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學年度應英系專業類證照分列表 

科系 獎勵級別 證照名稱 級別 發照單位 
畢業

門檻 
備註 

應英系 就業資格 領隊人員(華語) 普考 交通部觀光局 是 認可一覽表 1-66 

應英系 就業資格 導遊人員(華語) 普考 交通部觀光局 是 認可一覽表 1-67 

應英系 就業資格 領隊人員(外語) 普考 交通部觀光局 是 認可一覽表 1-68 

應英系 就業資格 導遊人員(外語) 普考 交通部觀光局 是 認可一覽表 1-69 

應英系 就業資格 
會議展覽專業人員認證

及格證書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是 認可一覽表 3-88 

應英系 能力指標-核心 

(MOS) 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Master(

大師級) 
 Microsoft(微軟) 是 版本不限 

應英系 能力指標-核心 TOEFL 
iBT             

ITP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美

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是 

iBT 87-109/CEFR B2 

iBT >=110/CEFR C1 

ITP 543-626/CEFR B2 

ITP >=627 /CEFR C1 

應英系 能力指標-核心 (TOEIC)多益測驗 如備註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美

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是 

Listening:CEFR B2 (400), 

Reading:CEFR B2 (385) 

Listening:CEFR B2 (400), 

Reading:CEFR C1 (455) 

Listening:CEFR C1 (490), 

Reading:CEFR B2 (385) 

Listening:CEFR C1 (490), 

Reading:CEFR C1 (455) 

應英系 能力指標-核心 (GEPT)全民英檢 如備註 

(LTTC)The language 

Training & Testing 

Center[財團法人語言

訓 練測驗中心] 

是 

中高級初試 / CEFR B2 (聽

力及閱讀兩項測驗成績總和

達 160 分，且其中任一項

成績不低於 72 分) 

高級初試 / CEFR C1 (聽力

及閱讀兩項測驗成績總和達 

150 分，且其中任一項成績

不低於 64 分。) 2188 優

級 / CEFR C2 

應英系 能力指標-核心 

中階會議展覽英語接待

人員 : English for 

Exhibition 

Receptionist-

Intermediate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

理協會 
是 

需先通過初階會議展覽英語

接待人員 : English for 

Exhibition Receptionist-

Elementary 

應英系 能力指標-核心 

中階飯店接待英語 : 

English for Hotel 

Service-Intermediate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

理協會 
是 

需先通過初階飯店接待英

語 : English for Hotel 

Service-Elementary 

應英系 能力指標-核心 

國際商業接待禮儀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ception Etiquette 

乙級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

理協會 
是   



科系 獎勵級別 證照名稱 級別 發照單位 
畢業

門檻 
備註 

應英系 能力指標-核心 

會議展覽接待禮

儀  MICE Reception 

Etiquette 

乙級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

理協會 
是   

應英系 能力指標-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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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應英系 能力指標-核心 
(TKT)劍橋英語教師認

證 
如備註 

英語劍橋大學語言測

驗中心 
是 

Module 1 Band 3/ Band 4                                      

Module 2 Band 3/ Band 4                                      

Module 3 Band 3/ Band 4                                       

Young Learners  Band 3/ 

Band 4  

應英系 能力指標-基礎 TQC-OA 英文輸入 如備註 

(CSF) Computer 

Skills Foundation [中

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否 
專業級 

進階級 

應英系 能力指標-基礎 
(TOEFL-iBT)托福網路

化測驗 

CEF 

B1(57-

86)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美

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是   

應英系 能力指標-基礎 
(TOEFL-ITP)托福紙筆

測驗 

CEF 

B1(460-

542)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美

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是   

應英系 能力指標-基礎 (TOEIC)多益測驗 如備註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美

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是 

Listening:CEFR B1 (275), 

Reading:CERF B1 (275)                                 

Listening:CEFR B1 (275), 

Reading:CEFR B2 (385)                                 

Listening:CEFR B1 (275), 

Reading:CEFR C1 (455)                             

Listening:CEFR B2 (400), 

Reading:CEFR B1 (275)                              

Listening:CEFR C1 (490), 

Reading:CEFR B1 (275) 

應英系 能力指標-基礎 

(PVQC)Professional 

Vocabulary Quotient 

Credential- 餐飲／

Expert 證照上需有

Spelling 成績才符合通過  

如備註 

(GLAD) Global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Development[全球學

習與 測評發展中心] 

是 

Expert-Tier Five                                                     

Expert-Tier Four                                                              

Expert-Tier Three                                                  

Expert-Tier Two                                                    

Expert-Tier One       

應英系 能力指標-基礎 

(PVQC)Professional 

Vocabulary Quotient 

Credential- 觀光旅運

／Expert 證照上需有

Spelling 成績才符合通過  

如備註 

(GLAD) Global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Development[全球學

習與 測評發展中心] 

是 

Expert-Tier Five                                                     

Expert-Tier Four                                                              

Expert-Tier Three                                                  

Expert-Tier Two                                                    

Expert-Tier One       

應英系 能力指標-基礎 

(PVQC)Professional 

Vocabulary Quotient 

Credential-商業與管理

／Expert 證照上需有

Spelling 成績才符合通過  

如備註 

(GLAD) Global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Development[全球學

習與 測評發展中心] 

是 

Expert-Tier Five                                                     

Expert-Tier Four                                                              

Expert-Tier Three                                                  

Expert-Tier Two                                                    

Expert-Tier One       

應英系 能力指標-基礎 

(PELC)Professional 

English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 專

業英文聽力 Specialist 

如備註 

(GLAD) Global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Development[全球學

習與 測評發展中心] 

是 

Specialist-Tier Five                                        

Specialist-Tier Four                                                              

Specialist-Tier Three                                      

Specialist-Tier Two                                       

Specialist-Tier One       



科系 獎勵級別 證照名稱 級別 發照單位 
畢業

門檻 
備註 

應英系 能力指標-基礎 
Certificate in Text 

Production [文書製作] 
Level 1 

(LCCIEB)Londo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Examinations 

Board[英國倫敦商會

考試局] 

是   

應英系 能力指標-基礎 
(FLPT)外語能力測驗-日

語 

筆試

150-

194 

(LTTC)The language 

Training & Testing 

Center[財團法人語言

訓 練測驗中心] 

是   

應英系 能力指標-基礎 (GEPT)全民英檢 
中級 

初試 

(LTTC)The language 

Training & Testing 

Center[財團法人語言

訓 練測驗中心] 

是   

應英系 能力指標-基礎 
(SFLPT-Basic)第二外語

能力測驗(基礎級)-日語 
A1、A2 

(LTTC)The language 

Training & Testing 

Center[財團法人語言

訓 練測驗中心] 

是   

應英系 能力指標-基礎 

(SFLPT-Basic)第二外語

能力測驗(基礎級)-西班

牙語 

A1、A2 

(LTTC)The language 

Training & Testing 

Center[財團法人語言

訓 練測驗中心] 

是   

應英系 能力指標-基礎 
(SFLPT-Basic)第二外語

能力測驗(基礎級)-法語 
A1、A2 

(LTTC)The language 

Training & Testing 

Center[財團法人語言

訓 練測驗中心] 

是   

應英系 能力指標-基礎 
(TKT)劍橋英語教師認

證  
如備註 

英語劍橋大學語言測

驗中心 
是 

Module 1 Band 2                                             

Module 2 Band 2                                            

Module 3 Band 2                            

應英系 能力指標-基礎 

初階會議展覽英語接待

人員 : English for 

Exhibition Receptionist-

Elementary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

理協會 
是   

應英系 能力指標-基礎 

初階飯店接待英語 : 

English for Hotel 

Service-Elementary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

理協會 
是   

應英系 能力指標-基礎 

(JLPT)日本語能力試驗

[日本語能力認定書][新

制(自 2010 年起)] 

N5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

(JESS)日本國際教育

支援協會，獨立行政

法人國際交流基金 

是   

應英系 能力指標-基礎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Access  

  Microsoft(微軟) 是 版本不限 

應英系 能力指標-基礎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Excel 

  Microsoft(微軟) 是 版本不限 



科系 獎勵級別 證照名稱 級別 發照單位 
畢業

門檻 
備註 

應英系 能力指標-基礎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Outlook 

  Microsoft(微軟) 是 版本不限 

應英系 能力指標-基礎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PowerPoint 

  Microsoft(微軟) 是 版本不限 

應英系 能力指標-基礎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Word 

  Microsoft(微軟) 是 版本不限 

應英系 跨領域 電子商務網路行銷認證   

(CCEA)Chinese 

Computer 

Education 

Association [中華民

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 

是 

1.第二專長發展方向：網路行

銷2.職場應用技能：基礎網

路行銷技能 

3.就業競爭優勢：了解產業

電子化相關知識與技術 

應英系 跨領域 國際貿易大會考   

(IEAT)台北市進出口

商業 同業公

會,(TIECC)台灣省 進

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

合 會,(KIECC)高雄市

進出口 商業同業公會 

是 

1.第二專長發展方向：國際貿

易 

2.職場應用技能：國際貿易 

3.就業競爭優勢：充實報

關、國貿、國際行銷、匯兌

等職業知能 

應英系 跨領域 商務企劃能力檢定 初級 

(TBSA)Taiwan 

Business Strategy 

Association[ 台灣商

務策劃協會] 

是 

1.第二專長發展方向：商務企

劃 

2.職場應用技能：撰寫基礎

企劃書 

3.就業競爭優勢：成為理論

與實務兼具的商務企劃基礎

人 

應英系 跨領域 Abacus 訂位認證   

新: Sabre 舊: 

(Abacus) Abacus 

Distribution 

Systems Taiwan [先

啟資訊系統股份有限公

司] 

是   

應英系 跨領域 
跨境電商應用師-

Alibaba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

腦技能基金會 
是   

應英系 跨領域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

國貿業務  

乙級                 

丙級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是 

1.第二專長發展方向：國際貿

易 

2.職場應用技能：國際貿易 

3.就業競爭優勢：充實報

關、國貿、國際行銷、匯兌

等職業知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