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專業知識暨專業證照輔導與奬勵辦法 
                                              

經97年1月8日 96學年度第1學期第5次系務會議通過 

經97年9月10日9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經99年9月21日99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經102年6月13日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10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經107年5月16日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經108年10月02日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依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學生專業證照及專利輔導與補助辦法」，

並鼓勵本系學生取得專業證照及相關專業知識，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特訂定「國

立屏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專業知識暨專業證照輔導與奬勵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之主要目的是為了培養本系學生同時具備專業知識及專業技能

以應付日漸困難之就業需求。本辦法期望學生在畢業領取一張畢業證書

之同時，亦能取得 4張以上之專業證照並完成本校或本系所開設之一個

專業學程或跨領域主題，故簡稱為『屏科企管 141專案』，辦法之主要

執行內容為『專業知識 141』。 

第二條 本獎勵對象為入學本系後始通過各類專業證照考試並取得證照證明文

件，以及在修業年限內修習完本系所定之各項學程之本系學生。 

第三條 本系所稱之專業證照，依其專業複雜性及取得該證照之困難度，分為三

級。第一級最困難，第二級次之，第三級再次之。本系所認定之三級證

照，如下所示(各類專業證照詳如附表一)： 

第一級證照：相當於國家考試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全國技術

士技能檢定甲級程度之專業證照或具公信力之專業機構所

核發之甲級程度之專業證照(是否具有公信力由本系系務

會議議決之，以下同)。 

第二級證照：相當於國家考試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或全國技術



士技能檢定乙級程度之專業證照或具公信力之專業機構所

核發之乙級程度之專業證照。 

第三級證照：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丙級或其他經教育部認可之專業證照

或具公信力之專業機構所核發之丙級程度之專業證照。 

第四條 本系認定之專業學程或跨領域主題如下:  

1. 一 般 學 程:國際商務學程、行銷企劃學程、財務金融學程。 

2. 就 業 學 程:服務行銷就業學程 

3. 跨領域微學程：商業智慧應用、企業資源規劃系統(ERP)、自媒體行     

銷。 

第五條 為充分鼓勵本系學生入學本系至畢業前完成學程並取得專業證照，特訂

定以下辦法獎勵。 

141之獎勵方式:凡本系學生入學本系至畢業同時完成 141專案之規定

內容，經申請且審查通過後，頒發證書及獎勵徽章以資鼓勵並證明之，

申請書(如附表二)。 

第六條 經費來源：本系每學年度院補助及系經費項下支付。 

第七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屏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專業證照對照表 
 

適用
學程 

學群 分級 相關證照 
發照單位 

（主管機關） 

財
務
金
融
學
程 

金
融/

保
險
類 

一 

企業風險管理師 中華民國風險管理學會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劵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金會 

中小企業財務顧問認証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初階授信人員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二 

個人風險管理師 中華民國風險管理學會 

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測驗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投信投顧業務員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劵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金會 

期貨商業務員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劵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金會 

證券商業務員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劵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金會 

信託業業務人員信託業務專業測驗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人身保險代理人 考試院 

財產保險代理人 考試院 

人身保險經紀人 考試院 

中小企業財務主管認証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三 

人身保險業務員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人壽保險管理人員暨核保. 
理賠人員測驗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管理學會 

產物保險核保理賠人員測驗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核保學會 

投資型保險核保人員測驗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財產保險業務員資格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理財規劃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初階外匯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票券商業務人員資格測驗 中華民國票券金融商業同業公會 

中小企業財務人員認証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結構型商品銷售人員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TABF)債權委外催收人員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企業內控（企業內部控制）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劵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金會 



會
計/

企
管 

一 會計師 考試院 

二 

記帳士 考試院 

乙級會計事務技術士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乙級國貿業務技術士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ERP軟體規劃師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三 

丙級會計事務技術士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TQC –OA 電腦會計進階級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TQC –OA 電腦會計專業級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國貿業務丙級/乙級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TQC –DK初級會計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ERP軟體應用師 _配銷模組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ERP軟體應用師 _財務模組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ERP軟體應用師 _生管製造模組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丙級國貿業務技術士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行

銷

企

劃

學

程 

管

理

類 

一 

專案管理師 中華知識管理應用協會 

(WBSA)中階行銷企劃師認證 WBSA世界商務策劃師聯合會 

(WBSA)高階商務策劃師認證 WBSA世界商務策劃師聯合會 

Google Analytics Google 

 SAS EG 國立中央大學ERP中心 

二 

企業顧問師 IRCA 

連鎖加盟商業人才認證 經濟部商業司中國生產力中心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WBSA)初階商務企劃員認證 WBSA世界商務策劃師聯合會 

TBSA商務企劃能力進階檢定 TBSA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協會 

電子商務規劃師(進階級) 台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會 

網路行銷規劃師(進階級) 台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會 

會議展覽專業人員認證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企業電子化跨境電商應用師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三 

PMA專案助理 社團法人中華專案管理學會 

國際行銷初級人才檢定 中華民國外銷企業協進會 

ILM國際企業管理師 英國倫敦城市行業協會(City & Guilds) 

TBSA商務企劃能力初級檢定 TBSA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協會 

顧客關係管理助理管理師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電子商務分析師(標準級) 台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會 

網路行銷分析師(標準級) 台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會 

TQC-DK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http://tw.search.yahoo.com/r/_ylt=A8tUwYOOr.NQFUoAF0Br1gt.;_ylu=X3oDMTE1amtxZGhjBHNlYwNzcgRwb3MDMgRjb2xvA3R3MQR2dGlkA1ZJUFRXMjRfNzI-/SIG=121gd2vl6/EXP=1357127694/**https%3a/eservice.labor.gov.tw/cla/LOGIN2.aspx


企業電子化助理規劃師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Google Adwords Google 

 

管

理

類 

一 
人力資源儲備管理師 中華人力資源管理協會 

不動產估價師 考試院 

二 

地政士 考試院 

不動產經紀人 考試院 

TQC PhotoImpact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TQC Photoshop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TQC Flash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TQC Access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TQC專案管理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TQC-OA Power Point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TQC-OA-網際網路應用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附註：除表列發照單位外如有其他發照機關需經系務會議審核同意。

http://www.chrma.org.tw/


附表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學生取得專業知識 141申請書 
 

班別 姓名 學號 性別 
證照名稱 

或學程名稱 
級數或分數 國內國外 證照生效日期 證照字號 發證單位 

          

          

          

          

          

                                      單位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