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列 硕士 博士

人文社会系列

国语国文学 英语英文学 国语国文学 英语英文学
历史学 哲学 历史学 哲学
法语法文学 德语德文学 法语法文学 德语德文学
中语中文学 考古人类学 中语中文学 考古人类学
日语日文学 汉文学 日语日文学 汉文学
俄语俄文学 政治学 俄语俄文学 政治学
社会学 地理学 社会学 地理学
文献情报学 心理学 心理学 文献情报学
社会福利学(社会福利政策及行政专业, 社会福利实践专业)

新闻广播学
社会福利学(社会福利政策及行政专业, 社会福利实践专业)

新闻广播学
经济学 贸易学 经济学 贸易学
经营学 农业经济学 经营学 农业经济学
法学 行政学 行政学 教育学
教育学 伦理教育学科 国语教育学 伦理教育学科

英语教育学 社会教育学

自然科学系列

数学 物理学 数学 物理学
化学 生命科学 化学 生命科学
地质学 统计学 地质学 统计学

天文大气科学
应用生命科学 
(食物生命科学专业、
农化学专业、应用生物
学专业)

天文大气科学
应用生命科学 
(食物生命科学专业、
农化学专业、应用生物
学专业)

食品工学部（食品生物工学，食品素材工学,食
品应用工学）

食品工学部（食品生物工学，食品素材工学,食品
应用工学）

园艺学 农业土木工学 园艺学 农业土木工学
生物产业机械工学 生物纤维素材学 生物产业机械工学 生物纤维素材学
林学 林产工学 林学 林产工学
造景学 儿童家庭系 造景学 儿童家庭系
服装学 食品营养学 服装学 食品营养学
护理学 科学教育学 护理学 科学教育学
医科学 牙医科学 医科学 牙医科学
药学 海洋学 药学 保健学

 数学教育学 家庭教育学

工学系列

电子工学部 电气工学系 电子工学部 电气工学系
计算机学部 机械工学 计算机学部 机械工学
纤维系统工学 建筑学 纤维系统工学 建筑学
建设环境能源工学部
(建筑工学,土木工学,环
境工学,能源工学)

新素材工学(金属新素材
工学专业、电子材料工
学专业)

建设环境能源工学部
(建筑工学,土木工学,环
境工学,能源工学)

新素材工学(金属新素材
工学专业、电子材料工学
专业)

应用化学工学部
(应用化学,化学工学,高分子工学)

应用化学工学部
(应用化学,化学工学,高分子工学)

学系间统合课程-气候变迁学系 学系间统合课程-气候变迁学系
艺体能系列

音乐学 国乐学 音乐学 国乐学
美术学 设计学 美术学 设计学
体育学 体育学

医学系列 医学 牙科学 医学 牙科学
兽医学 兽医学

法学专门研究院 法学
国际研究生院 国际文化学

( ,作为外国语的韩国语教育专业） （没有博士课程）
列 硕博连读课程 (※ 硕博连读课程的开设情况，请向系办公室咨询确认后再申请)

2018年 第一学期 招生专业
▢ 大邱校区

※ 国际研究生院是特殊研究生院,夜间课程, 一共5个学期 



系列 硕士 博士
自然科学系列 生态科学 畜产BT学系 生态科学 畜产BT学系

生态环境系统学 食品饮食服务产业 生态环境系统学

工学系列
汽车工学 Nano素材工学 汽车工学
建设防灾工学 纤维时装设计学 建设防灾工学
软件学 精密机械工学

艺体能系列 休闲运动系 休闲运动系
列 硕博连读课程 (※ 硕博连读课程的开设情况，请向系办公室咨询确认后再申请)

专业 考试要求及内容 考试时间

声乐 1. 歌剧或清唱剧中一首独唱曲
2. 考试当天学生在德国、法国、意大利、英美艺术歌曲中选两首演唱

钢琴 1. 贝多芬奏鸣曲中一首（全体乐章)
2. 浪漫、印象、现代曲中一首自由曲

作曲 以当天给考生的主题作钢琴曲（自由形式） 180分钟

管弦乐

小提琴 W. A. Mozart协奏曲3、4、5号及F. 
Mendelssohn协奏曲e小调中一首(包括装饰奏在内全体乐章)

大提琴 J.Haydn协奏曲D大调(金德伦装饰奏)或
E.Lalo协奏曲d小调中一首(第一乐章)

其他 自由选一首高水平的协奏曲(包括装饰奏在内全体乐章)

理论 分析莫扎特钢琴奏鸣曲作品 : 和声分析、形式分析 90分钟

▢ 尚州校区

★★音乐学系技能考试课题
1. 硕士

※ 一切演奏曲必须背奏，不可看乐谱。
※ 声乐、管弦乐的伴奏人必须由考生本人陪同。
※ 除钢琴外，一切乐器必须由考生本人自备。



专业 考试要求及内容 考试时间

声乐
1. 德国歌曲 2. 法国歌曲 3. 意大利歌曲 4. 英美歌曲
5. 清唱剧(康塔塔、经文歌等) 6. 歌剧咏叹调
上述六种各演唱一首以上（共30分钟内外)
※ 1、2、3、4以两个时代以上的歌曲演唱，而5、6用不同语言的歌曲演唱

钢琴 跨越三代以上的演奏时间在六十分钟以上的独奏会节目（包括奏鸣曲在内)

作曲 以当天给考生的主题作标题性音乐曲(钢琴三重唱) 180分钟

管弦乐

小提琴

1. J. S. Bach无伴奏Sonata
① No.1 g minor 1、2乐章
② No.2 a minor 1、2乐章
③ No.3 C Major 1、2乐章
上述①, ②, ③中选一
2. N. Paganini Caprice Op.1 No.1、5、9、11、17、24中选一
3. W. A. Mozart, L. v. Beethoven Sonata中选一(全体乐章)
4. F. Mendelssohn, L. v. Beethoven, P. I. Tchaikovsky, J. Sibelius
Concerto中选一(全体乐章)

大提琴

1. J. S. Bach无伴奏组曲
① No.1 Prelude, Sarabande, Gigue
② No.2 Prelude, Sarabande, Gigue
③ No.3 Prelude, Sarabande, Gigue
上述①, ②, ③中选一
2. D. Popper Etude Op. 73 No. 7、8、17、22、35中选二
3. L. v. Beethoven Sonata中选一(全体乐章)
4. 浪漫Concerto中选一(全体乐章)

长笛
1. N. Paganini 24 Caprices Op.1中选两首(International版本）
2. J. S. Bach Partita in a minor(Bäenreiter版本)
3. 浪漫Concerto一首(全体乐章)

理论 分析贝多芬中期钢琴奏鸣曲作品 : 和声分析、形式分析 90分钟

2. 博建设防灾工学士

※ 声乐、钢琴、小提琴、大提琴、长笛专业必须背奏一切歌曲，不可看乐谱。
※ 声乐、管弦乐的伴奏人必须由考生本人陪同
※ 除钢琴外，一切乐器必须由考生本人自备。
※ 其他疑问请向音乐系办公室（Tel.82-53-950-5656)询问。



系列 硕士 网址
black: English / red: Korean

人文社会系列

国语国文学 http://korean.knu.ac.kr/eng/
英语英文学 http://english.knu.ac.kr/english/index.htm
历史学 http://knuhistory.cafe24.com/eng/
哲学 http://philosophy5148.cafe24.com/eng/
法语法文学 http://french.knu.ac.kr/index.html
德语德文学 http://german.knu.ac.kr/
中语中文学 http://chinese.knu.ac.kr/eng/
考古人类学 http://aran.knu.ac.kr/
日语日文学 http://japan.knu.ac.kr/
汉文学 http://hanmun.knu.ac.kr/
俄语俄文学 http://knurussian.kr/
政治学 http://politics.knu.ac.kr/
社会学 http://socio.knu.ac.kr/
地理学 http://geog.knu.ac.kr/
心理学 http://psy.knu.ac.kr/
文献情报学 http://lis.knu.ac.kr/
社会福利学 社会福利政策及行政 http://knusw.knu.ac.kr/社会福利实践
新闻广播学 http://masscom.knu.ac.kr/
经济学 https://econ.knu.ac.kr:10890/?mid=eng_main贸易学
经营学 http://biz.knu.ac.kr/eng/index.asp
农业经济学 http://agec.knu.ac.kr/
行政学 http://puad.knu.ac.kr/
法学 http://law.knu.ac.kr/_new/main/main.htm
教育学 http://edu.knu.ac.kr/
伦理教育学科 http://ethedu.knu.ac.kr/
国语教育学 http://koredu.knu.ac.kr/
英语教育学 http://enged.knu.ac.kr/

社会教育学 http://hisedu.knu.ac.kr/
http://geoedu.knu.ac.kr/

http://ilsa.knu.ac.kr/

自然科学系列

数学 http://math.knu.ac.kr/
物理学 http://physics.knu.ac.kr/eng/
化学 http://chem.knu.ac.kr/
生命科学 http://biotech.knu.ac.kr/

http://bio.knu.ac.kr/
地质学 http://geology.knu.ac.kr/
统计学 http://stat.knu.ac.kr/eng/
天文大气科学 http://hanl.knu.ac.kr/xe/index.php
海洋学 http://ocean.knu.ac.kr/

应用生命科学
食物生命科学专业 https://webbuild.knu.ac.kr/~pbs/index.htm
农化学专业 http://kac.knu.ac.kr/
应用生物学专业 http://agbl.knu.ac.kr/

食品工学部
食品生物工学

http://foodbio.knu.ac.kr食品素材工学
食品应用工学

园艺学 http://horti.knu.ac.kr/
农业土木工学 http://acen.knu.ac.kr/
生物产业机械工学 https://bime.knu.ac.kr/
生物纤维素材学科 http://biofiber.knu.ac.kr/
林学 http://forestry.knu.ac.kr/
林产工学 http://wood.knu.ac.kr/
造景学 http://land.knu.ac.kr/
儿童家庭系 http://chfa.knu.ac.kr/
服装学 http://fashion.knu.ac.kr/
食品营养学 http://fsnu.knu.ac.kr/

各学科(专业)的网站
▢ 大邱校区



护理学 http://nurs.knu.ac.kr/eng/

科学教育学
http://physed.knu.ac.kr/

http://chemedu.knu.ac.kr/
http://bioedu.knu.ac.kr/
http://earthed.knu.ac.kr/

医科学 http://med.knu.ac.kr/bbs/board.php?bo_table=b24
牙医科学 https://dent.knu.ac.kr/eng/main/main.jsp
药学 http://pharmpf.knu.ac.kr/eng/
家庭教育学 http://homeedu.knu.ac.kr/
数学教育学 http://mathedu.knu.ac.kr/
保健学 http://health.knu.ac.kr

工学系列

电子工学部 http://see.knu.ac.kr/eng/
电气工学系 http://electric.knu.ac.kr/
计算机学部 http://computer.knu.ac.kr/eng/main/index.html
机械工学 http://me.knu.ac.kr/eng/main/main.html
纤维系统工学 http://keess.knu.ac.kr:8002/home_pub/main.do?kind=

3000E

应用化学工学部
应用化学 http://keess.knu.ac.kr:8002/home_pub/main.do?kind=

3000E
化学工学 http://chemeng.knu.ac.kr/eng
高分子工学 http://polymer.knu.ac.kr/

建筑学
http://keess.knu.ac.kr:8002/home_pub/main.do?kind=

3000E建设环境能源工学部
建筑工学
土木工学
环境工学
能源工学

新素材工学 金属新素材工学专业 http://metal.knu.ac.kr/
电子材料工学专业 http://keess.knu.ac.kr:8002/home_pub/main.do?kind=

3000E

艺体能系列
音乐学 http://music.knu.ac.kr/
国乐学 http://kmusic.knu.ac.kr/
美术学 http://arts.knu.ac.kr/
体育学 http://sport.knu.ac.kr/
设计学 http://vcd.knu.ac.kr/

医学系列
医学 http://med.knu.ac.kr/eng/
兽医学 http://vet.knu.ac.kr/
牙科学 https://dent.knu.ac.kr/eng/main/main.jsp

国际研究生院 国际文化学 http://korean.knu.ac.kr/eng/aboutus/sitemap.htm
http://korean.knu.ac.kr/作为外国语的韩国语教育

专业

系列 硕士 网址
black: English / red: Korean

自然科学系列
生态科学 http://cee.knu.ac.kr/HOME/cee/sub.htm?nav_code=cee1467966681
畜产BT学系 http://cee.knu.ac.kr/HOME/cee/sub.htm?nav_code=cee1467966664
生态环境系统学 http://cee.knu.ac.kr/HOME/cee/sub.htm?nav_code=cee1467966553
食品饮食服务产业 http://ffsi.knu.ac.kr/

工学系列

汽车工学 http://auto.knu.ac.kr/
建设防灾工学 http://cdue.knu.ac.kr/
软件学 http://se.knu.ac.kr/
纤维时装设计学 http://textile.knu.ac.kr/

http://style.knu.ac.kr/
Nano素材工学 http://nanosj.knu.ac.kr/
精密机械工学 http://pme.knu.ac.kr/

艺体能系列 休闲运动系 http://cee.knu.ac.kr/HOME/cee/sub.htm?nav_code=ce
e1467878905

▢ 尚州校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