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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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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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導遊與領隊實務

國際禮儀與文化

航空旅運實務英語

觀光產業英文

否 是 2 商務旅運溝通人員 認可一覽表壹-一-68(P.9)

應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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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導遊與領隊實務

國際禮儀與文化

航空旅運實務英語

觀光產業英文

否 是 2 商務旅運溝通人員 認可一覽表壹-一-69(P.9)

應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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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導遊與領隊實務

國際禮儀與文化

航空旅運實務英語

觀光產業英文

否 是 2 商務旅運溝通人員
1.認可一覽表貳-3(P.65)

2.商務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應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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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導遊與領隊實務

國際禮儀與文化

航空旅運實務英語

觀光產業英文

否 是 2 商務旅運溝通人員
1.認可一覽表貳-3(P.65)

2.商務系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應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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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展英文

會展實務演練
否 是 2 商務旅運溝通人員 認可一覽表壹-三-93 (P.50)

應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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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1~4

華語領隊人員

業務銷售人員

後勤行政管理人員

1.認可一覽表壹-一-66 (P.9)

2.企管系、觀管系就業資格證照

應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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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1~4

華語導遊人員

業務銷售人員

後勤行政管理人員

1.認可一覽表壹-一-67 (P.9)

2.企管系、觀管系就業資格證照

應英系 專業 國際 (TOEFL-ITP)托福紙筆測驗 如備註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

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

大學外文(英文)(一)(二)(三)

職場英文

英文閱讀(一)(二)(三)(四)

中級英語聽力訓練(一)(二)(三)(四)

英文能力測驗解析

否 是 2~4
商務旅運溝通人員

語言教學人員

依據校語言類證照獎勵規定給予獎勵

B1: 460+

B2: 543+

C1: 627+

應英系 專業 國際 (TOEFL-iBT)托福網路化測驗 如備註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

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

大學外文(英文)(一)(二)(三)

職場英文

英文閱讀(一)(二)(三)(四)

中級英語聽力訓練(一)(二)(三)(四)

英文能力測驗解析

否 是 2~4
商務旅運溝通人員

語言教學人員

依據校語言類證照獎勵規定給予獎勵

B1: 42+

B2: 72+

C1: 95+

應英系 專業 國際 (TOEIC)多益測驗 如備註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

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

大學外文(英文)(一)(二)(三)

職場英文

英文閱讀(一)(二)(三)(四)

中級英語聽力訓練(一)(二)(三)(四)

英文能力測驗解析

否 是 2~4
商務旅運溝通人員

語言教學人員

依據校語言類證照獎勵規定給予獎勵

B1: 550+ (L275 / R275)

B2: 785+ (L400 / R385)

C1: 945+ (L490 / R455)

應英系 專業 國際
(PVQC)Professional Vocabulary Quotient

Credential
如備註

(GLAD) Global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Development[全球學習

與測評發展中心]

-

大學外文(英文)(一)(二)(三)

職場英文

專業外語(一)(二)

否 是 1~3 商務旅運溝通人員

依據校語言類證照獎勵規定給予獎勵

B1: Expert Tier 1+ Spelling Tier 1 (含)以上

B2: Expert Tier 5+ Spelling Tier 3 (含)以上

C1: Expert Tier 5+ Spelling Tier 5(雙科目) (含)以上

應英系 專業 國際
(PELC)Professional English Listening

Comprehension[專業英文聽力]
如備註

(GLAD) Global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Development[全球學習

與測評發展中心]

- 中級英語聽力訓練(一)(二)(三)(四) 否 是 1~2
商務旅運溝通人員

語言教學人員

依據校語言類證照獎勵規定給予獎勵

B1: Specialist Tier 3

B2: Specialist Tier 4

C1: Specialist Tier 5

應英系 專業 國際
(JLPT)日本語能力試驗[日本語能力認定

書]
如備註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JEES)日本國

際教育支援協會,獨立行政法人國

際交流基金

- 日文(一)(二)(三)(四) 否 是 3~4 商務旅運溝通人員 依據校語言類證照獎勵規定給予獎勵

應英系 專業 國際 (TKT)劍橋英語教師認證 Module 1 如備註 英語劍橋大學語言測驗中心 國外 英語教學概論 否 是 3 語言教學人員

Band 2 (中等)

Band 3 (高等)

Band 4 (優等)

(以獎勵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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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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英系 專業 國際 (TKT)劍橋英語教師認證 Module 2 如備註 英語劍橋大學語言測驗中心 國外 英語教材與教法 否 是 4 語言教學人員

Band 2 (中等)

Band 3 (高等)

Band 4 (優等)

(以獎勵一次為限)

應英系 專業 國際 (TKT)劍橋英語教師認證 Module 3 如備註 英語劍橋大學語言測驗中心 國外 英語課程設計 否 是 4 語言教學人員

Band 2 (中等)

Band 3 (高等)

Band 4 (優等)

(以獎勵一次為限)

應英系 專業 國際 (TKT)劍橋英語教師認證 YL 如備註 英語劍橋大學語言測驗中心 國外 兒童英語教學 否 是 3 語言教學人員

Band 2 (中等)

Band 3 (高等)

Band 4 (優等)

(以獎勵一次為限)

應英系 專業 國際 Google for Education[Google認證教師] Level 1 Google Inc. 國外 電腦輔助英語教學 否 是 3 語言教學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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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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英系 專業 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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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學外文(英文)(一)(二)(三)

職場英文

英文閱讀(一)(二)(三)(四)

中級英語聽力訓練(一)(二)(三)(四)

英文能力測驗解析

否 是 2~4
商務旅運溝通人員   語

言教學人員

依據校語言類證照獎勵規定給予獎勵

B1: 中級通過 (聽、讀)

B2: 中高級通過 (聽、讀)

C1: 高級通過 (聽、讀)

C2: 優級

應英系 專業 民間
(SFLPT-Basic)第二外語能力測驗(基礎

級)-日語
如備註

(LTTC)The language Training &

Testing Center[財團法人語言訓練

測驗中心]

- 日文(一)(二)(三)(四) 否 是 3~4 商務旅運溝通人員 依據校語言類證照獎勵規定給予獎勵

應英系 專業 民間
(SFLPT-Basic)第二外語能力測驗(基礎

級)-西班牙語
如備註

(LTTC)The language Training &

Testing Center[財團法人語言訓練

測驗中心]

- 西班牙文(一)(二) 否 是 3    語言教學人員 依據校語言類證照獎勵規定給予獎勵

應英系 專業 民間
(IBRE)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ception

Etiquette[國際商業接待禮儀]
乙級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理協會 國內 國際禮儀與文化 否 是 1 商務旅運溝通人員

應英系 專業 民間
(MICE)Mice Reception Etiquette[會議展覽

接待禮儀]
乙級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理協會 國內 會展實務演練 否 是 2 商務旅運溝通人員

應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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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實務 否 是 3 商務旅運溝通人員 企管系航服組認列為跨領域證照

應英系 專業 民間
(EERI)English for Exhibition Receptionist-

Intermediate[中階會議展覽英語接待人員]
乙級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理協會 國內 會展英文 否 是 1 商務旅運溝通人員

需先通過初階會議展覽英語接待人員：English for

Exhibition Receptionist-Elementary

應英系 專業 民間
(ERSI)English for Restaurant Service-

Intermediate[中階餐飲外場英語檢定]
乙級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理協會 國內 餐飲實務英語 否 是 3 商務旅運溝通人員

需先通過初階餐飲外場英語 : English for Restaurant

Service-Elementary

應英系 專業 民間
(EHSI)English for Hotel Service-

Intermediate[中階飯店接待英語檢定]
乙級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理協會 國內 旅館實務英語 否 是 4 商務旅運溝通人員

需先通過初階飯店接待英語 : English for Hotel Service-

Elementary

應英系 專業 民間 TQC-OA 英文輸入 如備註 (CSF)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國內 職涯探索-管院 否 是 1 商務旅運溝通人員

專業級

進階級

(以獎勵一次為限)

應英系 專業 民間
(EERE)English for Exhibition Receptionist-

Elementary[初階會議展覽英語接待人員]
乙級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理協會 國內 會展英文 否 是 1 商務旅運溝通人員

應英系 專業 民間
(ERSE)English for Restaurant Service-

Elementary[初階餐飲外場英語檢定]
乙級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理協會 國內 餐飲實務英語 否 是 3 商務旅運溝通人員

應英系 專業 民間
(EHSE)English for Hotel Service-

Elementary[初階飯店接待英語檢定]
乙級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理協會 國內 旅館實務英語 否 是 4 商務旅運溝通人員

應英系 資訊能力 一般資訊類 Google基礎數位行銷資格認證  Google Inc.  國外 跨領域課程 是 是 1~4

業務銷售人員

後勤行政管理人員

電子商務人員

企管系、企管系航服組、行管系資訊能力證照

應英系 專業 民間 商務企劃能力檢定 進階
(TBSA)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協

會
國內 跨領域課程 是 是 1~4

商務企劃人員

後勤行政管理人員

行銷企劃人員

行管系專業證照

應英系 專業 民間 商務企劃能力檢定 初級
(TBSA)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協

會
國內 跨領域課程 是 是 1~4 商務企劃人員 行管系專業證照

應英系 專業 民間 企業電子化跨境電商應用師-Alibaba (CSF)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國內 跨領域課程 是 是 1~4 國際貿易人員 商務系專業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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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
國內 跨領域課程 是 是 2

航空運輸旅遊訂位

票務人員

地勤站務人員

企管系航服組、觀管系專業證照

應英系 資訊能力 專業資訊類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Master

(大師級)
Microsoft(微軟) 國外 跨領域課程 是 是 1~4

土木工程師

商務企劃人員

商務金融人員

投資理財人員

資訊管理

文書處理人員

1.不限版本

2.土木系、企管系、商務系、財金系資訊能力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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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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英系 資訊能力 專業資訊類 (SSE)Adobe Photoshop Silicon Stone Education 國外 跨領域課程 是 是 1~4

視覺設計師

廣告設計師

編輯設計師

1.不限版本

2.視傳系資訊能力證照

應英系 資訊能力 專業資訊類 (SSE)Adobe Premiere Silicon Stone Education 國外 跨領域課程 是 是 1~4

傳播媒體設計師

多媒體動畫設計師

廣告設計師

1.不限版本

2.視傳系資訊能力證照

應英系 資訊能力 專業資訊類
Adobe Certified Professional Digital Video

using Adobe Premeier Pro
Adobe Systems 國外 跨領域課程 是 是 1~4 電影(視)行銷人員

1.不限版本

2.影視系資訊能力證照

應英系 資訊能力 一般資訊類

Google Ads(搜尋廣告、多媒體廣告、影

片廣告、購物廣告、廣告評估及應用程

式等六個子科目之一)認證

Google Inc. 國外 跨領域課程 是 是 1~4
行銷企劃

電子商務
行管系資訊能力證照

應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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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領域課程 是 是 1~4

土木工程師

商務企劃人員

商務金融人員

投資理財人員

1.不限版本

2.企管系、財金系資訊能力證照

應英系 資訊能力 一般資訊類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Outlook
Microsoft(微軟) 國外 跨領域課程 是 是 1~4 商務企劃人員

1.不限版本

2.企管系資訊能力證照

應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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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領域課程 是 是 1~4

土木工程師

商務企劃人員

1.不限版本

2.企管系資訊能力證照

應英系 資訊能力 一般資訊類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PowerPoint
Microsoft(微軟) 國外 跨領域課程 是 是 1~4

土木工程師

商務企劃人員

商務金融人員

投資理財人員

1.不限版本

2.企管系、財金系資訊能力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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