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敏實科技大學在校生考取職業證照獎勵辦法 
93 年 3 月 24 日經就學補助金委員會會議通過 

99 年 10 月 15 日經就學補助金委員會會議修定通過 

100 年 2 月 24 日經就學補助金委員會會議修定通過 

100 年 10 月 11 日經就學補助金委員會會議修定通過 

101 年 1 月 17 日經就學補助金委員會會議修定通過 

101 年 10 月 30 日經就學補助金委員會會議修定通過 

102 年 1 月 8 日經就學補助金委員會會議修定通過 

102 年 5 月 9 日經就學補助金委員會會議修定通過 

102 年 7 月 4 日經就學補助金委員會會議修定通過 

103 年 1 月 7 日經就學補助金委員會會議修定通過 

104 年 2 月 3 日經就學補助金委員會會議修定通過 

104 年 9 月 8 日經就學補助金委員會會議修定通過 

108 年 6 月 21 日經就學補助金委員會會議修定通過 

109 年 4 月 28 日經就學補助金委員會會議修定通過 

110 年 6 月 1 日經就學補助金委員會會議修定通過 

110 年10 月 19日經就學補助金委員會會議修定通過 

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在校生，依所學專長及興趣考取職業證照，以提升學生技術水準及就業能力， 

特訂定「大華科技大學在校生考取職業證照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凡具有本校正式學籍之在校生，於在校期間取得職業證照者，可依本辦法之規定提出申請。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之職業證照，係指政府機關、政府委託機構、財團法人核發之相關認證證照。 

證照種類以職訓局、考選部、經濟部、內政部、交通部、環保署、省市政府建設廳局等政

府所發證照為主(政府機關委託財團法人、民間機構舉辦之認證，其發照單位為政府機關， 

予以認列)，另教育部公佈之「各類系適合專科學校技(藝)能優良學生甄試及甄審保送入學

之相關職種對照表」及教育部公佈之「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職業證照與職業學校類科對照

表」認定(附件一)外，日本語能力認證證書(日本國際教育協會所發證照)、證券商業務員、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所發證照)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投信投顧業

務員(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公會所發證照) 、期貨商業務員、期貨交易分析人員、

期貨商業務員【英文】(中華民國期貨商業公會所發證照) 、大師級認證(微軟office 專家認

證所發證照) 、國際認證考試之證照(英文證照且為國際認可)及英文檢定採用歐洲語言學習、

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CEF)A2 級(全民英檢 GEPT、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CSEPT、托福 

TOEFL、多益 TOEIC、國際英語語文測驗、劍橋大學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Cambridge Main 

Suite Key English Test、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 BULATS ALTE、Global Learning 

& Assessment Development(GLAD)，予以採計。 

第四條 申請證照獎勵金時，應到學校網頁之日、進修部學生個人資訊系統進入登入並列印「在

校生考取證照獎勵申請書」（如附件二）乙份，及應貼妥考取職業證照正反面影本乙份（審

查時需繳驗正本後退還），完成後送研究發展處審查。 

第五條 申請資格與時間： 



一、須於當學年度提出考照規劃且填入證照推動統計表。 

二、獲發職業證照後，須於當學年度上網登錄證照資料，並下載貼妥證照影本，繳送本校

研究發展處列案審查。 

三、本校研究發展處將於每月月底審查並彙整造冊，呈 校長核定後公告獎勵名單及核撥職

業證照獎勵。 

第六條 在校生考取職業證照獎勵金核發標準： 

一、職業證照獎勵金核發以證照記載之級冸為依據，相同證照名稱以申請一次為原則。

二、核發標準：採點數核配方式，甲級證照獎勵點數 20 點、乙級證照獎勵點數 6 點、丙 

級證照獎勵點數 2 點及其他證照獎勵點數 1 點，點數核配金額依學年度預算分配， 

點數分配金額最高上限 500 元。(102 學年度每一點數分配為 200 元) 

三、全民英檢 GEPT 中高級以上、托福 TOEFL 電腦測驗 213 分及網路測驗 79 分以上、多益

TOEIC 785 分(400+385)以上、國際英語語文測驗 IELTS 5 級以上、劍橋大學英語能力 

認證分級測驗 Cambridge Main Suite Second Certificate in English 以上、劍橋大 

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 BULATS ALTE Level 3 級以上，獎勵金依甲級標準核發。 

四、全民英檢 GEPT 中級以上、大學校院英文能力測驗 CSEPT 第二級 330 分以上、托福電腦

測驗 180 分及網路測驗 66 分以上、多益 TOEIC 550 分(275+275)以上、國際英語語文

測驗 IELTS 4 級以上、劍橋大學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 Cambridge Main Suite First 

Certificate in English 以上、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 BULATS ALTE Level 2 

級以上，大師級認證(微軟 office 專家認證所發證照)獎勵金依乙級標準核發。 

五、全民英檢 GEPT 初級以上、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CSEPT 第一級 170 分以上、托福 TOEFL 

電腦化測驗 90 分及網路測驗 29 分以上、多益 TOEIC 225 分(110+115)以上、國際英語

語文測驗 IELTS 3 級以上、劍橋大學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 Cambridge Main Suite Key 

English Test 以上、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 BULATS ALTE Level 1 級以 

上)，獎勵金依丙級標準核發。 

六、本辦法認可之系提報民間機構認證證照獎勵資料表(如附件三)，獎勵金依標準核發。 

第七條 本辦法獎勵金由本校所提撥之3% 就學補助金項下支應。 

第八條 本辦法經本校就學補助金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 職業證照與職校學校類科對照 

教育部技術與職業教育司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五日修訂 

依台技(一)字第 0970166369C 號修正公佈 

職業證照與職校學校類科對照表 
 

序號 考試單位 考試及格證書名稱 適用等級 類別 科別 

1 

考

試

院 

律師 甲級 商業 財經法律 

2 會計師 甲級 商業 會計事務 

3 建築師 甲級 工業 建築工程 

4 土木工程技師 甲級 工業 土木工程 

5 水利工程技師 甲級 農業 農業土木工程 

6 結構工程技師 甲級 工業 土木工程 

7 大地工程技師 甲級 工業 土木工程 

8 水土保持技師 甲級 工業 土木工程 

9 機械工程技師 甲級 工業 機械工程 

10 冷凍空調工程技師 甲級 工業 冷凍空調 

11 造船工程技師 甲級 工業 造船工程 

12 電機工程技師 甲級 工業 電機工程 

13 不動產估價師 甲級 商業 不動產經營管理 

14 電子工程技師 甲級 工業 電子工程 

15 資訊技師 甲級 工業 電子工程 

16 航空工程技師 甲級 工業 飛機工程 

17 化學工程技師 甲級 工業 化學工程 

18 工業工程技師 甲級 工業 工業工程 

19 紡織工程技師 甲級 工業 紡織工程 

20 工業安全技師 甲級 環衛 工業衛生安全 

21 工礦衛生技師 甲級 工業 工業衛生安全 

22 礦業安全技師 甲級 工業 礦冶工程 

23 食品技師 甲級 工業 食品工程 

24 農藝技師 甲級 農業 農藝 

25 園藝技師 甲級 農業 園藝 

26 林業技師 甲級 農業 森林 

27 畜牧技師 甲級 農業 畜產 

28 漁撈技師 甲級 海事 漁業 



 

29 

考

試

院 

水產養殖技師 甲級 海事 水產養殖 

30 採礦工程技師 甲級 工業 礦冶工程 

31 冶金工程技師 甲級 工業 礦冶工程 

32 應用地質技師 甲級 工業 土木工程 

33 驗船師 甲級 工業 造船工程 

34 消防設備師 甲級 工業 消防工程 

35 甲種引水人 甲級 海事 航海 

36 
有線電話作業員(一級線路作業 

員) 
甲級 工業 電子工程 

37 
船舶電信人員(通用級報務員、一 

等報務員、二等無線電子員) 
甲級 工業 電訊工程 

38 

航海人員(一等航行員（船長、大

副、船副)、二等航行員（船長、大

副） 

 

甲級 

 

海事 

 

航海 

39 

航海人員一等輪機員（輪機長、大

管輪、管輪）、二等輪機員（輪機

長、大管輪） 

 

甲級 

 

海事 

 

輪機工程 

40 導遊人員 乙級 商業 觀光事業 

41 領隊人員 乙級 商業 觀光事業 

42 
船舶電信人員（二級報務員、通用 

值機員） 
乙級 工業 電訊工程 

43 航海人員（二等航行員（船副）） 乙級 海事 航海 

44 航海人員二等輪機員（管輪） 乙級 海事 輪機工程 

45 
有線電話作業員（二級線路作業 

員、交換機作業員） 
乙級 工業 電子工程 

46 消防設備士 乙級 工業 消防工程 

47 專責報關人員 乙級 商業 國際貿易 

48 

保險從業人員（人身保險代理

人、財產保險代理人、人身保險

經紀人、財產保險經紀人、一般

保險公證人、海事保險公證人） 

 
乙級 

 
商業 

 
銀行保險 

49 記帳士 乙級 商業 會計 

50 環境工程技師 甲級 工業 環境工程 

51 

交通部 

一級汽車技工執照 甲級 工業 車輛工程 

52 二級汽車技工執照 乙級 工業 車輛工程 

53 汽車檢驗員 乙級 工業 車輛工程 

54 
地面機械員檢定證航空器機體維
護類 乙級 工業 飛機工程 



 

55 

 

地面機械員檢定證航空器發動機 

維護類 
乙級 工業 飛機工程 

56 
地面機械員檢定證航空器通信電 

子維護類 
乙級 工業 電子工程 

57 

旅行業導遊人員執業證 

94.5.1 全面換證為(導遊人員執業

證) 

 

乙級 

 

商業 

 

觀光事業 

58 

旅行業出國觀光團體領隊人員執
業證 

94.5.1 全面換證為(領隊人員執業

證) 

 
乙級 

 
商業 

 
觀光事業 

59 內

政

部 

室內配線工 依證書等級認定 工業 電機工程 

60 工業配線工 依證書等級認定 工業 電機工程 

61 

原

能

會 

密封(非密封)放射性物質可發生
游離輻射設備操作執照(高級) 
(民國 92 年 2 月 1 日前取得， 未換
證者) 

 
甲級 

 
工業 

 
核能工程 

62 

密封(非密封)放射性物質可發生游
離輻射設備操作執照(中級、初級) 
(民國 92 年 2 月 2 日前取得， 未換證
者) 

 
乙級 

 
工業 

 
核能工程 

 

63 

輻射防護人員認可證書(高級、中
級) (民國 92 年 2 月 1 日前取得，未
換證者) 

 

甲級 

 

工業 

 

核能工程 

 

64 
輻射防護人員認可證書(初級)(民國 

92 年 2 月 1 日前取得， 未換證者) 

 

乙級 

 

工業 

 

核能工程 

65 
輻射防護人員認可證書(輻專師字 

第○號) 
甲級 工業 核能工程 

66 
輻射防護人員認可證書(輻專員字 

第○號) 
乙級 工業 核能工程 

67 
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 

備操作人員輻射安全證書 
乙級 工業 核能工程 

68 

環

保

署 

廢水處理專責人員合格證書(甲 

級) 
甲級 工業 環境工程 

69 
廢水處理專責人員合格證書（乙 

級） 
乙級 工業 環境工程 

70 
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合格證書 

（甲級） 
甲級 工業 環境工程 

71 
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合格證書 

（乙級） 
乙級 工業 環境工程 



 

72 

環
保
署 

毒性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人

員合格證書 
甲級 工業 化學工程 

73 
毒性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人

員合格證書 
乙級 工業 化學工程 

74 
廢棄物清除（處理）技術員合

格證書（甲級） 
甲級 工業 環境工程 

75 
廢棄物清除（處理）技術員合

格證書（乙級） 
乙級 工業 環境工程 

76 
經濟部省市建設 

廰(局) 

甲種電匠 乙級 工業 電機工程 

77 iPAS電動車機電整合工程師 丙級 工業 機電整合 

78 

財

政

部 

人身保險經紀人(註：「職業證

照分級表」之發照單位為考試

院，即證照之發照單位與「職業

證照分級表」中不符。經查保險

經紀人證照第一屆考試確實為財

政部辦理，但「職業證照分級

表」中並未納入。) 

乙級 商業 銀行保險 

79 
行

政

院

衛

福

部 

初級救護技術員證書(EMT1) 丙級 醫事 救護相關 

80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 基礎

訓練班(60-A)32 
丙級 食品 食品安全 

81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進階

訓練班(60-B)32小時結業成績合

格 

乙級 食品 食品安全 

82 

勞

委

會 

冷凍空調裝修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冷凍空調 

83 車床工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機械工程 

84 鉗工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機械工程 

85 機械製圖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機械工程 

86 室內配線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電機工程 

87 堆高機操作 丙級（單一級） 工業 電機工程 

88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架空式－地

面操作 
丙級（單一級） 工業 電機工程 

89 木模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機械工程 

90 泥水技術士 甲級 工業 土木工程 

91 泥水技術士—砌磚 乙級 工業 土木工程 

92 泥水技術士—粉刷 乙級 工業 土木工程 

93 泥水技術士—面材鋪貼 乙級 工業 土木工程 



 

94 電器修護技術士 乙級 工業 電機工程 

95 鑄造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機械工程 

96 家具木工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工業設計 

97 工業配線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電機工程 

98 

勞

委

會 

 

板金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機械工程 

99 冷作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機械工程 

100 自來水管配管技術士 乙級 工業 機械工程 

101 打型板金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機械工程 

102 鋼筋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土木工程 

103 模板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土木工程 

104 汽車修護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車輛工程 

105 熱處理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機械工程 

106 帄面磨床工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機械工程 

107 牛頭鉋床工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機械工程 

108 沖壓模具工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機械工程 

109 銑床工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機械工程 

110 煉鋼電弧爐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礦冶工程 

111 重機械修護技術士—底盤 乙級 工業 車輛工程 

112 重機械修護技術士—引擎 乙級 工業 車輛工程 

113 視聽電子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電子工程 

114 化學技術士 乙級 工業 化學工程 

115 化學技術士—有機物檢驗 甲級 工業 化學工程 

116 化學技術士—無機物檢驗 甲級 工業 化學工程 

117 鍋爐操作技術士 乙級 工業 機械工程 

118 變壓器裝修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電機工程 

119 旋轉電機裝修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電機工程 

120 旋轉電機繞線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電機工程 

121 靜止電機繞線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電機工程 

122 工業儀器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電子工程 

123 金屬塗裝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化學工程 

124 電鍍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化學工程 

125 門窗木工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工業設計 

126 配電線路裝修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電機工程 

127 建築製圖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建築工程 

128 測量技術士—航空測量 甲乙級 工業 土木工程 



 

129 測量技術士—工程測量 甲乙級 工業 土木工程 

130 測量技術士—地籍測量 甲乙級 工業 土木工程 

131 測量儀器修護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電子工程 

132 击版製版技術士 甲乙級 商業 商業設計 

133 

勞

委

會 

击版印刷技術士 甲乙級 商業 商業設計 

134 裝訂及加工技術士 甲乙級 商業 商業設計 

135 男裝技術士 甲乙級 家事 服裝設計 

136 女裝技術士 甲乙級 家事 服裝設計 

137 國服技術士 甲乙級 家事 服裝設計 

136 石油化學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化學工程 

137 內燃機裝修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機械工程 

138 農業機械修護技術士 乙級 工業 農業機械工程 

139 艤裝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造船工程 

140 陶瓷技術士—石膏模 甲乙級 工業 陶業工程 

141 齒輪製造技術士 乙級 工業 機械工程 

142 紡紗機械修護技術士—清花 乙級 工業 紡織工程 

143 紡紗機械修護技術士—梳棉 乙級 工業 紡織工程 

144 紡紗機械修護技術士—併粗 乙級 工業 紡織工程 

145 
紡紗機械修護技術士—環錠式

精紡 

乙級 工業 紡織工程 

146 
紡紗機械修護技術士—開端式

精紡 

乙級 工業 紡織工程 

147 
紡紗機械修護技術士—噴氣式

精紡 

乙級 工業 紡織工程 

148 紡紗機械修護技術士—筒撚 乙級 工業 紡織工程 

149 
織布機械修護技術士—整經漿

紗 

乙級 工業 紡織工程 

150 織布機械修護技術士—梭織機 乙級 工業 紡織工程 

151 
織布機械修護技術士—噴氣式

織機 

乙級 工業 紡織工程 

152 
織布機械修護技術士—噴水式

織機 

乙級 工業 紡織工程 

153 
織布機械修護技術士—劍桅式

織機 

乙級 工業 紡織工程 

154 
織布機械修護技術士—小鋼梭

式織機 

乙級 工業 紡織工程 



 

155 
染整機械修護技術士—染色前

處理 

乙級 工業 紡織工程 

156 染整機械修護技術士—浸壓染 乙級 工業 紡織工程 

157 染整機械修護技術士—印染 乙級 工業 紡織工程 

158 
染整機械修護技術士—織物整

理 

乙級 工業 紡織工程 

159 針織機械修護技術士—圓編機 乙級 工業 紡織工程 

160 

勞 

委 

會 

針織機械修護技術士—橫編機 乙級 工業 紡織工程 

161 針織機械修護技術士—織襪機 乙級 工業 紡織工程 

162 
針織機械修護技術士—特利可

得經編機 

乙級 工業 紡織工程 

163 
針織機械修護技術士—拉歇爾

經編機 

乙級 工業 紡織工程 

164 男子理髮技術士 乙級 家事 美容造型設計 

165 升降機裝修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電機工程 

166 製銑電爐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礦冶工程 

167 製版照相技術士 甲乙級 商業 商業設計 

168 女子美髮技術士 乙級 家事 美容造型設計 

169 建築工程管理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建築工程 

170 製鞋技術士—製面 乙級 工業 製鞋技術 

171 製鞋技術士—製配底 乙級 工業 製鞋技術 

172 滅火器消防安全設備技術士 乙級 工業 消防工程 

173 配電電纜裝修技術士 乙級 工業 電機工程 

174 電腦數值控制車床工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機械工程 

175 中餐烹調技術士 甲乙級 商業 中餐廚藝 

176 烘焙食品技術士 乙級 商業 西點烘焙 

177 眼鏡鏡片製作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機械工程 

178 油壓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機械工程 

179 氣壓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機械工程 

180 
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技術士—

管渠系統 

甲乙級 工業 環境工程 

181 
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技術士—

機電設備 

甲乙級 工業 環境工程 

182 
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技術士—

處理系統 

甲乙級 工業 環境工程 

183 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環境工程 



 

水質檢驗 

184 圓筒磨床工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機械工程 

185 精密機械工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機械工程 

186 帄版製版技術士 甲乙級 商業 商業設計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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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會 

 

凹版製版技術士 甲乙級 商業 商業設計 

188 網版製版技術士 甲乙級 商業 商業設計 

189 帄版印刷技術士 甲乙級 商業 商業設計 

190 凹版印刷技術士 甲乙級 商業 商業設計 

191 網版印刷技術士 甲乙級 商業 商業設計 

192 圖文組版技術士—電腦排版 乙級 商業 商業設計 

193 圖文組版技術士—圖像組版 乙級 商業 商業設計 

194 圖文組版技術士 甲級 商業 商業設計 

195 食品檢驗分析技術士 乙級 農業 食品工程 

196 食品用金屬罐捲封技術士 乙級 工業 食品工程 

197 肉製品加工技術士 乙級 農業 食品加工 

198 中式米食加工技術士 乙級 農業 食品加工 

199 中式麵食加工技術士 乙級 農業 食品加工 

200 美容技術士 乙級 家事 美容造型設計 

201 職業安全管理技術士 甲級 環衛 工業安全衛生 

20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技術士 甲級 環衛 工業安全衛生 

203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技術士 乙級 環衛 工業安全衛生 

204 水系統消防安全設備技術士 乙級 工業 消防工程 

205 化學系統消防安全設備技術士 乙級 工業 消防工程 

206 警報系統消防安全設備技術士 
乙級 工業 消防工程 

207 避難系統消防安全設備技術士 乙級 工業 消防工程 

208 電腦數值控制銑床工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機械工程 

209 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測定技術

士 

甲乙級 環衛 工業安全衛生 

210 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測定技術

士 

甲乙級 環衛 工業安全衛生 

211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機械工程 

212 廣告設計技術士 乙級 商業 商業設計 

213 商業計算技術士 甲乙級 商業 會計統計 

214 儀表電子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電子工程 



 

215 電力電子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電子工程 

216 數位電子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電子工程 

217 電腦軟體應用技術士 甲乙級 商業 資訊管理 

218 電腦軟體設計技術士 甲乙級 商業 資訊管理 

219 電腦硬體裝修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電子工程 

220 工業用管配管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機械工程 

221 
 

 

勞 

委 

會 

 

氣體燃料導管配管技術士 乙級 工業 機械工程 

222 化工技術士 乙級 工業 化學工程 

223 建築物室內設計技術士 甲乙級 商業 室內設計 

224 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技術

士 

甲乙級 商業 室內設計 

225 機械停車設備裝修技術士 乙級 工業 機械工程 

226 船舶室內配線技術士 乙級 工業 電機工程 

227 漁具製作技術士 乙級 海事 漁業 

228 水族養殖技術士 乙級 海事 水產養殖 

229 餐旅服務技術士—餐飲 乙級 商業 餐飲管理 

230 餐旅服務技術士—旅館 乙級 商業 旅館管理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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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食品加工技術士 乙級 海事 水產食品工業 

232 花藝設計技術士 乙級 農業 園藝 

233 西餐烹調技術士 乙級 商業 西餐廚藝 

234 鋁門窗工技術士 乙級 工業 土木工程 

235 機器腳踏車修護技術士 乙級 工業 車輛工程 

236 建築塗裝技術士 甲乙級 工業 化學工程 

237 會計事務技術士 乙級 商業 會計統計 

238 汽車車體板金技術士 乙級 工業 車輛工程 

239 特定瓦斯器具裝修技術士 乙級 工業 機械工程 

240 通信技術（電信線路）技術士 乙級 工業 電子工程 

241 農藥代噴技術士 乙級 農業 園藝 

242 電腦輔助建築製圖技術士 乙級 工業 建築工程 

243 機械板金技術士 乙級 工業 機械工程 

244 鍋爐裝修技術士 乙級 工業 機械工程 

245 電腦輔助立體製圖 乙級 工業 機械工程 

246 農田灌溉排水－設施維護管理 甲乙級 農業 農業土木工程 

247 農田灌溉排水－灌溉水質管理 甲乙級 農業 農業土木工程 



 

及檢驗 

248 農田灌溉排水－管路灌溉 甲乙級 農業 農業土木工程 

249 農藥代噴－空中噴藥 乙級 農業 農藝 

250 農藥代噴－機械噴藥 乙級 農業 農藝 

251 鍋爐技術 乙級 工業 機械工程 

252 車輛塗裝 甲乙級 工業 車輛工程 

253 工程泵（幫浦）類檢修 乙級 工業 機械工程 

254 用電設備檢驗 乙級 工業 電機工程 

255 變電設備裝修 乙級 工業 電機工程 

256 輸電地下電纜裝修 乙級 工業 電機工程 

257 輸電架空線路裝修 乙級 工業 電機工程 

258 機電整合 甲乙級 工業 機電工程 

259 裝潢木工 甲乙級 商業 室內設計 

260 網路架設 乙級 工業 資訊工程 

261 網頁設計 乙級 商業 資訊管理 

262 

 

營建防水 乙級 工業 土木工程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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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 甲乙級 工業 土木工程 

264 汽力機組系統運轉 甲乙級 工業 機械工程 

265 一般手工電銲技術士 詳見表一 工業 機械工程 

266 氣銲技術士 詳見表二 工業 機械工程 

267 氬氣鎢極電銲技術士 詳見表三 工業 機械工程 

268 半自動電銲技術士 詳見表四 工業 機械工程 

269 營造工程管理 甲乙級 工業 土木工程 

300 門市服務 乙級 商業 流通管理 

301 就業服務 乙級 商業 企業管理 

302 國貿業務 乙級 商業 國際貿易 

303 飛機修護 丙級 工業 機械工程 

 

 

 

 

 

 

 

 

 



 

 

表一 一般手工電銲技術士比照甲乙級資格所需技能要求表 
 

項次 比照甲級資格所需技能要求表 比照乙級資格所需技能要求表 
技能檢定位置（以代號表示） 技能檢定位置（以代號表示） 

1 （A1F2，A1H2，A1V2，A1O2）（B1F4，B1H4， 

B1V4） 
（A1F2，A1H2，A1V2，A1O2） 

2 （A1F2，A1H2，A1V2，A1O2）（D1VF4，
D1HF4） 

（A2F3，A2H3，A2V3，A2O3） 

3 （A1F2，A1H2，A1V2，A1O2）（D1VH4） （B1F4，B1H4，B1V4） 

4 （B1F4，B1H4，B1V4） 

（C1VF3，C1HF3） 
（B2F4，B2H4，B2V4，B2O4） 

5 （B1F4，B1H4，B1V4） 

（C1VH3） 
（C1VF3，C1HF3） 

6 （B1F4，B1H4，B1V4） 

（D1VF4，D1HF4） 
（C1VH3） 

7 （B1F4，B1H4，B1V4）（D1VH4） （C2VF3，C2HF3） 

8 （A2F3，A2H3，A2V3，A2O3）（C2VF3，
C2HF3） 

（C2VH3） 

9 （A2F3，A2H3，A2V3，A2O3）（C2VH3） （D1VF4，D1HF4） 

10 （C1VF3，C1HF3）（D1VF4， D1HF4） （D1VH4） 

11 （C1VF3，C1HF3）（D1VH4） （D2VF4，D2HF4） 

12 （D1VF4，D1HF4） 
（C1VF3，C1HF3） 

（D2VH4） 

13 （D1VF4，D1HF4）（C1VH3）  

14 （D1VF4，D1HF4）（D1VH4）  

15 （C1VH3，D1VH4）  

 

說明 
表列各項中，任何一項內所列技能檢定位置必須全部檢

定合格，才能比照甲級資格。但無墊板（A2，B2）或

無襯環（C2，D2）檢定合格後，有墊板（A1，B1）或

有襯環（C1，D1）雖未檢定，亦視為已合格。 

表列各項中，任何一項內所列技能檢定位置必須全部檢

定合格，才能比照乙級資格。但無墊板（A2，B2）或

無襯環（C2，D2）檢定合格後，有墊板（A1，B1）或

有襯環（C1，D1）雖未檢定，亦視為已合格。 

註：凡不符本表規定者，認定為丙級。 

 
 

表二 氣銲技術士比照甲乙級資格所需技能要求表 
 

項次 比照甲級資格所需技能要求表 比照乙級資格所需技能要求表 

技能檢定位置（以代號表示） 技能檢定位置（以代號表示） 
1 （ GAF， GAH， GAV， GAO）（ GBVF， 

GBHF） 
（ GAF， GAH， GAV， GAO） 

2 （ GAF， GAH， GAV， GAO）（ GBVH） （ GBVF， GBHF） 
3 （ GBVF， GBHF）（ GBVH） （ GBVH） 

說明 表列各項中，任何一項內所列技能檢定位置必須全 

部檢定合格，才能比照甲級資格。 

表列各項中，任何一項內所列技能檢定位置必須全 

部檢定合格，才能比照乙級資格。 

註：凡不符本表規定者，認定為丙級。



 

表三 氬氣鎢極電銲技術士比照甲乙級資格所需技能要求表 
 

項次 比照甲級資格所需技能要求表 比照乙級資格所需技能要求表 
技能檢定位置（以代號表示） 技能檢定位置（以代號表示） 

1 （SF，SH，SV，SO） 

（TVF，THF） 
（SF，SH，SV，SO） 

2 （SF，SH，SV，SO） 

（TVH） 
（TVF，THF） 

3 （SF，SH，SV，SO） 

（CVF，CHF） 
（TVH） 

4 （SF，SH，SV，SO） 

（CVH） 
（CVF，CHF） 

5 （TVF， THF）（ TVH） （CVH） 

6 （TVF， THF）（ CVF，CHF）  

7 （ TVF， THF）（ CVH）  

8 （ TVH）（ CVF， CHF）  

9 （ TVH）（CVH）  

10 （ CVF， CHF）（ CVH）  

 

說明 
1.表列 S、T 類中包括有碳鋼（P-01）低和金鋼（P-03、P-04、P-

05）不銹鋼（P-08）及鋁 P-21 材料。C 類中包括有碳鋼（P-01） 低和

金鋼（P-03、P-04、P-05）及不銹鋼（P-08）材料之檢定。2.表列

十項中，每項均有三至四種材料，任何一項必須以同 
類材料全部檢定合格，才能比照甲級資格。 

1.表列 S、T 類中包括有碳鋼（P-01）低和金鋼（P-03、P-04、P-

05）不銹鋼（P-08）及鋁 P-21 材料。C 類中包括有碳鋼（P-01） 低和

金鋼（P-03、P-04、P-05）及不銹鋼（P-08）材料之檢定。。2.表列

十項中，每項均有三至四種材料，任何一項必須以同 
類材料全部檢定合格，才能比乙級資格。 

註：凡不符本表規定者，認定為丙級。 

表四 半自動電銲技術士比照甲乙級資格所需技能要求表 
 

項次 比照甲級資格所需技能要求表 比照乙級資格所需技能要求表 
技能檢定位置（以代號表示） 技能檢定位置（以代號表示） 

1 （S2F，S2H，S2V，S2O） 

（A1F， A1H， A1V，A1O） 
（S2F，S2H，S2V，S2O） 

2 （S2F，S2H，S2V，S2O） 

（B1F，B1H，B1V） 
（A1F， A1H， A1V，A1O） 

3 （S2F，S2H，S2V，S2O） 

（T2VF，T2HF） 
（A2F， A2H， A2V，A2O） 

4 （S2F，S2H，S2V，S2O）（T2VH） （B1F，B1H，B1V） 

5 （S2F，S2H，S2V，S2O） 

（C1VF，C1HF） 
（B2F，B2H，B2V，B2O） 

6 （S2F，S2H，S2V，S2O）（C1VH） （T2VF，T2HF） 

7 （S2F，S2H，S2V，S2O） 

（D1VF，D1HF） 
（T2VH） 

8 （S2F，S2H，S2V，S2O）（D1VH） （C1VF，C1HF） 

9 （A1F， A1H， A1V，A1O） 
（B1F，B1H，B1V） 

（C1VH） 

10 （A1F， A1H， A1V，A1O） 
（T2VF，T2HF） 

（C2VF，C2HF） 

11 （ A1F， A1H， A1V， A1O）（ T2VH） （C2VH） 

12 （A1F， A1H， A1V，A1O） 
（C1VF，C1HF） 

（D1VF，D1HF） 

13 （ A1F， A1H， A1V， A1O）（ C1VH） （D1VH） 

14 （A1F， A1H， A1V，A1O） 
（D1VF，D1HF） 

（D2VF，D2HF） 

15 （ A1F， A1H， A1V， A1O）（ D1VH） （D2VH） 

16 （B1F，B1H，B1V）  



 

 （T2VF，T2HF）  

17 （B1F，B1H，B1V）（T2VH）  

18 （B1F，B1H，B1V） 

（C1VF，C1HF） 

 

19 （B1F，B1H，B1V）（C1VH）  

20 （B1F，B1H，B1V） 

（D1VF，D1HF） 

 

21 （B1F， B1H， B1V）（D1VH）  

22 （T2VF，T2HF）（C1VF，C1HF）  

23 （T2VF，T2HF）（C1VH）  

24 （T2VF，T2HF）（D1VF，D1HF）  

25 （T2VF， T2HF）（D1VH）  

26 （T2VF，T2HF）（T2VH）  

27 （T2VH）（C1VF，C1HF）  

28 （T2VH）（C1VH）  

29 （T2VH）（ D1VF， D1HF）  

30 （T2VH）（D1HF）  

31 （C1VF，C1HF）（C1VH）  

32 （C1VF，C1HF）（D1VF，D1HF）  

33 （C1VF， C1HF）（ D1VH）  

34 （C1VH）（ D1VF， D1HF）  

35 （ C1VH）（ D1VH）  

36 （ D1VF， D1HF）（ D1VH）  

 本甲級資格所需技能要求表，係依照電銲（半自動銲）檢定 33 
項銲接位置所排列，由於檢定位置項目繁多，不勝逐項列出。 

而經無墊板（A2，B2）或無襯環（C2，D2）檢定合格者可視

為有墊板（A1，B1）或有襯環（C1，D1）合格；因此 A2，B2， 

C2， 
D2 類技能要求表予以省略，不再細列。如（A2F，A2H，

A2V，A2O）（B2F，B2H，B2V，B2O）檢定合格者，得視同

第 8 項合格。 

表列各項中，任何一項內所列技能檢定位置必須全部檢定合 

格，才能比照乙級資格。但無墊板（A2，B2）或無襯環（C2， 

D2）檢定合格後，有墊板（A1，B1）或有襯環（C1，D1）雖 

未檢定，亦視為已合格。 

 

 

說明 
 

 

 

 

註：凡不符本表規定者，認定為丙級。 

 
 

附錄一 停發職業證照與職業學校類科對照表 
 

序 號 發 照 單 位 職 業 證 照 名 稱 等 級 類 別 科 別 

1 資 源 局 甲種電匠 乙級 工業 電機 

2 職 訓 局 工業電子技術士 乙級 工業 電子 

3 職 訓 局 農業機械修護技術士 乙級 農業 農業機械 

4 職 訓 局 紡紗機械修護技術士 乙級 工業 紡織 

5 職 訓 局 孔版製版 甲乙級 工業 印刷 

6 職 訓 局 孔版印刷 甲乙級 工業 印刷 



 

附件二 

 
 

敏實科技大學在校生考取職業證照獎勵金申請書 

作業批次： 列印日期：  

 

姓名  班級  學號  入學年月  

系科  身分證號  確認時間  

匯款帳號 

銀行與分行名稱 

 
銀行代號 

 
銀行帳號 

 

編號 考取證照職類 級冸 證照字號 發證日期 發證單位 獎勵等級 

       

       

       

 

 

 
 

 

 

 

 

 

 

 

申請職業證照

核發獎勵金 

(研發處填寫) 

獎勵等級： 甲級 件 20 點/件 
 
 

原則上按左列計算總 
數，實際上依照全校總件數
多寡調整比例， 核算實際總
獎勵金額。最後結果上網供
查詢。 

獎勵等級： 乙級 件 6 點/件 

獎勵等級：丙級 件 2 點/件 

獎勵等級：其他 件 1 點/件 

         申請人簽章：              系所主任簽章：                           研發處簽章： 

                                                      研發長簽章： 
 

 

                               （粘貼證照影本面） 

1.   

2. -   

3.   

（粘貼證照影本反面） 

1.   

2.   

3.   

(本表僅供參考，正式繳送時應由網頁下載使用) 



 

附件三 

敏實科技大學系科提報民間機構認證證照獎勵資料表 
 

序號 發證單位 證書名稱 甲級 乙級 丙級 其他 

1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ITE)-系統分析專業人員 
 

★ 
  

2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ITE)-系統分析+電子商務專業人員 
 

★ 
  

3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ITE)-系統分析+物件導向專業人員 
 

★ 
  

4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ITE)-軟體設計專業人員 
 

★ 
  

5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ITE)-網路通訊專業人員 
 

★ 
  

6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ITE)-網路通訊+網路安全專業人員 
 

★ 
  

7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ITE)-網路通訊+網路規劃與管理專業人員 
 

★ 
  

8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ITE)-網路通訊+進階技術專業人員 
 

★ 
  

9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ITE)-資訊安全管理專業人員 
 

★ 
  

10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ITE)-資訊安全技術專業人員 
 

★ 
  

11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ITE)-專案管理技能專業人員 
 

★ 
  

12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ITE)-崁入式系統軟體開發專業人員 
 

★ 
  

13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ITE)-資料庫設計專業人員 
 

★ 
  

14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ITE)-資料庫系統管理專業人員 
 

★ 
  

15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ITE)-資料庫程式設計專業人員 
 

★ 
  

16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ITE)-線上課程帶領專業人員 
  

★ 
 

17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ITE)-3D 動畫科技藝術-模型製作與材質設定專業 

人員 
  ★  

18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ITE)-3D 動畫科技藝術-燈光設計專業人員 
  

★ 
 

19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ITE)-3D 動畫科技藝術-動畫製作專業人員 
  

★ 
 

20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ITE)-企業電子化規劃師 
 

★ 
  

21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ITE)-電子化助理規劃師 
  

★ 
 

22 中華民國核保協會 財產保險、核保、理賠人員 
   

★ 

23 中華民國品質協會 品質管制技術師 
  

★ 
 

24 中華民國物流協會 初級物流運籌人才檢定-物流導論認證 
  

★ 
 

25 中華民國物流協會 初級物流運籌人才檢定-倉儲導論認證 
  

★ 
 

26 中華民國風險管理學會 FRM（風險管理師）證照 ★ 
   

27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初階 ERP 規劃師 
  

★  

28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進階 ERP 規劃師 
  

★ 
 

29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ERP 軟體顧問師 
  

★ 
 

30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ERP 導入顧問師 ★ 
   

31 中國工業工程學會 工業工程師（單項） 
  

★ 
 

32 中國工業工程學會 工業工程師 ★ 
   

33 風險管理學會 個人風險管理師 ★ 
   

34 風險管理學會 企業風險管理師 ★ 
   

35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證券商業務員 
  

★ 
 



 

36 中華民國期貨商業同業公會 期貨商業務員 
  

★ 
 

37 高雄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EDI 海空運報關技術認證 
  

★ 
 

38 
高雄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 

航空貨運承攬認證 
  

★ 
 

39 壽險公會 保險業務員 
   

★ 

40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貿易經營師 
   

★ 

41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國貿大會考證照 
   

★ 

42 證期會 證券營業員 
  

★ 
 

43 證期會 證券高級營業員 
  

★ 
 

44 證期會 投信投顧營業員 
  

★ 
 

45 證期會 證券投資分析師 
 

★ 
  

46 證期會 期貨營業員 
  

★ 
 

47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投資型保單業務員 
  

★ 
 

48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 信託業務員 
   

★ 

49 台灣金融研訓院 理財規劃人員 
  

★ 
 

50 台灣金融研訓院 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測驗 
  

★ 
 

51 台灣金融研訓院 外匯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 
 

52 台灣金融研訓院 外匯交易專業能力測驗 
  

★ 
 

53 台灣金融研訓院 授信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 
 

54 LCCI 英國倫敦商會 商用英文(職場英文 EFB) 
  

★ 
 

55 CFA CFA 美國合格財務分析師 ★ 
   

56 TQC 中文輸入證照 
   

★ 

57 TQC 英文輸入證照 
   

★ 

58 TQC 日文輸入證照 
   

★ 

59 TQC 數字輸入證照 
   

★ 

60 TQC 中文聽打證照 
   

★ 

61 TQC 電腦會計證照 
   

★ 

62 TQC WORD 證照 
   

★ 

63 TQC EXCEL 證照 
   

★ 

64 TQC POWERPOINT 證照 
   

★ 

65 TQC IE 證照 
   

★ 

66 TQC Visual Basic 程式設計認證 
   

★ 

67 TQC Visual Basic 軟體開發認證 
   

★ 

68 TQC Access 認證 
   

★ 

69 TQC SQL Server 認證 
   

★ 

70 TQC AutoCAD 2D 認證(電腦補助平面製圖) 
  

★ 
 

71 TQC AutoCAD 3D 認證(電腦補助立體製圖) 
  

★ 
 

72 TQC Pro/E 認證 
   

★ 

73 TQC FrontPage 認證 
   

★ 

74 TQC PhotoImpact 認證 
   

★ 

75 CISCO Cisco Career Certifications(CCCP) 
 

★ 
  



 

76 CISCO Cisco Certified Network Associate(CCNA ) 
 

★ 
  

77 CISCO Cisco Certified Design Associate(CCDA) 
 

★ 
  

78 CISCO Cisco Certified Network Professional(CCNP) ★ 
   

79 CISCO Cisco Certified Design Professional(CCDP) ★ 
   

80 CISCO Cisco Certified Internetwork Expert(CCIE) ★ 
   

81 Oracle Oracle Certified Java Programmer 
 

★ 
  

82 Sun CSA(Sun Certified Solaris Administrator) 
 

★ 
  

83 Sun CNA (Sun Certified Network Administrator) 
 

★ 
  

84 Sun SCJD(Sun Certified Java Developer) ★ 
   

85 Sun SCAJ(Sun Certified Architect for Java Technology) ★ 
   

86 Sun SCWCD(Sun Cortified web Componeat Developer) 
 

★ 
  

87 Sun SCJA(Sun Certified Jara Associate) 
 

★ 
  

88 Microsoft MCPS (Microsoft Certified Product Specialist) 
  

★ 
 

89 Microsoft MCTS (Microsoft Certified Technology Specialist) 
 

★ 
  

90 Microsoft MCDBA(Microsoft Certified Database Administrator) 
 

★ 
  

91 Microsoft MOS(Microsoft Office User Specialist) 
 

★ 
  

92 Microsoft MCITP(Microsoft Certified IT Professional) 
 

★ 
  

93 Microsoft MCAD(Microsoft Certified Application Developer) 
 

★ 
  

94 Microsoft MCSD(Microsoft Certified Solution Development) ★ 
   

95 ACE 程式語言設計師 
 

★ 
  

96 ACE 網頁編輯設計師 
  

★ 
 

97 
電腦多媒體 

Autodesk,Macromedia 
3D Studio Max 專家認證文憑  

★ 
  

98 電腦多媒體 Autodesk,Macromedi 3D Studio Max 電腦遊戲動畫認證文憑 
 

★ 
  

99 電腦多媒體 Autodesk,Macromedi MAYA 動畫設計認證文憑 
 

★ 
  

100 電腦多媒體Autodesk,Macromedi 電腦 3D 動畫應用認證文憑 
 

★ 
  

101 電腦多媒體Autodesk,Macromedi 國際多媒體網頁設計認證文憑 
 

★ 
  

102 電腦多媒體Autodesk,Macromedi 電腦多媒體 SOHO 認證文憑 
 

★ 
  

103 Oracle(OCP) 應用系統開發人員（Oracle AD , Oracle Application Developer） 
 

★ 
  

104 Oracle(OCP) 資料庫操作人員（Oracle DBO, Oracle Database Operator） 
  

★ 
 

105 Oracle(OCP) Java 語言開發人員（Oracle DBO, Oracle Database Operator） 
 

★ 
  

106 Oracle(OCP) 資料庫管理師 Oracle DBA , Oracle Database Administrator） ★ 
   

107 Red Hat RHCE(Red Hat certified engineer) ★ 
   

108 Linux LSA(Linux System Administration) 
 

★ 
  

109 Linux Professional Institute (LPI) LPIC Level 1 
  

★ 
 

110 Linux Professional Institute (LPI) LPIC Level 2 
 

★ 
  

111 Linux Professional Institute (LPI) LPIC Level 3 ★ 
   

112 TQC Windows 認證 
   

★ 

113 TQC LINUX 系統管理認證 
  

★ 
 

114 TQC JAVA 程式設計認證 
  

★ 
 



 

115 TQC Dreamweaver 認證 
  

★ 
 

116 TQC ASP 認證 
  

★ 
 

117 TQC HTML 認證 
  

★ 
 

118 TQC JavaScript 認證 
  

★ 
 

119 TQC FLASH 認證 
  

★ 
 

120 TQC LINUX 網路管理認證 
  

★ 
 

121 TQC 電子商務認證 
   

★ 

122 TQC 初級會計認證 
   

★ 

123 中華民國產業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財產保險業務員 
   

★ 

124 台灣金融研訓院 債權委外催收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 
 

125 LCCI 英國倫敦商會 商用英文(職場英文EFB)Level2、Level3 
 

★ 
  

126 LCCI 英國倫敦商會 商用英文(職場英文 EFB)Level4 ★ 
   

127 GET 全球英語能力檢定測驗 A2 
  

★ 
 

128 GET 全球英語能力檢定測驗 B2、B1 
 

★ 
  

129 GET 全球英語能力檢定測驗 C2、C1 ★ 
   

130 中華專案管理學會 CPMP 中華專案管理師證照 ★ 
   

131 中華專案管理學會 CPMS 中華專案規劃師證照 
  

★ 
 

132 中華專案管理學會 PMA+專案技術師證照 
   

★ 

133 中華專案管理學會 PMA 專案助理證照 
   

★ 

134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外幣保單 
   

★ 

135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BI(商業智慧)軟體應用師 
 

★   

136 中華民國外銷企業協進會 國際行銷初級人才認證檢定 
  

★ 
 

137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經濟部專業人員鑑定(ITE)-Linux 維運管理專業人員 
 

★ 
  

138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經濟部專業人員鑑定(ITE)-Linux 服務整合專業人員 
 

★ 
  

139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經濟部專業人員鑑定(ITE)-Linux 系統進皆管理管理專業人員 
 

★ 
  

140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經濟部專業人員鑑定(ITE)-資訊管理(應用)專業人員 
 

★ 
  

141 經濟部商業司 /中國生產力中 

心(CPC) 
連鎖加盟商業人才認證─基層管理   ★  

142 經濟部商業司 /中國生產力中 

心(CPC) 
連鎖加盟商業人才認證─中階管理   ★  

143 經濟部商業司 /中國生產力中 

心(CPC) 
連鎖加盟商業人才認證─店督導  

★ 
  

144 經濟部商業司 /中國生產力中 

心(CPC) 
連鎖加盟商業人才認證─行銷品牌經營  

★ 
  

145 經濟部商業司 /中國生產力中 

心(CPC) 
連鎖加盟商業人才認證─門市主管領導與管理才能  

★ 
  

146 TBSA 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 

協會 
初階：商務企劃員認證(WBSA Certified Business Planner)   ★  

147 TBSA 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 

協會 

中階：行銷企劃師認證(WBSA Certified Marketing Strategic 
Planner) 

 
★ 

  

148 TBSA 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 
協會 

高階：商務策劃師認證(WBSA Certified Business Strategist) ★    

149 中華工商流通發展研究協會 流通連鎖經營管理技術士 
  

★ 
 

150 產業電子化運籌管理學會 國際運籌物流資訊管理師 
  

★ 
 



 

151 產業電子化運籌管理學會 協同商務電子化管理師 
  

★ 
 

152 微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RM 顧客關係管理商品分析師 
   

★ 

153 微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MA 市場產品行銷策略分析師 
   

★ 

154 微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BA 電子商務管理分析師 
   

★ 

155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客語能力認證-初級 
   

★ 

156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客語能力認證-中級 
  

★ 
 

157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客語能力認證-高級 
 

★ 
  

158 中華工商研究院 智慧財產專業技能檢定-助理法務師 
   

★ 

159 證劵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能力測驗合格 
   

★ 

160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ACA) 
Dreamweaver ACA  ★   

161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ACA) 
Flash ACA  ★   

162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ACA) 
Photoshop ACA  ★   

163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會議展覽專業人員初階認證 
   

★ 

164 台灣行銷科學學會 TIMS 行銷專業能力認證 
   

★ 

165 財團法人塑膠中心 塑膠技術工程師基礎能力鑑定 
  

★  

166 財團法人塑膠中心 塑膠產業專業人才認證-初級射出成型工程師 
 

★   

167 財團法人塑膠中心 塑膠產業專業人才認證-中級射出成型工程師 ★    

168 SOLE 美國國際物流協會

/GLCT 
台灣全球運籌發展協會 

(DL)Demonstrated Logistician  ★   

169 經濟部商業司/中國生產力中 

心(CPC) 
儲備店長管理  ★   

170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ITE-數位內容遊戲企劃專業人員(Game Designer IT Expert) 
 

★   

171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ITE-數位內容遊戲美術專業人員(Game Artist IT Expert) 
 

★   

172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 

金會 
行動裝置程式設計(Windows Mobile)  ★   

173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 

金會 
行動裝置應用設計(Android)  ★   

174 微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MA 網路行分析師 
   

★ 

175 TBSA 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 

協會 
初階：商務企劃能力檢定(TBSA BPPT)    ★ 

176 TBSA 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 

協會 
進階：商務企劃能力檢定(TBSA BPPT)  ★   

177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Business Intellingence Planner(BI 規劃師) 
  

★  

178 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 日本語能力認定書 N5 
   

★ 

179 Internet and Computing Core 
Certifications 

IC3-Computer Fundamental   ★  

180 Internet and Computing Core 
Certifications 

IC3-Key Application   ★  

181 Internet and Computing Core 
Certifications 

IC3-Living OnLine   ★  

182 City & Guilds International Introductory Award in Customer 

Service(Chinese) 

  ★  

183 City & Guilds International Introductory Award in Conflict 

Handling(Chinese) 

  ★  

184 City & Guilds International Introductory Award in Selling(Chinese)   
★ 

 

185 中國工業工程學會 生產與作業管理技術師(單科)   
★  

186 中國工業工程學會 品質管理技術師  
★   



 

187 中國工業工程學會 精實工程師證照(3科)  ★   

188 中國工業工程學會 精實管理技術師證照   ★  

189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不動產經紀營業員    ★ 

190 工業技術研究院與中華民國光 

電學會 
LED 專業人才能力鑑定  ★   

191 TQC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 

192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 

金會 
企業電子化軟體應用師  ★   

193 Reallusion Inc. Product iClone Certifed Cafegory 3D Animation 
   

★ 

194 台灣先進電路板設計發展協會 先進 PCB 設計應用認證-助理工程師 
  

★  

195 Autodesk AutoCAD Certified Professional 
 

★   

196 Autodesk Invento Certified Professional 
 

★   

197 TQC 工程圖學與機械製圖認證 
   

★ 

198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樂齡健身指導員 
   

★ 

199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休閒養生運動指導員 
   

★ 

200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體適能健走 C 級指導員 
  

★  

201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體適能健身 C 級指導員 
  

★  

202 台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會 (THMA)Tourism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 Analyst 

[觀光餐旅經營管理分析師] 

   
★ 

203 台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會 
(THMP)Tourism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 Planner 

[觀光餐旅經營管理規劃師] 

  ★  

204 台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會 
(THMM)Tourism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 Manager 
[觀光餐旅經營管理管理師] 

 ★   

205 台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會 
(THSMA)Tourism and Hospitality Marketing Management 

Analyst[觀光餐旅服務管理分析師] 

   
★ 

206 台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會 
(THSMP)Tourism and Hospitality Service Management 

Planner[觀光餐旅服務管理規劃師] 

  ★  

207 台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會 
(THSMM)Tourism and Hospitality Service Management 

Manager[觀光餐旅服務管理管理師] 

 ★   

208 台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會 
(THPEA)Tourism and Hospitality Professional English 

Analyst[觀光餐旅專業英文分析師] 

   
★ 

209 台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會 
(THPEP)Tourism and Hospitality Professional English 

Planner[觀光餐旅專業英文規劃師] 

  ★  

210 台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會 
(THPEM)Tourism and Hospitality Professional English 

Manager[觀光餐旅專業英文管理師] 

 ★   

211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 
IELTS 3 級以上   

★ 
 

212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 
IELTS 4 級以上 

 ★   

213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 
IELTS 5 級以上 ★    

214 LCCI Introductory Certificate in Marketing 
  

★  

215 交通部 汽車修護技工執照 
 

★   

216 台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會 會議展覽活動規畫分析師 
  ★  

217 台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會 會議展覽活動規畫規劃師 
 

★   

218 中華民國旅遊規劃設計協會 國內遊程規劃師 
   ★ 

219 Asia Pacific Tourism Tourism Customer Service Specialist 
   ★ 

220 台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會 領隊導遊專業英文規劃師 
 

★   

221 台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會 領隊導遊專業英文分析師 
  ★  

222 台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會 商業英文規劃師 
 

★   



 

223 台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會 商業英文分析師 
  ★  

224 台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會 會議展覽專業英文規劃師 
 

★   

225 台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會 會議展覽專業英文分析師 
  ★  

226 
(GLAD) Global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Development 

(PVQC)Professional Vocabulary Quotient Credential- 

Hospitality&Tourism(Specialist) 

  ★  

227 
(GLAD) Global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Development 

(PVQC)Professional Vocabulary Quotient Credential- 

Hospitality&Tourism(Expert) 

 
★ 

  

228 中國工業工程學會 生產與作業管理技術師 
 

★   

229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1(初級) 
  

★  

230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 電子商務企劃師-丙級證照 
  

★  

231 
(GLAD) Global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Development 

PVQC 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國際認
證1.餐飲類 

2. 計算機類 

3. 汽車類 

4. 電機與電子類 

5. 商業與管理類 

專業級(Specialist) 

   

 
★ 

 

232 
(GLAD) Global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Development 

PVQC 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國際認
證1.餐飲類 

2. 計算機類 

3. 汽車類 

4. 電機與電子類 

5. 商業與管理類 

專家級(Expert ) 

  

 
★ 

  

233 亞太企業創新與經營管理學 ISBITM 企業創新與經營管理師認證 
   

★ 

234 CTTP 國際認證中心 會議展覽活動規劃師MICEAP 
  

★  

235 智富全球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網路社群行銷管理師 
  

★  

236 CTTP 國際認證中心 文化節慶觀光休閒管理師 
  

★ 
 

237 中華民國籃球協會 C級裁判證 
  

★ 
 

238 中華民國籃球協會 C級教練證 
  

★ 
 

239 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C級裁判證 
  

★ 
 

240 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C級教練證 
  

★ 
 

241 中華民國桌球協會 C級裁判證 
  

★ 
 

242 中華民國桌球協會 C級教練證 
  

★ 
 

243 中華民國桌球協會 殘障桌球C級裁判證 
  

★ 
 

244 中華民國桌球協會 殘障桌球C級教練證 
  

★ 
 

245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C級裁判證 
  

★ 
 

246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C級教練證 
  

★ 
 

247 新竹縣體育會 慢速壘球C級裁判證 
  

★ 
 

248 新竹縣體育會 慢速壘球C級教練證 
  

★ 
 

249 中華民國田徑協會 田徑運動C級裁判證 
  

★ 
 

250 中華民國田徑協會 田徑運動C級教練證 
  

★ 
 

251 中華民國空手道協會 C級空手道裁判證 
  

★ 
 



 

252 中華民國空手道協會 C級空手道教練證 
  

★ 
 

253 中華民國成人游泳協會 C級游泳裁判證 
  

★ 
 

254 中華民國成人游泳協會 C級游泳教練證 
  

★ 
 

255 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 游泳池救生員 
 ★   

256 PADI Open Water Diver 
 ★   

257 教育部體育署 國民體適能指導員證 
  

★ 
 

258 社團法人中華肌內效協會 C級認證 
  

★ 
 

259 中華民國體適能瑜珈協會 銀髮族功能性體適能檢測員 
  

★ 
 

260 中華民國體適能瑜珈協會 銀髮族功能性體適能指導員 
  

★ 
 

261 中華民國體適能瑜珈協會 初級健身指導員合格證書 
  

★ 
 

262 中華民國高齡健康休閒發展協
會 高齡活動企劃師 

  
★ 

 

263 中華民國商業管理協會 銀髮族健康諮詢師 
 ★   

264 中華民國商業管理協會 銀髮族養生保健諮詢師 
 ★   

265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C級教練證 
  

★ 
 

266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ERP基礎檢定考試（學科） 
  

★ 
 

267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ERP基礎檢定考試（術科） 
  

★ 
 

268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ERP基礎檢定考試 
  

★ 
 

269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商用雲端APP基礎檢定考試（術科） 
  

★ 
 

270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商用雲端APP基礎檢定考試（學科） 
  

★ 
 

271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商用雲端APP基礎檢定考試 
  

★ 
 

272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餐飲資訊系統基礎檢定考試 
  

★  

273 經濟部 3D列印工程師-初級能力鑑定 
  

★ 
 

274 經濟部 3D列印工程師-中級能力鑑定 
 ★   

275 經濟部 智慧生產工程師-初級能力鑑定   ★  

276 經濟部 智慧生產工程師-中級能力鑑定  ★   

277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ERP軟體應用師-配銷模組  ★   

278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ERP軟體應用師-生管模組  ★   

279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理協會 餐飲業採購與庫存規劃師    ★ 

280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理協會 CES葡萄酒初階侍酒師    ★ 

281 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DTL領團人員    ★ 

282 中華民國旅館經理人協會 CHM旅館管理專業人員    ★ 

283 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 

國聯合會 
IAFT國際航空票務人員    ★ 

284 中華民國運動教練協會 C級健身教練證書   ★  

285 中華民國運動教練協會 樂齡功能性體適能檢測員證   ★  

286 中華民國運動教練協會 肌力及體能教練證書   ★  

287 PADI Advanced open water  diver   ★   

288 PADI Rescue Diver   ★   

289 PADI Cert i f icate Of Complet ion  ★    



 

290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 World 2010 2016 專業級(Exper t )    ★  

291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 Powerpoint  2016專業級(Exper t )    ★  

292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 Excel  2010 2016專業級(Exper t )    ★  

293 行政院衛福部(含認證機關)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基礎訓練班(60-A)32小時結業成績

合格  

  ★  

294 行政院衛福部(含認證機關)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基礎訓練班(60-B)32小時結業成績

合格  

 ★   

295 中華民國調酒協會BAT BAT專業咖啡師(初階)    ★ 

296 中華民國國際餐飲協會IBA IBA國際專業吧檯調酒師(初階)    ★ 

297 中華民國國際餐飲協會IFBA IFBA專業威士忌Level1    ★ 

298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理協會 餐飲服務禮儀國際證照    ★ 

299 國際調酒協會IBA IBA國際專業吧檯調酒師(中階)  ★   

300 中華民國調酒協會BAT BAT專業咖啡師(中階)  ★   

301 中華民國國際餐飲協會IFBA IFBA 國際專業咖啡師    ★ 

302 中華民國國際餐飲協會IFBA IFBA 國際拉花證書    ★ 

303 英國葡萄酒與烈酒協會WSET WSET Level 1 Award in Wines 國際認證    ★ 

304 英國葡萄酒與烈酒協會WSET 法國波爾多葡萄酒學院CIVB證照Level 1(初階)    ★ 

305 英國葡萄酒與烈酒協會WSET WSET Level 2 Award in Wines 國際認證(中階)  ★   

306 精品咖啡協會SCA SCA Barista Skills   ★  

307 精品咖啡協會SCA SCA Brewing   ★  

308 精品咖啡協會SCA SCA Green Coffee   ★  

309 精品咖啡協會SCA SCA Roasting   ★  

310 精品咖啡協會SCA SCA Sensory Skills   ★  

311 精品咖啡協會SCA SCA Introduction to Coffee   ★  

312 英國PME專業認證訓練 PME Sugar Paste   ★  

313 英國PME專業認證訓練 PME Sugar Flower   ★  

314 英國PME專業認證訓練 PME Royal Icing   ★  

315 
(GLAD) Global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Developm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teracy Certification Programs 

專業級(Specialist) 
  ★  

316 
(GLAD) Global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Developm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teracy Certification Programs 

專家級(Expert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