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葉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銀行專業組)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科目 檢定 篩選
倍率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指定項目 檢定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

校系代碼 042192 國文 -- 3.5 *1.00 審查資料 -- 20% 一、指定項目甄試成績
招生名額 14 英文 底標 3.5 *1.00 面試 -- 70% 二、審查資料
性別要求 無 數學 -- -- -- 三、學測國文級分

預計甄試人數 49 社會 -- -- -- 10% 四、學測英文級分
原住民外加名額 2 自然 -- -- -- 離島外加名額縣市別限制
離島外加名額 無 -- -- -- --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 無 英聽 -- -- --
指定項目甄試費 600

寄發(或公告)指定
項目甄試通知

110.3.31

繳交資料截止 110.4.9

指定項目
甄試日期

110.4.16
至

110.4.17

榜示 110.4.26

總成績複查截止 110.4.30

指
定
項
目
內
容

審查
資料

甄試
說明

項目： 修課紀錄 ( B )、多元表現 ( F )、學習歷程自述 ( N、O )、其他 ( Q.有利審查之資料 )
※項目內容請參照本簡章「貳、分則」乙、審查資料項目對照表 (第19頁)。

說明： 1.修課紀錄(B)為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2.多元表現(F)為社團參與證明3.學習歷程自述(N)為自傳(學生自述)4.學習歷程自述(O)為讀書計
畫(含申請動機)5.其他(Q)為有利審查之資料(請自行擇優選附以下文件，例如：英語能力、社團活動參與、學生幹部、社會服務、競
賽成果、特殊表現等相關證明)

1.通過第一階段篩選者，請於4/9前繳交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費並完成審查資料上傳；請至本校「大學個人申請」招生資訊系統(http://dyu.edu
.tw/su09 )詳閱「第二階段甄試資訊」。2.本系甄試須知(含審查資料準備方向)請於3/31起至本系網頁訊息公告查看。3.本系為鼓勵弱勢學生
入學，提供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之弱勢學生，於第二階段指定項目之面試酌予加分優待20%。有關弱勢學生身分須檢附之文件及報名優惠，請
詳見本校重要事項說明。

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 一、學測國文、英文之級分總和　二、學測國文級分　三、學測英文級分

備註

著重培育學生理財規劃、資產信託、金融風險管理及金融科技等專業能力，大二即輔導選取銀行業之財富管理、授信、外匯、存匯、網路銀行、智慧
(AI)理財及金融大數據分析與應用等職涯方向。聘請銀行主管輔導考取公股銀行及協同授課，銀行業超過3萬元的起薪，可擺脫一般行業低起薪的束
縛。本系網址：http://fm.dyu.edu.tw；聯絡電話：04-8511888#3521。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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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投資管理組)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科目 檢定 篩選
倍率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指定項目 檢定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

校系代碼 042202 國文 -- 3.5 *1.00 審查資料 -- 20% 一、指定項目甄試成績
招生名額 14 英文 底標 3.5 *1.00 面試 -- 70% 二、審查資料
性別要求 無 數學 -- -- -- 三、學測國文級分

預計甄試人數 49 社會 -- -- -- 10% 四、學測英文級分
原住民外加名額 2 自然 -- -- -- 離島外加名額縣市別限制
離島外加名額 無 -- -- -- --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 無 英聽 -- -- --
指定項目甄試費 600

寄發(或公告)指定
項目甄試通知

110.3.31

繳交資料截止 110.4.9

指定項目
甄試日期

110.4.16
至

110.4.17

榜示 110.4.26

總成績複查截止 110.4.30

指
定
項
目
內
容

審查
資料

甄試
說明

項目： 修課紀錄 ( B )、多元表現 ( F )、學習歷程自述 ( N、O )、其他 ( Q.有利審查之資料 )
※項目內容請參照本簡章「貳、分則」乙、審查資料項目對照表 (第19頁)。

說明： 1.修課紀錄(B)為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2.多元表現(F)為社團參與證明3.學習歷程自述(N)為自傳(學生自述)4.學習歷程自述(O)為讀書計
畫(含申請動機)5.其他(Q)為有利審查之資料(請自行擇優選附以下文件，例如：英語能力、社團活動參與、學生幹部、社會服務、競
賽成果、特殊表現等相關證明)

1.通過第一階段篩選者，請於4/9前繳交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費並完成審查資料上傳；請至本校「大學個人申請」招生資訊系統(http://dyu.edu
.tw/su09 )詳閱「第二階段甄試資訊」。2.本系甄試須知(含審查資料準備方向)請於3/31起至本系網頁訊息公告查看。3.本系為鼓勵弱勢學生
入學，提供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之弱勢學生，於第二階段指定項目之面試酌予加分優待20%。有關弱勢學生身分須檢附之文件及報名優惠，請
詳見本校重要事項說明。

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 一、學測國文、英文之級分總和　二、學測國文級分　三、學測英文級分

備註

著重培育學生投資技術及建構投資組合的專業能力，大二即輔導選取基金管理、創業投資、智慧(AI)投資、證券、期貨、投資顧問、不動產、保險、
財富管理及金融大數據分析與應用等職涯方向。聘請業界師資協同授課、提供海內外實習機會及證照輔導，可讓學生擁有高薪成為人生勝利組。本系
網址：http://fm.dyu.edu.tw；聯絡電話：04-8511888#3521。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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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公司財務組)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科目 檢定 篩選
倍率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指定項目 檢定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

校系代碼 042212 國文 -- 7 *1.00 審查資料 -- 20% 一、指定項目甄試成績
招生名額 7 英文 底標 7 *1.00 面試 -- 70% 二、審查資料
性別要求 無 數學 -- -- -- 三、學測國文級分

預計甄試人數 49 社會 -- -- -- 10% 四、學測英文級分
原住民外加名額 無 自然 -- -- -- 離島外加名額縣市別限制
離島外加名額 無 -- -- -- --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 無 英聽 -- -- --
指定項目甄試費 600

寄發(或公告)指定
項目甄試通知

110.3.31

繳交資料截止 110.4.9

指定項目
甄試日期

110.4.16
至

110.4.17

榜示 110.4.26

總成績複查截止 110.4.30

指
定
項
目
內
容

審查
資料

甄試
說明

項目： 修課紀錄 ( B )、多元表現 ( F )、學習歷程自述 ( N、O )、其他 ( Q.有利審查之資料 )
※項目內容請參照本簡章「貳、分則」乙、審查資料項目對照表 (第19頁)。

說明： 1.修課紀錄(B)為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2.多元表現(F)為社團參與證明3.學習歷程自述(N)為自傳(學生自述)4.學習歷程自述(O)為讀書計
畫(含申請動機)5.其他(Q)為有利審查之資料(請自行擇優選附以下文件，例如：英語能力、社團活動參與、學生幹部、社會服務、競
賽成果、特殊表現等相關證明)

1.通過第一階段篩選者，請於4/9前繳交第二階段甄試報名費並完成審查資料上傳；請至本校「大學個人申請」招生資訊系統(http://dyu.edu
.tw/su09 )詳閱「第二階段甄試資訊」。2.本系甄試須知(含審查資料準備方向)請於3/31起至本系網頁訊息公告查看。3.本系為鼓勵弱勢學生
入學，提供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之弱勢學生，於第二階段指定項目之面試酌予加分優待20%。有關弱勢學生身分須檢附之文件及報名優惠，請
詳見本校重要事項說明。

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 一、學測國文、英文之級分總和　二、學測國文級分　三、學測英文級分

備註

著重培育學生財務規劃、公司治理與評價及跨境電子商務等專業能力，大二起即輔導學生選取公司財務、ERP企業資源規劃、跨境電子商務、會計師
事務所、内部控制與稽核及企業上市櫃輔導等職涯方向。並鼓勵學生大四即提前進入職場實習，贏在人生的起跑點。本系網址：http://fm.dyu.edu.t
w；聯絡電話：04-8511888#3521。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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