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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修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提升學生
就業能力且符合就讀本系相關之檢定

證照實施辦法(進修部二專/二技) 
110 年 1 月 27 日第一次修訂 

一、  目的：協助本系進修部二專/二技學生取得相關證照，提昇專

業能力與競爭力。  
 

實施對象與內容：進修部二專/二技學生(108 年入學)可在畢業前取

得附件一「正修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提升學生就業能力且符合

就讀本系科相關之檢定證照及名稱一覽表(進修部二專/二技)」規

定之證照，得完成 2學分選修之管理技能檢定課程/專業證照技能

檢定課程，附件一未規定之證照依企管系系務會議審核認定，且

入學前取得之證照均不予認定。 
 

三、核心證照之規定：核心證照由專題及證照委員會及相關老師

參考教育部認同之專業證照一覽表來認定，並由系務會議表決通

過之。若教育部認同之專業證照一覽表無適合之專業證照才可按

其他來源認定。核心證照為學生畢業前認可證照(詳附件一標有

★之證照)，並訂有相關課程老師輔導之證照(如附件二)。非核心

證照部分，得送專題及證照委員會及系務會議審核認列為 60分。

若核心證照測驗兩次未通過檢定者，可持未通過成績單並經專題

及證照委員會之認定，繳交核心證照相關專業報告一份，由專題

及證照委員會審核認定。 
 

四、課程評分方法： 
1.進修部二技/二專超過一張證照者(109 年以後入學)：最高分的

證照為基準+(超過之證照分數0.20)或 100 (上限)，入學前考

取之證照不予計分。 

2.另進修部二技/二專超過一張證照者(108 年入學)：考慮配合評

鑑委員建議，第一屆初期推廣證照通過一張核心證照者，統

一予以鼓勵為 92 分，若另有繳交報告者，可由授課老師自行

評定再加分，上限為 100 分，入學前考取之證照不予計分。 

3.總分 60 分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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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證照執行事務發展費用：基於使用者付費以及系務發展

之需要，參考「高雄市政府暨所屬機關訂定之規費徵收

項目及收費基準一覽表」規定，本系學生執行證照之考

照或推廣單位(教師)應酌收證照執行事務發展費 100 元/
次、或考照費用 10%以上為原則，各項證照執行事務

發展費應經專題及證照委員會及相關老師共同溝通訂定

並經系務會議通過。 
 

六、本設置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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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正修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提升學生就業能力
且符合就讀本系相關之檢定證照及名稱一覽表
(進修部二專/二技)  

專業證照（標★為認可證照） 

◎行銷與經營管理 

編號/證照名稱 項目 說明 
★專業-行銷與經營管理 1 
TBSA  商務企劃能力檢定 

認證屬性 教育部認可證照 
對照分數 初級 70 分 

進階 80 分 
認證單位 / 
報考單位 

台灣商務策劃協會 

參考網址: http://www.tbsa.tw/front/bin/home.phtml 
★專業-行銷與經營管理 2 
TIMS 行銷企劃證照 

認證屬性 教育部認可證照 
對照分數 初階 85 分 
認證單位 / 
報考單位 

台灣行銷科學學會 

參考網址: http://www.tims.org.tw/profess.asp?id=1 
★專業-行銷與經營管理 3 
TQC 專業知識領域群證照 

認證屬性 教育部認可證照 
對照分數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70 分 

電子商務概論實用級/進階級：70 分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75 分 
物聯網智慧應用及技術實用級：70 分 
人工智慧應用與技術實用級：70 分 
初級會計 IFRS 實用級 70 分 

認證單位 / 經濟部、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報考單位 企管系與資管系可申請 TQC 專業證照

考試 
參考網址: http://www.csf.org.tw/ec/ 

★專業-行銷與經營管理 4 
會議展覽服務業專業人 
員認證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初階 75 分、/進階 90 分 
認證單位 /
報考單位 

經濟部／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參考網址: http://mice.iti.org.tw 
★專業-行銷與經營管理 5 
初級物流運籌人才- 物流管理證照 

認證屬性 教育部認可證照 

對照分數 70 分 

認證單位 / 
報考單位 

中華民國物流協會/  宇柏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參考網址 http://www.talm.org.tw/certificate/ 
★專業-行銷與經營管理 6 
門市服務丙級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70 分 

認證單位 / 
報考單位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參考網址 http://www.cla.gov.tw/ 

http://www.tbsa.tw/front/bin/home.phtml
http://www.tims.org.tw/profess.asp?id=1
http://www.csf.org.tw/ec/
http://mice.iti.org.tw/
http://www.talm.org.tw/certificate/
http://www.cl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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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行銷與經營管理 7 
門市服務乙級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80 分 

認證單位 / 
報考單位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參考網址: http://www.cla.gov.tw/ 
★專業-行銷與經營管理 8 
行銷與客服(Marketing and 
Customer Service) 

認證屬性 國際級認證 
對照分數 3  級: 70 分、/2  級: 80 分 
認證單位 / 英國倫敦商會考試局台灣區代表處 
報考單位 (英文考題) 
參考網址: http://www.lcci.com.tw/index.htm 

★專業-行銷與經營管理 9 
會計事務乙(丙) 級技術士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會計事務丙級技術士：70 分 

會計事務乙級技術士：90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參考網址 http://www.cla.gov.tw/ 
★專業-行銷與經營管理 10 
記帳士 

認證屬性 國家級考試 

對照分數 90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中華民國考選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保險從業人員考試 

參考網址: http://wwwc.moex.gov.tw/ 
★專業-行銷與經營管理 11 
會計師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100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中華民國考試院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保險從業人員考試 

參考網址: http://wwwc.moex.gov.tw/ 
★專業-行銷與經營管理 12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國際貿易大會考：75 分 

國際貿易經營師：90 分 

認證單位 

/ 報考單位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台灣省進

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高雄市進出

口商業同業公會 

參考網址 http://202.133.244.118/ieat/index01.htm 
★專業-行銷與經營管理 13 
國貿業務技術士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丙級：75 分、/乙級：85 分 

認證單位 

/ 報考單位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參考網址 http://www.cla.gov.tw/ 
★專業-行銷與經營管理 14 
社群行銷企劃師 

認證屬性 教育部認可證照 證照代碼: 7879 
對照分數 丙級社群行銷企劃師:70 分 
認證單位 / 
報考單位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 

參考網址 http://www.ccvcda.org.tw/content.php?m
ain_id=3 

 

http://www.cla.gov.tw/
http://www.lcci.com.tw/index.htm
http://www.cla.gov.tw/
http://wwwc.moex.gov.tw/
http://wwwc.moex.gov.tw/
http://202.133.244.118/ieat/index01.htm
http://www.cl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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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投資、保險(經銀行經理或襄理等業師評分&考慮通過難易度情況修訂) 
 

編號/證照名稱 項目 說明 
★專業-金融、投資、保險 1 
台灣金融研訓院主辦金融相關證照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內部控制基本測驗: 70 分 

信託業務員: 80 分 
初階外匯人員:70 分 
初階授信人員: 70 分 
進階外匯人員:80 分 
進階授信人員:80 分 
理財規劃人員:85 分 
信託業業務人員信託業務專業測驗:70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台灣金融研訓院(TABF) 

參考網址 http://www.tabf.org.tw/tw/ 
★專業-金融、投資、保險 2 
證券基金會主辦證券暨期貨各類證照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證券商營業員：85 分、期貨商業務員：

85 分、債券人員：85 分、股務人員：75 
分、 
企業內控：75 分、證券商高級業務員：

90 分 
投信投顧業務員：85 分、期貨交易分析

人員：90 分、證券投資分析人員：95 分 
票券商業務人員專業科目測驗：80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證券基金會 

參考網址 http://www.sfi.org.tw/ 
★專業-金融、投資、保險 3 
證券投資類證照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資格測驗：70 分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

業務員資格測驗：70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公會 

參考網址 http://www.sitca.org.tw/ 
★專業-金融、投資、保險 4 
保險業務員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人身保險業務員：70 分 

產物保險業務員：65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參考網址 http://www.lia-roc.org.tw/index.html 
http://www.nlia.org.tw/ 

★專業-金融、投資、保險 5 
投資型保險業務員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75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參考網址 http://www.iiroc.org.tw/index.htm 

http://www.tabf.org.tw/tw/
http://www.sfi.org.tw/
http://www.sitca.org.tw/
http://www.lia-roc.org.tw/index.html
http://www.nlia.org.tw/
http://www.iiroc.org.tw/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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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金融、投資、保險 6 
核保理賠人員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80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 位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核保學會 

參考網址: http://www.nlus.org.tw/ 
★專業-金融、投資、保險 7 
保險領域 

認證屬性 國家考試 
對照分數 人身保險經紀人：90 分 

財產保險經紀人：90 分 
財產保險代理人：90 分 
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保險商品業務

員：90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中華民國考選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

通考試保險從業人員考試 
參考網址: http://wwwc.moex.gov.tw/ 

 

◎公務人員考試 
 

編號/證照名稱 項目 說明 
★專業-公務人員考試 1 認證屬性 國家考試 

對照分數 普通考試：90 分 
財稅行政、金融保險、統計、會計、經建行

政、工業行政、地政、財經政風四等特種考

試：90 分 
一般行政、關稅會統、資訊處理、財稅行

政、會計、經建行政、地政三等特種考試：

95 分 
一般行政、財稅行政、關稅法務、關稅會

統、資訊處理、國際經濟商務、會計、經建行

政、地政、財經政風、資訊處理高等考試：

100 分 
勞工行政、財稅行政、金融保險、統計、會

計、經建行政、公平交易管理、工業行政、商

業行政、智慧財產行政、地政、公產管理、財

經政風、不動產估價師：100 分 

 

 認證單位 / 
報考單位 

中華民國考選部 

 參考網址 http://wwwc.moex.gov.tw/ 
附註說明: (1)證照名稱的對照分數以本系公布為準。 

(2)其他參考資料及網站若有不同，以認證單位/報考單位公布為

準。 

 

  

http://www.nlus.org.tw/
http://wwwc.moex.gov.tw/
http://wwwc.moex.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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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相關課程老師輔導之核心證照 
 

進修部

二技& 
二專 

TQC 電子商務概論實用級/進階級/專業級 電子商務/網路行銷 
TQC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專案管理 
TQC 初級會計 IFRS 實用級 會計/管理會計實務 
TQC 人工智慧應用與技術實用級 資訊管理  
TQC 物聯網智慧應用及技術實用級 資訊管理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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