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約翰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之證照種類及名稱一覽表

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英文證照 國內

英文證照 國內

英文證照 國內

英文證照 國內

英文證照 國內

英文證照 國內

英文證照 國內

英文證照 國內

其他 國內 乙級

其他 國內 丙級

英文證照 國外 197~219 / CEF B2

99.03.02技能檢定委員會會議通過
99.03.16院務會議通過

100.10.21院務會議通過
101.6.25技能檢定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1.08.29院務會議通過
101.11.19技能檢定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1.11.29院務會議通過
102.5.3技能檢定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2.6.28院務會議通過
102.10.14技能檢定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2.10.21院務會議通過
102.12.25技能檢定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3.01.21院務會議通過
103.04.24院務會議通過

103.12.08技能檢定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4.01.15院務會議通過

104.03.12技能檢定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4.04.22院務會議通過
104.06.09技能檢定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4.08.04院務會議通過
104.12.15技能檢定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5.01.25院務會議通過

國內/國外 級數(分數)

(GEPT)全民英檢 高級 / CEF C1

(GEPT)全民英檢 中高級 / CEF B2

(GEPT)全民英檢 中級 / CEF B1

(GEPT)全民英檢 初級 / CEF A2

(NETPAW)全民網路英語能力檢定 中高級 / CEF B2

(NETPAW)全民網路英語能力檢定 高級 / CEF C1

(NETPAW)全民網路英語能力檢定 中級 / CEF B1

(NETPAW)全民網路英語能力檢定 初級 / CEF A2

(TEMI)單晶片能力認證

(TEMI)單晶片能力認證

(TOEFL - CBT)托福電腦化測驗



英文證照 國外 220~266 / CEF C1

英文證照 國外 137~196 / CEF B1

英文證照 國外 90~136 / CEF A2

英文證照 國外 87~109 / CEF B2

英文證照 國外 110~120 / CEF C1

英文證照 國外 57~86 / CEF B1

英文證照 國外 527~559 / CEF B2

英文證照 國外 560~629 / CEF C1

英文證照 國外 457~526 / CEF B1

英文證照 國外 390~456 / CEF A2

英文證照 國外 170~180 / CEF B1

英文證照 國外 134~168 / CEF A2

英文證照 國外 CEF B2

英文證照 國外 CEF C1

英文證照 國外 CEF B1

英文證照 國外 CEF A2

其他 國內

其他 國內

其他 國內

其他 國內

其他 國內

其他 國內

其他 國內

其他 國內

其他 國內

其他 國內

其他 TQC-CA AutoCAD 2D(2006) 國內 專業級

其他 TQC-CA AutoCAD 3D(2006) 國內 進階級

(TOEFL - CBT)托福電腦化測驗

(TOEFL - CBT)托福電腦化測驗

(TOEFL - CBT)托福電腦化測驗

(TOEFL - iBT)托福網路化測驗

(TOEFL - iBT)托福網路化測驗

(TOEFL - iBT)托福網路化測驗

(TOEFL - ITP)托福紙筆測驗

(TOEFL - ITP)托福紙筆測驗

(TOEFL - ITP)托福紙筆測驗

(TOEFL - ITP)托福紙筆測驗

(TOEIC Bridge)多益普級測驗

(TOEIC Bridge)多益普級測驗

(TOEIC)多益測驗

(TOEIC)多益測驗

(TOEIC)多益測驗

(TOEIC)多益測驗

TQC 專業 e-Office 人員

TQC 專業 Linux 系統管理工程師

TQC 專業 Linux 網路管理工程師

TQC 專業互動式網頁設計工程師

TQC 專業文書人員

TQC 專業多媒體網頁設計工程師

TQC 專業英文秘書人員

TQC 專業程式設計工程師

TQC 專業資訊管理工程師

TQC 專業電子商務應用工程師



其他 TQC-DA Access(2003) 國內 專業級

其他 國內 專業級

其他 TQC-OA Excel(2003) 國內 專業級

其他 TQC-OA Excel(2007) 國內 專業級

其他 TQC-OA Internet Explorer 6.0 國內 專業級

其他 TQC-OA PowerPoint(2003) 國內 專業級

其他 TQC-OA PowerPoint(2007) 國內 專業級

其他 TQC-OA Word(2003) 國內 專業級

其他 TQC-OA Word(2007) 國內 專業級

其他 國內 專業級

其他 國內 進階級

其他 國內 進階級

其他 國內 進階級

其他 國內 專業級

其他 國內 專業級

其他 TQC-OS Windows(XP Professional) 國內 專業級

其他 國內 專業級

其他 國內 專業級

其他 TQC-WD Dreamweaver(8) 國內 專業級

其他 TQC-WD HTML(4.01) 國內 專業級

國內

國內

國內

國內

國內

TQC-DK 電子商務概論

TQC-OA 中文輸入

TQC-OA 日文輸入

TQC-OA 英文輸入

TQC-OA 英文輸入

TQC-OS Linux 系統管理

TQC-OS Linux 網路管理

TQC-PD Visual Baisic 軟體開發(6.0)

TQC-PD Visual Baisic 程式設計(6.0)

政府機關
其他

(ITE)資訊專業人員鑑定 - Linux服務整合

政府機關
其他

(ITE)資訊專業人員鑑定 - Linux維運管理

政府機關
其他

(ITE)資訊專業人員鑑定 - 系統分析

政府機關
其他

(ITE)資訊專業人員鑑定 - 系統分析&物件導向

政府機關
其他

(ITE)資訊專業人員鑑定 - 系統分析&電子商務



國內

國內

國內

國內

國內

國內

國內

國內

國內

國內

國內

國內

政府機關 國內 第三等

政府機關 國內 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乙級

政府機關
其他

(ITE)資訊專業人員鑑定 - 專案管理

政府機關
其他

(ITE)資訊專業人員鑑定 - 軟體設計

政府機關
其他

(ITE)資訊專業人員鑑定 - 嵌入式系統軟體開發

政府機關
其他

(ITE)資訊專業人員鑑定 - 資料庫設計

政府機關
其他

(ITE)資訊專業人員鑑定 - 資訊安全管理

政府機關
其他

(ITE)資訊專業人員鑑定 - 資訊管理(應用)

政府機關
其他

(ITE)資訊專業人員鑑定 - 遊戲企劃

政府機關
其他

(ITE)資訊專業人員鑑定 - 遊戲美術

政府機關
其他

(ITE)資訊專業人員鑑定 - 網路通訊

政府機關
其他

(ITE)資訊專業人員鑑定 - 網路通訊&網路規劃設計

政府機關
其他

(ITE)資訊專業人員鑑定 - 數位教學設計

政府機關
其他

(ITE)資訊專業人員鑑定 - 線上課程帶領

(NCC)業餘無線電人員[新制(自2007/05/14起)]

中華民國技術士 - 工業電子

中華民國技術士 - 室內配線

中華民國技術士 - 室內配線

中華民國技術士 - 通信技術（電信線路）

中華民國技術士 - 通信技術（電信線路）

中華民國技術士 - 電腦軟體設計

中華民國技術士 - 電腦軟體設計 - C++

中華民國技術士 - 電腦軟體設計 - Java

中華民國技術士 - 電腦軟體應用

中華民國技術士 - 電腦軟體應用

中華民國技術士 - 電腦硬體裝修



政府機關 國內 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乙級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CCNA)Cisco Certified Network Associate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LPIC-2

國際認証 國外 LPIC-3

國際認証 國外 LPIC-1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中華民國技術士 - 電腦硬體裝修

中華民國技術士 - 電腦輔助立體製圖

中華民國技術士 - 電腦輔助立體製圖

中華民國技術士 - 網頁設計

中華民國技術士 - 網路架設

中華民國技術士 - 數位電子

(CCENT)Cisco Certified Entry Networking 
Technician

(CCNP)Cisco Certified Network 
Professional

(LPI)Linux Professional Institute 
Certification

(LPI)Linux Professional Institute 
Certification

(LPI)Linux Professional Institute 
Certification

(MCAD)Microsoft Certified Application 
Developer for Microsoft .NET

(MCAS)Microsoft Certified Application 
Specialist for Office Access 2007

(MCAS)Microsoft Certified Application 
Specialist for Office Excel 2007

(MCAS)Microsoft Certified Application 
Specialist for Office Outlook 2007

(MCAS)Microsoft Certified Application 
Specialist for Office PowerPoint 2007

(MCAS)Microsoft Certified Application 
Specialist for Office Word 2007

(MCDBA)Microsoft Certified Database 
Administrator on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MCSA)Microsoft Certified Systems 
Administrator on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0

(MCSA)Microsoft Certified Systems 
Administrator on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

(MCSA: Messaging)Microsoft Certified 
Systems Administrator: Messaging on 
Windows Server 2003

(MCSA: Security)Microsoft Certified 
Systems Administrator: Security on 
Windows Server 2003

(MCSD)Microsoft Certified Solution 
Developer for Microsoft .NET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單科

國際認証 國外 單科

國際認証 國外 單科

國際認証 國外 單科

國際認証 國外 單科

國際認証 國外 單科

(MCSE)Microsoft Certified Systems 
Engineer on Windows Server 2003

(MCSE: Messaging)Microsoft Certified 
Systems Engineer: Messaging on Windows 
Server 2003

(MCSE: Security)Microsoft Certified 
Systems Engineer: Security on Windows 
Server 2003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2003

Master(大師級)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Access 2003 Specialist(標準級)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Excel 2003 Specialist(標準級)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Excel 2003

Expert(專業級)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PowerPoint 2003 Specialist(標準級)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Word 2003

Specialist(標準級)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Word 2003 Expert(專業級)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2007 Master(大師級)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Access 2007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Excel 2007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PowerPoint 2007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Word 2007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2010 Master(大師級)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Access 2010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Excel 2010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PowerPoint 2010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Word 2010

(MCAS)Microsoft Certified Application 
Specialist for Office Word 2007

(MCAS)Microsoft Certified Application 
Specialist for Office Excel 2007

(MCAS)Microsoft Certified Application 
Specialist for OfficeOutlook 2007

(MCAS)Microsoft Certified Application 
Specialist for Office WPowerPoint 2007

(MCAS)Microsoft Certified Application 
Specialist for Office Access 2007

(MCAS)Microsoft Certified Application 
Specialist for Office for Windows Vista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SCJA)Sun Certified Java Associate 國外

國際認証 (SCJP)Sun Certified Java Programmer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CompTIA Security+? Certified Professional 國外

其他 國內

其他 國內

其他 國內

其他 國內

其他 國內

其他 國內

其他 國內

其他 國內

其他 國內

其他 國內

其他 國內

國際認証 CCNA-Security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MCAS)Microsoft Certified Application 
Specialist for Office 2007

Master(大師級)

(SCBCD)Sun Certified Business Component 
Developer

(SCDJWS)Sun Certified Developer for Java 
Web Services

(SCMAD)Sun Certified Mobile Application 
Developer

(SCWCD)Sun Certified Web Component 
Developer

(CERPS)初階ERP規劃師~Elementary ERP 
Planner

(CERPS)進階ERP規劃師[財務管理]

(CERPS)進階ERP規劃師[運籌管理]

(CERPS)進階ERP規劃師[人力資源管理]

(CERPS)ERP軟體應用師[財務模組]~ERP 
Application Engineer for Financial Module

(CERPS)ERP軟體應用師[配銷模組]~ERP 
Application Engineer for Distribution 
Module

(CERPS)ERP軟體顧問師[財務模組]~ERP 
Software Consultant for Financial Module

(CERPS)ERP軟體顧問師[配銷模組]~ERP 
Software Consultant for Distribution 
Module

(CERPS)ERP軟體顧問師[生管製造模組]~ERP 
Software Consultant for Manufacturing 
Module

(CERPS)ERP軟體應用師[生管製造模組]~ERP 
Application Engineer for Manufacturing 
Module

(CERPS)ERP導入顧問師

OCE(Oracle Certified Expert)-Oracle 
Database SQL Certified Expert.

(OCA)Oracle Database 10g Administrator 
Certified Associate

(OCP)Oracle Database 10g Administrator 
Certified Professional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RHCT(Red Hat Certified Technician)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RHCE(Red Hat Certified Engineer ) 國外

國際認証 RHEV(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國外

國際認証 RHCA(Red Hat Certified Architect) 國外

英文證照 國外

英文證照 國外

英文證照 國外

英文證照 國外

英文證照 國外

英文證照 國外

(OCM)Oracle Database 10g Administrator 
Certified Master

(OCP)Oracle Certified Professional, Java SE 
5 Programmer

(OCP)Oracle Certified Professional, Java SE 
6 Programmer

JNCIA(Juniper Network Certified Internet 
Associate)

JNCIS(Juniper Network Certified Internet 
Specialist)

RHCSA(Red Hat Certified System 
Administrator)

(TOEIC)多益測驗

CEF A2 ／ 新版測驗
{[LISTENING 110~270 且 
READING 115~495]或
[LISTENING 110~495且
READING 115~270]} ／ 舊版
測驗{TOTAL SCORE 350~545}

(TOEIC)多益測驗

CEF B1 ／ 新版測驗
{[LISTENING 275~395且
READING 275~495]或
[LISTENING 275~495且
READING 275~380]} ／ 舊版
測驗{TOTAL SCORE 550~745}

(TOEIC)多益測驗
CEF B2 ／ 新版測驗
{[LISTENING 400~485且
READING 385~450]} ／舊版
測驗{TOTAL SCORE 750~875}

(TOEIC)多益測驗
CEF B2 ／ 新版測驗
{[LISTENING 400~485且
READING 385~495]} ／ 舊版
測驗{TOTAL SCORE 750~875}

(TOEIC)多益測驗
CEF C1 ／ 新版測驗
{[LISTENING 490~495且
READING 385~495]} ／ 舊版
測驗{TOTAL SCORE 880~945}

(TOEIC)多益測驗
CEF C1 ／ 新版測驗
{[LISTENING 490~495且
READING 455~495]}／舊版測
驗{TOTAL SCORE 880~945}



英文證照 國外

英文證照 國外

英文證照 國外

英文證照 國外

英文證照 國外

英文證照 國外

英文證照 國外

英文證照 國外

英文證照 國外

英文證照 國外

英文證照 國外

(TOEIC)多益測驗 CEF C2 ／ 舊版測驗{TOTAL 
SCORE 950~990}

(TOEIC)多益測驗

Listening:CEF A2, 
Reading:CEF A2／新版測驗
{[LISTENING 滿110分，但未
達275分且READING 滿115分
，但未達275分]}

(TOEIC)多益測驗

Listening:CEF A2, 
Reading:CEF B1／新版測驗
{[LISTENING 滿110分，但未
達275分且READING 滿275分
，但未達385分]}

(TOEIC)多益測驗

Listening:CEF A2, 
Reading:CEF B2／新版測驗
{[LISTENING 滿110分，但未
達275分且READING 滿385分
，但未達455分]}

(TOEIC)多益測驗

Listening:CEF A2, 
Reading:CEF C1／新版測驗
{[LISTENING 滿110分，但未
達275分且READING 滿455分
以上]}

(TOEIC)多益測驗

Listening:CEF B1, 
Reading:CEF A2／新版測驗
{[LISTENING 滿275分，但未
達400分且READING 滿115分
，但未達275分]}

(TOEIC)多益測驗

Listening:CEF B1, 
Reading:CEF B1／新版測驗
{[LISTENING 滿275分，但未
達400分且READING 滿275分
，但未達385分]}

(TOEIC)多益測驗

Listening:CEF B1, 
Reading:CEF B2／新版測驗
{[LISTENING 滿275分，但未
達400分且READING 滿385分
，但未達455分]}

(TOEIC)多益測驗

Listening:CEF B1, 
Reading:CEF C1／新版測驗
{[LISTENING 滿275分，但未
達400分且READING 滿455分
以上]}

(TOEIC)多益測驗

Listening:CEF B2, 
Reading:CEF A2／新版測驗
{[LISTENING 滿400分，但未
達490分且READING 滿115分
，但未達275分]}

(TOEIC)多益測驗

Listening:CEF B2, 
Reading:CEF B1／新版測驗
{[LISTENING 滿400分，但未
達490分且READING 滿275分
，但未達385分]}



英文證照 國外

英文證照 國外

英文證照 國外

英文證照 國外

英文證照 國外

英文證照 國外

英文證照 Anglia Certificate of English 國外

英文證照 Anglia Certificate of English 國外

英文證照 Anglia Certificate of English 國外 CEF B2 / Advanced

英文證照 Anglia Certificate of English 國外

英文證照 Anglia Certificate of English 國外 CEF C2 / Masters

國內

國際認証 國外 基礎級

國際認証 國外 專員級

國際認証 國外 專員級

國際認証 國外 專員級

國際認証 國外 專家級

國際認証 Reallusion Certified Producer 國外

國際認証 Reallusion Certified Designer 國外

(TOEIC)多益測驗

Listening:CEF B2, 
Reading:CEF B2／新版測驗
{[LISTENING 滿400分，但未
達490分且READING 滿385分
，但未達455分]}

(TOEIC)多益測驗

Listening:CEF B2, 
Reading:CEF C1／新版測驗
{[LISTENING 滿400分，但未
達490分且READING 滿455分
以上]}

(TOEIC)多益測驗

Listening:CEF C1, 
Reading:CEF A2／新版測驗
{[LISTENING 滿490分以上且
READING 滿115分，但未達
275分]}

(TOEIC)多益測驗

Listening:CEF C1, 
Reading:CEF B1／新版測驗
{[LISTENING 滿490分以上且
READING 滿275分，但未達
385分]}

(TOEIC)多益測驗

Listening:CEF C1, 
Reading:CEF B2／新版測驗
{[LISTENING 滿490分以上且
READING 滿385分，但未達
455分]}

(TOEIC)多益測驗
Listening:CEF C1, 
Reading:CEF C1／新版測驗
{[LISTENING 滿490分以上且
READING 滿455分以上]}

CEF A2 / Elementary / 
Pre-intermediate

CEF B1 / Intermediate

CEF C1 / 
Proficiency

政府機關
其他

TQC+行動裝置應用程式設計認證

Android 2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Certification

DNA 網路基礎認證          D-Link Network 
Associate

DCS 交換類認證專員SwitchingD-Link 
Network Specialist

DCS IP監控類認證專員IP SurveillanceD-Link 
Network Specialist

DCS IP無線類認證專員WirelessD-Link 
Network Specialist

DCP 交換類認證專家 SwitchingD-Link 
Certified Professional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Adobe Certified Expert in Photoshop CS5 國外

國際認証 Adobe Certified Expert in Flash CS5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CEH (Certified Ethical Hacker)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VMWare Vsphere Overview 國外

國際認証 VCP(Vmware Certified Professional) 國外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using Adobe Photoshop 
CS5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in Rich Media 
Communication using Adobe Flash CS5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in Web 
Communication using Adobe Dreamweaver 
CS5

Adobe Certified Expert in Dreamweaver 
CS5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using Adobe Photoshop 
CS6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in Rich Media 
Communication using Adobe Flash CS6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in Web 
Communication using Adobe Dreamweaver 
CS6

Autodesk 3ds Max Design Certified 
Professional

Maya 2011 Certified Professional Models 
to Motion

Maya 2011 Certified Professional Visual 
Effects and Simulation

3ds Max 2011 Certified Professional 
Models to Motion

3ds Max 2011 Certified Professional 
Surface and Look Development

Maya 2012 Certified Professional Models 
to Motion

Maya 2012 Certified Professional Visual 
Effects and Simulation

3ds Max 2012 Certified Professional 
Models to Motion

3ds Max 2012 Certified Professional 
Surface and Look Development

Maya 2013 Certified Professional Models 
to Motion

Maya 2013 Certified Professional Visual 
Effects and Simulation

3ds Max 2013 Certified Professional 
Models to Motion

3ds Max 2013 Certified Professional 
Surface and Look Development

ECSA (EC-Council Certified Security 
Analyst)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Maya 2013 Certified Professional 國外

國際認証 3ds Max 2013 Certified Professional 國外

國際認証
Adobe Dreamweaver CS 6

國外

國際認証
Adobe Flash CS 6

國外

國際認証
Adobe Illustrator CS 6

國外

國際認証
Adobe InDesign CS 6

國外

國際認証
Adobe Photoshop CS 6

國外

國際認証
Adobe Premiere CS 6

國外

其他 國內

國際認証 Photography 國外

國際認証 國外

國際認証 Big Data Knowledge Today 國外

國際認証 R Language Today 國外

國際認証 VMware Certified Associate (VCA) 國外

(CIW)Certified系列

TQC+ 程式語言

(PCP)Pallrallax Certified Professional For 
Arduino



聖約翰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之證照種類及名稱一覽表

發證單位 獎勵金額類別

第一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二類 系級

第三類 系級

第一類 校級

99.03.02技能檢定委員會會議通過
99.03.16院務會議通過

99.11.22技能檢定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0.03.08院務會議通過

100.9.22技能檢定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0.10.21院務會議通過

101.6.25技能檢定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1.08.29院務會議通過

101.11.19技能檢定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1.11.29院務會議通過

102.5.3技能檢定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2.6.28院務會議通過

102.10.14技能檢定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2.10.21院務會議通過

102.12.25技能檢定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3.01.21院務會議通過
103.04.24院務會議通過

103.12.08技能檢定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4.01.15院務會議通過

104.03.12技能檢定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4.04.22院務會議通過
104.06.09技能檢定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4.08.04院務會議通過
104.12.15技能檢定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5.01.25院務會議通過

訂定
級別

(LTTC)財團法人語言訓
練測驗中心

(LTTC)財團法人語言訓
練測驗中心

(LTTC)財團法人語言訓
練測驗中心

(LTTC)財團法人語言訓
練測驗中心

(ROCMELIA)中華民國
多媒體英語文教學學會

(ROCMELIA)中華民國
多媒體英語文教學學會

(ROCMELIA)中華民國
多媒體英語文教學學會

(ROCMELIA)中華民國
多媒體英語文教學學會

(TEMI)台灣嵌入式暨單
晶片系統發展協會

(TEMI)台灣嵌入式暨單
晶片系統發展協會

(ETS)美國教育測驗服務
社



第一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四類 校級

(ETS)美國教育測驗服務
社

(ETS)美國教育測驗服務
社

(ETS)美國教育測驗服務
社

(ETS)美國教育測驗服務
社

(ETS)美國教育測驗服務
社

(ETS)美國教育測驗服務
社

(ETS)美國教育測驗服務
社

(ETS)美國教育測驗服務
社

(ETS)美國教育測驗服務
社

(ETS)美國教育測驗服務
社

(ETS)美國教育測驗服務
社

(ETS)美國教育測驗服務
社

(ETS)美國教育測驗服務
社

(ETS)美國教育測驗服務
社

(ETS)美國教育測驗服務
社

(ETS)美國教育測驗服務
社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
會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
會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
會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
會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
會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
會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
會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
會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
會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
會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
會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
會



第三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四類 校級

第四類 校級

第四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
會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
會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
會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
會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
會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
會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
會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
會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
會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
會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
會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
會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
會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
會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
會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
會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
會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
會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
會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
會

經濟部   中華民國電腦技
能基金會

經濟部   中華民國電腦技
能基金會

經濟部   中華民國電腦技
能基金會

經濟部   中華民國電腦技
能基金會

經濟部   中華民國電腦技
能基金會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四類 校級

勞動部 第三類 校級

勞動部 第二類 校級

勞動部 第三類 校級

勞動部 第二類 校級

勞動部 第三類 校級

勞動部 第三類 校級

勞動部 第二類 校級

勞動部 第二類 校級

勞動部 第二類 校級

勞動部 第三類 校級

勞動部 第二類 校級

經濟部   中華民國電腦技
能基金會

經濟部   中華民國電腦技
能基金會

經濟部   中華民國電腦技
能基金會

經濟部   中華民國電腦技
能基金會

經濟部   中華民國電腦技
能基金會

經濟部   中華民國電腦技
能基金會

經濟部   中華民國電腦技
能基金會

經濟部   中華民國電腦技
能基金會

經濟部   中華民國電腦技
能基金會

經濟部   中華民國電腦技
能基金會

經濟部   中華民國電腦技
能基金會

經濟部   中華民國電腦技
能基金會

(NCC)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



勞動部 第三類 校級

勞動部 第二類 校級

勞動部 第三類 校級

勞動部 第三類 校級

勞動部 第三類 校級

勞動部 第二類 校級

Cisco Systems, Inc 第一類 校級

Cisco Systems, Inc 第一類 校級

Cisco Systems, Inc 第一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Microsoft 第一類 校級

Microsoft 第四類 校級

Microsoft 第四類 校級

Microsoft 第四類 校級

Microsoft 第四類 校級

Microsoft 第四類 校級

Microsoft 第一類 校級

Microsoft 第一類 校級

Microsoft 第一類 校級

Microsoft 第一類 校級

Microsoft 第一類 校級

Microsoft 第一類 校級

(LPI)Linux 
Professional Institute

(LPI)Linux 
Professional Institute

(LPI)Linux 
Professional Institute



Microsoft 第一類 校級

Microsoft 第一類 校級

Microsoft 第一類 校級

Microsoft 第二類 校級

Microsoft 第四類 校級

Microsoft 第四類 校級

Microsoft 第四類 校級

Microsoft 第四類 校級

Microsoft 第四類 校級

Microsoft 第四類 校級

Microsoft 第二類 校級

Microsoft 第四類 校級

Microsoft 第四類 校級

Microsoft 第四類 校級

Microsoft 第四類 校級

Microsoft 第二類 校級

Microsoft 第四類 校級

Microsoft 第四類 校級

Microsoft 第四類 校級

Microsoft 第四類 校級

Microsoft 第四類 校級

Microsoft 第四類 校級

Microsoft 第四類 校級

Microsoft 第四類 校級

Microsoft 第四類 校級

Microsoft 第四類 校級



Microsoft 第二類 校級

Sun microsystems 第二類 校級

Sun microsystems 第二類 校級

Sun microsystems 第二類 校級

Sun microsystems 第二類 校級

Sun microsystems 第二類 校級

Sun microsystems 第二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Cisco Systems, Inc 第一類 校級

Oracle 第二類 校級

Oracle 第二類 校級

Oracle 第一類 校級

(CompTIA)The 
Computing 
Technology Industry 
Association

(CERPS)中華企業資源
規劃學會

(CERPS)中華企業資源
規劃學會

(CERPS)中華企業資源
規劃學會

(CERPS)中華企業資源
規劃學會

(CERPS)中華企業資源
規劃學會

(CERPS)中華企業資源
規劃學會

(CERPS)中華企業資源
規劃學會

(CERPS)中華企業資源
規劃學會

(CERPS)中華企業資源
規劃學會

(CERPS)中華企業資源
規劃學會

(CERPS)中華企業資源
規劃學會



Oracle 第一類 校級

Oracle 第二類 校級

Oracle 第二類 校級

Juniper 第二類 校級

Juniper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紅帽(Red Hat)

紅帽(Red Hat)

紅帽(Red Hat)

紅帽(Red Hat)

紅帽(Red Hat)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國
教育測驗服務社]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國
教育測驗服務社]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國
教育測驗服務社]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國
教育測驗服務社]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國
教育測驗服務社]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國
教育測驗服務社]



第一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國
教育測驗服務社]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國
教育測驗服務社]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國
教育測驗服務社]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國
教育測驗服務社]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國
教育測驗服務社]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國
教育測驗服務社]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國
教育測驗服務社]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國
教育測驗服務社]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國
教育測驗服務社]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國
教育測驗服務社]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國
教育測驗服務社]



第一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D-Link Corporation 第三類 校級

D-Link Corporation 第二類 校級

D-Link Corporation 第二類 校級

D-Link Corporation 第二類 校級

D-Link Corporation 第一類 校級

第三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國
教育測驗服務社]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國
教育測驗服務社]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國
教育測驗服務社]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國
教育測驗服務社]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國
教育測驗服務社]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國
教育測驗服務社]

Anglia國際英檢

Anglia國際英檢

Anglia國際英檢

Anglia國際英檢

Anglia國際英檢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
會

Reallusion 
corporation

Reallusion 
corporation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二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EC-Council 第二類 校級

EC-Council 第一類 校級

Vmware 第二類 校級

Vmware 第一類 校級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Autodesk[歐特克有限
公司]

Autodesk[歐特克有限
公司]

Autodesk[歐特克有限
公司]

Autodesk[歐特克有限
公司]

Autodesk[歐特克有限
公司]

Autodesk[歐特克有限
公司]

Autodesk[歐特克有限
公司]

Autodesk[歐特克有限
公司]

Autodesk[歐特克有限
公司]

Autodesk[歐特克有限
公司]

Autodesk[歐特克有限
公司]

Autodesk[歐特克有限
公司]

Autodesk[歐特克有限
公司]



CIW 第二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一類 校級

第二類

第二類

第二類

第二類

第二類

第二類

第二類

第二類

Parallax Inc. 第二類

第二類

第二類

Vmware 第二類

Autodesk[歐特克有限公
司]
Autodesk[歐特克有限公
司]
Silicon Stone Education 
Inc.
Silicon Stone Education 
Inc.
Silicon Stone Education 
Inc.

Silicon Stone Education 
Inc.
Silicon Stone Education 
Inc.
Silicon Stone Education 
Inc.

(CSF)Computer 
Skills Foundation[中
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Silicon Stone 
Education

Silicon Stone 
Education

Silicon Stone 
Education


	Sheet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