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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歌曲 116.7x80.3cm, oil on camv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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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员介绍

你好吗？各位提到“冬天”时会脑海里会有什幺话语浮现？可能会有圣诞节，雪

和树，但我觉得会感到温暖。当我看到雪落下时，因为我能感受到冬天温暖的气氛。在

这样我喜爱的冬天给大家写下最后的问候语我觉得不舍的心情十分沉重.我想感谢那位

让我有机会作为中国记者工作3年的教授和目前的各位。感谢您们这期间对于我们女风

时代的热爱。我也希望你能顺利完成这一年。

金美冏（航空服务学科3）

时间过的真快，不知不觉2018年就要过去了.2019年就要来临了.在过去的一年里，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成长和收获到很多呢？事实上，我在2018年真的是成长了许多.也懂

的了更多的道理.2019年呢，也希望自己能够更加成长变得更加成熟！也希望你们也能

过为2018年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以崭新的姿态迎接2019年哦！

孙铭（美容科学学科3）

你好吗？我是中文记者团的姜智媛！随着秋季天气渐渐过去，冬季天气越来越近

了。就像温暖的拿铁咖啡的这个季节一样，本刊杂志也带来了让您温暖的话题。感谢您

一直对我们的记者团的喜爱。因为你们的存在，我们的中文记者团们也在用心写文章！

希望你在阅读这本刊时能感受到趣味。最后一直感谢你的支持，并小心感冒哦！

姜智媛（航空服务学科2）

今年早些时候，当我进行第一次问候时，就像昨天一样，没想到现在已经到了最

后的问候。虽然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新闻社活动，有许多经验不足的部分，但我会努力为

大家找到各种好的文章。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我的努力并且做好结尾。谢谢。希望大家

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

刘贞显（航空服务学科1）

大家好。你们都过得好吗？虽然离我的20岁已经不剩下很多时间了我有些悲伤，

但过的很好.还有一个有点悲伤的消息，这是我最后一次写文章了。所以最后一次我要

更加努力去写文章，只是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会喜欢我的文章！感谢这期间您的阅读。。

基于我在中文记者团的工作，我正在努力成为一个成长和发展的人。我也希望大家远离

病痛、人生充满乐趣和快乐的事情

黄瑄泳（航空服务学科1）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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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光州女子大学 国际教院的金惠贞院长，经过寒风瑟瑟，风雨交加的十一月，

我们迎来了银装素裹的十二月，对于新的留学生来讲十二月是韩国的第一个冬天，冬天是韩国

最美的季节，一层层薄薄的雪，像巨大的轻软的羊毛毯子，覆盖在整个韩国，每处都闪着寒冷

的银光。

很高兴又一次和大家见面，在十一月我们完美的结束了国际青少年交流活动，活动中我

们由外国留学生与韩国学生进行了分组活动，同学们一起学习了美甲，跳舞，还去了学校附近

的市场进行了义务奉献的活动。我相信在此次活动会让我们众多的留学生更好的了解，体验了

韩国的文化，深刻地感受到我们的热情，活动圆满结束后，我们还受到了韩国政府的表彰与鼓

励，都是我们成长的见证。

十二月，是一年中的最后一月，是一个又忙碌又开心的一个月，因为我们的大家庭又在扩

大，在十二月二十四日，我们将迎来了近50名外国留学生，在这里我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

任。

天气渐凉，又到了一年的末尾，同学们要多加保暖，注意身体，希望各位同学们能有一个

完美的假期，最后祝愿大家能在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来年我们一起携手共进。 

国际教育院院长  金惠贞

 2018年 12月 10日

国际教育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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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新闻 

国际教育院，中国安宁文化艺术高中校长一行学校访问活动

2018年国际青年领袖交流支持计划正在实施中

光州检察厅访问梦楼幼儿园，迎中秋分享爱和感谢分

航空服务学科，中国浙江省杭州浙江传媒大学国际力量强化项目



校园新闻

韩国观光协会，韩国旅游名牌点赞助的韩国旅游奖学金基金会组织的出席优秀支持者

奖，在11月2日（星期五）航空专业在读生金庾廷（4），姜多沇（2）金乂恩（2）和李嘉渊

（3）等四名被授予鼓励奖。赞助商给出了从11月8日（星期四）到11号（星期一）为止的四

天叁夜的国外旅游资源.。韩国旅游奖学金基金会选择了韩国旅游业协会的第一批支持者和大

学生，以发展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培养优秀人才的良好的起点.选拔出的优秀支持者“2018旅游

论坛和相关的本地景点监测”‘秋季旅游的监测和SNS推广’‘区域旅游容纳活动’‘应该知道的韩国代表性的旅

游纪念品和’“第45届旅游支援”等当天的庆祝活动。优胜者金庾廷（4）说“通过这次活动和支持者体验到

我国旅游业的场景，并且可以在享受与感受到真正贡献”

航空服务专业在11月16号（星期五）学校国际会议场举办了“第11届航空庆典&微笑女王大赛”。

航空庆典活动以一个精彩的演出拉开帷幕，其中包括飞机上“非凡的飞行故事，手语表演歌曲”美丽的贝

克,,合唱表演。微笑女王大赛的微笑女王是郑贺正（3），卢㷂煐（3），朴挚愿（3），金映炅（3），

晋松（3），李修炯（3）向这几名学生颁发了证书和奖杯。第11届航空节暨微笑皇后大赛是节日的航

空服务专业学生的节日，参加庆典活动不仅仅能全面打磨锐化技能与此同时，学生们说，是促进相互友

谊和团结的有意义的时间。

学生处，“和校长一起说说大学生活”

韩国旅游协会旅游协会授予“优秀支持者”称号

第11届年度航空庆典l和微笑女王比赛

学生处准备的“和校长一起说说大学生活”的座谈会从10月29

日（周一）到10月30日（周二）截止.这两天时间准备了和学生代表

进行心灵交流的时间。由10个学科的学生为对象在秋季末举行，本

次会议是“就业，兼职工作，大学生活，遗憾，想要做的事，友谊”

等多样的内容和校长和其他在学生进行意见分享和交流。在这次会议

上，学生们谈到了他们作为学生代表所感受到的大学生活。现在是时

候就学科和学校之间交换各种意见了。首先，和学校的学生，最重要

的是学生代表们能够感受到来来自每个学科她们的爱，都有当谈论个

人的责任和分享情绪心情而变成眼睛湿润的时候。主管负责人学生处

（卢相锡）这个未来通过听学生的不同意见，并积极争取不断反映而

准备频繁地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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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日(周二)在我们大学运动会体育馆举行

了"第30届光州广域市长杯美容艺术比赛大会 &全

国美容竞技大会"活动. "第30届光州广域市长杯美

容艺术比赛 & 全国美容技能竞赛"分为光州,全南圈

的10所大学和10所美妆学院(美容学院)等和约1000

多名学生参赛. 在这届竞赛中,我们大学美容系的在

校生参加了头发,皮肤,美甲等全部项目,获得了11个

大奖,11个金奖,15个银奖,13个铜奖. 在美甲的设计

中,安榳垠(美容科学系3),吴昇玹(美容科学系2).获得了大奖.在发型设计中的盘发等作品中,除金惠善(美容

科学系3年级)以外,还有5人获得大奖,其中有外国人孙秋婷（美容科学系3),在美发界获得大奖得是文憼县

（美容科学学科2）. 在皮肤部分,申宝熙(美容科学科1)获得了大奖. 金奖在头发部分的盘发等作品中,除了

李殷珍(美容科学系3年级)以外,还有7人获奖,在"吹风造型"中除文秀智(美容科学系1年级)以外,还有2人获

奖. 银奖在头发部分的盘发等作品中获得了康财园(美容科学系4年级)之外的8人,吹风造型中除金秀贤(美

容科学系1年级)外,还有4人获得,皮肤部分是脸部淋巴按摩金民善(美用科学系2年级)获此殊荣.在发型上,

盘发获得李嘉英(美容科学专业3),文憼县等6名获得吹风造型，盧宣美(美容科学系1),除外2名，皮肤方面

上脸部淋巴按摩比赛中，白承惠（美容科学学科3）和任蔡元（美容科学学科3）获奖，全身管理上崔允

智（美容科学学科3）获奖。我们大学美容科学系在校生获得大奖,证明了我们这是培养"全球美容名牌人

才"的摇篮。

光州广域市长杯 美容技能竞技大会 最大获奖者 诞生

为了留学生进行的冬天用品跳蚤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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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岗宿舍于10月10日星期叁在宿舍前为外国留学生进行了一个跳蚤市场。跳蚤市场是因为急剧变

冷的天气，还没来得及准备厚衣服的留学生们以低廉的价格快速购买衣物而设立的，并计划捐赠困难的

留学生。跳蚤市场的冬季衣物来自松岗宿舍的300多名学生的捐赠，学生和学生参加了此次活动。朴伊

瑟参加了跳蚤市场（美容科学2）学生说，“我希望我的捐赠能帮助到买我衣服的人.并且能够捐赠引以

为傲，并在未来，也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去捐赠的物品，表达了这样的愿望。 徐圣姬教授说：”今年冬季

举办的跳蚤市场已经顺利完成。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以实践慈悲和分享为意义的活动，“未来10

月31日星期叁，第二次跳蚤市场有望继续扩大，不止是在读生以及大学的所以成员都可以一起参加，”

他说。



韩
国

艺
术

作
家 用比水彩画更明亮的油画的柔和色感勾勒出

“喇叭花"和” 女人“像唱歌的歌手一样”,
用绘画的方式来歌唱自己的西洋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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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根 载
朝鲜大学美术大学绘
画系和教育系研究生
毕业

我的歌曲 45.5x38cm, oil on camvas 我的歌曲 53x41cm, oil on camvas.

我的歌曲 41x31.8cm, oil on camvas 我的歌曲 45.5x38cm, oil on camvas

我的歌曲 30cm , oil on camvas 我的歌曲 40cm, oil on camvas



全南长城出身的西洋画家林根载(54岁)，于朝鲜大学美术大学绘画系

和教育系研究生毕业,近40年来一直从事绘画事业。写实主义的自然风景和

人物,喇叭花和梦幻般的抽象风景,展现了非构思和构思的背景相结合，大胆

的省略和色彩的强烈感构思, 是追求无数变化地西洋画家.最近,他在作品中

处处表现了‘节制’和‘空灵’、‘操心性’,想用路边的花草深邃之美,

草丛花、冬柏花、喇叭花、松树等日常生活中掠过的素材用自己的名字命

名。讲述着自己所观察的植物沉默演出，是一位富有伤感的作家.,将自己既

已是"存在之朴"又是"存在之最",反反复复地在画幅中记录出"存在的永恒性".

林根载画家通过自己的构图，非构想和构想绘画的嫁接,色彩的大胆尝

试,构图和素材的变化等,在过去的40多年绘画事业上度过了煎熬苦难的岁

月，成了收集植物灵魂的独一无二的翻译家，,是让世人知道它们存在的 唯

一理解花语的翻译者。

就像岁月的无常一样,最终作者本人在钻研色面抽象背景的梦幻风景

中，袅袅上升的牵牛花藤蔓与含苞养育出的藤条和叶子的丰富搭配，还有

其他的草花同时登场的闲暇,总是在蜜中徘徊的蜜蜂所讲述的自然物之间的

交感,就是打开人类社会交流和封闭心扉的肯定和希望。比花还美的女人登

场,犹如解禁的韩国传统国乐开启的现代国乐家，或是带着礼帽穿着彩色韩

服的女人在花丛中生存一样’人物与自然的和谐’也被充分的体现出来。

就像花儿一样，无论是独树一枝，还是成群结队的开放最后都是完

成自己的责任，走完自己的一生。我们不能以柔弱和可怜来博取欣赏，要

体现真正有自身存在价值和本质意义的生命，生命在这样单纯美丽的，华

丽的深情绝妙中唤起超然物外的感受，在林根载画家的作品中，从西洋到

韩国，历了各种思考的延伸。他的视角是通过花移动的声音来感受岁月流

痕，他一边追求表现主义的风景画，一边把握绘画的模仿，再现绘画的基

本和核心花画。最近他说起自己对作品的创作灵感，比如看似很平凡的喇

叭花，松树，山茶花，等。通过他独有的角度观察就会成为一副具有乡愁

的憧憬画。他说：”歌手通过节奏感来表现自己的歌，而我是通过绘画来

展现我生活的点点滴滴。林作家平时也喜欢金光石和山回音组合这样的大

众歌谣，并不追求那些世间热点，喜欢默默的过符合自己朴素平凡的市井

生活。为了发展自己的绘画事业，他用一副‘花画’命名为‘奔跑的人

生’来做主题，体现了平凡中的不平凡之佳作。就像这样，他时常通过自

己的才能和努力区创造独特的作品来表现这芬芳的世界变化。直到现在他

还像那些青年作家一样在自己的每一次个人作品展中都保持着内心的汹涌

澎湃，不忘初心和作为一位画家塬有姿态。

我的歌曲 60x25cm, oil on camvas 

我的歌曲 60x25cm, oil on camv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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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我觉得穿过鼻尖的风越来越冷，

冬天即将来临。这个冬天是历史上最强烈的

寒冷，据说它的气温低于西伯利亚。

新词“西伯利亚”是首尔和西伯利亚的复合词。

今天我要介绍这个冬季时尚潮流，

它将充满你的衣橱。

1
今冬时尚

潮流

2 出处 -z.istyle24.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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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古是第四个模式。它被用于各种物品，被称为去年开始流行的时

尚。但是，如果你与去年有一点不同，那幺更改颜色和外观设计的图案

会更加时髦。增添复古气息，营造出友好而复古的氛围。

最后，它是花呢。在时尚中，材料与颜色和设计同样重要。花呢是

男士西服的典型冬装材料，最近在女装市场表现强劲。人字纹花呢材料

采用鲜明的图案，独特的材质，深沉，奢华的气息深入人心。

今年冬天，为大家介绍了了5种不同款式的衣服。请不要因为寒潮

就呆在家里不出去，穿着适合你的装束享受自信的外出吧。

首先，羊毛衫也被称为羊毛外套。外套是

长羊毛和柔软的羊毛制成。因为它具有轻盈和

温暖的特点，所以当遇到像今年冬天这样强烈

的寒冷时，可以穿着不同的衣服和多层来更加

温暖，它是一个很好用的物品，因为它还可以

单独穿着哦。

二，训练服。事实上，运动服正逐渐成为

休闲服装，这一趋势早已成为时尚界的潮流。

但今年，将设计添加到活动中更有意义，这是

运动装的最大优势。通过使用颜色块，您可

以轻松找到合理的设计，为大多数消色差的颜

色提供各种颜色。最大的例子是带有长长的带

子。多彩的颜色和各种设计为今年冬天不容错

过的项目。

第叁是充满魅力的舒适风格。这种风格表

达更大更丰富的形态，意味着舒适。穿着超过

实际尺寸，您可以感受到温暖的感觉，同时提

供非凡的味道。

3

4



东方航空，是我实现梦想的第一个职场。我想成为乘

务员的梦想已经有4年，不，从高叁到现在，准确的说，应

该是5年之久了。今天在这里我要讲一下这一段漫长的旅程

经历。

周围的人们听说我在中国的航空公司合格以后，都会

对我说‘看来你的中国语说得很好’事实上我的中国语并

不是很好。虽然2016年上半学期，我作为中国交换生去中

国生活了一个学期时间，但是我会的中国语还是有限的。

尽管对国外航空公司还很迷茫，但是通过那时的经验，改

变了我只想在韩国航空公司的想法，成为我准备进入外国

航空公司的转折点。

2017年12月期末考试结束后，东方航空公司的招聘通

告来了，因为当时十分的矛盾，所以那个场面到现在还历

历在目。当然，对于外国航空公司也有过想法。但是，真

到了报名的时候又觉得特别的突然。我带着‘参加面试就

是积累经验’的想法半信半疑的提交了简历。几天后，合

格通知书和第一次面试的日期定下来了，两天后的面试迫

在眉睫。中国东方航空会用中国语来面试但是我还没有充

分的准备好，没有办法，准备了自我介绍书和‘对不起，

请问您可以再说一遍吗？’这两个答案，整整齐齐的去了

面试现场。偏偏我是第一天第一个进行面试的，根本就没

有机会听先来应聘者的后期评价。于是我就想，遇到不会

的问题的话，就用一个灿烂的微笑来回答的想法进了面试

场。是神在帮助我吗，面试官的第一个公共问题竟然是用

韩语问得，我想了一下‘这是天上掉馅饼了吗？’然后十

分有自信的回答了他的问题。然后用中国语对个别的几个

人提问了问题，面试官看到我的简历里面有有去中国做交

换生的经历。所以，对我提问了中国和韩国的文化差异问

题。我虽然不能用中国语十分完美的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也

表达出了我自己的想法，在十分紧张的气氛里，连时间是

怎幺过去的都不知道，瞬间面试就结束了。

第一次面试是因为我的运气好，下面的面试我想要

女風時代  12

我在天路上行走

金鍮琳
2018年 航空服务学科卒业

女風時代  10



做好充分的准备，于是我开始了中国语的课外辅导，在简

历会出现的一些问题用中国语和英语也在每天认真地学习

着。面试一共有4次，而且第3次的面试结果是用面试结束

后直接通知的方式进行的。虽然这段时间我已经面试过很

多次了。但是，当时就出结果的还是第一次让我感到十分

的惊慌。面试结束后等待结果的那2-3分钟成为了我23年人

生当中最紧张的瞬间。即使比别人开始的晚，通过努力和

认真的准备第3次面试也合格了。在第叁次面试结束的第二

天就是第四次面试。在面对最后一次面试时，我陷入了思

考当中。为了这个瞬间，我已经努力了4年，但真正站在这

个门槛上时，突然感到很害怕。因为我一直在想象我准备

的样子，而没有想过我合格的样子。那是个沉思的夜晚。

最后一次面试是在12点左右。我带着对自己的信任，走进

了面试现场。面试官共同提问了一个问题‘留在记忆中的

中国旅行经验。’作为中国交换学生在石家庄时，我独自

坐飞机去上海玩，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我答应了他。就这

样，面试结束后发表结果时间比预想的时间晚了2个小时，

真是令人焦急的时刻。1月25日下午4点39分。收到了祝贺

的短信和合格通知。“这难道是梦吗?”想起了家人，朋

友，教授们，其间经历了很多失败和努力的瞬间。现在回

想那一瞬间，心里还感觉很刺激。在回家的车里，我摇下

窗户，为了忍住要大声炫耀的欲望，吃不少苦头。

我想我能在东方航空合格的决定性因素只有一个。就

是凡事都要试一试的性格。因此，我在光州女子大学航空

服务系很充实的度过了四年的大学生活。现在回想起来，

因为这个性格我参加了多种多样活动，才制造了属于自己

的故事。而且，如果不是这样的性格，就不会对中国东方

航空公司提交简历。比起思来想去，我想说的是那就去试

一试吧。虽然梦想成为乘务员的人很多，但肯定也会有对

中国航空公司感到恐惧的人。我这个非专业的人也适应得

这幺好，工作得很有意思。希望大家不要担心，来挑战一

下吧。

女風時代  11



Q   你好。我是中文新闻社的记者金美囧。感谢您愿意接受光州女子大学

女风时代的采访。请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A   大家好.我是航空服务学科3学年在读的周雨晴.我去年8月从中国浙江

省来到了韩国.

Q   来自中国浙江省的学生呀！为什幺会来到韩国留学呢？

A   我在中国浙江的一所大学已经学习两年了。与此同时，我了解到我们

学校与光州女子大学进行了国际交流合作。我在的中国大学里虽然有

航空服务专业，但学习韩语的人数有限。我想如果我直接去韩国学习

韩语并与当地人交流，我的能力会迅速提高。所以我被调到了光州女

子大学航空服务系。

Q   中国的航空服务专业和光州女大的航空服务专业有什幺共同点和差异

点吗？

A   两所学校有一些共同点，比如要穿制服，保持头发整洁。不同的是，

采访越南学生 ：

周雨晴的访问
航空服务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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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需要强化英语学习。另一方面，在韩国，我认为

更加强调学习细节或专业，特别是服务。通过这种方式学

习，我想我已经学会了如何与人们建立更好的关系以及如

何根据情况做出反应。

Q   在专业课中印象最深的课是什幺？

A   我对形象课的印象最深。对于航空服务专业来说这

个形象真的非常重要。通过这个课程，我有机会学习

各种事物，如个人衣服的色彩诊断和颜色组合。我还

尝试通过个人颜色诊断找到适合自己的颜色。这是一

个非常有意义的课程。

Q   在韩国去过的地方中，有想要推荐的地方吗？

A   我曾经和我的朋友在忠壮路一起玩。我知道忠壮路被称为是光州的市内。我看到的忠壮路

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我可以在街上看到服装店，化妆品店和各种餐馆。我推荐的其中

一家餐厅是“blacksteak”。在那里我可以品尝牛排，意大利面等，餐厅气氛非常好，我

想再去一次。

Q   从光州女子大学毕业后（结束留学生活）有什幺对未来的打算吗？

A   我想去研究生院。那是因为我想成为航空服务的教授。我从航空服务专业学到了很多东

西，我想与人们分享我学到的东西。当然，如果我有机会成为空乘人员，我也会乐意接受

它，但现在我想成为一名教授。

Q   对于想要来韩国留学的学生们有什幺想给的建议吗？

A   不要害怕学韩语，如果你努力学习，相信你会做的很好。我直到现在都在学习韩语而不放

弃。来到陌生的韩国也许很难适应，但通过听和说，并且亲自体验后我觉得我的能力提高

了.加油

Q   谢谢.我作为和你同一个航空服务专业的立场时，非常有共同感并很享受这次采访。祝愿

你能实现成为一名教授的梦想。

金美冏（航空服务学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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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许多人独自度过了很多时间。几年前还很少能看到独自一人

吃饭的情景，但是最近以大学生和上班族为中心，独自吃饭的文化扩散

了。抱有‘电影要一起看’的看法，现在独自去看电影已经成为一种习

惯，一个人做什幺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独饭”，“独影”这样的单

词也出现了。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里，独自生活的人口正在增加，在这里

我要介绍一个能让观众们看到艺人们日常生活的节目，叫做“我独自生

活”。

这个很受现代人欢迎的节目，在2017年被选为综艺节目的最佳节

目。这是一个展现艺人们的私人空间，展现自己时间的节目。固定成

员有6名，全贤武，韩惠珍，朴娜莱，李诗言，旗安84和刘宪华。每

姜智媛(航空服务学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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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这个节目里轮流展现自己的一天，不仅会播出固

定成员的日常生活，还会出现其他嘉宾展现他们的日常生

活。固定登场的成员都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一个人生

活’。每周见面，并举行聚会，分享日常生活，了解家庭

的感情。在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生疏，但随着时间的

流逝，大家一起分享痛苦和快乐渐渐地产生了和家人一样

的感情。因为是在节目中多次见面，分享各自的日常生

活，所以随着剧情的积累相互之间也熟悉起来，彼此对

话，特殊效果和字幕都很有意思，达到了10.2%的收视率，

成为了广大观众喜爱的节目。

我认为‘我独自生活’是一个能够让观众产生共鸣的

节目。最近人们之间的交流和以前也不同了，习惯一个人

什幺都可以做的社会来临了。在这样的社会里，在各自的

生活中，与别人分享情感同样很好。不是说珍惜自己一个

人度过的时间不好，而是说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给

自己留下更多的独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与他人拥

有共同之处。与过去‘人应该群居生活’的文化不同，现

在独自一人站立也并不是孤独，而是理所当然。或许这个

节目会让独自生活的人们感到孤独，但这个节目似乎又能

治愈这种孤独感。希望能够引起大家共鸣，愉快的度过周

五这一天，好好的享受“我独自生活”这个节目。



第25届光州世界泡菜节,于10月25日星期四至10月28日星期日,在光州泡菜城

举行.光州世界泡菜节是每年在泡菜宗主城市光州广域市举行的代表性特产庆典。

采用丰富的食材，通过这样的饮食文化让更多人了解发展中的光州，为了让我们

的传统泡菜文化在不断扩大的欧式饮食文化当中保存下来，从1994年开始，今年

已经是第25届了。

今年将举行以‘泡菜全球化’为主题的韩国唯一一届被授予总统大奖的竞赛

大会。这里有，利用泡菜做出多种多样的应用料理，品尝、展示、体验、竞赛，

文化活动和光州名牌泡菜以及地区特产销的零售活动。特别是，世界泡菜研究所

选定的泡菜厨师们，展示了利用韩国泡菜制作了各种料理，并可以品尝的‘泡菜

厨师烹饪秀’。

该庆典之所以更有意义，是因为‘2018光州爱心分享泡菜大典’将同时举

行。泡菜腌制大会是一个全家人聚在泡菜城腌制泡菜的节目，腌泡菜大会中使用

的萝卜，白菜，盐，虾酱等材料只使用在光州生产的，使用了比市场价既便宜又

可信的材料，可以让市民们既简便又容易的腌制泡菜。

在全国唯一的泡菜主题公园‘光州泡菜城’将提供各种泡菜体验、活动、料

理体验、企划展示、泡菜酒馆等。还会提供各种各样的食物、看点、娱乐场所。

本活动将以获得总统奖的‘泡菜竞赛’和世界各国厨师共同举办的‘世界大师级

厨师泡菜竞赛’等多种项目进行。另外，市民们可以亲自参与到节目中，还可以

看到制作泡菜披萨和泡菜曲奇饼等多种混合食物。最近可以看到很多传统的和现

代共存的文化被普遍化。在这个世界化时代，韩国的泡菜也成为了外国人很容易

接受的食物，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虽然在外国人的口味上，泡菜既陌生又辣，因

此不能轻易挑战，但是通过此次庆典，似乎改变了外国人对泡菜的塬有的认识。

在此希望每年举行的泡菜庆典，会成为外国人认识泡菜的机会之窗。

出处 光州世界泡菜节。网站

2018年

光州世界泡菜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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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招生专业和招生人员 

大学 区分 招生专业 招生人员

光州

女子大学

本科

1.航空服务专业   2.美容科学专业  3.儿童英语教育专业 

4.客服营销专业   5.替代医学专业  6.化妆品科学专业

7.社会福利专业   8.语言治疗专业  9.保健行政专业 

10.食品营养专业  11.室内设计专业 12.警察法专业

13.咨询心理学专业

授课费的30%

授课费的35%

授课费的50%

授课费的60%

授课费的70%

硕士

[一般研究生院]

1.美容科学专业  2.儿童英语教育专业  3.航空观光开发专业 

4.物理治疗专业  5.食品营养专业      6.临床心理咨询专业

7.牙齿卫生专业

[社会开发研究生院]

1.社会福利专业  2.警察法专业       3.语言治疗专业

4.室内建筑专业  5.心理运动专业

授课费的30%

授课费的40%

授课费的50%

授课费的60%

授课费的70%

博士 1.美容科学专业  2. 幼儿教育专业

※ 大学院招生专业根据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动

Ⅳ. 申请资格 

区分 报名资格

韩国语研修班
1. 父母皆为外国籍的外国学生

2. 在国内或国外接受过相当于韩国初、中等教育(中国国内高中)的全部教育课程已修者以及毕业（预毕业）者

本科新生

1. 父母皆为外国籍的外国学生

2. 在国内或国外接受过相当于韩国初、中等教育(中国国内高中)的全部教育课程已修者以及毕业（预毕业）者

3. 持有TOPIK3级者或者本校自行考试合格者（具体事宜请咨询本校国际教育院）

本科

插班生

1. 父母皆为外国籍的外国学生

2.  在国内或国外相当于韩国初、中等教育（中国国内高中）的全部教育课程已 修者，在国内或国外的4年制正规大

学学习两年以上结业（预毕业）者或专科毕业（预毕业）者，在本校插入3年级

3. TOPIK3级持有者或者本校自行考试合格者（具体事宜请咨询本校国际教育院）

研究生

1. 父母皆为外国籍的外国学生

2. 在国内或国外4年制大学毕业 (学·硕士学位持有者)

3. TOPIK 3级持有者或者本校自行考试合格者（具体事宜请咨询本校国际教育）

※ 具体事项请与大学院（062-950-3801）或者与国际协力支援组（062-950-3578,3931）联系

※ 入学第一个学期授课费为900,000韩币（给与入学奖学金200,000韩币）㬠 授课费用以2个学期为单位进行缴费

※ 保险费半年缴纳1次（保险费金额可能有所变动，但必须义务缴纳）

※ 韩国语语言研修课程可以招收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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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学年度 光州女子大学 外国留学生招生简章

所在地：大韩民国光州广域市光山区

大学类型：四年制综合私立女子大学

Ⅰ. 学校简介

光州女子大学（KWANGJU WOMEN’S UNIVERSITY）是韩国教育部和中国教育部承认的一所韩国著名女

子大学，以“培养高品位的职业女性”为办学宗旨，以其独特的教育视角和新颖的教育理念闻名韩国，是

韩国汉江以南唯一的四年制女子大学。  

 

Ⅱ. 大学的骄傲 

 

◎ 2010-2015年间全国四年制七所女子大学中连续六年就业率第一

◎ 2014-2016年间全国四年制七所女子大学中连续三年新生入学率第一

◎ 2014-2016年间光州全南地区四年制大学中新生入学率第一

◎ 航空服务专业在2010至2015年间国内外航空公司就业率最高

◎ 航空服务专业在2015年新设硕士学位课程

◎ 全国最早设置了4年制美容科学专业

◎ 美容科学专业，2015年度中等（美容）教师任聘连续全国第一

◎ 韩国美容科学专业学士，硕士，博士课程授权点

◎ 光州女子大学射箭队：2016年为韩国国家射箭队培养奇浦倍（毕业生），崔美善（在校生）

   两位代表，2016年里约奥运会国家代表女子射箭团体赛金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