援。

经营情报学科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经营情报学科为了培养能对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作出正确判断及策应的高级情报人才开设了有
关经营学理论及情报技术知识的经营情报系统的课程。通过这些课程学生们可以熟练掌握有关

经营及计算机的各种应用知识，可以比其他一般专业学生拥有更广阔的就业方向。

幼儿教育科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以开发幼儿全方位能力为基础，培养具有爱心的专业幼儿教育人才为目标。由于全社会对婴幼
儿教育及保育重要性认识的日益攀升，本专业毕业生的就业也愈发稳定安妥。可就业于教育研

究、儿童心理咨询研究所研究员、幼儿教育相关企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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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福利大学 college of Health science & social Welfare

保健福利领域是近来新生的一个朝阳产业，它旨在改善高龄化与人们

的生活质量。三育大学校保健福利大学是一个志在奉献国际社会，培养

能够全方面地有效解决保健福利困难的保健福利专业人才。

看护学科 department of nursing

   通过以研智·灵·体三方面的均衡开发及科学的理论
依据为基础的看护学研究，培养以追求人类的安宁

为己任的看护人。为此开设了理论知识教育及丰富

的实习教育。大部分的毕业生除三级医院外，还可

就业于保健所及公共机关，就业评价高，就业前景

优良。

物理治疗学科 department of Physical therapy

   物理治疗学科以科学的解决问题为中心的教育根本
不仅为现代社会上产生的各种疾患及事故引发的身

体障碍提供恢复性治疗，并且致力于研究更为便利

的进行健康增进与恢复治疗的方法。毕业后可就业

于保健医疗机关、运动中心、康复研究所、福利机

关等领域。

保健管理学科 department of Health management

   为了提高个人与社会的健康及生活的质量，学科开
设健康咨询理论、保健教育理论、医疗经营理论等

课目，并对保健项目的开发、策划、执行及评价方

法进行研究。可就职保健教育师、医务记录师、心

肺恢复运动治疗师等。

社会福利学科 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为解决地球村的贫困与疾病、高龄化及低出生率等
社会问题钻研革新性的智慧福利方法。以共有经济

及福利科技的开发为基础，培养知性与创意性兼

具的专业社会福利人才。可就职为社会福利师、社

会福利专职公务员，也可在社会福利公共机关、

NGO等就职。

咨询心理学科 department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通过心理咨询服务解决矛盾、治疗创伤、减轻压
力，培养能够帮助人们增进精神健康的专业人才。

考取专业咨询教师、临床咨询师、职业咨询师、

中毒咨询专家资格证后，可以在各咨询心理领域就

业。

 

食品营养学科 department of food & nutrition

   学习有关食品与营养的科学知识，以增进国民的营
养与健康为己任。不仅致力于健康地食品制造与加

工更潜心于与人类的健康与疾病预防有关的饮食生

活研究。可就业于教育研究领域、食品营养研究领

域、专业营养师、餐饮经营领域、食品会社等。

生活体育学科 department of leisure & sports

   生活体育学科以研究并实践如何以科学的方法通过
身体锻炼来锻造健全的精神、健康的身体及综合

素质为教育目标，并培养生活体育领域多方面的

人才。毕业生的就业出路也多种多样：生活体育指

导、专业运动指导师、运动处方师、运营运动中

心、教师、个人健身指导、文化艺术教育者。

为更多的
人们保障一个

健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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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大学 colleg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科学技术大学通过对区别化的科学技术教育及融并的研究，领导了21世

纪尖端科学时代。培养通过人性教育怀抱正直温暖的人品的科学技术

人才，创造力及科学思考力兼具的国际型科学技术领头人。

计算机 ·  division of computer·mechatronics

机械电子学工学部  包含了机器及电子的机械电子学专业是融合了软件及计算机系统领域的新生专业。由在国内外

屈指可数的企业及国家研究机关拥有实际工作经验并有着研究经历的优秀教授授课，致力培养

能够领导以ICT融合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发展的优秀人才。

化学生命科学学科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life science

   培养通过对化学与生命科学的理论及实际知识的探求来领导21世纪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纳米

技术(NT)、生物技术(BT)、环境科学技术(ET)领域的人才。可就职研究机关、医·药学·制药、食

品、环境、生物风险投资、化学工学、新原料开发、化妆品制造、电子及半导体等多样的化学·

生命领域。

动物生命资源学科 department of animal biotechnology & resource

   为迎接动物工学时代的到来，提高国家竞争力，动物生命资源学科推进在尖端生命工学领域的

技术中心教育模式。在动物遗传改良、营养及疾病，乳·肉加工学，动物行动及生态、动物生命

工学、CRO(非临床实验专业人员)等领域培养以多种的生命工学技术为武器的动物生命资源学

徒。

环境设计园艺学科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 Horticulture

   将传统的园艺学科与实践厄科学科的环境绿色设计学科相融合而产生的新设学科。有环境设计

与园艺两个专业。将理论与实践、实地考察为根本培养最优秀的业界人才。有用植物的本质塑

造环境的设计学、色彩学、造景学、植物生理学、园艺治疗、电脑设计等课程。

用科学技术
奉献
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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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科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为了建筑教育能获得国际认证，教育课程为5年制，培养作为文化创造者的建筑家、文明评价

家的建筑家、都市与自然调控者的建筑家。在能够容纳10名左右的小规模工作室里，在经验丰

富的教授及著名建筑师们的指导下进行建筑设计实务及理论的学习。

艺术设计学科 department of art & design

   培养拥有国际触觉的未来型艺术家及设计师。拥有国际经验丰富的教授队伍、尖端的教学设施

及设备、产·学·管一体的就业·创业规划、整合·融汇设计系统、艺术·设计展示会等。将

设计及美术专业融会的教育扩大了毕业生们的就业范围。

音乐学科 department of music

   有管弦乐、钢琴、声乐及作曲专业。将音乐的理论及实践具体融入到教学中去培养学生们的

艺术表现力和作为专业音乐人的素养。设有教职课程，学生们可以在校考取中等学校2级教师

证。毕业后可在管弦乐团、合唱团等专业演奏团体作为团员、作曲家、编曲家等就职。

用文化和
艺术塑造
美的世界

文化艺术大学 college of culture & arts

文化艺术大学是以创造力和想象力为基础，立志于将艺术的鲜花传播

到更广阔的世界里。向怀揣炙热心脏为梦想的舞台而努力的学生们传授

正确的文化与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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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大学 college of Pharmacy

药学大学为人类疾病的预防及治疗竭尽全力。

培养具有专业知识及优秀品德的药学人才为社会服务。

药学，
疾病预防及治疗
的带头人

药学学科 department of Pharmacy

   药学学科以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基础科学为根本，开设与处办医药品有关课程的学科。毕

业后可就职在药店、医院、制药公司研究所、保健公务员等多种领域。设立硕·博课程培养药学

专业更尖端的人才。



自由专业学部 division of open major  

很多学生在刚刚入学时只是有一个不甚清楚的梦想，

并不能明确的判断自己的个性及前途，以致毕业后仍徘徊不前。自由专

业学部通过自由多样的课程使学生们能尽快确立自己的前途方向。

与时代并进，
体验多种
专业价值

自由专业学部 division of open major 

   1年期间学生们可以自由接触到任何有兴趣的专业学科，不局限与人文·自然等专业划分，仅根

据个人的爱好及发展前途选择专业。在1年级第2学期末，根据本人的意愿确立专业并继续学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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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教养大学 smith liberal arts college

三育大学校设立史密斯教养大学，以增强作为三育MVP核心能力的市

民精神、交流沟通、创意知性、国际化、自我主导、奉献实践为目的，

提供国际型教养教育课程。另外，革新教养教育的课程及体系，以构

建成教养教育体系的代表而努力。

忠于根本的教育，
培养全方面素养。

史密斯教养大学  smith liberal arts college

   学习除专业课程之外，社会生活中所必须的基础知识，传授作为一名健全的民主市民所必须的

素质及价值观。适时地为学生们提供前途设计及能力开发等必须的课程。另外，开设教职课程

及终身教育师课程，为学生们的教师梦提供可行机会。

liberal arts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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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渴望知识的
热血绘出优秀
智者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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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院 graduate school

三育大学校大学院通过对深层学识的探究及对人格的修养来锻造高水

平的知性与人性兼美的高级专业人才。

一般大学院设有硕士学位及博士学位课程，神学大学院、经营大学院及

临床看护大学院则只开设了硕士学位课程。

大学院 school of graduate studies

   1981年启设的大学院是一个通过更细致的学术研究，培养信仰、人性及专业知识兼容高级人

才的教育机关。硕士课程开设神学系、心理咨询系、社会福利系、幼儿教育系、药学系、看护

系、物理治疗系、环境园艺系、食品生命产业系、保健系、融合科学系、运动科学系、中毒科

学系、音乐系。博士课程开设神学系、心理咨询系、社会福利系、药学系、看护系、物理治疗

系、环境园艺系、中毒系、保健系。硕博连读课程开设心理咨询系、社会福利系、药学系、物

理治疗系、看护系、环境园艺系、保健系、中毒系。

神学大学院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神学大学院是培养要肩负起韩国再临教会运营的未来牧师、神学者及教会领导者的教会政策教

育机关。设有能够探触到多样的神学领域的硕士学位课程(M.	 Div)。立足于基督教精神的神学

教育不仅对以圣书为基本的神学学术理论及应用方法进行深层次的探索与研究，也强调其的实

践价值。

经营大学院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经营大学院着眼于不仅能有效的适应急速变迁的社会环境，并能借此成长·发展起来的能力，教

授盈利·非盈利组织所必要的经营原理，开发学生们积极向上的领导能力。传授作为一个组织的

经营者及管理者所必须的最新经营及情报科学理论、经营革新法及经营实例，以此培养出理论

与实践能力兼具的优秀专业人才。

临床看护大学院 graduate school of nursing

   临床看护大学院开设临床专业看护学科。健康，作为看护的终极目标是一个应该从身体、社

会、精神、灵性等多方面安宁的意义上出发的问题。为此，我们探求并运用高级看护理论及实

务知识来培养能为国民健康服务的高级看护人、教育者、管理者及研究员等专业看护士。



百周年纪念馆
神学馆
史密斯馆

国际教育馆

塞缪尔馆
伊甸馆
外籍教授私宅
人性教育馆

帕尼尔馆（大学院生生活馆）
李鍾顺纪念馆
大学教会
赛伦馆（神学宿舍）
生活馆食堂/教职员食堂

锡安馆（男生宿舍）
音乐馆
大讲堂（70周年纪念馆）

第一实习馆/创业保育中心

设计官

动物实验室
木工实习室

温室
艺术&设计馆
中央图书馆
以斯拉馆
第一科学馆

第二科学馆
幼儿园
New-start教育馆

学生生活资讯中心

李子峰（祈祷地）

幼儿园
社会教育院/幼儿园

第三科学馆
New-start 中心
丹尼尔馆/约翰馆/博物馆
保罗馆
学生会馆
体育馆（运动中心）

齐名湖
网球场（教职员）
网球场（学生）
东门
所罗门广场
运动场
泰康三育小学

韩国三育初. 高中行政馆
韩国三育中学
韩国三育初，高中宿舍

韩国三育初，高中讲堂
韩国三育高中
正门

退溪院

议政府

庆春线别内站
（三育大站）

校车（学期中）

上午（花郎台站出发）

07:50~10:10 10:00~12:00

5分间隔发车 15分间隔发车

上午（学校出发~石溪站）

12:00~16:00 16：00~19:00 19:00~22:30

15分间隔 12分间隔 20分间隔

全天（九里站~别内站~学校）

7:50~18:20（定时发车）

每周五末班车15:50发车

地铁
•�1号线石溪站/6号线在石溪站下车(4号出口) 换乘三育大学校方向公车：

1155，1156

•�7号线泰陵入口站下车(7号出口) 换乘三育大学校方向公车：1155，1156

•�6号线花郎台站下车(1号出口)换乘三育大学校方向公车：202，1155，1156
•�庆春线别内站下车(2号出口)换乘三育大学校校车.

公车
•�在清凉里站搭乘泰陵方向 202，173公车在三育大学校下车（约30分钟）

•�在石溪站搭乘泰陵方向 1155，1156公车在三育大学校正门下车（约15分钟）

● 路线图

中部高速道路

新内洞
新内洞 九里

6号线花郎台站

面牧洞

7号线
泰陵入口站

1号线石溪站

东部干线路
上溪洞

原子力医院

泰陵选手村

陆军士官学校 花郎台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