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學年度各系證照分列表

科系 證照類別 獎勵類別 加值類別 證照名稱 級別 發照單位 國內/國外 相關課程
跨領域

證照

畢業

門檻

規劃考照

年級
代表性工作職稱 備註

企管系 就業資格 考試院核發之及格證書 記帳士 普考 考試院考選部 國內 會計學 否 是 2 商店經理人員 認可一覽表壹-一-62(P.8)

企管系 就業資格 考試院核發之及格證書 領隊人員（華語） 普考 考試院考選部 國內 跨領域課程 否 是 3 業務銷售人員
1.認可一覽表壹-一-69(P.9)

2.應英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就業資格 考試院核發之及格證書 導遊人員（華語） 普考 考試院考選部 國內 跨領域課程 否 是 3 業務銷售人員
1.認可一覽表壹-一-67(P.9)

2.應英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就業資格 考試院核發之及格證書 領隊人員（英語） 普考 考試院考選部 國內 跨領域課程 否 是 3 業務銷售人員 認可一覽表壹-一-68(P.9)

企管系 就業資格 考試院核發之及格證書 導遊人員（英語） 普考 考試院考選部 國內 跨領域課程 否 是 3 業務銷售人員 認可一覽表壹-一-69(P.9)

企管系 就業資格 考試院核發之及格證書 領隊人員（日語） 普考 考試院考選部 國內 跨領域課程 否 是 3 業務銷售人員 認可一覽表壹-一-68(P.9)

企管系 就業資格 考試院核發之及格證書 導遊人員（日語） 普考 考試院考選部 國內 跨領域課程 否 是 3 業務銷售人員 認可一覽表壹-一-69(P.9)

企管系 就業資格 行政院各部會核發之證照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技術士證 乙級 勞動部 國內 工業安全與衛生 否 是 4 商店經理人員 認可一覽表壹-二-8(P.12)

企管系 就業資格 行政院各部會核發之證照 手語翻譯技術士證 乙級 勞動部 國內 職場倫理與道德 否 是 3 業務銷售人員 認可一覽表壹-二-74(P.30)

企管系 就業資格 行政院各部會核發之證照 手語翻譯技術士證 丙級 勞動部 國內 職場倫理與道德 否 是 3 業務銷售人員 認可一覽表壹-二-74(P.30)

企管系 就業資格 行政院各部會核發之證照
與「iCAP證照職能基

準」具關連性證照
會議展覽專業人員認證及格證書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國內 會展活動規劃與實作 否 是 4 商務企劃人員 認可一覽表壹-三-93(P.50)

企管系 就業資格 行政院各部會核發之證照 iPAS證照+iCAP證照 營運智慧分析師能力鑑定證書 初級 經濟部工業局 國內 營運智慧管理 否 是 3 商店經理人員
1.認可一覽表壹-三-115(P.53)

2.商務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就業資格
主管機關委託、認證或認

可之證照

與「iCAP證照職能基

準」具關連性證照
領隊人員執業證書 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 國內 跨領域課程 否 是 3 業務銷售人員

1.認可一覽表貳-3(P.65)

2.商務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就業資格
主管機關委託、認證或認

可之證照

與「iCAP證照職能基

準」具關連性證照
導遊人員執業證書 中華民國觀光導遊協會 國內 跨領域課程 否 是 4 業務銷售人員

1.認可一覽表貳-3(P.65)

2.商務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就業資格
主管機關委託、認證或認

可之證照

與「iCAP證照職能基

準」具關連性證照
財產保險業務員及格證書

(NLIAROC)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

業同業公會
國內 保險市場實務 否 是 3 業務銷售人員 認可一覽表參-3(P.67)

企管系 就業資格
主管機關委託、認證或認

可之證照

與「iCAP證照職能基

準」具關連性證照
人身保險業務員及格證書

(LIA)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

公會
國內 保險市場實務 否 是 2 業務銷售人員 認可一覽表參-1(P.67)

企管系 就業資格
主管機關委託、認證或認

可之證照

與「iCAP證照職能基

準」具關連性證照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事業業務員及格證

書

(SITCA)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

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國內 投資學 否 是 4 業務銷售人員 認可一覽表參-6(P.67)

企管系 就業資格
主管機關委託、認證或認

可之證照

與「iCAP證照職能基

準」具關連性證照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及格證書 (TSA)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國內 投資學 否 是 4 業務銷售人員 認可一覽表參-7(P.67)

企管系 就業資格
主管機關委託、認證或認

可之證照

與「iCAP證照職能基

準」具關連性證照
證券商業務員及格證書 (TSA)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國內 投資學 否 是 4 業務銷售人員 認可一覽表參-8(P.68)

企管系 就業資格
主管機關委託、認證或認

可之證照

與「iCAP證照職能基

準」具關連性證照
不動產經紀營業員證明書

(CAREB)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

紀商業同業工會全國聯合會
國內 投資學 否 是 4 業務銷售人員

1.認可一覽表貳-1(P.65)

2.建築、室設、商務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就業資格
主管機關委託、認證或認

可之證照

與「iCAP證照職能基

準」具關連性證照

人身保險業務員銷售外幣收付非投資型

保險商品及格證書

(LIA)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

公會
國內 保險市場實務 否 是 4 業務銷售人員 認可一覽表參-2(P.67)

企管系 就業資格
主管機關委託、認證或認

可之證照

與「iCAP證照職能基

準」具關連性證照
投資型保險商品業務員及格證書 (TII)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國內 保險市場實務 否 是 3 業務銷售人員 認可一覽表參-4(P.67)

企管系 專業 國際

ISO9001品質管理系統內部稽核員

ISO9001：2015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Internal Auditor to Level C

法國標準協會艾法諾公司,貝爾國

際驗證公司
國外 作業管理、品質管理 否 是 2 商店經理人員

企管系 專業 國際

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內部稽核員

ISO14001:2015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Internal Auditor to

level C

法國標準協會艾法諾公司,貝爾國

際驗證公司
國外 作業管理 否 是 3 商店經理人員

企管系 專業 國際

ISO45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內部稽

核員 ISO45001:2018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s Internal

Auditor

法國標準協會艾法諾公司,貝爾國

際驗證公司
國外 作業管理 否 是 4 商店經理人員

企管系 專業 民間 流通連鎖經營管理 (CDA)中華工商流通發展研究協會 國內 行銷管理、門市服務管理 否 是 2 商店經理人員 企管系航服組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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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證照類別 獎勵類別 加值類別 證照名稱 級別 發照單位 國內/國外 相關課程
跨領域

證照

畢業

門檻

規劃考照

年級
代表性工作職稱 備註

企管系 專業 民間 國際禮儀接待員 乙級

(SSO)Sinica Standard Organization[

華廈訓評職能發展創新產業有限

公司]

國內 國際禮儀 否 是 2 商店經理人員

企管系 專業 民間

(HACCP)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S[餐飲採購與供應管

理師]

社團法人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發展協
國內 採購與成本管理 否 是 2 商務企劃人員

企管系 專業 民間 網路行銷企劃師 乙級
(CCVCDA)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

會
國內 網路行銷 否 是 3 商務企劃人員 企管系航服組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專業 民間
(PMA)Project Management Assistant[專案

助理]
(NPMA)中華專案管理學會 國內 專案管理 否 是 2 商務企劃人員 數媒、財金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專業 民間 行銷企劃 (TIMS)臺灣行銷科學學會 國內 行銷管理或行銷企劃實務 否 是 3 商務企劃人員 數媒系、企管系航服組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專業 民間 信託業業務人員
(TAROC)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

業公會
國內 個人理財 否 是 3 業務銷售人員

企管系 專業 民間 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 (TABF)台灣金融研訓院 國內 金融市場實務 否 是 3 業務銷售人員 企管系航服組、行管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專業 民間
Entrepreneurship Management

Analyst[EMA創業管理分析師]

MicroAnalysis Tech Co.,Ltd.[微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內 創業企劃實務 否 是 4 商務企劃人員 企管系航服組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專業 民間 微電影行銷企劃師 乙級
(CCVCDA)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

會
國內 創新與創業管理 否 是 3 商務企劃人員 視傳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專業 民間 微電影拍攝剪輯製作師  
(CCVCDA)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

會
國內 創新與創業管理 否 是 3 商務企劃人員 視傳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專業 民間 調查與研究方法分析師  
Tri-Star Statistics Service Company [

三星統計服務有限公司]
國內 應用統計與實務操作、市場調查、統計學 否 是 2 業務銷售人員

企管系 專業 民間 (PSA)專業秘書暨行政管理人才 乙級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理協會 國內 否 是 4 業務銷售人員 企管系航服組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專業 國際 (AMADEUS)基礎訂位 Amadeus 國外 航空訂位系統 是 是 3 業務銷售人員 企管系航服組專業證照

企管系 專業 國際 (SSE)Elite Barista[精品咖啡師國際認證] Silicon Stone Education 國外 航空暨運輸餐飲實務 是 是 3 業務銷售人員 航服組、觀管系專業證照

企管系 專業 國際 (SSE)barista[咖啡師國際認證] Silicon Stone Education 國外 航空暨運輸餐飲實務 是 是 3 業務銷售人員 航服組、觀管系專業證照

企管系 專業 國際
(SSE)Elite Bartender[精品調酒師國際認

證]
Silicon Stone Education 國外 航空暨運輸餐飲實務 是 是 3 業務銷售人員 企管系航服組、觀管系專業證照

企管系 專業 國際 (SSE)Bartender[調酒師國際認證] Silicon Stone Education 國外 航空暨運輸餐飲實務 是 是 3 業務銷售人員 企管系航服組、觀管系專業證照

企管系 專業 民間 國際航空票務從業人員認證

Foundation

level

(初階)

台灣航空教育發展協會 國內 國際禮儀 是 是 3 業務銷售人員 企管系航服組專業證照

企管系 專業 民間 Abacus訂位認證
(Sabre)先啟資訊系統股份有限公

司
國內 航空客運與票務 是 是 3 業務銷售人員 企管系航服組、觀管系專業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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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 證照類別 獎勵類別 加值類別 證照名稱 級別 發照單位 國內/國外 相關課程
跨領域

證照

畢業

門檻

規劃考照

年級
代表性工作職稱 備註

企管系 專業 民間 基本救命術(BLS)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中華急救教育推廣協

會、台灣心臟協會、台灣國際人道援助協

會、台灣全方位救護保健活動協會、中華

緊急救護教育推廣協會、台灣新視野緊急

救護協會、台灣藍衣天使救護服務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人身安全管理公益協

會、社團法人中華慈心健康安全醫事暨輻

射防護發展協會、社團法人台灣健康教育

推廣協會、社團法人台灣野外地區緊急救

護協會、社團法人台灣運動安全暨急救技

能推廣協會、社團法人臺南市搜救協會、

屏東縣金鳳凰緊急救護協會、財團法人旺

英衛教基金會、財團法人急重症醫療發展

基金會、新北市救護照顧協進會、臺南市

心動力救護發展協會、臺灣生命之翼緊急

救護整合發展協會、臺灣福爾摩沙急救教

育推廣協會、新北市急救照顧協會、臺灣

急救教育推廣與諮詢中心、馬偕紀念醫

院、萬芳醫院

國內 客艙安全管理、客艙服務管理與實務 是 是 3 業務銷售人員 企管系航服組專業證照

企管系 資訊能力 專業資訊類
Planner of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規劃師]
(CERPS)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國內 企業資源規劃 否 是 2 商務企劃人員

企管系 資訊能力 專業資訊類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Master

(大師級)
Microsoft(微軟) 國外 資訊概論、商業套裝軟體 否 是 1 商務企劃人員

1.不限版本

2.應英、觀管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資訊能力 一般資訊類 Google基礎數位行銷資格認證  Google Inc.  國外 行銷企劃實務 否 是 2 業務銷售人員 應英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資訊能力 一般資訊類
Google Analytics Individual Qualification

(GAIQ) (分析) 個人認證
 Google Inc.  國外 管理數據應用概論 否 是 4 商務企劃人員 視傳、商務、觀管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資訊能力 一般資訊類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Excel

Expert

(專業級)
Microsoft(微軟) 國外 資訊概論、商業套裝軟體 否 是 1 商務企劃人員

1.不限版本

2.土木、應英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資訊能力 一般資訊類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Outlook
Microsoft(微軟) 國外 資訊概論、商業套裝軟體 否 是 1 商務企劃人員

1.不限版本

2.應英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資訊能力 一般資訊類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PowerPoint
Microsoft(微軟) 國外 資訊概論、商業套裝軟體 否 是 1 商務企劃人員

1.不限版本

2.土木、應英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資訊能力 一般資訊類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Word

Expert

(專業級)
Microsoft(微軟) 國外 資訊概論、商業套裝軟體 否 是 1 商務企劃人員

1.不限版本

2.土木、應英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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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各系證照分列表

科系 證照類別 獎勵類別 加值類別 證照名稱 級別 發照單位 國內/國外 相關課程
跨領域

證照

畢業

門檻

規劃考照

年級
代表性工作職稱 備註

企管系

航服組
就業資格 考試院核發之及格證書 領隊人員（華語） 普考 考試院考選部 國內 跨領域課程 否 是 3 後勤行政管理人員

1.認可一覽表壹-一-69(P.9)

2.應英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航服組
就業資格 考試院核發之及格證書 導遊人員（華語） 普考 考試院考選部 國內 跨領域課程 否 是 3 後勤行政管理人員

1.認可一覽表壹-一-67(P.9)

2.應英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航服組
就業資格 考試院核發之及格證書 領隊人員（英語） 普考 考試院考選部 國內 跨領域課程 否 是 3 後勤行政管理人員 認可一覽表壹-一-68(P.9)

企管系

航服組
就業資格 考試院核發之及格證書 導遊人員（英語） 普考 考試院考選部 國內 跨領域課程 否 是 3 後勤行政管理人員 認可一覽表壹-一-69(P.9)

企管系

航服組
就業資格 考試院核發之及格證書 領隊人員（日語） 普考 考試院考選部 國內 跨領域課程 否 是 3 後勤行政管理人員 認可一覽表壹-一-68(P.9)

企管系

航服組
就業資格 考試院核發之及格證書 導遊人員（日語） 普考 考試院考選部 國內 跨領域課程 否 是 3 後勤行政管理人員 認可一覽表壹-一-69(P.9)

企管系

航服組
就業資格 考試院核發之及格證書 導遊人員（韓語） 普考 考試院考選部 國內 跨領域課程 否 是 3 後勤行政管理人員 認可一覽表壹-一-69(P.9)

企管系

航服組
就業資格 考試院核發之及格證書 領隊人員（其他語系） 普考 考試院考選部 國內 跨領域課程 否 是 3 後勤行政管理人員 認可一覽表壹-一-68(P.9)

企管系

航服組
就業資格 考試院核發之及格證書 領隊人員（其他語系） 普考 考試院考選部 國內 跨領域課程 否 是 3 後勤行政管理人員 認可一覽表壹-一-69(P.9)

企管系

航服組
就業資格 行政院各部會核發之證照 手語翻譯技術士證 乙級 勞動部 國內 職場倫理與道德 否 是 3 客艙服務人員 認可一覽表壹-二-74(P.30)

企管系

航服組
就業資格 行政院各部會核發之證照 手語翻譯技術士證 丙級 勞動部 國內 職場倫理與道德 否 是 3 客艙服務人員 認可一覽表壹-二-74(P.30)

企管系

航服組
就業資格 行政院各部會核發之證照

與「iCAP證照職能基

準」具關連性證照
會議展覽專業人員認證及格證書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國內 會展活動規劃與實作 否 是 4 後勤行政管理人員 認可一覽表壹-三-93(P.50)

企管系

航服組
就業資格 行政院各部會核發之證照 iPAS證照+iCAP證照 營運智慧分析師能力鑑定證書 初級 經濟部工業局 國內 營運智慧管理 否 是 3 後勤行政管理人員

1.認可一覽表壹-三-115(P.53)

2.商務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航服組
就業資格

主管機關委託、認證或認

可之證照

與「iCAP證照職能基

準」具關連性證照
領隊人員執業證書 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 國內 跨領域課程 否 是 3 後勤行政管理人員

1.認可一覽表貳-3(P.65)

2.商務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航服組
就業資格

主管機關委託、認證或認

可之證照

與「iCAP證照職能基

準」具關連性證照
導遊人員執業證書 中華民國觀光導遊協會 國內 跨領域課程 否 是 3 後勤行政管理人員

1.認可一覽表貳-3(P.65)

2.商務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航服組
專業 政府部門 餐飲服務技術士證 丙級 勞動部 國內 餐飲服務 否 是 2 客艙服務人員

企管系

航服組
專業 政府部門 旅館客房服務技術士證 丙級 勞動部 國內  旅館客房服務 否 是 2 客艙服務人員

企管系

航服組
專業 政府部門 美容技術士證 丙級 勞動部 國內 美容體驗 否 是 3 客艙服務人員

企管系

航服組
專業 國際 (AMADEUS)基礎訂位 Amadeus 國外 航空訂位系統 否 是 3 地勤站務人員 企管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航服組
專業 國際 (TRAVELSKY)基礎訂位 中國民航信息網絡股份有限公司 大陸地區 航空訂位系統 否 是 3 地勤站務人員

企管系

航服組
專業 國際 (SSE)Elite Barista[精品咖啡師國際認證]

 
Silicon Stone Education 國外 航空暨運輸餐飲實務 否 是 3 客艙服務人員 企管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航服組
專業 國際 (SSE)barista[咖啡師國際認證]

 
Silicon Stone Education 國外 航空暨運輸餐飲實務 否 是  1~2 客艙服務人員 企管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航服組
專業 國際

(SSE)Elite Bartender[精品調酒師國際認

證]

 
Silicon Stone Education 國外 航空暨運輸餐飲實務 否 是  1~2 客艙服務人員 企管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航服組
專業 國際 (SSE)Bartender[調酒師國際認證] Silicon Stone Education 國外 航空暨運輸餐飲實務 否 是  1~3 客艙服務人員 企管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航服組
專業 民間 國際航空票務從業人員認證

Foundation

level

(初階)

台灣航空教育發展協會 國內 航空客運與票務 否 是 3 地勤站務人員 企管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航服組
專業 民間 國際禮儀接待員 乙級

(SSO)Sinica Standard Organization[

華廈訓評職能發展創新產業有限

公司]

國內 國際禮儀 否 是 2 客艙服務人員

企管系

航服組
專業 民間 觀光行銷 (TIMS)臺灣行銷科學學會 國內 行銷管理 否 是 2 後勤行政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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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各系證照分列表

科系 證照類別 獎勵類別 加值類別 證照名稱 級別 發照單位 國內/國外 相關課程
跨領域

證照

畢業

門檻

規劃考照

年級
代表性工作職稱 備註

企管系

航服組
專業 民間 基本救命術(BLS)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中華急救教育推廣協

會、台灣心臟協會、台灣國際人道援助協

會、台灣全方位救護保健活動協會、中華

緊急救護教育推廣協會、台灣新視野緊急

救護協會、台灣藍衣天使救護服務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人身安全管理公益協

會、社團法人中華慈心健康安全醫事暨輻

射防護發展協會、社團法人台灣健康教育

推廣協會、社團法人台灣野外地區緊急救

護協會、社團法人台灣運動安全暨急救技

能推廣協會、社團法人臺南市搜救協會、

屏東縣金鳳凰緊急救護協會、財團法人旺

英衛教基金會、財團法人急重症醫療發展

基金會、新北市救護照顧協進會、臺南市

心動力救護發展協會、臺灣生命之翼緊急

救護整合發展協會、臺灣福爾摩沙急救教

育推廣協會、新北市急救照顧協會、臺灣

急救教育推廣與諮詢中心、馬偕紀念醫

院、萬芳醫院

國內 客艙安全管理、客艙服務管理與實務 否 是 2 客艙服務人員 企管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航服組
專業 民間

(HACCP)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S[餐飲採購與供應管

理師]

社團法人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發展協
國內 採購與成本管理 否 是 2 後勤行政管理人員

企管系

航服組
專業 民間 Abacus訂位認證

(Sabre)先啟資訊系統股份有限公

司
國內 航空客運與票務 否 是 2 地勤站務人員 企管、行管、應英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航服組
專業 民間

(PMA)Project Management Assistant[專案

助理]
(NPMA)中華專案管理學會 國內 專案管理 否 是 2 後勤行政管理人員 數媒、財金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航服組
專業 民間 調查與研究方法分析師

 
Tri-Star Statistics Service Company [

三星統計服務有限公司]
國內 應用統計與實務操作、市場調查、統計學 否 是 2 後勤行政管理人員

企管系

航服組
專業 民間 海空運報關專業人才 (KCBA)高雄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國內 跨領域課程 是 是 3 後勤行政管理人員 商務系、行管系專業證照

企管系

航服組
專業 民間 (PSA)專業秘書暨行政管理人才 乙級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理協會 國內 人力資源管理 是 是 4 後勤行政管理人員 企管、應英系專業證照

企管系

航服組
專業 民間 流通連鎖經營管理 (CDA)中華工商流通發展研究協會 國內 行銷管理、門市服務管理 是 是 2 後勤行政管理人員 企管系專業證照

企管系

航服組
專業 民間 網路行銷企劃師 乙級

(CCVCDA)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

會
國內 網路行銷 是 是 3 後勤行政管理人員 企管系專業證照

企管系

航服組
專業 民間 行銷企劃 (TIMS)臺灣行銷科學學會 國內 行銷管理或行銷企劃實務 是 是 3 後勤行政管理人員 企管、商務、行管系專業證照

企管系

航服組
專業 民間

Entrepreneurship Management

Analyst[EMA創業管理分析師]

MicroAnalysis Tech Co.,Ltd.[微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內 創業企劃實務 是 是 4 後勤行政管理人員 企管系專業證照

企管系

航服組
專業 民間 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 (TABF)台灣金融研訓院 國內 金融市場實務 是 是 3 後勤行政管理人員 企管系、財金系專業證照

企管系

航服組
資訊能力 專業資訊類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Master

(大師級)
Microsoft(微軟) 國外 資訊概論、商業套裝軟體 否 是 1 後勤行政管理人員

1.不限版本

2.應英、觀管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航服組
資訊能力 一般資訊類 Google基礎數位行銷資格認證

 
Google Inc.  國外 行銷企劃實務 否 是 2 後勤行政管理人員 應英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航服組
資訊能力 一般資訊類

Google Analytics Individual Qualification

(GAIQ) (分析) 個人認證

 
Google Inc.  國外 管理數據應用概論 否 是 1 後勤行政管理人員 視傳、商務、觀管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航服組
資訊能力 一般資訊類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Excel

Expert

(專業級)
Microsoft(微軟) 國外 資訊概論、商業套裝軟體 否 是 1 後勤行政管理人員

1.不限版本

2.土木、應英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航服組
資訊能力 一般資訊類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Outlook
Microsoft(微軟) 國外 資訊概論、商業套裝軟體 否 是 1 後勤行政管理人員

1.不限版本

2.應英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企管系

航服組
資訊能力 一般資訊類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PowerPoint
Microsoft(微軟) 國外 資訊概論、商業套裝軟體 否 是 1 後勤行政管理人員

1.不限版本

2.土木、應英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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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各系證照分列表

科系 證照類別 獎勵類別 加值類別 證照名稱 級別 發照單位 國內/國外 相關課程
跨領域

證照

畢業

門檻

規劃考照

年級
代表性工作職稱 備註

企管系

航服組
資訊能力 一般資訊類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Word

Expert

(專業級)
Microsoft(微軟) 國外 資訊概論、商業套裝軟體 否 是 1 後勤行政管理人員

1.不限版本

2.土木、應英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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