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50%
「在校學業成
績」全校排名
百分比標準

各類學群
招生校系數

國立宜蘭大學

https://www.niu.edu.tw/                 

學校地址 (26047)宜蘭縣宜蘭市神農路一段1號        

一、學校基本資料：

二、重要招生資訊：

三、重要事項說明：
1.本校榮獲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THE「2021年全球最佳大學排名」1001+，獲得國際肯定。2020年《遠見雜誌》調
查臺灣最佳綜合大學、產學合作大學。107年度起獲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
2.本校致力於提供學生優良的創業環境，成立創客中心，培育創新專業人才，提供學生實習與研究機會。
3.本校與美國密西根大學迪爾伯恩分校商學院(UMD)簽署3+2計畫，5年取得宜大學士學位+UMD碩士學位。交換生姊妹
校分布於9個國家，共計四十多所學校。
4.本校預訂於110年3月17日寄發錄取通知，不另辦理報到，如欲放棄入學資格須依招生簡章規定辦理；新生註冊須
知約4月下旬統一郵寄至新生通訊地址，屆時請詳讀註冊入學相關事宜。
5.本校為獎勵優秀高中、職畢業生到校就學，特訂定獎勵優秀大學部新生入學辦法，請參閱網址：
https://admniu.niu.edu.tw/files/11-1019-2094.php
6.身心障礙考生選系說明請參閱本校招生資訊網頁訊息。

學校網址

＊(  )內數字表外加名額招生校系數。招生校系數

傳真電話

聯絡電話

03-9365239          

03-9357400#7308        

共 15 校系( 15 校系)

學校代碼 150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轉系規定
本招生考試之錄取生就讀期間得依規定申請轉系。

校系分則

第一類3校系(3校系)

第五類--校系(--校系)

第二類8校系(8校系)

第六類--校系(--校系)

第三類4校系(4校系)

第七類--校系(--校系)

第四類--校系(--校系)

第八類--校系(--校系)

備註

國立宜蘭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一、希望招收具備人文關懷與國際視野、對外語感興趣之學生。
二、畢業前須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或同等之國際標準化測驗)。
三、聯絡電話:03-9357400轉7882
四、本系網址:https://dfll.ni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國文級分                                                 

5、學測社會級分                                                 

6、國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7、公民與社會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3、英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英文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3 英聽 --

2 自然 --

3 社會 --

18 數學 --

第一類學群 均標

15001 國文 --

英文

備註

國立宜蘭大學            
應用經濟與管理學系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一、本系秉持延後分流、適性揚才、跨領域學習、縮短學用落差之精神，將課程分為「經營管理」、「國際經營與
貿易」、「財務金融」、「休閒經濟與管理」四個專業學群；並以「內部考核」與「外部考核」雙管並進的方式，
確保學生學習成效。
二、本校人文及管理學院與福州大學經濟與管理學院簽署雙聯學制，修得兩校規定學分後，可取得雙學位證書。
三、聯絡電話:03-9357400轉7842、7843
四、本系網址：https://aem.ni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英文級分                                                 

5、英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6、學測國文級分                                                 

7、國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3、數學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數學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3 英聽 --

2 自然 --

3 社會 --

15 數學 --

第一類學群 均標

15002 國文 --

英文



備註

國立宜蘭大學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系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一、本系之課程主要著重於「經營管理」、「觀光休閒」與「運動健康」。
二、本系安排320小時校外實習，讓學生提前進入就業情境。  
三、聯絡電話:03-9357400轉7971
四、本系網址:https://leisure.ni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英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5、學測英文級分                                                 

6、國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7、公民與社會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3、學測國文、英文、社會之級分總和                               

2、學測國文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3 英聽 --

1 自然 --

3 社會 --

17 數學 --

第一類學群 均標

15003 國文 --

英文

備註

國立宜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一、土木相關產業就業率皆高於其他工程行業，薪資待遇令人滿意。
二、教學領域：結構工程、大地工程、材料工程、水資源工程、測量空間資訊、營建管理。
三、本系獲IEET中華工程教育國際認證，辦學績效獲國際肯定。
四、本系提供土木系專屬獎學金、助學金、緊急救難金、國際級競賽助學金等。
五、聯絡電話:03-9357400轉7530，本系網址:https://civil.ni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數學級分                                                 

5、數學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6、學測英文級分                                                 

7、英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3、物理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自然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8 英聽 --

3 自然 後標

8 社會 --

39 數學 後標

第二類學群 --

15004 國文 --

英文

備註

國立宜蘭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一、本系開設智慧機械設計與製造學分學程、熱流與能源工程學分學程、機電整合學分學程之相關課程，祈使學生
具有先進的機、電專業知識與電腦應用能力。
二、本系獲IEET中華工程教育國際認證，辦學績效獲國際肯定。
三、聯絡電話：03-9357400轉7454
四、本系網址：https://niume.ni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數學級分                                                 

5、數學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6、學測英文級分                                                 

7、英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3、物理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自然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8 英聽 --

2 自然 後標

8 社會 --

26 數學 後標

第二類學群 --

15005 國文 --

英文

備註

國立宜蘭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料工程學系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一、本系招生目標為對化工與材料工程相關領域有興趣之高中職學生。
二、本系課程主要培育學生兼具化工及材料專業知識，並推展運用於綠色科技製程、綠色能源技術、生物科技以及
新興科技材料的開發，理論與實務兼備。
三、本系獲IEET中華工程教育國際認證，辦學績效獲國際肯定。
四、聯絡電話：03-9357400轉7491
五、本系網址：https://chem.ni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自然級分                                                 

5、物理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6、學測數學級分                                                 

7、數學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3、化學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國文、英文、數學、自然之級分總和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8 英聽 --

1 自然 --

8 社會 --

32 數學 均標

第二類學群 --

15006 國文 --

英文



備註

國立宜蘭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一、本系招生目標在培育環境保護專業人才，課程結合理論與實務，歡迎對環境永續經營有興趣之同學踴躍報名。
二、本系獲IEET中華工程教育國際認證，辦學績效獲國際肯定。
三、聯絡電話:03-9357400轉7577、7576、7575或7600
四、本系網址：https://ev.ni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數學級分                                                 

5、化學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6、英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7、學測自然級分                                                 

3、數學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國文、英文、數學、自然之級分總和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8 英聽 --

1 自然 後標

8 社會 --

19 數學 後標

第二類學群 --

15007 國文 --

英文

備註

國立宜蘭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一、本系招收對工程與生物科技有興趣的學生，培育成能整合機電工程科技應用於工業及生物產業的工程人才。
二、聯絡電話：03-9357400轉7796、7797
三、本系網址：https://bmte.ni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數學級分                                                 

5、學測自然級分                                                 

6、學測英文級分                                                 

7、學測國文級分                                                 

3、物理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國文、英文、數學、自然之級分總和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8 英聽 --

1 自然 --

8 社會 --

12 數學 均標

第二類學群 --

15008 國文 --

英文

備註

國立宜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一、本系招生目標：招收對電機、電子、資訊及通訊相關領域有興趣且有志於高科技產品研發與設計工作之學生。
二、本系發展重點：以電力電子、控制工程、通訊為發展重心。
三、本系獲IEET中華工程教育國際認證，辦學績效獲國際肯定。
四、聯絡電話：03-9357400轉7376、7379
五、本系網址：https://ee.ni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數學級分                                                 

5、學測自然級分                                                 

6、英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7、學測英文級分                                                 

3、物理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2、數學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8 英聽 --

2 自然 --

8 社會 --

22 數學 均標

第二類學群 --

15009 國文 --

英文

備註

國立宜蘭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一、本系發展以物聯網、雲端計算、人工智慧、行動通訊、多媒體處理、半導體與IC設計等領域為主，培育有志於
從事電子、資通訊相關高科技產品研發與設計之人才。
二、本系全力推動多項菁英育成計畫，如：交換學生、教學卓越、國際教育認證、專題研究、雙專業學程認證、校
外實習與產學合作、就業學程等，以培育具國際觀、富創意且理論與實務兼備之高科技人才。
三、本系獲IEET中華工程教育國際認證，辦學績效獲國際肯定。
四、聯絡電話：03-9357400轉7328、7326。本系網址：https://ecewww.ni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英文級分                                                 

5、物理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6、學測自然級分                                                 

7、英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3、數學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國文、英文、數學、自然之級分總和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8 英聽 --

4 自然 --

8 社會 --

25 數學 均標

第二類學群 --

15010 國文 --

英文



備註

國立宜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一、資訊工程學系以數位多媒體與網路通訊為主軸，提供學生全方位及學程化選課，學生可任選行動網路與資安學
分學程、多媒體與數位科技學分學程等。
二、資訊工程學系研究特色以物聯網、AI人工智慧、大數據、AR/VR/MR等，以培育具國際觀、高創意且理論與實務
兼備之資訊人才。
三、本系獲IEET中華工程教育國際認證，辦學績效獲國際肯定。
四、聯絡電話：03-9357400轉7299。本系網址：https://csie.ni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數學級分                                                 

5、物理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6、學測英文級分                                                 

7、學測自然級分                                                 

3、數學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國文、英文、數學、自然之級分總和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8 英聽 --

2 自然 --

8 社會 --

14 數學 均標

第二類學群 --

15011 國文 --

英文

備註

國立宜蘭大學            
食品科學系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一、本系招生目標為對食品科學、生物資源利用及保健食品開發有興趣之人才。
二、聯絡電話:03-9357400轉7751
三、本系網址: https://niufood.ni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生物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5、學測英文級分                                                 

6、數學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7、學測數學級分                                                 

3、學測自然級分                                                 

2、化學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4 英聽 --

2 自然 後標

4 社會 --

39 數學 --

第三類學群 --

15012 國文 --

英文

備註

國立宜蘭大學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一、本系大學部規劃生物技術、動物科技與保健產品等三項專業學程，學生可依個人興趣選擇主修學程。
二、本系設有生物技術碩士班、動物科學碩士班共二班，博士班一班，升學管道暢通。
三、本系特別重視實驗室訓練，三年級開始均必須進入各教授研究室接受專業實務訓練。
四、二升三暑假提供校外實習機會(包含海外實習：中、泰、菲、馬、紐等國)，拓展學生學習視野。
五、聯絡電話:03-9357400轉7706、7622
六、本系網址:https://bas.ni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化學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5、學測自然級分                                                 

6、學測國文、英文、數學、自然之級分總和                         

7、學測國文級分                                                 

3、學測英文級分                                                 

2、生物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4 英聽 --

3 自然 後標

4 社會 --

30 數學 --

第三類學群 --

15013 國文 --

英文

備註

國立宜蘭大學            
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一、本系教育目標為培育森林環境及資源永續經營與利用之人才，課程規劃為三個學群:(一)生態保育學群、(二)
森林經營學群、(三)林產利用學群。
二、本系與英屬哥倫比亞大學簽屬對雙聯學制森林學學士學位學程協定。修得兩校規定學分後，可取得雙學位證
書。
三、聯絡電話：03-9357400轉7671、7672、7673
四、本系網址：https://fnr.ni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國文級分                                                 

5、學測數學級分                                                 

6、數學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7、學測英文級分                                                 

3、學測自然級分                                                 

2、生物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4 英聽 --

2 自然 後標

4 社會 --

15 數學 --

第三類學群 --

15014 國文 --

英文



備註

國立宜蘭大學            
園藝學系              
                      

可填志願數

學群類別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可填志願數

一、本系旨在培養智慧暨健康園藝科技、園產品處理加工、生態休閒暨造園景觀規劃之專業人才。
二、本系全力推動多項產學育成計劃，如交換學生、高教深耕、專題製作及校外實習(國外移地教學)與產學合作
等。
三、聯絡電話：03-9357400轉7635、7636
四、網址：https://hc.niu.edu.tw/

分發比序項目

4、學測國文級分                                                 

5、學測國文、英文、自然之級分總和                               

6、化學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7、學測英文級分                                                 

3、生物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自然級分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聽檢定

科目 標準

校系代碼

4 英聽 --

1 自然 後標

4 社會 --

15 數學 --

第三類學群 --

15015 國文 --

英文

〈本頁以下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