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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大 學 
製定單位：教務處教發中心 

專業證照獎勵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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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 7月 13日 99 學年度第 11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1年 10月 17日 101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4月 10日 101學年度第 7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5月 8日 101 學年度第 8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9月 11日 102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3年 4月 9日 102 學年度第 7次教務會議通過 

104年 3月 11日 103學年度第 6次教務會議通過 
104年 9月 9日 104 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5年 9月 14日 105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6年 7月 19日 105學年度第 10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6年 11月 15日 106學年度第 3次教務會議通過 

 

壹、 目的 

為鼓勵本校學生取得專業證照，提升就業之競爭力,特訂定「中華大學專業證照獎勵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貳、 範圍 

本辦法獎勵對象為具有學籍之本校在校學士班（進修學士班）、二年制在職專班、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學生。 

參、 權責單位 

1. 各學系（學位學程）：初審所屬領域證照獎勵申請資料。 

2. 各院：複審各學系（學位學程）通過之專業證照獎勵名冊。 

3. 教務處教發中心：備查各學系（學位學程）之專業證照獎勵名冊。 

4. 教務會議：審核各類專業證照獎勵項目。 

肆、 名詞解釋： 

無。 

伍、 內容 

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學生取得專業證照，提升就業之競爭力,特訂定「中華大學專業證照獎勵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獎勵對象為具有學籍之本校在校學士班（進修學士班）、二年制在職專班、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學生。 

第三條 

一、獎勵時間:學生在本校就學期間所考取之專業證照，應於取得後六個月內提出申

請。應屆畢業班學生應於畢業離校前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二、獎勵項目:各類專業證照獎勵項目，由各學系（學位學程）依其教學特色提出申

請，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 

三、同一證照之獎勵以乙次為限，進入本校前或畢業後取得之證照，不得申請獎勵。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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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程序： 

(一)初審：學生應於每年 6、11月 20日前向各學系（學位學程）提出申請，並檢具

證照獎勵申請表（BA5-4-034）、專業證照影本（附正本查驗），再由

各學系（學位學程）依所屬領域進行證照獎勵申請初審。 

(二)複審：各學系（學位學程）將初審通過之專業證照獎勵名冊於每年 6、11月 25

日前彙整送交學院複審。 

(三)備查：各院將複審通過之專業證照獎勵名冊於每年 6、11月 30日前彙整送教務

處教發中心備查。 

二、獎勵方法: 

(一)考照成績優異者，得由相關任課老師於學科學期成績酌予加分。 

(二)各類專業證照補助標準依證照取得難易程度分為 A、B二級，各類專業證照名稱

及等級分類，如附表（一）。A、B二級分別認列 15 點、10點。專業證照獎勵

每點數獎勵金額=總專業證照獎勵金/總獎勵點數。每點數獎勵金額以 1 佰元為

上限。 

第五條 各學系（學位學程）證照名稱之修訂，於每年 3 月、9 月由各學系（學位學程）提

出，由教發中心彙整送教務會議審議。 

第六條 本辦法之獎勵項目及金額，得視每學年度預算編列為限辦理之。 

第七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陸、 相關文件 

無。 

柒、 使用表單 

1、證照獎勵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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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104年 9月 9日 104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5年 3月 9日 104 學年度第 6次教務會議提案通過 
105年 10月 12日 105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提案通過 
106年 3月 8日 105 學年度第 6次教務會議提案通過 

106年 9月 20日 106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提案通過 
107年 3月 14日 106學年度第 6次教務會議提案通過 

107年 4月 18日 106學年度第 7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大學專業證照獎勵分級表 

證照名稱 發證單位 等
級 

主要輔  
導系所 

適用
對象 

Autodesk Inventor Certified 
Professional (Inventor 國際認證) 

Autodesk A 機械系 全校 

(美國) SOLE-CPL第一級：物流助理管理師 美國 SOLE國際物流協會台灣分會 A 運管系 全校 

ISO 9001內部品質稽核師 法國標準協會 A 科管系 全校 

日本語文檢定(JLPT) N1(1 級)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A 應日系 全校 

外語導遊或領隊人員 考選部 A 應日系 全校 

華語導遊或領隊人員 考選部 A 應日系 全校 

土木工程技師 考試院 A 土木系 全校 

Autodesk Revit Architecture 國際證照 歐特克(Autodesk)有限公司 A 營管系 全校 

AutoCAD Certified Professional 國際證照 歐特克(Autodesk)有限公司 A 營管系 全校 

Oracle OCP Oracle A 資管系 全校 

AH&LA 相關證照 
(AH&LA-CHS, 餐旅服務業督導 

AH&LA-CGSP, 專業顧客服務國際認證 
AH&LA-FDR, 領台接待員國際認證) 

美國飯店業協會 A 餐旅系 全校 

產業分析師 台灣亞太產業分析專業協進會 A 科管系 全校 

水土保持技師 考試院 A 土木系 全校 

3ds Max國際認證 Autodesk A 建築系 全校 

OCP, Java SE 7 Programmer Ⅱ Oracle A 資工系 全校 

乙級技術士(中西餐飲調餐服烘焙等餐旅相關) 行政院勞動部 A 餐旅系 全校 

IC 佈局設計能力鑑定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晶片
系統設計中心 B 電子系 全校 

數位 IC設計能力鑑定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晶片
系統設計中心 B 電子系 全校 

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1~2)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B 機械系 全校 

機器人工程師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B 機械系 全校 

LED工程師基礎能力鑑定 工業技術研究院 B 光機電材
學程 全校 

電磁相容工程師、電路板製程工程師 經濟部 B 電子系 全校 

信託業務人員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 B 財管系 全校 

證券商業務人員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B 財管系 全校 

品質管理技術師(CQT) 中國工業工程學會 B 工管系 全校 

TIMS 行銷專業能力認證初階-行銷企劃證照 台灣行銷科學學會 B 企管系 全校 

http://www.104certify.com.tw/cfdocs/edu/certify/certify.cfm?cert_no=40100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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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SA商務企劃能力檢定(初級、進階) 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協會 B 會展系 全校 

TQC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PF3)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B 企管系 全校 

生產與作業管理技術師 中國工業工程學會 B 工管系 全校 

TQC-DA資料庫應用 My SQL 5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B 工管系 全校 

國際貿易大會考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B 國企系 全校 

人身保險業務員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B 財管系 全校 

理財規劃人員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B 
管理學院
進修學士

班 
全校 

造園景觀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 行政院勞動部 B 景觀系 全校 

國民旅遊領團人認證 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B 休閒系 全校 

電腦輔助建築製圖乙級技術士 行政院勞動部 B 建築系 全校 

建築製圖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 行政院勞動部 B 建築進修
學士班 全校 

室內設計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 行政院勞動部 B 建築進修
學士班 全校 

CISCO CCNA CISCO B 資工系 全校 

OCP, Java SE 6 Programme Oracle B 資工系 全校 

Oracle ( OCA、OCE ) Oracle B 資管系 全校 

ERP (規劃師、軟體應用師、進階規劃師)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B 資管系 全校 

乙級技術士(中西餐飲調餐服烘焙等餐旅相關) 行政院勞動部 A 餐旅系 全校 

丙級技術士(中西餐飲調餐服烘焙等餐旅相關) 行政院勞動部 B 餐旅系 全校 

會議展覽專業人員認證證照 經濟部國貿局 B 會展系 全校 

堆高機操作單一級技術士 行政院勞動部 B 運管系 全校 

TIIBS企業管理證照 中華民國多國籍企業研究學會 B 
管理學院
進修學士

班 
全校 

兩岸暨東協經貿商務 中華民國外銷企業協進會 B 企管系 全校 

中小企業財務人員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B 
管理學院
進修學士

班 
全校 

國際行銷初級人才認證檢定 中華民國外銷企業協進會 B 國企系 全校 

國貿丙級技術士 行政院勞動部 B 國企系 全校 

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 行政院勞動部 B 建築系進
修學士班 全校 

TQC+基礎零件設計 (Pro/ENGINEER)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B 工設系 全校 

TQC+基礎商品造型設計(Rhinoceros)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B 工設系 全校 

TQC+商品造型設計(Rhinoceros)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B 工設系 全校 

TQC-CA-AutoCAD 2D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B 建築系 全校 

APMA專案管理師 APMA(American Project 
Management Association) B 營管系 全校 

http://www.104certify.com.tw/cfdocs/edu/certify/certify.cfm?cert_no=400203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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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資訊管理師證照 台灣醫學資訊學會 B 生資系 全校 

行動裝置程式設計師、行動遊戲程式設計師 經濟部工業局 B 生資系 全校 

TQC+程式語言(Java、C#、C)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B 生資系 全校 

ABACUS訂位鑑定考試 先啟資訊系統公司 B 休閒系 全校 

遊程規劃師(初階) 中華民國遊程規劃設計協會 B 會展系 全校 

青年領騎檢定合格證書 台灣樂活自行車協會 B 休閒系 全校 

初級無形資產評價師 經濟部工業局 B 科管系 全校 

丙級測量技術士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B 土木系 全校 

電子商務企劃師丙級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 B 行管系 全校 

顧客關係管理師 英國城市專業學會 B 行管系 全校 

TQC+ 電路模擬分析(OrCAD)國際認證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B 電機系 全校 

TQC+ 電路設計(OrCAD)國際認證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B 電機系 全校 

TQC+ 電路佈線(OrCAD)國際認證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B 電機系 全校 

景觀師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B 景觀系 全校 

景觀類科公務人員普通考試 考選部 B 景觀系 全校 

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測驗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B 
管理學院
進修學士

班 
全校 

建築 BIM建模師 頂尖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B 建築系 全校 

進階-零售營運分析師 皮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 管理學院 全校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3&cad=rja&uact=8&ved=0CD8QFjAC&url=http%3A%2F%2Fwww.tpdtw.org%2F&ei=bqgrU-S-D8nYlQWJhYCYBg&usg=AFQjCNF7W7oB6U4D3nEOJoyup-JRM2Alv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