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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證照獎勵分級表 

一、各核心證照獎勵分級表說明 

1.各系核心證照獎勵分級表，依「環球科技大學學生取得專業技術證照獎學金實施要

點」及各學年度會辦相關專業系科確認。 

2.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委託、認證或認可證照一覽表中所列甲級(高級)證照

及外國語言能力證照所列最高級者，最高獎勵 8,000元。 

3.各核心證照等級之認列，各系所得於每年視需要檢討修訂。 

 

系所 核心證照名稱 發照機構 等級 
最高 

獎勵金額 

資訊與電

商系 

TQC APP INVENTOR程式設計

核心能力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

能基金會 
初級 - 

TQC plus 創意App程式設計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

能基金會 
初級 - 

MTA Database Administration 

Fundamentals 資料庫管理 

Microsoft Technology 

Associate微軟國際認證 
初級 - 

MPDMC 數位精準行銷認證 明逸數位有限公司 中級(易) 1,000元 

MTA Introduction to 

Programming Using Python 

Python 程式語言 

Microsoft Technology 

Associate微軟國際認證 
中級(易) 1,000元 

ECP 電子商務規劃師(進階級) CEO國際認證中心 中級(易) 1,000元 

ERP規劃師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中級(易) 1,000元 

ERP軟體應用師-配銷模組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中級(易) 1,000元 

行銷管理

系 

門市服務丙級 政府部門-勞動部 初級 - 

ECA電子商務分析師 CEO國際認證中心 初級 - 

IMA網路行銷分析師 CEO國際認證中心 初級 - 

ECP電子商務規劃師(進階級) CEO國際認證中心 中級(易) 1,000元 

IMP網路行銷規劃師(進階級) CEO國際認證中心 中級(易) 1,000元 

門市服務乙級 政府部門-勞動部 中級(中) 2,500元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政府部門-勞動部 中級(中) 2,500元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領

隊、導遊人員 
政府部門-考選部 中級(中) 2,500元 

企業管理

系 

創意創新創業企劃師(丙級)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 初級 - 

創新商品行銷企劃師(丙級)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 初級 - 

EMA創業管理分析師 微析科技 初級 - 

創意創新創業企劃師(乙級)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 中級(易) 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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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核心證照名稱 發照機構 等級 
最高 

獎勵金額 

創新商品行銷企劃師(乙級)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 中級(易) 1,000元 

ERP軟體應用師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中級(易) 1,000元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政府部門-勞動部 中級(中) 2,500元 

PMA專業助理師、PMA專業規

劃師 
中華專案管理學會 中級(中) 2,500元 

東南亞經

貿與數位

金融管理

學士學位

學程 

人身保險業務員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

業公會 
初級 - 

電子商務概論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

能基金會(TQC-DK) 
初級 - 

國際越南語認證 A1 

iVPT「國際越南語認證」

(International Vietnamese 

Proficiency Test) 

初級 - 

證劵業務員證照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

會 
中級(易) 1,000元 

中小企業財務人員證照 台灣金融研訓院 中級(易) 1,000元 

信託業業務人員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

業公會 
中級(中) 2,500元 

投信投顧業務員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

會 
中級(中) 2,500元 

證券高級業務員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

會 
中級(中) 2,500元 

視覺傳達

設計系 

印前製程丙級(圖文組版PC) 政府部門-勞動部 初級 - 

TQC+ 電腦繪圖設計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

能基金會 
初級 - 

TQC+ 影像處理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

能基金會 
初級 - 

Adobe Illustrator CS6 SiliconStone Education 中級(易) 1,000元 

Adobe Photoshop CS6 SiliconStone Education 中級(易) 1,000元 

Adobe Premiere CS6 SiliconStone Education 中級(易) 1,000元 

Adobe Dreamweaver CS6 SiliconStone Education 中級(易) 1,000元 

Reallusion Certified Associate for 

iClone 
Reallusion 中級(易) 1,000元 

數位媒體

與產品設

計系 

Mixcraft 5 Certified Associate 

Program Level 1-2 
ACOUSTICA 初級 - 

電腦輔助設計丙級 政府部門-勞動部 初級 - 

Photography (攝影) SiliconStone Education 初級 - 

Adobe系列 SiliconStone Education 中級(易) 1,000元 

Certified SOLIDWORKS 

Associate (CSWA) 

Solid Works原廠國際證照 

實威科技 
中級(易) 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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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核心證照名稱 發照機構 等級 
最高 

獎勵金額 

Certified SOLIDWORKS 

Professional (CSWP) 

Solid Works原廠國際證照 

實威科技 
中級(中) 2,500元 

Mixcraft 5 Certified Associate 

Program Level 3 
ACOUSTICA 中級(中) 2,500元 

Autodesk Maya Certified 

Professional Models to Motion 
國外機構-Autodesk 中級(難) 3,000元 

時尚造型

設計系 

美容丙級 政府部門-勞動部 初級 - 

女子美髮丙級 政府部門-勞動部 初級 - 

C級彩繪 
社團法人中華國際彩繪藝

術協會 
初級 - 

美容乙級 政府部門-勞動部 中級(中) 2,500元 

女子美髮乙級 政府部門-勞動部 中級(中) 2,500元 

男士理髮乙級 政府部門-勞動部 中級(中) 2,500元 

女裝乙級 政府部門-勞動部 中級(中) 2,500元 

B級美睫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技

藝推廣協會 
中級(中) 2,500元 

觀光與餐

飲旅館系 

烘焙、飲調類丙級 政府部門-勞動部 初級 - 

Sabre/Abacus航空訂位 先啟資訊 初級 - 

國內遊程規劃師初階 
中華民國遊程規劃設計協

會 
初級 - 

國際禮儀接待員乙級 華廈訓練評鑑有限公司 中級(易) 1,000元 

旅館管理專業人員CHM 中華民國旅館經理人協會 中級(易) 1,000元 

精品咖啡師(Elite Barista) Silicon Stone Education 中級(中) 2,500元 

烘焙、飲調類乙級 政府部門-勞動部 中級(中) 2,500元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領

隊、導遊人員 
政府部門-考選部 中級(中) 2,500元 

餐飲廚藝

系 

西餐烹調丙級 政府部門-勞動部 初級 - 

中餐烹調丙級 政府部門-勞動部 初級 - 

烘焙食品丙級 政府部門-勞動部 初級 - 

西餐烹調乙級 政府部門-勞動部 中級(中) 2,500元 

中式麵食加工乙級 政府部門-勞動部 中級(中) 2,500元 

中餐烹調乙級 政府部門-勞動部 中級(中) 2,500元 

烘焙食品乙級 政府部門-勞動部 中級(中) 2,500元 

HACCP食品安全管制系統(進階

班) 

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

展協會 
中級(中) 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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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核心證照名稱 發照機構 等級 
最高 

獎勵金額 

觀光與生

態旅遊系 

青年領騎初級檢定測驗 台灣樂活自行車協會 初級 - 

旅行業國民旅遊領團證 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初級 - 

Open Water Diver[Scuba Diver] 
(SDI)Scuba Diving 

International[國際水肺潛水] 
初級 - 

專業領騎初級檢定測驗 
民間機構-社團法人台灣樂

活自行車協會 
中級(易) 1,000元 

Advanced Open Water Diver 
(SSI)Scuba Schools 

International[國際潛水學校] 
中級(易) 1,000元 

國內遊程規劃師中階 
中華民國遊程規劃設計協

會 
中級(中) 2,500元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導遊

人員 
政府部門-考選部 中級(中) 2,500元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領隊

人員 
政府部門-考選部 中級(中) 2,500元 

應用外語

系 

會議展覽專業英文分析師 
台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

會/CEO國際認證中心 
初級 - 

領隊導遊專業英文分析師 
台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

會/CEO國際認證中心 
初級 - 

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 ) N4 
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The Language Training & 
Testing Center (LTTC) 

初級 - 

會議展覽專業英文規劃師 
台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

會/CEO國際認證中心 
中級(易) 1,000元 

領隊導遊專業英文規劃師 
台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

會/CEO國際認證中心 
中級(易) 1,000元 

觀光餐旅專業英文規劃師 
台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

會/CEO國際認證中心 
中級(易) 1,000元 

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 ) N3 
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The Language Training & 
Testing Center (LTTC) 

中級(中) 2,500元 

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 ) N2 
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The Language Training & 
Testing Center (LTTC) 

中級(難) 3,000元 

幼兒保育

系 

BLS 基本救命術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初級 - 

成人、兒童及嬰兒心肺復甦術

(CPR)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初級 - 

健康管理師丙級 中華健康管理協會 初級 - 

保母人員(單一級) 政府部門-勞動部 中級(易) 1,000元 

照顧服務員(單一級) 政府部門-勞動部 中級(易) 1,000元 

幼兒感覺統合活動規劃師 中華體智能促進協會 中級(中) 2,500元 

桌上遊戲創意教學師 中華產業人才發展協會 中級(中) 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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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核心證照名稱 發照機構 等級 
最高 

獎勵金額 

CBM 嬰幼兒按摩教保檢定證書 
台灣國際嬰幼兒教育保育

發展促進會 
中級(難) 3,000元 

運動保健

與防護系 

初級救護技術員 台灣新視野緊急救護協會 初級 - 

C級重量訓練教練證 中華民國重量訓練協會 初級 - 

初級肌內效貼紮 
台灣運動科學健康促進協

會 
初級 - 

救生員證 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學會 中級(易) 1,000元 

B級重量訓練教練證 中華民國重量訓練協會 中級(易) 1,000元 

飛輪有氧指導員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中級(中) 2,500元 

ACE系列證照 
American Council on 

Exercise 
中級(中) 2,500元 

AFAA系列證照 
Athletics and Fitness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中級(中) 2,500元 

生物技術

系 

HACCP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基

礎班) 

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

展協會 
初級 - 

食品檢驗分析技術士(丙級) 政府部門-勞動部 初級 - 

化學技術士(丙級) 政府部門-勞動部 初級 - 

HACCP食品安全管制系統(進階

班) 

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

展協會 
中級(中) 2,500元 

食品檢驗分析技術士(乙級) 政府部門-勞動部 中級(中) 2,500元 

化學技術士(乙級) 政府部門-勞動部 中級(中) 2,500元 

化工技術士(乙級) 政府部門-勞動部 中級(中) 2,500元 

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中級(難) 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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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語文獎勵分級表說明 

1.依「環球科技大學學生取得專業技術證照獎學金實施要點-環球科技大學證照獎勵分級

表」。 

2.本語文能力分級對照表內容如有變更，應以該考試項目之主辦單位官方公告為依據。 

*「歐洲共同語文參考

架構-(CEFR)」等級 
CEFR A1級 CEFR A2級 CEFR B1級 CEFR B2級 CEFR C1級 

最高獎勵金額 

(依預算調整比例) 
- - 2,500元 5,000元 8,000元 

全民英檢(GEPT) 初級(初試) 初級 中級 中高級 高級 

網路全民英檢

(NETPAW) 
基礎級 初級 中級 中高級 高級 

多益測驗(TOEIC) 120分以上 225分以上 550分以上 785分以上 945分以上 

國際英語語文雅思測

驗(IELTS) 
2.0以上 3.0以上 4.0以上 5.5以上 6.5以上 

全球英檢(GET) A1 級 A2 級 B1 級 B2 級 C1 級 

劍橋博思職場英檢

(BULATS) 
A1 級 A2 級 B1 級 B2 級 C1 級 

大學院校

英語能力

測驗

(CSEPT)  

第一級 N/A 130分以上 170分以上 N/A N/A 

第二級 N/A 120分以上 180分以上 240分以上 N/A 

電腦化托福測驗(CBT 

TOEFL) 
N/A 90分以上 137分以上 197分以上 220分以上 

網路托福測驗 

(IBT TOEFL) 
N/A 29分以上 47分以上 71分以上 82分以上 

外語能力

測驗

(FLPT- 

English)  

三項筆試

總分 
N/A 105分以上 150分以上 195分以上 240分以上 

口試級分 N/A S-1+ S-2 S-2+ S-3 以上 

英國倫敦商會證照

(LCCI- EFB)職場英文 

Preliminary 

Level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Level 4 

*「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CEFR)」 

註：本語文能力分級對照表內容如有變更，應以該考試項目之主辦單位官方公告為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