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훌考資뼈】

서울大學校 環境大學院 治華 0987.10.31 現在)

1968. 1. 1 서 울大學校 規則 104號에 의 거 , 行政大學院 學則改正A로 行政大學院內에 「都
市 및 地域計劃學科」 設置.
位

置 : 鍾路區 東옳洞 199審地 行政大學院 別館

敎授陣:盧隆熙敎授
權泰埈 助敎授
崔相哲助敎

金安濟助敎
學生定員

: 50:名

3. 5 第 1 期 入學 (23名)
1969. 3. 5 第 2 期 入學 (17名)
3.28- 1970年度 「都市 및 地域計劃學科」의 입 시 과목을 추가함 : 都市計劃學， 地理學，
社會調훌論， 화폐 금융흔， 物理， 化學， 生物 中擇一

1α 23

行政大學院에 「環境計劃맑究所」 규정 을 심의 함.

1970. 2:26' 都市 및 地城計劃學科 第 1 期 후業 (10名)
3ι

5 入學 (15名)

4.‘ 1

林圖源 助敎 發令 (都市 및 地域計劃學科)

6.20

都市計劃學科 主管오로 「국로계 획 세미 나」 開健

8.31

都市 및 地域計劃學科 後學期 후業 (2名)

1971. 1. 25 行政大學院 學則改定(都市 및 地域計劃學科 學生數 짧 50名에 서 70名￡로 增員)
2.26 쭈業 (11 名)

3. 5
6.16

入學 (29名)

, 崔相哲

專任講師 發令

8.31

후業 (2名)

1972. 2.26

후業 (8名)

3. 5

入學 (32名)

3.31

環境大學院 新設 文敎部 認可

5.10

金安濟 專任講師 發令

8.31

후業(I名)

서울大學校 環覆大院 f암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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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7 環境大學院이 設置될 경 우 行政大學院의 「都市 및 地域計훌j學科」가 新設 環境
大學院에 흡수되는 것에 동의함.

1973. 1. 25 環境大學院 學則制定 公布(大觀領令 第6476號 서울大 設置令 第 5 條 改定)
2.26

후業 (18名)

3. 1 金安濟 專任講師 敎授協議會 理事
環境大學院 新設 施行 日 (都市 및 地域計훌l學科 80名， 造景學科 40名)

‘

3. 5 入學(都市 : 30, 造景 : 18)
3.15 權泰埈 助敎授에서 副敎授로 昇進
4.12 盧隆熙 敎授 초대 環覆大學院 院長오로 就任
5. 8 權泰埈 副敎授 造景學科 主任(學科長 暴務)
金安濟 專講 都市 및 地域計훌l學科 主任

7.31

權泰埈 副敎授， 金安濟專講 環境大學院 A事委員

8.31

후業 (2名)

12.24 楊秉흉 • 洪
1974. 2.26

3. 2

湮 環境大學院 助敎로 發令

추業(1 6 名)
環境大學院 同젊會 會則 制定(初代會長， 高建)

3. 5 入學(都市 : 31 , 造景 : 17)
6.30 環境論靈 創刊號 發行

’

7. 1

崔相哲 專任講師에 서 助敎授로 昇進

7.24

環境大學院 學則

및

學位授與 規定 改定(寶務修習

3個月에서 2個月로 : 規則

第310號)

8.28 후業 (7名)
8.30 崔相哲 助敎授 造景學科 主任(學科長) 薦務 • 環境大學院 A事委員
12.14 金昌碩 助敎發令
1975. 2.26

環境大學院 第 l 回 쭈業(都市 및 地域計劃學科 20名， 造景學科 9名)

3. 1 學科名稱改定(環境計劃學科， 環境造景學科)
環境大學院 移轉， 東뚫洞 캠 퍼 스에 서 冠돔캠퍼 스 9陳 3層으로

3. 5

入學(計劃 :27, 造景 :

19)

3. 8 同웠會 會則 改定
3.25 金炯國 專任講師 發令

4. 2 權泰埈 副敎授 環境計劃學科 主任(學科長) 暴務
4.22 金安濟 專講， 서 울大 圖書館運營委員 위 촉

8.30 후業(環境計劃學科 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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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 環境論驚 2卷l 號 짧行
1976. 1.15

環境大學院 移轉， 9據 3層에 서 13據 2層으로

2.26

추業(環境計劃學科 13名， 環境造景學科 9名)

2.29 盧隆熙 敎授， 中央都市計劃委 委員 위 촉
3. 5

入學(計劃

4.15

金安濟 專任講師， 助敎授로 昇進

4.26

盧隆熙 敎授， 環境大學院 人事委員

29,

造景

18)

5. 7 同짧、會 總會 開f崔 (2代 會長， 尹伯榮)
5.19

盧隆熙 敎授， 韓國公害防止協會 理事

6. 5"'8 서 울大學校 環境大學院 主f崔 第 4 回 世界 環境의 날 紀念 展示會 開 f崔
場所:出版文化會館

8.30

쭈業(環境造景學科 2名)

11. 5 環境大學院 新科(가청 環境管理學科) 設置에 關한 案 提出
11.10

兪炳林 專任講師 發令

12.30

環境論靈 3卷 1號 發行

12.31

朴鎬見 助敎發令(環境造景學科)

1977. 1. 1
1.

12

林間源 助敎授 發令
權泰埈 副敎授， 中央都市計劃委 委員 위 촉

2.26

쭈業(環境計畵:U學科 13名， 環境造景學科 14 名)

3. 5

Ã學(計劃

4.12

楊秉藝 專任講師 發令

7. 9

權泰埈 副敎授， 서 울大 새 마을陽究所 運營委員 위 촉

8.31

추業(環境計劃學科 4 名， 環境造景學科 4名)

9.28

金安濟 助敎授， 環境計劃學科長 暴務

29,

造景

18)

11. 14

金英大 助敎發令(環境造景學科)

12.30

環境論驚 4卷 l 號 發行

1978. 2.26

쭈業(環境計劃學科 14 名， 環境造景學科 3名)

3. 1 林阿源 敎授， 敎授協議會理事 籍務
3. 5

入學(計劃

5.11

同짧、會 總會 開 f崔 (3代 會長， 尹鎭宇)

5.13

權泰埈 副敎授 敎授로 昇進

5.19

高秉浩 助敎發令(環境計劃學科)

37,

造景

20)

7. 1 崔相哲 助敎授에 서 副敎授로 昇進

서 울大學校 環境大院 wj'혹i

8.30
10.23

113

추業〈環覆計劃學科 6 名， 環境造景學科 2名)
權泰埈 敎授 院長무로 就任 (2代)

12.30 環境論靈 5卷 1號 發行
1979. 2.26 후業(環境計劃學科 9名， 環境造景學科 7名)

3. 1

金基浩 專任講師 發令

3. 5

入學(計劃

7. 9

r’ 80年代

37,

造景

24)

環境大學院 發展計劃 및 敎科課種 開發 運用에 관한 船究」라는 題下

의 교수세미나 開f崔
場所:설악산 뉴설악호텔

8.30 쭈業(環境計劃學科 9名， 環境造景學科 4名)
9.28 金安濟 助敎授， 環境計畵u 學科長 暴務
朴西浩 助敎發令(環境計豊l學科)

10. 1 楊秉藝 助敎授로 昇進
10. 4

兪炳林 敎授 環境造景學科長 薦務

金炯國 專任講師， 助敎授로 昇進(環覆計劃學科長 薦務)

12. 5 環境大學院 定員 增員 文敎部 認可(環境計劃學科 90名， 環境造景學科 50名)
12.24 r韓國都市의 未來와 都市設計의 投홈UJ에 관한 學術세미 냐 開健
主健:環境大學院
場所 : 13陳 227號室

12.30

環覆論靈 6卷 1號 發行

1980. 2. 1 崔相哲 副敎授， 金安濟 助敎授， 金炯國 助敎授， 兪炳林 專講 環境大學院 A事
委員

2.26 후業(環境計劃學科 13名， 環境造景學科 5名)
3. 5

入學(計劃

42,

造景

28)

4. 4 環境計훨j 陽究所 發足(金安濟 助敎授， 初代 所長 鼓任)
4. 7

文石옳 助敎發令(環境造景學科)

4.25 環境陽究 創刊號 發行
5. 9 同짧會 總會 開 f崔 (4代 會長， 丁奎榮)

6.

r’ 80年代

環境大學院 發展計劃 및 敎科課程 開發運用에 관한 陽究」 提出

-1979年度 大學院 重點育成昭究課題 最終 報告書崔相哲 副敎授 外

6.30

7Á.

環境論驚 7卷 發行

7. 1 金安濟 助敎授， 韓國科學財團 支援으로 獨適 도르트문트大學과 共同없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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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過密化의 非經濟性에 관한 짧究」
期間

8. 1

: 80. 7. 1"-'8 1. 12. 1

金安濟 助敎授 副敎授로 昇進

8.30 후業(環境計畵Jj學科 4名， 環境造景學科 3名)
10. 8

’ 79年度

文敎部 學術없究報告

權泰埈 敎授 : 國土利用計劃과 環境評價制度 確立

H.18 環境計劃핍究所 第 2 代 所長 : 崔相哲 敎授 就任
12. 1 李正典 助敎授 發令
12. 6 趙舞哲 助敎發令(環境計劃學科)
12.31

I首都園 A 口 再配置 計劃의 效果分析 J : 金炯國 助敎授
「大都市 集積不利益의 計量化에 관한 빠究 J: 林間源 助敎授
「造景設計 基準設定J: 兪炳林 助敎授(以上 環境計劃짧究所)

1981. 2; 23

黃짧源 專任講師 發令

2.26 후業(環境計劃學科 19名， 環境造景學科 10名)
3. 5 入學(計劃 39, 造景 29)
3.- 7

I運轉免許者의 適性檢흉制度 J: 林間源 助敎授(環境計劃핍究所)

3.27 ’ 80年度 “環境關係昭究課題” 學術핍究 結果 報告
「環境體系開發에 關한 없究(n) J: 兪炳林 • 崔相哲 副敎授

4.- 1 林圖源 助敎授 副敎授로 昇進

4‘’ 9 ’ 80年度 서울大學校 學術財團핍究報告書 提出
「서 울大學校 練合캠퍼 스 施設長期練合計劃맑究 J: 兪炳林 • 楊秉藝 • 金基浩
4.

’ 81年度

國公立大學 짧究補助費에 따른 陽究論文 發表

林圖源 : ILa Maitrise Des Problèmes De Transport

À Séouls pour Lán 2000J

(유네스코 한국위원회지)

金炯國 : I Activités Urbaines Et Structures Spatiales De Séoul En Lán 2000J
(유네스코 한국위원회지)
兪炳林 : I都市綠地호間의 再構成」

金基浩 : I都市設計와 ~1k區計劃J(以上 國土開發院 세 미 냐)

4.29

I都市開짧과 地區計劃制度의 導入을 위 한 세미 나」 開健

主f崔 : 國土開發昭究院 • 서 울大 環境大學院 環境計劃j陽究所
後援:建設部
場所 : 國土開發맑究院 會議室

5. 2'

同젊會 定期總會 : 任員改選， 會則改定

서 울大學校 環境大院 핍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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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 禹命奎 (5代)

5.20

環境땀究 第 2 號 發行

5.21

梁弘模 助敎發令(環境造景學科)

5.27 í地區計劃 導入을 위 한 맑究J: 崔相哲 副敎授(環境計劃없究所)
5.28 裵慶鐵 助敎發令(環境計劃學科)

6. 1

康1弘樓博士， 環樓計劃짧究所 設計部長 就任

6.30

環境論靈 8卷 發行

’ 79年度

u股山財團 學術없究 結果 報告書

「環覆指標를 利用한 都市環境實態分析에 관한 연구J: 陽秉藝 助敎授

7. 3 í地域(社會)開發學科의 敎科課程 改善을 위한 세미나」 開 f崔
主{崔 : 서 울大 環境大學院
後援:盧學協同財團
場所:全經聯會館

7. 11 ’ 80年度 國公立大學 짧究補助費 支給에 의 한 짧究論文
「都市設計方法論( 1 )J : 金基浩 專任講師

8.25 雙學金 支給(環境計劃學科 7名， 環境造景學科 5名)
8.30 후業〔環境計劃學科 7名， 環境造景學科 8名)

9. 4

同짧會報 創刊號 發行

9.11

梁짧在 專講 發令

9.22 韓素寧 助敎發令(環境造景學科)
10. 1 林間源 助敎授 環境計劃學科長 暴務
金基浩 專任講師， 助敎授로 昇進

10.13

í地域開發의 方向模索을 위 한 세 미 나」 開 f崔
主f崔:環境大學院

後援:建設部
協贊 : 옳田大 地域開發大學院 • 國土開發짧究院
場所:賢易會館

11. 18 ’ 80年度 大學院 重點育成 學術%究 結果 報告
「環境大學院 發展을 위 한 重要科目 改編에 관한 짧究J: 兪炳林 助敎授 外 9名

11. 25 環境計劃學科 博士課程 新設(社會科學系)
12. 5 環境論驚 第 9 卷 發行
12. 5 ’ 81年度 國公立大學 짧究補助費에 따른 짧究論文 發表
盧隆熙 敎授-í 휩然利用과 自然保存의 調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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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正典 助敎授-r地域經濟의 分析技法」
崔相哲 홉Ij敎授-rThe

黃鍵源 專講-rOn

Role of Urban System in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KoreaJ

Human NeedsJ

12. 5

同짧會報 2號 發行

12.31

r地方定住生活園計劃빠究J

: 金炯國

助敎授

「서 울大學校 관악캠 퍼 스 마스타 플랜 J: 兪炳林 助敎授

「都市住民의 意識構造에 관한 調호陽究J: 崔相哲 副敎授(以上 環境計劃冊究所)

1982. 1. 11

r地域經濟水準測定J: 金安濟 副敎授(環境計劃昭究所)
Meier敎授， 交換敎授로 招體 (Berkeley大)

1. 16

Richard. 1.

1. 31

學術맑究造成費에 의 한 隔究

r環境體系에 관한 陽究 (N)J: 崔相哲 • 金安濟

副敎授(文敎部， 環境關係짧究課題)

2.20 r忠武市 地區詳細計劃J : 康때樓博士(環境計劃맑究所)
2.26

후業(環境計劃學科 12名， 環境造景學科 9名)

3. 1 交通政策짧問委爛 林閒源 副敎授(期間 82.3. 1~83. 1.31)

3. 2

雙學金支給(環境計劃學科 4名， 造景學科 2名)

3. 5

入學(計劃

3.

文敎部 學術빠究 造‘成費에 의 한 「近代韓國의 초間構造分析을 위 한 模型 陽究」

46,

造景

24)

-金炯國 助敎授

4.26 r果川中心業務地區開發計劃J: 金基浩 助敎授(環境計劃없究所)
5. 7 同앓會報 第 3 號 發行

5. 7 文敎部 學術짧究 造成費에 의 한 「에 너 지 」 節約型 住毛團地 設計技法에 관한
핍究-楊秉촬 • 金基浩 助敎授

5.22

同짧、會 定期總會 : 任員改選
會長 : 金利煥 (6代)

5.28 美國 Princeton大學校 主個 “핍걱 히 變化하는 社會에 서 의 都市計劃과 地域開發
에 관한 세미냐”
崔相哲 副敎授 參席(期間

5.30

: 5. 28~29)

世界銀行 主健 ”工業立地政策에 관한 세 미 나”

崔相哲 副敎授 參席(期間 : 5. 30~6.6)

6.15

環境맑究 第 3 號 發行

6.30

國公立大學 맑究補助費에 의 한 陽究 論文
崔相哲 副敎授 : r地方定住生活園 開發의 背景과 方向」

金安濟 룹Ij敎授 : r地域經濟水準 測定에 관한 굉주究」

서 울大學校 環境大院 땀華

i11

林圖源 副敎授 : r韓國의 運轉免許制度 改善에 관한 맑究」
金炯國 敎授 : r서 울 都心의 事務管理活動 效率化를 위 한 政策方案隔究」
兪炳林 助敎授 : r環境樣式을 魔用한 設計方法論 昭究」

李正典 助敎授 : r環境댄榮防止對策에 관한 經濟的 考察」
黃훨源 專任講師

: rHistoric Conservation in the Environmental Design Contextj

6.30 金湖島 開發 마스타플랜 : 梁짧在 專任講師
忠淸北道 長期經合開發計劃 : 崔相哲 助敎授(以上 環境計劃j짧究所)

8.23 雙學金 支給(環境計劃學科 3名， 環境造景學科 3 名)
8.30

쭈業(環境計劃學科 6 名， 環境造景學科 12名)

9.17 金丁屬 助敎授 發令
9.

懶山財團 學術맑究費에 의한 「韓國都市計劃技法과 節次에 관한 연구j-權泰埈
敎授

9.25 環覆論響 10卷 發行
9.27 同짧會報 第 4 號 發行
10. 5 環擾造景學科 入試科目 追加選擇(生態學， 士木I學)
11. 5 碩土課程 敎科課程 變更
11. 18 第 3 代 環境計劃짧究所長 : 金安濟 副敎授 就任
11. 30

松淑顆光地 整備基本計劃 및 設計 : 兪炳林 助敎授(環境計劃船究所)

11. 30

國公立大學 陽究補助費에 의 한 논운
「道計劃의 意義와 機能j : 盧隆熙 敎授

12.10

環境論驚 11卷 發行

12.24

r塊山定佳生活園開發計劃 j : 金安濟 副敎授(環境計劃짧究所)

1983. 1. 18 內務部 地方行政맑修院 高級幹部養成班 海外없修指導次 美國， 캐 나다 옮問
盧隆熙 敎授(期間 : 1.

1. 23

18'" 1. 31)

UN 主健 國際세미나 「小都市와 國家發展」 參席켰 인도 뉴렐리 굶問
金安濟 敎授(期間 : 1.

23'"'-' 1. 30)

2.26 추業(環境計劃學科 24名， 環境造景學科 10名)
2.28

r固形廢棄緣 分析에 관한 陽究j: 金丁最 助敎授(環境計劃짧究所)

3. 3 雙學金 支給(環境計劃學科 2名， 環境造景學科 2 名) 各 250， 000원씩 支給
3. 5 入學(計劃 36, 造景 30, 博士 5)
3.20 同짧會 名繹 發刊
3.22 서 울大學校 環境大學院 開院 10週年 紀念行事 開健
場所 : 서 울大學校 敎授會館

118

環境論홉쫓 第二十一卷 (1987)

4. 1 黃짧源 專任講師에 서 助敎授로 昇進
李宗浩 助敎發令(環境計劃學科)

4.21

r巨濟 • 玉浦地區 環境影響評價에 관한 연구J

4.26

金容根 助敎發令(環境造景學科)

: 金丁最

助敎授(環境計劃빠究所)

5.14 林間源 副敎授 交通政策說問委員會 委員 위 촉(期間 : 83.5. 14"'84.3.31)
5.18

同忽會報 第 5 號 짧刊

5.27

同憲會 定期總會

場所 : 쌍용빌딩 18충 라운지

6. 5 r獨立紀念館 빛 獨立公園 基本計劃J: 黃짧源 助敎授(環境計劃없究所)
6.11 都市廢棄物 管理의 合理化 方案에 관한 세미 냐 開f崔(環境計劃없究所)
6.20

環境廳 主健 “環境影響評價에의 費用便益分析 技法 活用에 관한 워 크삼” 參加
(期間 :

6.30

6. 20"'6. 25)

環境짧究 第 4 號 發行

7. 5 環境計劃없究所 規定 1 차 改定(規則 608號)
7. 6 兪炳林 助敎授， 서 울大學校 發展計劃樹立 專門委員(期間 : 83.7.6"'12.31)
7.25 環境論靈 12卷 發行
7.

文敎部 學術짧究 造成費에 의한 「環境大學院 環覆計劃學科 基健科팀의 敎材開
發에 관한 없究J

: 盧隆熙

• 權泰埈 • 崔相哲 敎授

「環境分析과 그 應用에 관한 짧究 J

7.30

r效率的인 都市廢棄物 管理에 관한
「醫室地區 都市設計(1次)J

: 梁짧在 • 金基浩 • 黃짧源
짧究 J : 金丁園 助敎授

: 康펴秘博士(以上

敎授

環境計劃租究所)

8.22 雙學金 支給(環境造景學科 2名， 環境計劃學科 2名) 各 200， 000원씩 支給
8.30

후業(環境計劃學科 14 名， 環境造景學科 11 名)

9. 1

環境大學院 移轉，

9. 1

鄭燦亨 敎授 客員 敎授로 招體
所屬 : 美國
期間 :

13동에 서 15據A로

Univ. of Bridgeport

經營行政大學院

83. 9. 1"'84. 2. 29

9. 8 第 5 次 經濟社會發展 5個年計劃 修正作業寶務計劃班員 委弼 : 權泰埈， 崔相哲，
金安濟， 林圖源， 金씨國， 李正典 敎授

9. 9

申東鎬 助敎發令(環境計劃~學科)

9.13

林固源 副敎授， 環境計꽤j學科長 舞務

楊秉훌훌 助敎授， 環境造景學科長 흉흉務

9.27

同忽會報 第 6 號 發刊

서 울大學校 環풍좋*院 땀혹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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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

金炯國 助敎授에서 副敎授로 昇進

10.15

金炯國 副敎授， í國土開發의 理論짧究J(博英社) 出刊

11. 1 金洙永 助敎發令(環境造景學科)

11. 9

崔相哲 副敎授에 서 敎授로 昇進

11. 21

兪炳林 助敎授， 企劃委員會 委員

11. 26 í光明 • 鐵山地區 혐地開發事業 環境影響評價J : 金丁最 助敎授(環境計劃없究所)
11. 27 權泰埈 • 金丁最 敎授， í數山 • 溫山I團公害被害 住民의 移住對策 樹立에 관한
흉다究J(環境計劃맑究所)

12. 6 스리 랑카 콜롬보市의 ‘말가없究所’ 主f崔， “住民參與를 통한 地域開發의 戰略과
方法”에 관한 國際學術 세 미 나 參席-金安濟 副敎授(期間 :

83.12.6'"'-'12. 11)

12. 8 環境計劃學科 專攻分離申請(環境計劃學 專攻， 環境管理學 專攻)
12.20

大學 캠퍼스 雄設計劃 짧究를 위한 現況 事例 資料 魔集
영국， 독일， 프랑스， 스위스 옮問(期間 :

12.20
1984.

1. 16

83. 12. 20'"'-' 12. 31)

環境論驚 13卷 發行

交通公務員 및 專門家 敎育힘J[鍵制度 現況 陽究次 美國 • 英國 옮問
林圖源 副敎授(期間 :

84. 1. 16'"'-'2.3)

2.20 서 울市 街路經濟部門의 實態分析에 관한 짧究 : 金炯國 副敎授(環境計劃짧究所)
2.27

雙學金 支給(環境計劃學科 2名， 環擾造景學科 2名)

2.25 후業(環境計劃學科 26 名， 環境造景學科 11 名)
3. 1 觀科課程 改編(造景學科 7科目， 計劃學科 3科目， 博土課程 l科目)

3. 5

入學(計劃

3.15

國立觀技場 基本計劃 및 設計 : 康때格博士(環境計劃없究所)

3.28

同젊會報 第 7 號 發刊

4. 1

梁敵tE 專任講師， 助敎授로 昇進

4.15

崔相哲 敎授， 서 울大 圖書館運營委員

52 ,

造景

26.

博士

5)

5.22 ’ 85年度 大學院 碩 • 博土課程 學則改定 및 敎育法 施行令 改定 훨請(案提出)
專攻分離 : 環境計홉j學 • 環境管理學
屬 位 名 : 現 行政學 博土에서 環境學 博士로

系

5.25

列 : 現 社會科學系에서 自然科學系로

同恩會 定期總會
場所:韓國日報社 松뼈클럽

5.27 I. D. R. C(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jOttawa) 가 主健한 “都市

適魔政策에 관한 짧究開發 셰미나” 參席 : 金炯國 副敎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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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崔相哲 敎授， 金安濟 副敎授， 環境大學院 A事委員

6.20

環境昭究 第 5 號 發行

6.

塵學財團 學術陽究費에 의 한 「第
效果에 관한 짧究J

6.

’ 83

: 盧隆熙

1 次 國土經合開發計劃事業의 社會 • 經濟的

敎授

學術없究造成費에 의 한 敎授횟員 養成을 위 한 大學院 重點育成 짧究 結果

報告:

「環境大學院 環境計劃學科 基隨科目의 敎材開發에 관한 짧究J-金炯國 • 金丁最
敎授

「都市景觀解釋技法의 比較分析에 관한 船究J-黃與源 • 梁짧在 • 金基浩 • 兪炳林
敎授

6.30 r首都圍 工業立地 政策의 效果分析J: 崔相哲 敎授(環境計劃없究所)
8. 2 r서울 都市構造改編 및 多核都市開發에 관한 연구J: 崔相哲 敎授(環境計劃짧
究所)

8.14 r高德地區 中心商業地域 都市設計J: 康때秘博士(環境計劃j짧究所)
8.14 都市問題에 관한 國際會議 “서 울의 都市固形廢棄物管理” 란 主題로 짧究論文
場所 : 프랑스 “렬”市(期間 : 8.14"-'8.26)

發表-李正典 助敎授

8.15 整山 • 溫山工團 公害被害住民 移住對策樹立을 위 한 資料 魔集次 日本 옮問一
金丁最 助敎授(期間 :

8.20

8. 15"-'8. 28)

環境論靈 14卷 發行

8.23 雙學金 支給(環境計劃學科 2名， 環境造景學科 2名)
8.26 “地方 및 地域開發에 있어서의 環境管理”에 관한 세미나 參席次
權泰埈 敎授(期間 :

日本 옮問

8. 26"-'9. 2)

8.30 후業(環境計劃學科 13 名， 環境造景學科 6 名)
1982年度 學術陽究(大學院 i효點育成) 結果 報告

「大學院 敎育發展을 위 한 拖設所몇判斷 및 t t-뽑j樹立基準짧究J-兪炳林 助敎授

8.31 r헤헤란路 都市設計J : 康때格博土(環境討劃빠究所)
「陽洞 第4， 5地區 再開發事業 基本計뿔~J

9.26

: 金基浩

助敎授(環境計劃몫f究所)

日本 環日本海(東海) 國際심포지움 “韓國의 住힘問題와 環境問題에 관해 發表
함處隆熙 敎授(期問 :

9. 26"-' 10.3)

10. 2 UN 地域開짧센터 가 主健i한 “都市 및 地域計劃을 위 한 情報體系”란 主題로 열
린 國際會議에 參席次 짧 日 (期問 :

10.2"-'10.10)

10. 5 同忽會報 第 8 號 發刊

10.30

r可樂地區 都市設計J

: 康때格博士(環境計劃없究所)

서울大學校 環境大院 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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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5 崔相哲 敎授， 院長 就任 (3代)

11. 17 í롯데 醫室프로젝 트의 交通 및 人口影響評價J: 林圖源 副敎授(環境計劃짧究所)
11.18

林間源 副敎授， 第

4代

環境計劃 없究所長오로 就任

11. 20 金炯國 副敎授， 環境計劃學科長 暴務

12. 1 金炯國 副敎授 編著， í大學에서 나는 무슨 공부를 하여 어떤 사람이 될까J(뿌
리깊은 나무社) 出刊

12. 5

權泰埈 敎授， 環境大學院 A事委員

12.20

環境論擊 15卷 發行

1985. 1. 10 權泰埈 • 金炯國 • 康때秘 共著 「사람의 都市J(섬 설 당) 出刊
1. 15

同憲會報 第 9 號 發刊

1. 26

í果各路 • 大學路 都市設計J: 梁짧在 助敎授(環境計劃鼎究所)

2. 4

都市 싸인시스댐 開發에 관한 연구 짧問次

日本 옮問-金째國 副敎授(期間 :

2.4"'2.10)
2.22 雙學金 支給(環境計劃學科 2名， 環覆造景學科 2名)
2.26 후業(環境計劃學科 34名， 環境造景學科 20名)
2.28

í敎岩 第 2 區域 再開發事業建設에 따른

蘇合評價 J: 康얹A秘博土(環境計劃짧究

所)

3. 5 入學(計劃 56 , 造景 30, 博士 5)
3.10 í서 울商易會館 建立에 따른 練合評價 J: 金基浩 開發(環境計劃짧究所)
3.11

金賢善 助敎發令(環境造景學科)

4. 1 李正典 助敎授에 서 副敎授로 昇進
5. 10 同웠會報 第 10號 發刊
5.17

í韓國緣合賢易센타 建設에 따른 都市設計(案)J : 梁짧在 敎授(環境計劃船究所)

5.24

定期總會 : 韓國 日 報 松l뼈클럽

6. 7 地方 및 地域開發에 있어서의 環境管理에 관한 國際共同없究會議次 日本 옮問
權泰埈 敎授(期間 : 6.7"'6.16)

6.23

아세아 및 태평양地域 開發센터 (APDC) 가 主健한 “農村 非農業部門의 構造와

經濟開發段階”에 관한 會議 參席次 타이 굶問 : 金安濟 敎授(期間 : 6. 23"'6. 27)

7. 9

r仁) 11 • 富平 「아파트」地區 開發基本計劃樹立을 위 한 環境影響評價J: 金丁最
敎授(環境計劃없究所)

7.10

日本住흰問題 세미 나 參席 및 住居團地事例調훌次 日本 옮問 : 黃짧源 • 梁鏡左
助敎授(期間 :

7.20

7. 10"'7. 26)

環樓따究 第 6 號 廢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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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í文化센터 基本計劃 J : 黃짧源 助敎授(環樓計劃맑究所)
8.10 環境論驚 第 16卷 發行
8.15

í上漢 • 中뚫 흰地開發地區 A 口影響評價J

: 金炯國

副敎授(環境計劃없究所)

8.19 朴鍾和 助敎授 發令
8.30 후業(環境計劃學科 10名， 環擾造景學科 11 名)
행훌學金 支給(環樓計畵Jj學科 2名， 環境造景學科 2名)

9. 1 盧泰旭(環境計劃學科) • 體炳寬(環境造景學科) 助敎 發令
9.15 MIT의 “東아시 아 建棄 및 都市計劃 프로그램” 세미 나 參師參 鏡美-權泰埈
敎授(期間

: 9.15"'10.15)

10. 1 金安濟 副敎授에 서 敎授로 昇進
金基浩 助敎授， 環境造景學科長 暴務

10.21

同짧會報 第 11號 發刊

11. 6 í仁川 • 延壽 • 九月地區 佳地開發事業 人口影響評價J: 崔相哲 敎授(環覆計劃없
究所)

11.10 í土地利用適正化方案빠究J : 李正典 副敎授(環境計劃핍究所)
11.30

日本都市計劃學會와의 協議次 日本 옮問-金安濟 敎授(期間 : 11.30"'12.8)

12.10 環境論覆 17卷 發行
12.27 r茶洞區域 再開發 第 1 ， 3地區 A 口 및 호通影響評價J: 林間源 副敎授(環境計劃
짧究所)

12.28 í大學村 周邊 整備指針 및 評價資料 作成에 관한 陽究J: 林間源 副細究(環境
計劃船究所)

1986. 2.10

r都市文化環覆造成計劃J: 楊秉舞 助敎授(環境計劃짧究所)

2.16 學術陽究協議次 英國짧問-權泰埈 敎授(期間 : 2. 16"'2. 25)
2.26 후業(環覆計劃學科 29名， 環境造景學科 16名)
2.27 雙學金 支給(環境計劃學科 2名， 環魔造景學科 2名)

3. 3 金京惠 助敎 發令(環境計劃學科)
3. 5 金炯國 著 「하면 안된다J(知識塵業社) 出刊
3. 5 入學(計劃 56, 造景 28, 博土 5)
3.12 金炯國 副敎授 院長補 暴務

4. 1

林間源 副敎授에서 敬授로 昇進
함炳林·楊秉聲 助敎授에서 副敎授로 昇進

4.30

í地下道路 基本計劃J: 金基浩 助敎授(環樓計劃맑究所)

5. 9 同짧會報 第 12號 發刊

서 울大學校 環境大院 핍’경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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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r大學院 特珠分野 科目의 細部的 敎材開發짧究J

5.25

同짧會 定期總會
新任會長

: 李正典

副敎授

: 任員改選

: 全炳宇 (7代)

盧隆熙 敎授， 顧問 推載

5.29

r陽洞 第 5 地區 再開發事業 A 口影響評價J: 金基浩 助敎授(環擾計劃맑究所)

6. 3 地方 自 治制 外國制度 實態調養次 獨速옮問-盧隆熙 敎授(期間 : 6. 3'"'-'6. 17)
6.19

r羅프洞 事務複合雄設 人口 빛 交通影響評價J

: 林圖源

敎授(環境計劃짧究所)

6.21

中央都市計劃委員 委觸 : 崔相哲 • 金安濟 • 林圖源 敎授

6.30

r金湖島 마스타 플랜(修正 및 追加)J-梁짧在 助敎授(環境計劃맑究所)

7.20 國際會議 參席次 B 本옮問-崔相哲 敎授(期間 : 7.20'"'-'7.26)
7.20 環境짧究 第 7 號 發刊

8. 6

大學院 重點育成支援 學術없究 造成費에 의 한 陽究 結果 報告

金基浩 助敎授 : r環境設計에 관한 敎材開發 짧究」

8. 10 環境論靈 第 18卷 發行
8.30 추業(環境計劃學科 18名， 環境造景學科 4名)
雙學金 支給(環境計劃學科 2名， 環境造景學科 2名)

9.15 金安濟 敎授-國際會議 參席次 말레 이 지 아 옮問(期間 : 9. 15'"'-'9.20)
10. 1 金丁最 助敎授， 副敎授로 昇進
10. 5 r 파리 公園造成 基本計劃 및 實雄設計J: 兪炳林 副敎授(環境計劃짧究所)
10.15 同짧會報 第 13號 發刊
10.31

r韓國都市計劃 半世紀에 관한 學術세 미 나」 開 f崔
主f崔:環境大學院

場所:서울大 文化館 국제세미나실

11. 5 金安濟 敎授 環擾大學院 院長 就任 (4代)
11. 18 金基浩 助敎授 院長補 薦務 (86.1 1. 18'"'-'87.9.30)
11.16 林圖源 敎授， IRF 國際세미 나 發表次 中國옮問(期間 : 11. 16'"'-'1 1. 21)
11. 18 兪炳林 副敎授， 第 5 代 環境計劃昭究所 所長 就任
11. 19 盧隆熙 敎授 • 崔相哲 敎授 兪炳林 副敎授， 環境大學院 A事委員
李正典 副敎授， 環境計畵tl學科長 흉흉務

11. 28 金剛山 댐 建設關聯 學術짧究 發表會 參席-金安濟 敎授
場所:私學年金會館

11. 29 金炯國 副敎授， 핍究資料魔集次 美國끓問(期間 : 11. 29"'12. 8)

11. 30 r住혐團地 마스타플랜 J: 兪炳林 副敎授(環境計劃없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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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

環境論驚 19卷 發行

12.

大學院 重點育成支援 學術陽究 造成費에 의 한 船究 中間報告

崔相哲 敎授-rI 986學年度 大學院 中心敎育推進方案 g자究」

鼠隆熙 • 金炯國 • 金丁最 敎授-r環境大學院 專攻科目의 敎材開發에 관한 짧究」

兪炳林 副敎授-r環境設計敎育을 위한

電算設計技法 標準 講義·훨目에 관한

짧究」

1987. 1. 8 楊秉藝 훌Ij敎授， 學術핍究次 鐘美(期間 :1. 8"-'2‘ 26)
2. 1 崔相哲 敎授， 敎授國費海外船究-美國 • 英國 • 日本(期間 : 87.2.1"'12.30)
2.10 ’ 87 自 由公幕課題짧究計劃書(韓國學術振興財團) 提出
盧隆熙 敎授-r非武裝地帶 및 民統線北方地域의 環境實態調훌 및 開發戰略wt究」

2.26 쭈業(環境計劃學科 37名， 環境造景學科 22名)
2.26 雙學金 支給(環境計劃學科 2名， 環境造景學科 2名)
3. 5 入學(計劃 56 , 造景 30 , 博士 5)

3. 2

學術船究 申請

梁영fttE

• 黃짧源

敎授-r底所得層 不良住居地의 物理的 環境特性에 관한 隔究」

權泰埈 • 李正典 敎授-r環境改善事業의 分配效果에 관한 연구」

3.19 盧隆熙 敎授-韓國環境科學핍究協議會 理事 暴戰

4.

r서울 會洞地區 흰地開짧事業評價(基本計劃 • 交通 • 環境影響評價)J-金基浩 •
林間源 • 金丁最 敎授(環境計劃￡다究所)

4. 1 楊秉聲 副敎授 博土學位取得次 聽美 : 미시건大學 造景學科(期間 : 87.4.1"'88.
3.31)
4.20 具泰益 助敎 發令(環境造景學科)

5.

內藏山 4季節觀光開發 基本計뽑U : 兪炳林 副敎授(環境計劃陽究所)

5.14

同짧會報 第 14號 發刊

5.29 定期總會 : 任員改選
會

6.

長 : 全炳 "lC留任)

副會長 : 李平載(新任)

藍

事 : 柳命夏(新任)

遊|짧綠合웰易「센타 J :Á 口 맞 交通 影響評價-林剛源 敎授(環境計劃없究所)

6. 1 r프랑스」 都市學者 招請講演會 開 f밟
·主峰:環處大學院

• 後援 : r프랑스」 文化院
·場所:敎授會館

• 主題 : r人本主義 視角으로 본 都市의 發見」

6.26 金T最 歡授， “兩水 洗出水에 의 한 水質펀榮에 관한 共同 짧究” 參加

서 울大學按 環境大院 ill'혹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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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Rutgers Univ.
• 期間 : 6. 26 rv 8. 26

7.

r新都市의 道路와 公園에 관한 學術맑究 J

: 朴鍾和

助敎授(環境計劃없究所)

7. 5

金安濟 敎授 • 梁鐵在 敎授， “都市開發에 관한 韓 • 日세미냐” 參席次 據日

• 期間 : 7. 5"'7. 15

7. 6 崔相哲 敎授， 海外陽修中 地域學會 國際세 미 나(옳山) 參席次 -時 歸國
• 세미냐 期間 : 7.6"'7.11

7.25 環境論覆 20卷 發刊

8. 1

金炯國 副敎授， “通信華命이 國土의 均衝開發에 미 치 는 影響 陽究”에 관한 빠
究資料 짧集次 據美(通信政策짧究所 主管)

• 期間 : 8.1"'8. 16

8. 3

盧隆熙 敎授，

•

1次

“民統線北方地域緣合學術調훌” 參加(自然保護中央協 主管)

: 8. 3"'8.10(江原道)

• 2次 : 8. 12"'8. 19(京驚道)
8.29 雙學金 支給(各科 2名)
후業(環境計뚫.~學科 10 名， 環境造景學科 2名)

9. 1

文廷鎬(環境計劃j學科) • 金榮煥(環境造景學科) 助敎 發令

9.16

r 日 本의
·場所

住힘과 處園과의 關係」에 관한 講演會 開 f崔

: 文化館 세미나 1室

• 講師 : 積次敏郞(東京藝術大學 環境造形 디 자인 昭究室 主任敎授)

9.18 盧隆熙 敎授 華甲記念 論文集敵물式(엠배서더호탤， 그랜드볼품)
• 敵물論文集 : r國家發展과 公共行政」

9.29 環境大學院 덤治會 結成(初代會長 李明宰， 副會長 李相援)
10. 1 金基浩 助敎授에 서 副敎授 昇進
黃￡월源 助敎授， 環境造景學科長 就任
李正典 副敎授， 院長補 薦務

10. 5 盧隆熙 敎授， 國民勳章쪽相章授與(自然保護에 寄與한 功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