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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證照獎勵分級表 

一、專業技師考試 

項次 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發照機關 
對照 

級數 

1.  政府機關 食品技師 考試院 專業技師考試 

 

1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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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級證照 

項次 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發照機關 
對照 

級數 

1.  國際認證 CCNP Cisco 思科 甲 

2.  政府機關 勞委會技能檢定-電腦軟體應用類 行政院勞委會 甲 

3.  政府機關 勞委會技能檢定-電腦軟體設計類 行政院勞委會 甲 

4.  政府機關 勞委會技能檢定-電腦硬體裝修類 行政院勞委會 甲 

5.  其他 工業工程師 工業工程學會 甲 

6.  其他 軟體品質工程師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甲 

7.  其他 品質管理師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甲 

8.  政府機關 工業工程技師 考選部 甲 

9.  政府機關 工業安全技師 考選部 甲 

10.  政府機關 勞工衛生管理甲級技術士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甲 

11.  其他 六標準差黑帶資格認證 中華六標準差管理學會 甲 

12.  政府機關 環工技師 考試院 甲 

13.  政府機關 水利工程技師 考試院 甲 

14.  政府機關 水土保持技師 考試院 甲 

15.  政府機關 土木工程技師 考試院 甲 

16.  政府機關 結構工程技師 考試院 甲 

17.  政府機關 大地工程技師 考試院 甲 

18.  政府機關 甲級勞工衛生管理技術士 行政院勞委會 甲 

19.  政府機關 
甲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測定技
術士 

行政院勞委會 甲 

20.  政府機關 
甲級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測定技
術士 

行政院勞委會 甲 

21.  政府機關 機械工程技師 考試院 甲 

22.  政府機關 機械技師 考試院 甲 

23.  政府機關 冷凍空調技師 考選部 甲 

24.  國際認證 SolidWork 原廠認證 CSWP 級 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Corp 甲 

25.  政府機關 
中華民國化學甲級有機物檢驗技
術士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甲 

26.  政府機關 
中華民國化學甲級無機物檢驗技
術士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甲 

27.  政府機關 中華民國化學甲級技術士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甲 

28.  國際認證 

CFA 

(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 特許

財務分析師) 

CFA Institute 甲 

29.  國際認證 金融理財規劃師(CRP) 社團法人台灣理財顧問認證協會 甲 

30.  國際認證 專案管理師(PMP) 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PMI) 甲 

31.  國際認證 FRM(金融風險管理師) GARP 甲 

32.  政府機關 不動產估價師 考試院 甲 

33.  其他 CFP 認證理財規劃顧問 社團法人台灣理財顧問認證協會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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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發照機關 
對照 

級數 

34.  其他 壽險保險精算師 中華民國精算學會 甲 

35.  其他 期貨交易分析人員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金會 

甲 

36.  其他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金會 

甲 

37.  其他 貿易經營師 經濟部國際貿易局 甲 

38.  政府機構 人身保險經紀人 考試院 甲 

39.  政府機構 財產保險經紀人 考試院 甲 

40.  政府機構 人身保險代理人 考試院 甲 

41.  政府機構 財產保險代理人 考試院 甲 

42.  政府機構 一般保險公證人 考試院 甲 

43.  政府機構 海事保險公證人 考試院 甲 

44.  其他 人壽險保險管理人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甲 

45.  其他 個人風險管理師 風險管理學會 甲 

46.  其他 企業風險管理師 風險管理學會 甲 

47.  政府機構 不動產經紀營業員 

內政部 

甲 中華民國不動產仲介/代銷經濟商業同

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內政部委託辦理) 

48.  政府機構 普考不動產經紀人 考試院 甲 

49.  國際認證 CIA國際內部稽核師 美國稽核協會(IIA) 甲 

50.  國際認證 CCSA 國際內控自評師 美國稽核協會(IIA) 甲 

51.  國際認證 CGAP 國際政府稽核師 美國稽核協會(IIA) 甲 

52.  國際認證 CFSA 國際金融稽核師 美國稽核協會(IIA) 甲 

53.  國際認證 CISA國際電腦稽核師 資訊系統稽核暨控制協會(ISACA) 甲 

54.  國際認證 ARM 美國風險管理師 美國產物保險核保協會(CPCU/IIA) 甲 

55.  國際認證 FRM 財金風險管理分析師 GARP 甲 

56.  國際認證 CFP 美國財務規劃師 美國財務規劃師準則委員會(CFPBS) 甲 

57.  國際認證 CFA美國財務分析師 美國投資管理及研究協會(AIMR) 甲 

58.  國際認證 CFM 美國財務管理師 美國管理會計學會( IMA) 甲 

59.  國際認證 FFSI財富管理規劃師 國際壽險管理學會(LOMA) 甲 

60.  國際認證 CHFC 美國專業理財顧問師 美國人壽保險學院 甲 

61.  國際認證 RFC 國際認證財務顧問師 國際認證財務顧問師協會(IARFC) 甲 

62.  國際認證 MFP 專業財務金融師 美國金融管理學會 甲 

63.  其他 CIIA 國際投資分析師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金會 甲 

64.  國際認證 CMA美國管理會計師 美國管理會計學會( IMA) 甲 

65.  國際認證 AICPA 美國會計師 美國會計師協會 甲 

66.  國際認證 CCIM 國際認證不動產投資師 
美國國際認證不動產投資師協會
(CCIM) 

甲 

67.  國際認證 FLMI美國壽險管理師 LOMA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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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發照機關 
對照 

級數 

68.  國際認證 ACII英國皇家保險核保師 CII 甲 

69.  國際認證 FSA美國保險精算師 美國精算協會 甲 

70.  其他 人壽保險精算師 中華民國精算學會 甲 

71.  其他 財產保險精算師 中華民國精算學會 甲 

72.  其他 退休金保險精算師 中華民國精算學會 甲 

73.  其他 各項運動教練及裁判證 A級證照 中華民國田徑運動協會 甲 

74.  其他 YMCA 國際體適能教練證照A級 台灣基督教青年會 甲 

75.  政府機關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甲級技術士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甲 

76.  政府機關 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技術士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甲 

77.  政府機關 消防設備師 考試院 甲 

78.  政府機關 地政士 考試院 甲 

79.  政府機關 消防設備士 考選部 甲 

80.  政府機關 工地主任 內政部營建署 甲 

81.  國際認證 Maya 原廠授權證照 Autodesk 甲 

82.  國際認證 3D Max 原廠授權證照 Autodesk 甲 

83.  政府機關 家具木工甲級技術士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甲 

84.  政府機關 
考選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
考試華語導遊人員 

考選部 甲 

85.  政府機關 
考選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

考試領隊外語導遊人員 
考選部 甲 

86.  政府機關 
考選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
考試華語領隊人員 

考選部 甲 

87.  政府機關 
考選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
考試領隊外語領隊人員 

考選部 甲 

88.  政府機關 
記帳士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

考試 
考試院 甲 

89.  政府機關 普考資料處理科 考選部 甲 

90.  國際認證 觀光旅遊培訓 1級檢定 LCCI(英國倫敦商會考試局) 甲 

91.  國際認證 國際企業管理師 

英國領導管理學會 ILM 

（Institute of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甲 

92.  其他 Level 3 自動化工程師 台灣製造工程與自動化科技協會 甲 

93.  其他 Level 4 自動化工程師 台灣製造工程與自動化科技協會 甲 

94.  國際認證 國際專案管理師(IPMA) 台灣專案管理學會 甲 

95.  其他 中級-機械設計/電控系統工程師 工業技術研究院 甲 

96.  國際證照 
英倫商會證照(LCCI) Level 2 第
二級 

英國倫敦商會考試局 甲 

97.  語言 漢字讀音檢定二級 財團法人日本漢字能力檢定協會 甲 

98.  國際認證 MCITP Microsoft 微軟 甲 

99.  國際認證 
MCITP：Enterprise Desktop 

Administrator on Windows 7 
Microsoft 微軟 甲 

100.  其他 ERP 軟體顧問師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甲 

101.  其他 進階 ERP 規劃師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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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發照機關 
對照 

級數 

102.  其他 ERP 導入顧問師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甲 

103.  國際認證 MCTIP: Windows Server 2008, 
Server Administrator 微軟 甲 

104.  國際認證 MCSA: Windows Server 2008 
Solutions Associate 微軟 甲 

105.  國際認證 MCSE: Private Cloud 微軟 甲 

106.  國際認證 
MCSA: Windows Server 2012 

Solutions Associate 
微軟 甲 

107.  國際認證 IT Architect HPATA 甲 

108.  國際認證 MCSA:Office 365 微軟 甲 

109.  其他 國際禮儀管理師 IEMM(專業)  CIIP 國際認證中心 甲 

110.  國際認證 RAFA澳洲皇家芳療師全階 澳洲皇家芳療師協會 甲 

111.  國際認證 Autodesk Maya 2015 Autodesk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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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乙級認證 

項次 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發照機關 
對照

級數 

1.  其他 品質工程師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乙 

2.  其他 可靠度工程師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乙 

3.  其他 企業專案規劃師(EPMS) 中華知識管理應用協會 乙 

4.  其他 六標準差綠帶資格認證 中華六標準差管理學會 乙 

5.  其他 CPMS 專案規劃師 中華專案管理學會 乙 

6.  其他 企業電子化規劃師(第二級)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 乙 

7.  其他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乙 

8.  政府機關 工業安全衛生乙級技術士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乙 

9.  政府機關 乙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技術士 行政院勞委會 乙 

10.  政府機關 甲級空氣污染防治專責人員 環保署 乙 

11.  政府機關 甲級廢棄物清除 環保署 乙 

12.  政府機關 
甲級毒性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
人員 

環保署 乙 

13.  政府機關 甲級廢水處理專責人員 環保署 乙 

14.  國際認證 ISO 14001 主導稽核員訓練 IRCA 乙 

15.  國際認證 ISO 14001 內部稽核員訓練 IRCA 乙 

16.  國際認證 OHSAS 18001 主導稽核員訓練 IRCA 乙 

17.  國際認證 OHSAS 18001 內部稽核員訓練 IRCA 乙 

18.  國際認證 ISO 9001 主任稽核員 IRCA 乙 

19.  國際認證 ISO 9001 內部稽核員 IRCA 乙 

20.  國際認證 QC 080000 主導稽核員 IRCA 乙 

21.  國際認證 QC 080000 內部稽核員 IRCA 乙 

22.  國際認證 溫室氣體盤查主導人員 IRCA 乙 

23.  國際認證 
ISO 14064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
與查證 

IRCA 
乙 

bsi 

24.  政府機關 儀表電子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乙 

25.  政府機關 電力電子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乙 

26.  政府機關 數位電子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乙 

27.  政府機關 視聽電子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乙 

28.  政府機關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乙 

29.  政府機關 電腦軟體設計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乙 

30.  政府機關 電腦硬體裝修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乙 

31.  政府機關 網路架設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乙 

32.  政府機關 網頁設計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乙 

33.  政府機關 旋轉電機裝修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乙 

34.  政府機關 旋轉電機繞線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乙 

35.  政府機關 靜止電機繞線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乙 

36.  政府機關 電器修護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乙 

37.  政府機關 通信技術(電信線路)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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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發照機關 
對照

級數 

38.  政府機關 變壓器裝修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乙 

39.  政府機關 機電整合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乙 

40.  政府機關 工業儀器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乙 

41.  政府機關 
室內配線(屋內線路裝修)乙級技
術士 

職訓局 乙 

42.  政府機關 工業配線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乙 

43.  政府機關 配電線路裝修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乙 

44.  政府機關 配電電纜裝修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乙 

45.  政府機關 用電設備檢驗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乙 

46.  政府機關 變電設備裝修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乙 

47.  政府機關 輸電地下電纜裝修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乙 

48.  政府機關 輸電架空線路裝修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乙 

49.  政府機關 機械產業工程師基礎能力鑑定 工業技術研究院 乙 

50.  政府機關 汽車修護 乙級 職訓局 乙 

51.  政府機關 機車修護 乙級 行政院勞委會 乙 

52.  政府機關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乙級 職訓局 乙 

53.  國際認證 SolidWork 原廠認證 CSWA級 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Corp. 乙 

54.  政府機關 汽車修護技工執照 交通部公路總局 乙 

55.  政府機關 機械製圖乙級 職訓局 乙 

56.  政府機關 中華民國化學乙級技術士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 

57.  政府機關 
中華民國食品檢驗分析乙級技術
士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 

58.  國際認證 CHS、CHA 系列認證 AH/AL(企管) 乙 

59.  其他 企業專案規劃師(EPMS) 中華知識管理應用協會 乙 

60.  其他 企業電子化規劃師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 乙 

61.  其他 金融人員風險管理專業能力 財團法人台灣金融研訓院 乙 

62.  其他 投信投顧業務員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金會(受託) 

乙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委託) 

63.  其他 證劵商業務員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乙 

64.  其他 授信擔保品估價能力測驗 財團法人台灣金融研訓院 乙 

65.  其他 期貨商業務員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乙 

66.  其他 進階外匯人員專業測驗 財團法人台灣金融研訓院 乙 

67.  其他 進階授信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財團法人台灣金融研訓院 乙 

68.  其他 債權委外催收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財團法人台灣金融研訓院 乙 

69.  其他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金會(受託) 

乙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委託) 

70.  其他 進階財富管理專業能力測驗 財團法人台灣金融研訓院 乙 

71.  其他 外匯交易專業能力測驗 財團法人台灣金融研訓院 乙 

72.  其他 理財規劃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財團法人台灣金融研訓院 乙 

73.  其他 投資型保險業務員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乙 

74.  其他 外匯交易 財團法人台灣金融研訓院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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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發照機關 
對照

級數 

75.  其他 金融人員授信擔保品估價 財團法人台灣金融研訓院 乙 

76.  其他 期貨信託基金銷售機構銷售人員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金會 乙 

77.  其他 投資型保險商品業務員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乙 

78.  其他 產險核保理賠人員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核保學會 乙 

79.  其他 壽險核保理賠人員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乙 

80.  其他 水上安全救生教練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乙 

81.  其他 各項運動教練及裁判證 B級證照 
中華民國田徑運動協會 

乙 
中華民國運動項目協會 

82.  國際認證 AFFA A-PIC 國際基本有氧教練 美國有氧體適能協會 乙 

83.  國際認證 ADS 潛水證照 
CMAS(Confederation Mondiale 

Activites Scubaquatiqu) 
乙 

84.  政府機關 就業服務技術士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 

85.  政府機關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技術士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 

86.  政府機關 電腦軟體應用技術士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 

87.  其他 領隊人員執業證書 中華民國觀光領隊協會 乙 

88.  其他 導遊人員執業證書 中華民國觀光領隊協會 乙 

89.  其他 照相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乙 

90.  其他 金銀珠寶飾品加工 職訓局 乙 

91.  政府機關 陶瓷模具乙級檢定 行政院勞委會 乙 

92.  國際認證 AutoCAD 專家級國際認證 Autodesk 乙 

93.  國際認證 CCDA Cisco 思科 乙 

94.  國際認證 CCNA Cisco 思科 乙 

95.  國際認證 MCSD Microsoft 微軟 乙 

96.  國際認證 MCSE Microsoft 微軟 乙 

97.  國際認證 MCP Microsoft 微軟 乙 

98.  國際認證 MCDST Microsoft 微軟 乙 

99.  國際認證 MCDBA Microsoft 微軟 乙 

100.  國際認證 MCT Microsoft 微軟 乙 

101.  政府機關 ITE資訊專業人員 經濟部 乙 

102.  其他 單晶片技能檢定 台灣嵌入式暨單晶片系統發展協會 乙 

103.  政府機關 
勞委會技能檢定-電腦軟體應用
類 

行政院勞委會 乙 

104.  政府機關 
勞委會技能檢定-電腦軟體設計
類 

行政院勞委會 乙 

105.  政府機關 
勞委會技能檢定-電腦硬體裝修
類 

行政院勞委會 乙 

106.  國際認證 SCJP Sun 昇陽 乙 

107.  國際認證 SCJD Sun 昇陽 乙 

108.  國際認證 SCSA Solaris 乙 

109.  國際認證 SCNA Solaris 乙 

110.  國際認證 
Linux- LPIC-2 (Advanced Level 

Linux Professional) 
Linux 乙 



 9 

項次 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發照機關 
對照

級數 

111.  國際認證 Oracle 認證 Oracle 乙 

112.  政府機關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 經濟部工業局 乙 

113.  國際認證 Trend認證 Trend 乙 

114.  國際認證 rhino原廠授權認證 國際原廠 乙 

115.  國際認證 CATIA原廠授權認證 國際原廠 Dassault Systèmes 乙 

116.  國際認證 AutoCAD繪圖證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 乙 

117.  政府機關 家具木工乙級技術士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 

118.  政府機關 機械木模乙級技術士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 

119.  政府機關 機械製圖乙級技術士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 

120.  政府機關 模具乙級技術士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 

121.  政府機關 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水質檢測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 

122.  國際認證 NCLP Novell 網威 乙 

123.  其他 CPMS 專案規劃師 中華專案管理學會 乙 

124.  政府機關 國貿業務技術士丙級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 

125.  其他 TIMS 初階-行銷企劃證照 台灣行銷科學學會 乙 

126.  其他 Level 2 自動化工程師 台灣製造工程與自動化科技協會 乙 

127.  國際認證 ISO 27001 主導稽核員訓練 IRCA 乙 

128.  其他 
投資型保險商品概要、金融體系

概述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乙 

129.  其他 初級-機械設計/電控系統工程師 工業技術研究院 乙 

130.  國際認證 
ECSS  (EC-Council Certified 

Security Specialist) 
國際電子商務顧問局(EC-COUNCIL) 乙 

131.  國際認證 MCTS Microsoft 微軟 乙 

132.  其他 TIMS 初階網路行銷證照 臺灣行銷科學學會 乙 

133.  其他 會議展覽專業人員初階認證 中華民國對外貿易發展協會 乙 

134.  國際證照 iClone  Designer Reallusion 乙 

135.  政府機關 計量技術人員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乙 

136.  國內認證 Photoshop
+
 專業級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 乙 

137.  政府機關 乙級美容技術士證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 

138.  國際證照 
英倫商會證照(LCCI) Level 1 第
一級 

英國倫敦商會考試局 乙 

139.  其他 國際禮儀接待員  華廈訓練評鑑有限公司  乙 

140.  其他 ERP 軟體應用師-財務模組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協會  乙 

141.  其他 ERP 軟體應用師-生產製造模組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協會  乙 

142.  其他 國際行銷初級人才認證檢定 中華民國外銷企業協進會 乙 

143.  其他 個人肌力與體能訓練教練 臺灣基督教青年協會 乙 

144.  其他 心肺與階梯有氧訓練教練 臺灣基督教青年協會 乙 

145.  其他 老人運動訓練教練 臺灣基督教青年協會 乙 

146.  其他 皮拉提斯教練 臺灣基督教青年協會 乙 

147.  其他 抗力球訓練 臺灣基督教青年協會 乙 

148.  國際認證 (RHCSA)Red Hat Certified Red Hat, Inc.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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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發照機關 
對照

級數 

System Administrator 

149.  國際認證 MCSA 微軟 乙 

150.  國際認證 
MCTS:Microsoft Project Server 

2010, Configuration 
微軟 乙 

151.  國際認證 
MCTS : Micorosoft Project 2010, 

Managing Projects 
微軟 乙 

152.  國際認證 
MCTS : Micorosoft Office Project 

2007, Managing Projects 
微軟 乙 

153.  國際認證 

MCTS : Enterprise Project 

Management with Micorosoft 

Office Project Server 2007 

微軟 乙 

154.  國際認證 
MCTS : Micorosoft Office Project 

Server 2007, Configuration 
微軟 乙 

155.  國際認證 
MCTS : Micorosoft SharePoint 

2010, Configuration 
微軟 乙 

156.  國際認證 
MCTS : Micorosoft SharePoint 

2010,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微軟 乙 

157.  國際認證 

MCTS : Micorosoft Office 

SharePoint Server 2007, 

Configuration 

微軟 乙 

158.  國際認證 

MCTS : Micorosoft Office 

SharePoint Server 2007,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微軟 乙 

159.  國際認證 

MCTS : Micorosoft SQL Server 

2008, Business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微軟 乙 

160.  國際認證 
MCTS : Micorosoft SQL Server 

2008, Database Development 
微軟 乙 

161.  國際認證 

MCTS : Micorosoft SQL Server 

2008, Implementation and 

Maintenance 

微軟 乙 

162.  國際認證 
MCTS: Windows Server 2008 R2, 

Server Virtualization 
微軟 乙 

163.  國際認證 
MCTS: Windows Server 2008 R2, 

Desktop Virtualization 
微軟 乙 

164.  國際認證 

MCTS : Micorosoft .NET 

Framework 4, Windows 

Applications Development 

微軟 乙 

165.  國際認證 

MCTS :Micorosoft .NET 

Framework 4, Web Applications 

Development 

微軟 乙 

166.  國際認證 

MCTS :Micorosoft .NET 

Framework 4, Windows 

Communication Foundation 

Development 

微軟 乙 

167.  國際認證 
MCTS :Micorosoft .NET 

Framework 4, Data Access 
微軟 乙 

168.  國際認證 MCTS : Micorosoft  Silverlight 4, 微軟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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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發照機關 
對照

級數 

Development 

169.  國際認證 

MCTS : Micorosoft Visual Studio 

Team Foundation Server 2010, 

Administration 

微軟 乙 

170.  國際認證 
MCTS : Windows Server 2008 

Active Directory, Configuration 
微軟 乙 

171.  國際認證 

MCTS : Windows Server 2008 

Network Infrastructure, 

Configuration 

微軟 乙 

172.  國際認證 

MCTS : Windows Server 2008 

Applications Infrastructure, 

Configuration 

微軟 乙 

173.  國際認證 

MCTS : Windows Small Business 

Server 2011 Standard, 

Configuration 

微軟 乙 

174.  國際認證 
MCTS : Windows Small Business 

Server 2008, Configuration 
微軟 乙 

175.  國際認證 

MCTS : Windows Essential 

Business Server 2008, 

Configuration 

微軟 乙 

176.  國際認證 MCTS : Windows Internals 微軟 乙 

177.  國際認證 
MCTS : Windows HPC Server 

2008, Development 
微軟 乙 

178.  其他 TBSA商務企劃能力進階檢定 TBSA 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協會 乙 

179.  語言 漢字讀音檢定準二級 財團法人日本漢字能力檢定協會 乙 

180.  政府機關 環境教育人員 環保署 乙 

181.  其他 數位邏輯設計能力認證-專業級 台灣嵌入式暨單晶片系統發展協會 乙 

182.  國際認證 MCTS:Windows 7,Configuration Microsoft 微軟 乙 

183.  國際認證 
MCTS:Windows 7,Enterprise 

Desktop Administrator 
Microsoft 微軟 乙 

184.  國際認證 Corel Painter Corel 乙 

185.  其他 ERP 規劃師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乙 

186.  其他 ERP 軟體應用師-配銷模組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協會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 
乙 

187.  國際認證 日本秘書國際資格檢定-2級 日本財團法人實務技能檢定協會 乙 

188.  政府機關 冷凍空調裝修-乙級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 

189.  政府機關 飲料調製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 

190.  政府機關 中餐烹調 (葷食、素食)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 

191.  政府機關 
烘焙食品 (麵包、西點蛋糕、餅

乾)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 

192.  政府機關 
中式麵食加工 (酥油皮、糕漿皮

類、水調和麵類、發麵類)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 

193.  國際認證 Microsoft Certified Professional 微軟 乙 

194.  國際認證 
Microsoft Specialist : 
Programming in C# 微軟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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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發照機關 
對照

級數 

195.  國際認證 
Microsoft Specialist : 
Programming in HTML5 with 
JavaScript and CSS3 

微軟 乙 

196.  國際認證 HPATA: Designing and Deploying 
Network Solutions HP 乙 

197.  國際認證 HP ATA - Connected Devices HP 乙 

198.  國際認證 HP ATA - Cloud HP 乙 

199.  國際認證 HP ATA - Servers & Storage HP 乙 

200.  國際認證 HPATA: HP ATA - Networks HP 乙 

201.  國際證照 ISO 50001 主導稽核員 bsi 乙 

202.  國際認證 
Google Apps Education Sites 

Individual Qualified 
Google 乙 

203.  國際認證 
Google Apps Education Drive 

Individual Qualified 
Google 乙 

204.  政府機關 CNC 銑床項技術士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訓局 乙 

205.  政府機關 CNC 車床項技術士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訓局 乙 

206.  其他 TQC-IP Photoshop(CS5)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 乙 

207.  其他 Corel Corporation Corel Draw X6 Corel 乙 

208.  國際認證 Adobe Web Design Specialist CS6 Adobe 乙 

209.  政府機關 機械加工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 

210.  國際認證 

Server Virtualization with 

Windows Server Hyper‐V and 

System Center 

微軟 乙 

211.  國際認證 MSCS: Big Data Microsys 乙 

212.  國際認證 MSCS: Network Infrastructure Microsys 乙 

213.  國際認證 MSCS: Security Microsys 乙 

214.  國際證照 Adobe ACA Illustrator 國際認證 Adobe 乙 

215.  國際證照 
Adobe ACA indesign CS6 國際認

證 
Adobe 

乙 

216.  其他 雲端服務應用管理師 華廈訓練評鑑有限公司 乙 

217.  其他 觀光餐旅休閒事業管理師 華廈訓練評鑑有限公司 乙 

218.  其他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60B) 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展協會 乙 

219.  國際認證 Strata IT Fundamentals CompTIA 乙 

220.  國際認證 
MSCS: Essential of C# 

Programming 
MicroSys 

乙 

221.  國際認證 
MSCS: Essential of HTML5 

Programming 
MicroSys 

乙 

222.  國際認證 IT for Business HPATA 乙 

223.  政府機關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 環保署 乙 

224.  國際證照 
旅館經營實務(上) (Lodging 

Management Program 1) 
美國飯店業協會教育機構 

乙 

225.  國際證照 旅館房務部營運與管理 美國飯店業協會教育機構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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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發照機關 
對照

級數 

(Managing Housekeeping 

Operations) 

226.  其他 財富管理業務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乙 

227.  其他 小型車駕駛考驗員證 交通部 乙 

228.  國際認證 Adobe ACA Flash CS5 Adobe 乙 

229.  國際認證 Adobe ACA Flash CS6 Adobe 乙 

230.  國際認證 Adobe ACA Dreamweaver CS5 Adobe 乙 

231.  國際認證 Adobe ACA Dreamweaver CS6 Adobe 乙 

232.  國際認證 Adobe ACA Photoshop CS5 Adobe 乙 

233.  國際認證 Adobe ACA Photoshop CS6 Adobe 乙 

234.  國際認證 
Adobe ACA Design Specialist 

CS5 
Adobe 乙 

235.  國際認證 
Adobe ACA Design Specialist 

CS6 
Adobe 乙 

236.  國際認證 
MSCS:Action Script 3.0 

Programmer 
Microsoft 乙 

237.  國際認證 
餐旅服務業行銷 Marketing i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美國飯店業協會教育機構 乙 

238.  國際認證 
餐旅服務業督導 Supervision i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美國飯店業協會教育機構 乙 

239.  國際認證 

餐旅資訊管理系統 Managing 

Technology i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美國飯店業協會教育機構 乙 

240.  國際認證 

餐旅管理與服務 Managing 

Service in Food and Beverage 

Operations  

美國飯店業協會教育機構 乙 

241.  國際認證 

飯店設施管理 Hospitalit 

Facilities Management and 

Design  

美國飯店業協會教育機構 乙 

242.  國際認證 

旅館客務部營運與管理 

Managing Front Office 

Operations  

美國飯店業協會教育機構 乙 

243.  國際認證 
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Managing 

Hospitality Human Resource  
美國飯店業協會教育機構 乙 

244.  國際認證 

餐旅業領導統禦與管理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in the 

Hospitality  

美國飯店業協會教育機構 乙 

245.  國際認證 
旅館經營實務(下) Lodging 

Management Program Year2  
美國飯店業協會教育機構 乙 

246.  國際認證 餐飲營運管理 Management of 美國飯店業協會教育機構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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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發照機關 
對照

級數 

Food and Beverage Operations  

247.  國際認證 
餐旅管理會計 Hospitality 

Industry Managerial Accounting  
美國飯店業協會教育機構 乙 

248.  其他 國際禮儀管理師 IEMM(進階)  CIIP 國際認證中心 乙 

249.  其他 服務業管理師 矩陣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乙 

250.  國際認證 

Microsoft Specialist : Managing 

Projects with Microsoft Project 

2013 

微軟 乙 

251.  國際認證 
MSCS: Essential of Software 

Programming 
Microsys 乙 

252.  國際認證 
MSCS: Computer Science and 

Programming 
Microsys 乙 

253.  國際認證 RAFA澳洲皇家芳療師高階 澳洲皇家芳療師協會 乙 

254.  國際認證 
Graphic Design & Illustration 

using Adobe Illustrator 
Adobe 乙 

255.  其他 國際禮儀 中華商管教育發展學會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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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丙級認證 

項次 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發照機關 
對照級

數 

1.  國際認證 
CEA (認證電子商業夥伴行列
Certified e-Business Associate) 

國際電子商務顧問局(EC-COUNCIL) 丙 

2.  其他 單晶片技能丙級檢定 台灣嵌入式暨單晶片系統發展協會 丙 

3.  其他 企業電子化助理規劃師 台灣電腦技能基金會 丙 

4.  國際認證 
Specialist Officeal Certification 

Master 
Microsoft 微軟 丙 

5.  其他 品質技術師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丙 

6.  其他 流基層管理人員(CILT)第一級 中華民國物流協會 丙 

7.  其他 企業電子化規劃師（第一級）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 丙 

8.  政府機關 乙級空氣污染防治專責人員 環保署 丙 

9.  政府機關 乙級廢棄物清除 環保署 丙 

10.  政府機關 
乙級毒性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

人員 
環保署 丙 

11.  政府機關 乙級廢水處理專責人員 環保署 丙 

12.  政府機關 工業電子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丙 

13.  政府機關 視聽電子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丙 

14.  政府機關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丙 

15.  政府機關 電腦軟體設計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丙 

16.  政府機關 電腦硬體裝修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丙 

17.  政府機關 網頁設計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丙 

18.  政府機關 旋轉電機裝修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丙 

19.  政府機關 旋轉電機繞線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丙 

20.  政府機關 靜止電機繞線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丙 

21.  政府機關 電器修護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丙 

22.  政府機關 通信技術(電信線路)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丙 

23.  政府機關 變壓器裝修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丙 

24.  政府機關 
機電整合(自動化控制組)丙級技

術士 
職訓局 丙 

25.  政府機關 工業儀器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丙 

26.  政府機關 
室內配線(屋內線路裝修)丙級技
術士 

職訓局 丙 

27.  政府機關 工業配線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丙 

28.  政府機關 配電線路裝修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丙 

29.  政府機關 配電電纜裝修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丙 

30.  政府機關 用電設備檢驗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丙 

31.  政府機關 變電設備裝修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丙 

32.  政府機關 輸電地下電纜裝修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丙 

33.  政府機關 輸電架空線路裝修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丙 

34.  政府機關 電腦輔助立體製圖丙級 職訓局 丙 

35.  政府機關 汽車修護丙級 職訓局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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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發照機關 
對照級

數 

36.  政府機關 機車修護丙級 職訓局 丙 

37.  政府機關 車床丙級 行政院勞委會 丙 

38.  政府機關 銑床丙級 行政院勞委會 丙 

39.  政府機關 鉗工丙級 職訓局 丙 

40.  政府機關 機械製圖丙級 職訓局 丙 

41.  國際認證 AutoCAD 標準級國際認證 Autodesk 丙 

42.  政府機關 遊覽、解說人員證書 考選部 丙 

43.  政府機關 中華民國化學丙級技術士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丙 

44.  政府機關 
中華民國食品檢驗分析丙級技術
士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丙 

45.  其他 品質技術師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丙 

46.  其他 財產保險業務員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丙 

47.  其他 ISO9000稽查員 IRCA 丙 

48.  其他 國貿大會考 台北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丙 

49.  其他 股務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金會 丙 

50.  其他 
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一般
金融 

財團法人台灣金融研訓院 丙 

51.  其他 
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消費
金融 

財團法人台灣金融研訓院 丙 

52.  其他 初階授信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財團法人台灣金融研訓院 丙 

53.  其他 初階外匯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財團法人台灣金融研訓院 丙 

54.  其他 信託業業務人員信託專業測驗 
財團法人台灣金融研訓院 

丙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 

55.  其他 企業電子化助理規劃師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 丙 

56.  其他 個人風險管理師 中華民國風險管理學會 丙 

57.  其他 票券商業務人員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金會 丙 

58.  其他 債券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金會 丙 

59.  其他 資產證券化基本能力測驗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金會 丙 

60.  其他 企業電子化規劃師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 丙 

61.  其他 人壽保險核保理賠人員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丙 

62.  其他 產物保險業務員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丙 

63.  其他 營利事業租稅申報實務證書 中華財政學會 丙 

64.  其他 個人租稅申報實務 中華財政學會 丙 

65.  其他 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能力測驗控制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金會 

丙 

66.  其他 中小企業財務人員 財團法人台灣金融研訓院 丙 

67.  其他 債劵人員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金會 丙 

68.  其他 資產證劵化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金會 丙 

69.  其他 票劵商業務人員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金會 丙 

70.  其他 中級保險業務員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丙 

71.  其他 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保險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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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發照機關 
對照級

數 

72.  其他 救生員證 
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 

丙 
教育部體育署 

73.  其他 水上安全救生員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丙 

74.  其他 急救員證照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丙 

75.  其他 各項運動教練及裁判證 C 級證照 中華民國運動項目協會 丙 

76.  其他 體適能指導員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丙 

77.  其他 健走教練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丙 

78.  其他 運動休閒產業經理人證 中華民國運動休閒產業經理人協會 丙 

79.  其他 運動急救員 台灣運動傷害防護學會 丙 

80.  其他 運動設施經理人 台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 丙 

81.  其他 YMCA國際體適能教練證丙級 台灣基督教青年會 丙 

82.  政府機關 調酒丙級 勞委會職訓局 丙 

83.  政府機關 中餐丙級(葷.素) 勞委會職訓局 丙 

84.  其他 青年活動企劃師 中華專業認證學會 丙 

85.  其他 照相丙級技術士 職訓局 丙 

86.  其他 金銀珠寶飾品加工 職訓局 丙 

87.  政府機關 陶瓷模具丙級檢定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丙 

88.  政府機關 社區規劃師 各縣市政府 丙 

89.  其他 人身保險業務員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丙 

90.  政府機關 家具木工丙級技術士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丙 

91.  國際認證 觀光旅遊培訓 3級檢定 LCCI(英國倫敦商會考試局) 丙 

92.  其他 創業管理分析師(EMA) 微析科技公司 丙 

93.  其他 流通連鎖經營管理技術士 中華工商流通發展研究協會 丙 

94.  其他 顧客關係管理商品分析師 微析科技公司 丙 

95.  其他 專案助理(PMA) 財團法人中華專案管理學會 丙 

96.  其他 Level 1 自動化工程師 台灣製造工程與自動化科技協會 丙 

97.  其他 金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 

財團法人台灣金融研訓院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金會 

丙 

98.  其他 結構型商品銷售人員資格檢測 台灣金融研訓院 丙 

99.  其他 機械工程師基礎能力鑑定 工業技術研究院 丙 

100.  其他 浮士德球教練證 C 等級 台灣浮士德球協會 丙 

101.  其他 初級救護技術員 中華緊急救護技術員協會 丙 

102.  政府機關 中餐烹調—葷食項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丙 

103.  政府機關 中式米食加工-米粒類米漿型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丙 

104.  政府機關 中式麵食加工-酥油皮、糕漿皮類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丙 

105.  政府機關 丙級美容技術士證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丙 

106.  國際證照 
英倫商會證照(LCCI) Preliminary

入門級 
英國倫敦商會考試局 丙 

107.  國際證照 MOS 2007 Master Microsoft 微軟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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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發照機關 
對照級

數 

108.  國際證照 MOS 2010 Master Microsoft 微軟 丙 

109.  政府機關 排球裁判證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丙 

110.  政府機關 初級游泳教練證 中華民國游泳救生協會 丙 

111.  其他 C 級游泳教練證 中華民國游泳裁判教練協會 丙 

112.  其他 適應體育游泳教練證 中華民國游泳裁判教練協會 丙 

113.  政府機關 飲料調製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訓局 丙 

114.  其他 兩岸經貿商務人才認證檢定 中華民國外銷企業協進會 丙 

115.  其他 
初級物流運籌人才-物流管理證
照 

中華民國物流協會 丙 

116.  其他 TIMS 初階-全球行銷證照 台灣行銷科學學會 丙 

117.  其他 樂齡健身運動指導員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丙 

118.  其他 體適能有氧舞蹈指導員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丙 

119.  其他 休閒養生運動指導員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丙 

120.  政府機關 烘焙食品-麵包 行政院勞工委會 丙 

121.  其他 體能訓練 臺灣基督教青年協會 丙 

122.  其他 
阻力繩訓練-上肢 

及阻力繩訓練-下肢 
臺灣基督教青年協會 丙 

123.  其他 間歇訓練 臺灣基督教青年協會 丙 

124.  其他 柔軟度訓練 臺灣基督教青年協會 丙 

125.  其他 循環訓練 臺灣基督教青年協會 丙 

126.  其他 核心肌群訓練 臺灣基督教青年協會 丙 

127.  其他 進階肌力訓練 臺灣基督教青年協會 丙 

128.  其他 藥球 臺灣基督教青年協會 丙 

129.  其他 健康體適能生活原則 臺灣基督教青年協會 丙 

130.  其他 團體(基礎)運動訓練教練 臺灣基督教青年協會 丙 

131.  其他 TBSA商務企劃能力初階檢定 TBSA 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協會 丙 

132.  語言 漢字讀音檢定三級 財團法人日本漢字能力檢定協會 丙 

133.  國際認證 
IC3 : Computing Fundamental , 

CF 
全球數位素養委員會(GDLC) 丙 

134.  國際認證 IC3 : Key Applications , KA 全球數位素養委員會(GDLC) 丙 

135.  國際認證 IC3 : Living OnLine , LOL 全球數位素養委員會(GDLC) 丙 

136.  國際認證 
IC3 : Internet and Computing Core 

Certification  
全球數位素養委員會(GDLC) 丙 

137.  國際認證 MTA : Networking Fundamentals Microsoft 微軟 丙 

138.  國際認證 
MTA : Windows Operating System 

Fundamentals  
Microsoft 微軟 丙 

139.  國際認證 MTA : Security Fundamentals Microsoft 微軟 丙 

140.  其他 數位邏輯設計能力認證-實用級 台灣嵌入式暨單晶片系統發展協會 丙 

141.  國際認證 日本秘書國際資格檢定-3級 日本財團法人實務技能檢定協會 丙 

142.  政府機關 冷凍空調裝修-丙級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丙 

143.  政府機關 餐旅服務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丙 



 19 

項次 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發照機關 
對照級

數 

144.  政府機關 西餐烹調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丙 

145.  政府機關 烘焙食品-西點蛋糕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丙 

146.  政府機關 烘焙食品-餅乾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丙 

147.  其他 網路行銷分析師 微析科技公司 丙 

148.  其他 BCNA商業溝通談判分析師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理協會 丙 

149.  政府機關 堆高機操作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丙 

150.  其他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60A) 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展協會 丙 

151.  國際認證 iClone  Associate Reallusion 丙 

152.  其他 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 經濟部工業局 丙 

153.  其他 全民財經檢定 經濟日報 丙 

154.  其他 會計事務-人工記帳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丙 

155.  其他 會計事務-資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丙 

156.  
國際認證 MTA:Gaming Development 

Fundamentals  

Microsoft 
丙 

157.  其他 航空訂位系統認證 先啟資訊 丙 

158.  其他 自行車 C 級領隊證 台灣自行車協會 丙 

159.  其他 國際禮儀管理師 IEMM(初階)  CIIP 國際認證中心 丙 

160.  其他 網路與社群行銷管理師 矩陣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丙 

161.  國際認證 RAFA澳洲皇家芳療師初階 澳洲皇家芳療師協會 丙 

162.  其他 旅行業資訊管理系統認證 科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丙 

163.  其他 旅行業電子商務系統認證 科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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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類證照 

項次 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發照機關 
對照 

級數 

1.  國內證照 e-office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 資訊-600 

2.  國際認證 MOS-Word2007 Microsoft 微軟 資訊-600 

3.  國際認證 MOS-Excel2007 Microsoft 微軟 資訊-600 

4.  國際認證 MOS-PowerPoint2007 Microsoft 微軟 資訊-600 

5.  國際認證 MOS-Outlook2007 Microsoft 微軟 資訊-600 

6.  國際認證 MOS-Word2003 Microsoft 微軟 資訊-600 

7.  國際認證 MOS-Excel2003 Microsoft 微軟 資訊-600 

8.  國際認證 MOS-PowerPoint2003 Microsoft 微軟 資訊-600 

9.  國際認證 MOS-Access2003 Microsoft 微軟 資訊-600 

10.  國際認證 MCAS Microsoft 微軟 資訊-600 

11.  其他證照 TQC-Word 2007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 資訊-300 

12.  其他證照 TQC-Excel2007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 資訊-300 

13.  其他證照 TQC-PowerPoint2007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 資訊-300 

14.  其他證照 TQC-Word2003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 資訊-300 

15.  其他證照 TQC-Excel2003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 資訊-300 

16.  其他證照 TQC-PowerPoint2003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 資訊-300 

17.  其他證照 TQC-IE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 資訊-300 

18.  其他證照 TQC-實體設計認證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 300 

19.  其他證照 TQC-工程圖學與機械製圖認證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 300 

20.  其他證照 TQC-基礎零件設計認證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 300 

21.  其他證照 TQC-中文輸入進階版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 300 

22.  其他證照 TQC-初級會計實用級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 300 

23.  其他證照 TQC-專業行銷人員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 300 

24.  其他證照 TQC-專業中文祕書人員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 300 

25.  其他證照 TQC-專業人事人員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 300 

26.  其他證照 TQC-專業企劃人員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 300 

27.  其他證照 TQC-e -office人員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 300 

28.  其他證照 TQC-中文輸入-新注音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 300 

29.  其他證照 TQC-英文輸入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 300 

30.  其他證照 TQC-電子商務概論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 300 

31.  其他證照 TQC-數字輸入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 300 

32.  國際認證 MOS-Excel 2010 Microsoft 微軟 資訊-600 

33.  國際認證 MOS Excel EXpert 2010 Microsoft 微軟 資訊-600 

34.  國際認證 MOS Excel EXpert 2007 Microsoft 微軟 資訊-600 

35.  國際認證 MOS-Outlook2010 Microsoft 微軟 資訊-600 

36.  國際認證 MOS-PowerPoint2010 Microsoft 微軟 資訊-600 

37.  國際認證 MOS-Word2010 Microsoft 微軟 資訊-600 

38.  國際認證 MOS-Word Expert 2010 Microsoft 微軟 資訊-600 

39.  國際認證 MOS-Word Expert 2007 Microsoft 微軟 資訊-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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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發照機關 
對照 

級數 

40.  國際認證 

MTA : 軟體研發工程師核心能

力(Software Developer 

Fundamentals) 

微軟 資訊 600 

41.  國際認證 

MTA : 視窗研發工程師核心能
力(Windows Developer 

Fundamentals) 

微軟 資訊 600 

42.  國際認證 

MTA : 網站研發工程師核心能
力(Web Development 

Fundamentals) 

微軟 資訊 600 

43.  國際認證 

MTA : 資料庫管理師核心能力
(Database Administration 

Fundamentals) 

微軟 資訊 600 

44.  國際認證 

MTA : 伺服器管理工程師核心
能力(Windows Server 

Administration Fundamentals) 

微軟 資訊 600 

45.  國際認證 

MTA: 行動裝置研發工程師核
心能力(Mobile Development 

Fundamentals) 

微軟 資訊 600 

46.  其他證照 TQC-Excel2010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 資訊-300 

47.  其他證照 TQC-Word 2010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 資訊-300 

48.  其他證照 TQC-PowerPoint2010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 資訊-300 

49.  其他證照 MOCC-Excel 2010 專業級認證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 資訊-300 

50.  其他證照 
MOCC-PowerPoint 2010 專業級
認證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 資訊-300 

51.  其他證照 MOCC-Word 2010 專業級認證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 資訊-300 

 

至 104.12.01 止共認證 581張證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