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理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科)五專部「專業能力檢定」實施要點 

 

104.09.11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4.09.21  104 學年度第 1 次商貿外語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07.02.22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06.29  106 學年度第 2 次商貿外語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08.01.17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8.01.23  107 學年度第 1 次商貿外語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09.01.09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9.01.13  108 學年度第 1 次商貿外語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09.02.25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9.07.22  108 學年度第 2 次商貿外語學院院務會議備查 

110.01.21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03.15  109 學年度第 2 次商貿外語學院院務會議備查 

一、本系 109 學年度入學之新生，「專業能力檢定」為必修課程，在學期間須通過下表中二

項證照檢定，否則不具畢業資格。 

二、本課程由學生於畢業前自行參加表列二項檢定考試（其中專業證照至少一項）且獲得證

照，繳驗證照正本(驗畢後發還)至系辦公室登記。 

項目 證照名稱 級數 初進階等級 發證單位 

一般能力證照 會計事務 丙級 初階 勞動部 

一般能力證照 會計事務 乙級 進階 勞動部 

一般能力證照 網頁設計 丙級 初階 勞動部 

一般能力證照 廣告設計 丙級 初階 勞動部 

一般能力證照 廣告設計 乙級 進階 勞動部 

一般能力證照 電腦軟體應用 丙級 初階 勞動部 

一般能力證照 電腦軟體應用 乙級 進階 勞動部 

一般能力證照 電腦硬體裝修 丙級 初階 勞動部 

一般能力證照 電腦硬體裝修 乙級 進階 勞動部 

一般能力證照 電腦軟體設計 丙級 初階 勞動部 

一般能力證照 網路架設 丙級 初階 勞動部 

一般能

力證照 
普、特考(含專技人員考試)  進階 考選部 

一般能力證照 記帳士  進階 考選部 

一般能力證照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ACA)-Flash 
 初階 Adobe Cetriport 

一般能力證照 電子商務規劃師 丙級 初階 CEO 國際認證中心 

一般能力證照 電子商務規劃師 乙級 進階 CEO 國際認證中心 

一般能力證照 Google AdWords 認證  初階 Google 



項目 證照名稱 級數 初進階等級 發證單位 

一般能力證照 
Google Analytics Individual 

Qualification (GAIQ) 
 初階 Google 

一般能力證照 
Google Advertising Professionals 

(GAP) 
 初階 Google 

一般能力證照 
Endiva Certified Web Community 

Manager 網路會員管理專家 
 進階 

Endiva[美商英迪華

軟體台灣分公司] 

一般能力證照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2010 版本(含)以下) 
Master(大師級) 進階 Microsoft 

一般能力證照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2010 版本(含)以下) 
單科通過 初階 Microsoft 

一般能力證照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2013 版) 

Master(大師

級)/Expert(專業級) 
進階 Microsoft 

一般能力證照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2013 版) 

Master(大師

級)Specialist(標準級) 
初階 Microsoft 

一般能力證照 商用雲端 APP 基礎檢定考試(術科)  初階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

學會 

一般能力證照 基礎創意 APP 程式設計  初階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基金會 

專業證照 
企業電子化規劃師 (e-Enterprise 

Planner , EEP) -客戶關係管理 
 進階 

中華民國電腦 

技能基金會 

專業證照 
企業電子化規劃師 (e-Enterprise 

Planner , EEP) -網路行銷 
 進階 

中華民國電腦 

技能基金會 

專業證照 CRMS 顧客關係管理專業經理人  進階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

總會 

專業證照 國貿業務 丙級 初階 

勞動部 

（原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 

專業證照 國貿業務 乙級 進階 

勞動部 

（原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 

專業證照 國際貿易大會考  初階 
台北市進出口 

商業同業公會 

專業證照 
報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

-專責報關人員考試 
 初階 財政部關稅總局 

專業證照 海空運 EDI 報關專業人才認證  初階 
高雄市報關 

商業同業公會 

專業證照 物流運籌人才─物流管理導論 初級 初階 中華民國物流協會 

https://www.csf.org.tw/ec/
https://www.csf.org.tw/ec/
https://cloud.csf.org.tw/index.aspx?P=Pr17
https://www.csf.org.tw/ec/
https://www.csf.org.tw/ec/


項目 證照名稱 級數 初進階等級 發證單位 

專業證照 物流運籌人才─倉儲運輸管理 初級 初階 中華民國物流協會 

專業證照 航空貨運承攬技術認證  初階 

高雄市航空貨運承

攬 

商業同業公會 

專業證照 
兩岸暨東協經貿商務人才認證檢定 

*110年起更名「東協經貿商務人才認證檢定」 
合格 初階 

中華民國外銷 

企業協進會 

專業證照 
兩岸暨東協經貿商務人才認證檢定 

*110年起更名「東協經貿商務人才認證檢定」 
優等 進階 

中華民國外銷 

企業協進會 

專業證照 優質企業供應鏈安全專責人員  進階 
台北市報關 

商業同業公會 

專業證照 普、特考(含專技人員考試)  進階 考選部 

專業證照 

基礎採購檢定 

(Accredited Purchasing 

Specialist, A.P.S.) 

 初階 

SMIT 社團法人中

華採購與供應管理

協會 

專業證照 證券商業務員 初級 初階 
中華民國證券 

商業同業公會 

專業證照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 高級 進階 
中華民國證券 

商業同業公會 

專業證照 信託業業務人員  初階 
中華民國信託 

商業同業公會 

專業證照 理財規劃人員  進階 台灣金融研訓院 

專業證照 銀行內控人員  初階 台灣金融研訓院 

專業證照 初階外匯人員  進階 台灣金融研訓院 

專業證照 期貨商業務員  初階 
證券暨期貨市場 

發展基金會 

專業證照 初階授信人員 初階 初階 台灣金融研訓院 

專業證照 進階授信人員 進階 進階 台灣金融研訓院 

專業證照 結構型商品銷售人員  初階 台灣金融研訓院 

專業證照 中小企業財務人員  初階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台灣金融研訓院合

發 

專業證照 
ERP 軟體應用師_配銷模組檢定認

證 
 進階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

學會 

專業證照 ERP 基礎檢定  初階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

學會 

專業證照 會議展覽服務業專業人員證照 初階 初階 經濟部 

專業證照 會議展覽服務業專業人員證照 進階 進階 經濟部 

專業證照 國際行銷初級人才認證 合格 初階 
中華民國外銷 

企業協進會 



項目 證照名稱 級數 初進階等級 發證單位 

專業證照 國際行銷初級人才認證 優等 進階 
中華民國外銷 

企業協進會 

專業證照 PMA 專案助理證照  初階 
社團法人中華專案 

管理學會 

專業證照 
企業電子化軟體應用師－ERP（鼎

新配銷模組） 
 進階 

中華民國電腦 

技能基金會 

專業證照 

(ILM-IMQ)Foundation Award in 

Management Principles(國際企業管

理師) 

Pass - With 

Distinction/Pass - With 

Credit/Pass 

進階 

(ILM)Institute of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專業證照 阿里巴巴跨境電子商務規劃師  初階 
凱升數位策略 

股份有限公司 

專業證照 

International Introductory Award in 

Customer Service 

顧客關係管理師證照(顧客服務) 
 進階 

(City&Guilds)英國

倫敦城市行業協會 

專業證照 

professional skills in customer 

service 

國際顧客服務管理師 
 進階 

英國 ATHE 國際資

格認證及頒授機構 

專業證照 企業電子化社群行銷管理師  初階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基金會 

附註：表列專業證照之進階及國際級亦認列。 

 

三、本要點經修正後，亦適用於 109 學年度以前入學之新生。 

四、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提院務會議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