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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立宜蘭大學簡介

2 你想知道的每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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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區示意圖

1

1. 宜蘭神農校總區

校本部位於宜蘭市中心，1926
年宜蘭農林學校在該校區創校。
為本校行政及教學主要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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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南校區

位於宜蘭縣宜蘭市，為東部第
一座無人機飛行場，配合鄰近
的宜蘭科學園區，以產業發展
為主，成為「綠能智慧文創園
區」並結合宜蘭在地農特產品
成立「食品創客中心。

3

3. 大礁溪實驗林場

位於宜蘭縣礁溪鄉二結村山區，
占地173.44公頃的實習林場，
林相豐富，為極佳的教學實習
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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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六結實驗農楊

位於宜蘭縣宜蘭市金六結，為
本校蔬菜、果樹、花卉及造園
的教學農場，將園藝作物結合
自然生態資源，營造自然與休
閒之生態教學。

5

位於宜蘭縣五結鄉，設有實驗
養蜂場、畜牧場…等生態教育中
心，希望結合生產、生活、生
態，建構「三生產學人才養成
基地」目標。

5. 五結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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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
convenient

校區位置

生活機能

優質住宿

宜蘭轉運站步行10分鐘

宜蘭火車站公車5分鐘

台北101客運40分鐘

台北火車站火車70分鐘

快速。省時

交通便捷



便利
convenient

校區位置

交通便捷

優質住宿

宜大郵局1分鐘 陽明醫院10分鐘國民運動中心10分鐘

新月影城10分鐘新月廣場10分鐘 宜蘭美術館10分鐘

5分鐘食衣住行育樂

生活機能



便利
convenient

校區位置

交通便捷

生活機能

優質住宿

男生宿舍 女生宿舍

大一新生優先入住
每人每學期9,500元

宿舍為4人一間房，均有配置網路
、冷氣、個人書桌、衣櫃等。



• 外國語文學系
•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

系
• 智慧休閒農業進修學士

學位學程
• 大數據管理與應用學士

學位學程
• 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

專班 (EMBA)

• 土木工程學系
• 環境工程學系
•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

系
• 建築與永續規劃研究所
• 綠色科技學程碩士在職

專班

• 園藝學系
• 食品科學系
•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 生物資源學院原住民專

班
• 生物資源學院碩士在職

專班
• 無人機應用暨智慧農業

碩士學位學程

• 電機工程學系
• 電子工程學系
• 資訊工程學系
• 多媒體網路通訊數位

學習碩士在職專班
• 電機資訊學院碩士在

職專班
• 人工智慧碩士學位學

程

工學院 生物資源學院 電機資訊學院人文及管理學院

學習
Learning

學費合理

獎助學金

跨領域學程

系所多元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Management

人文及管理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以英語為主，第二外語(日、法)為輔。

外國語文學系
以英語為主，第二外語(日、法)為輔。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經濟管理」、「國際經營與貿易」、「財務
金融」、「休閒經濟與管理」等4個專業領域，
依興趣選擇主及副專長。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經濟管理」、「國際經營與貿易」、「財務
金融」、「休閒經濟與管理」等4個專業領域，
依興趣選擇主及副專長。

智慧休閒農業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以「友善農業」為基礎、「經營管理」為核心、「資訊
科技」為工具、「環境永續」為目標

智慧休閒農業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以「友善農業」為基礎、「經營管理」為核心、「資訊
科技」為工具、「環境永續」為目標

公費專班

大數據管理與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培育具備「數據分析與資訊應用」之跨領域專業管理人
才。

大數據管理與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培育具備「數據分析與資訊應用」之跨領域專業管理人
才。

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

對內招生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系
以「經營管理」為基礎，發展「休閒產業領域」
為主及「健康促進領域」為輔，培育「具健康
知能之休閒產業經營管理人才」。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系
以「經營管理」為基礎，發展「休閒產業領域」
為主及「健康促進領域」為輔，培育「具健康
知能之休閒產業經營管理人才」。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培養結構工程、大地材料工程、測量空間資訊、
營建管理等土木相關人才。

土木工程學系
培養結構工程、大地材料工程、測量空間資訊、
營建管理等土木相關人才。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機械設計與製造、熱流與能源、機電整合等三
大領域，培養產業所需之電腦輔助分析、設計、
及製造技術、綠色能源工程技術、產業自動化
技術。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機械設計與製造、熱流與能源、機電整合等三
大領域，培養產業所需之電腦輔助分析、設計、
及製造技術、綠色能源工程技術、產業自動化
技術。

環境工程學系
水汙染防治、空氣汙染防制、土壤及地下水汙染整治、
環境規劃管理、綠色能源及綠色材料。

環境工程學系
水汙染防治、空氣汙染防制、土壤及地下水汙染整治、
環境規劃管理、綠色能源及綠色材料。

建築與永續規劃研究所
以「永續建築」「永續景觀」與「環境安全」為主軸，
結合地方環境與產業資源，朝向永續環境之理念邁進。

建築與永續規劃研究所
以「永續建築」「永續景觀」與「環境安全」為主軸，
結合地方環境與產業資源，朝向永續環境之理念邁進。

綠色科技學程碩士在職專班

以綠色科技為主軸，以「綠色能源」、「綠色環境」、
「綠色管理」及「綠色建設」為四大核心，培育綠色科
技專業工程人才。

綠色科技學程碩士在職專班

以綠色科技為主軸，以「綠色能源」、「綠色環境」、
「綠色管理」及「綠色建設」為四大核心，培育綠色科
技專業工程人才。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結合「化工」與「材料」特色，培育「製程設
計、材料備製、加工與應用」之專業技術。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結合「化工」與「材料」特色，培育「製程設
計、材料備製、加工與應用」之專業技術。

College of Engineering



生物資源學院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結合生物與機電工程等領域，將之應用在農林
漁牧等工程技術。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結合生物與機電工程等領域，將之應用在農林
漁牧等工程技術。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生態保育」「永續經營」「木竹資源利用」
等三大領域，以森林環境有關動植物與水土資
源為基礎，探索多樣性森林生態性。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生態保育」「永續經營」「木竹資源利用」
等三大領域，以森林環境有關動植物與水土資
源為基礎，探索多樣性森林生態性。

College of Bioresources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利用生物技術應用於動物管理與飼養科技新知，培育
具備動物智能化飼養管理、動物生物技術應用及動物
保健產品研發。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利用生物技術應用於動物管理與飼養科技新知，培育
具備動物智能化飼養管理、動物生物技術應用及動物
保健產品研發。

食品科學系
食品加工工程、分析檢驗、品管及研究發展能
力，另充實保健食品、新興技術、生物資源開
發及資訊應用等多樣化課程。

食品科學系
食品加工工程、分析檢驗、品管及研究發展能
力，另充實保健食品、新興技術、生物資源開
發及資訊應用等多樣化課程。

園藝學系
以園藝作物栽培、造園景觀設計及園藝產品之
處理與加工為主，配合智慧農業、生物技術、
生態休閒及園藝療癒等應用性之課程。

園藝學系
以園藝作物栽培、造園景觀設計及園藝產品之
處理與加工為主，配合智慧農業、生物技術、
生態休閒及園藝療癒等應用性之課程。

生物資源學院原住民專班
培育原住民高等教育的農業人才，發展「智慧農業」
具有生物資源及食品加工相關專業學識，並輔導學生
考取原住民特考及青年創業。

生物資源學院原住民專班
培育原住民高等教育的農業人才，發展「智慧農業」
具有生物資源及食品加工相關專業學識，並輔導學生
考取原住民特考及青年創業。

生物資源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生物資源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無人機應用暨智慧農業碩士
學位學程
應用人工智慧、資通訊技術與物聯網技術，跨領域整
合無人載具系統與智慧科技工具應用於農業領域。

無人機應用暨智慧農業碩士
學位學程
應用人工智慧、資通訊技術與物聯網技術，跨領域整
合無人載具系統與智慧科技工具應用於農業領域。



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學系
整合3C (資訊、通訊、消費電子)，發展半導體
與積體電路設計領域、通訊與信號處理、計算
機與網路領域。

電子工程學系
整合3C (資訊、通訊、消費電子)，發展半導體
與積體電路設計領域、通訊與信號處理、計算
機與網路領域。

電機工程學系
由三電(電子學、電路學、電磁學)的主架構課
程延伸發展至涵蓋電子、通訊、光電、電力、
網路、計算機、機電控制、多媒體資訊等領域。

電機工程學系
由三電(電子學、電路學、電磁學)的主架構課
程延伸發展至涵蓋電子、通訊、光電、電力、
網路、計算機、機電控制、多媒體資訊等領域。

多媒體網路通訊數位學習碩士
在職專班
藉由數位學習的平台，提升多媒體網路通訊之專業能力。
以數位多媒體及網路通訊為主軸。

多媒體網路通訊數位學習碩士
在職專班
藉由數位學習的平台，提升多媒體網路通訊之專業能力。
以數位多媒體及網路通訊為主軸。

資訊工程學系
以數位多媒體及網路通訊為主軸，發展物聯網、
人工智慧、資訊安全、XR、電腦視覺等研究
特色。

資訊工程學系
以數位多媒體及網路通訊為主軸，發展物聯網、
人工智慧、資訊安全、XR、電腦視覺等研究
特色。

Colleg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Computer Science

電機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電力電子、自動控制、光纖及數位通訊、綠能科技、無
人機、人工智慧、物聯網、嵌入式系統、半導體與晶片
設計、數位訊號處理等課程。

電機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電力電子、自動控制、光纖及數位通訊、綠能科技、無
人機、人工智慧、物聯網、嵌入式系統、半導體與晶片
設計、數位訊號處理等課程。

人工智慧碩士學位學程
AI 基礎理論、大數據分析、AI 訊號與視覺、 AI 運用等
四大主題。

人工智慧碩士學位學程
AI 基礎理論、大數據分析、AI 訊號與視覺、 AI 運用等
四大主題。



學習
Learning

學費合理

獎助學金

跨領域學程

國立宜蘭大學111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
人文及管
理學院 工學院 生物資源

學院
電機資訊

學院

日間
學士班

學費 15,887 16,035 16,042 16,035

雜費 6,940 10,267 10,044 10,267

合計 22,827 26,302 26,086 26,302

進修
學士班

學分
學雜費

1,100 1,100 1,100 1,100

合計 1,100
＊學分數

1,100
＊學分數

1,100
＊學分數

1,100
＊學分數

系所多元



學習
Learning

學費合理

獎助學金

跨領域學程

系所多元



學習
Learning

學費合理

獎助學金

跨領域學程

系所多元



生活
Life

館藏豐富

陽光體育

社團充實

學生活動中心



相關活動

比賽、專題演講、演唱會、研討活動、研習營、
晚會、社團公演、聯誼活動、展覽表演、社區
服務、藝術欣賞、座談、義賣、社團聯展。

寒暑假服務營隊、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輔導活
動、社團博覽會、校慶園遊會、社團評鑑觀摩、
學生社團幹部訓練、薪傳晚會。

學生活動

全校性或跨校活動



康樂性社團-勁舞社 體育性社團-釣魚社

學藝性社團-攝影社 服務性社團-康輔社

社團種類

◆ 學藝性社團

◆ 學藝性社團

◆ 服務性社團

◆ 康樂性社團

◆ 綜合性社團

◆ 聯誼性社團



生活
Life

館藏豐富

陽光體育

社團充實

圖書資訊館



藝文空間

六樓 中文圖書區、善本書室、校史館、討論室
五樓 中文圖書區、多媒體中心、研究小間、宜思智慧小

間、討論室、數位學習資源中心、蘭雅數位攝影棚
四樓 西文圖書區、過期期刊區、課程用書區、教職員著

作區、學位論文區
三樓 現期期刊區、參考書區、黃春明體驗行動館、參考

諮詢室
二樓 流通櫃臺、周刊報紙區、i讀書中心、國際會議廳
一樓 電腦教室、數位教材編輯室

黃春明專區 地質書房

三創閱讀區



生活
Life

館藏豐富

陽光體育

社團充實 體育場館



運動設施

◆ 重量訓練室

◆ 籃球場

◆ 排球場

◆ 羽網球場

◆ 室內跑道

◆ 舞蹈教室

◆ 桌球場

◆ 撞球場

◆ 攀岩場

◆ 體適能室

本校體適能能力檢測以通過1600公尺跑步為最低標準
(男生9分鐘/女生11分30秒內完成)



你想知道的每件事



教務篇
Ｑ：註冊時間及流程為何？

Ａ：請參考附件「111學年度新生註冊相關日程表」，確定日期將詳載於5月底寄
發之新生註冊須知。

Ｑ：選課時間及流程為何？

Ａ：新生網路初選時間為8月下旬，9月初可上網查詢初選結果。



教務篇
Ｑ：入學前，是否可以先行選修課程？

Ａ：
免修：
• 本校學生參加全國大學先修課程認證(微積分、普通物理、普通化學)，成績達通過

標準，可申請免修。
• 英文課程依本校「學生免修英文課程辦法」辦理，透過第三方認證考試，除可先

通過畢業門檻外、尚可能免修一至三門英文課程。
預修：
本校將於寄發新生註冊須知時一併提供全國夏季學院
SOS!暑期線上學院報名及課程相關資訊，入學前修習
夏季學院課程，成績計入第一學期及學期平均、
及格課程可認抵本校通識課程學分。



學務篇
Ｑ：獎學金種類有哪些？可以從何得到資訊？

Ａ：
一、本校有多項校內獎學金、校外獎學金，歡迎同學踴躍申請。
二、獎學金申請資訊，均公佈於學務處網頁/獎助學金項下，請同學上網查閱。

學務篇

Ｑ：校內是否有工讀機會？
Ａ：
一、有！校內工讀由各單位自行遴選任用本校在學學生。
二、尋找校內計時工讀：可至學生事務處網站進入校內外工讀查詢。
三、如遇突發事故致經濟陷入困境，可請生輔與軍訓組協尋工讀機會。



學務篇
Ｑ：減免學雜費資格及相關時程。

Ａ：
減免學雜費資格：
凡具有軍公教遺族子女、現役軍人子女、身心障礙生、身心障礙人士之子女、
低收入戶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及孫子女、原住民籍學
生等身分者。
相關時程：
新生於獲得教務處公告學號及電子郵件起至繳費期限前3天，至本校首頁→行政
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與軍訓組→學雜費減免網頁登錄後，再列印書面資料
提出申請，交至生活輔導與軍訓組李輔導員收，無提出書面申請者，即不具減
免資格且不予補助。

學務篇



學務篇
Ｑ：就學貸款相關資格及相關時程

Ａ：
申請資格：
(一)家庭去年綜合所得總額為新臺幣114萬元以下者當學期貸款免利息
(二)家庭去年綜合所得總額為新臺幣114萬元以上至120萬以下者當學期貸款利息需自付一
半。
(三)家庭去年綜合所得總額超過新臺幣120萬元以上者，需學生本人及其兄弟姊妺計二人
以上就讀主管機關立案之國內公私立高中職以上學校，且當學期貸款利息需全額自付。
註：目前就學貸款利率為1.15%

申辦時間：
本校每學期申辦完成註冊的時間：
上學期暑假8月10日起至9月學校開學前一週（星期三）前完成
下學期寒假1月15日起至2月學校開學前一週（星期三）前完成
相關就學貸款問題及資訊請參閱學生事務處就學貸款網頁。

學務篇



國際篇國際篇



國際篇國際篇



國際篇國際篇
國際化課程

馬來西亞沙巴的熱帶雨林課程



國際篇國際篇
國際化課程
日本秋田大學國際園藝課程



國際篇國際篇
國際化課程
泰國清邁大學國際咖啡課程



國際篇國際篇
神農志工團隊

2017
Ban Rak Thai
(Mae Aw)
Mae Hong Son
Thailand

2017
Ban Rak Thai
(Mae Aw)
Mae Hong Son
Thailand

2015、2019
Wang Nam Khiao
Nakhon Ratchasima
Thailand

2015、2019
Wang Nam Khiao
Nakhon Ratchasima
Thailand



國際篇
Ｑ：成為交換學生的條件?
Ａ：
一、具本校學籍之日間學制學生（非中華民國籍學生可參加交換學生甄審，

但不得交換至其原屬國家境內之學校）。
二、大學部學業成績前一學期為全班前百分之六十。
三、前一學期操行成績為75分以上，在校期間無重大違紀事件。
四、擬申請之學校如有其他資格要求(如語文檢定證明)，依該校要求辦理。

國際篇



國際篇國際篇
Ｑ：可交換的國家有哪些？

Ａ：
目前與本校進行交換學生計畫之姊妹校分布在9個國家(波蘭、法國、日本、韓
國、中國、泰國、印度、印尼、馬來西亞)共計四十多所學校，每年可提供進行
交換名額約六十多個。如108-110年度赴波蘭、日本、韓國、中國、泰國、馬
來西亞等姊妹校交換生共計有23名，其中有10名獲得校內獎補助，
有9名獲得教育部獎學金。



國際篇國際篇
Ｑ：有出國唸學位的機會嗎?

Ａ：
• 本校已與美國密西根大學迪爾伯恩分校(UMD)簽署3+2計畫(宜大學士學位+UMD碩士

學位)以及1+1計畫(宜大碩士學位+UMD碩士學位)。
申請條件有兩項：
一、在校學業成績：平均達3.0以上(GPA 4.0制) 。
二、英文能力：大學部TOEFL 80或IELTS 6.5；

碩士班TOEFL 84或IELTS 6.5。
每年預估費用

(含學雜費、書籍費、保險、住宿、生活費）：
一、大學部：約美金28,266元。
二、碩士班：約美金34,578元。



國際篇
Ｑ：有出國唸學位的機會嗎?
Ａ：
• 本校森資暨自然資源學系亦與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簽訂雙聯學制－森林學2+2學

位學程，申請條件有兩項：
一、修畢並通過本校所開與本學程相關的所有課程，取得所有學分。
二、英文能力須達TOEFL 90分(聽讀不得低於22分、說寫不得低於21分)；或IELTS 6.5

分(個項目不得低於6分) ；或其等同水準的英文能測驗的成績。
每年預估費用約加幣57,760元(含學雜費、書籍費、食宿、生活、保險費等)。

• 本校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與福州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簽訂1+1雙聯學制。申請條件：
一、研穿生需於原屬學校至少修習2學期，且在兩校當地修習學分數，累計須各達獲頒

學位所須畢業應修總學分數之三階之一以上；研究生赴對方學校修習期至少1學年
或2學期。

二、於兩校修業期滿及修畢所有相關課程，並完成論文後，即獲得本校與福州大學授
予學位。

國際篇



國際篇
Ｑ：有出國唸學位的機會嗎?

Ａ：
• 本校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系與SHMS瑞士旅館管理大學簽訂海外實習暨雙聯學制，必須

達到TOEFL55分或IELTS5.5分。申請條件及獲得學位（證書）如下：
• 3+1計畫：前3年在本校就讀，大四赴瑞士就讀18週後開始4-6個月的有薪實習，完成後獲

得SHMS瑞士旅館管理大學Higher Diploma in Hospitality Management/and Events 
Management及本校學士學位。

• 2+1+1計劃：前2年在本校就讀，大三赴瑞士就讀18週後開始4-6個月的有薪實習，大四
返回本校就讀，完成後獲得SHMS瑞士旅館管理大學Higher Diploma in Hospitality 
Management/and Events Management及本校學士學位。

• 3+2計畫：前3年在本校就讀，大四赴瑞士就讀18週後開始4-6個月的有薪實習，實習結束
返回SHMS就讀18週結束後獲得SHMS頒發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International Hospitality/ and Events Management以及獲得本校學士學位。

國際篇



Ｑ：參加國際化活動有無任何獎補助?

A.國內舉辦之國際學術活動(大二以上，最高補助6,000元)
B.赴國外從事常駐研究(大四以上，最高補助10,000)
C.國際短期學術專業研習活動(大二以上，最高補助7,000)
D.國內舉辦之國際短期學術專業研習活動(在校生，最高補助5,000)
E.國際短期非學術性研習活動(在校生，最高補助2,000)
F.提升專業知能之活動(教師帶團在校生，最高補助3,000)
G.國際事務處於國內舉辦之國際短期研習活動(在校生，最高補助2,000)
H.提升本校國際聲譽之活動(在校生，最高補助2,000)
I.國外舉辦之國際學術活動(大二以上，最高補助5,000)
J.外國學生學伴計畫(在校生，最高補助3,000)



Ｑ：疫情影響下的國際交流方式？

Ａ：
目前受疫情影響，國際交流方式調整如下；未來視疫情趨緩將可望漸漸恢復正常

國際交流。

• 國際交換生：越來越多學校可實際赴外研修，仍有少部份學校採用線上交換替

代方案，本校遵行各國防疫規定與姊妹校進行交流。以減少疫情業學習與交流

造成的影響。

• 國際活動交流：國際研討會、移地教學、共教共學、國際研習課程等學術與非

學術性活動交流，改採線上辦理。



國 立 宜 蘭 大 學
歡 迎 您

國立宜蘭大學．夢想起飛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