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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工程系 民生電子實習 2/2 數位電子乙級
全國技能檢定
第1梯及第3梯

4 113-114 歐謙敏 40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乙級數位電子技術士
乙級工作範圍：1、數位電子單元裝置之組裝、量測、調整及維修。2、數位電子裝置之拆卸、組合、操作
及維修。數乙在手，工作不愁。想擁有真正專業技術，請下定決心從檢定著手。目前考試內容為包含軟硬
體電路設計的1.數位多工顯示2.鍵盤掃描裝置3.數位電子鐘。

電機工程系
技檢室配乙級
與實習(一)

3/3 室內配線乙級
全國技能檢定
第1梯及第3梯

3 111-113 待聘 24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乙級室內配線技術士
具備乙級室內配線工證照，可從事高低壓用電設備及線路之裝置與維修工作。

資訊工程系
Dreamweaver
國際證照 4/4

ACA
Dreamweaver
CS6

6月報名
8月中考試

4 111-114 盧樹台 50

ACA國際認證
Adobe Dreamweaver是多媒體及網路圈標準，應用於創造與編輯HTML 多媒體與行動裝置應用軟體。透
過流暢格點版面(Fluid Grid Layout)讓 設計師可以建構複雜的網頁設計並提供合適的架構，提升跨平台的
整合。 數位多媒體及網路傳達相關科系的學生，透過ACA Dreamweaver國際認證 ，更能表達自己的數位
專業能力，在Dreamweaver國際認證中，特別重視自 我檢視與確認創意發想過程中所應用的技能及創作的
價值。 隨著科技日新月益，也提供越來越多網路相關領域的職缺，學生在應徵這 些職務時，需要專業的技
能認證，以充份證明自己的實力！因此除了準備 好您優秀的作品外，擁有ACA Dreamweaver專業認證，
是求職時必備 的強大工具！

數位多媒體設
計系 數位攝影 2/2 SSE攝影國際證照 1 113-114 蔡銘益 50

Photography是由散佈於全球攝影領域的教育專家與Silicon Stone Education合作所推廣的國際證照，可
以通行全球，可跟隨一輩子的重要能力證明。在高階攝影器才門檻降低，攝影資訊垂手可得的現在，擁有
一張國際性、榮獲業界一致推薦的職業能力鑑定證書，更能讓您在競爭激烈的攝影戰場上立即出線！不論
在國內外職場上都將更具競爭力，為未來的職涯鋪路！。

機械工程系
機械與機電專
業證照

3/3 TQC+ 實體設計 學期末 4 111-114 曾裕民 50

TQC＋認證：實體設計
TQC＋認證依各領域設計人才之專業謀生技能為出發點，根據國內各產業專業設計人才需求，依其工作職
能及核心職能，規劃出各項認證測驗。
SolidWorks 3D軟體是一套以特徵為主的參變數式實體模型機械設計自動化工具這套工具利用了容易學習
的Windows圖形化使用者介面，使用者可以利用軟體操作或由使用者限定架構，創作組成3D立體的模型，
達成設計目標。

土木工程系
數位測量與應
用

2/2 工程測量乙級
全國技能檢定
第3梯

4 113-114 邱煥欽 40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乙級工程測量技術士
乙級工程測量技術士之工作範圍：從事一般工程測量之工作。

物業經營與管
理系 工程管理 2/2

建築物室內裝修
工程管理乙級

全國技能檢定
第3梯

4 113-114 洪瑞璟 50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乙級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技術士
從事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之監工及物料與人員之管理

工業管理系 國際標準認證 4/4
ISO 9001:2015
品質管理系統之
國際標準

授課後再與認證公
司洽談

2 111-114 鄭詠隆 60

本課程將教授ISO 9001:2015 品質管理系統之國際標準。ISO 9001是國際標準組織(ISO)設立的國際標準之
一，其目的是提供企業導入品質管理系統的準則，利用這個系統可以協助組織建立以顧客為中心的品質管
理系統，並且整合企業應該執行的工作方向，創造出卓越的績效，非常值得同學了解和學習。熟悉此系統
或是考取ISO 9001的內稽人員證書將有機會進入公司的品保部或是文管中心擔任相關工作職位。本學期教
授ISO 9001:2015是國際品質管理系統的最新版本，利用這個課程可以學到新舊版條文的差異，也可以學到
導入系統及文件化改版的技巧，請同學把握難得的機會。

國際企業經營
系觀光行銷與
休閒管理組

領隊與導遊
實務

2/2

普通考試導遊人
員考試
普通考試領隊人
員考試

每年12月報名
每年3月考試

3 113-114 樓禎祺 50

考選部：1.普通考試導遊人員考試2.普通考試領隊人員考試
國際導遊或領隊在大多數人心中，是一項又可玩又有收入來源的最佳工作。 導遊、領隊考試要考的科目可
分為導遊(領隊)實務、觀光資源概要、語文等三大項。導遊(領隊)實務，包含了旅行業的相關法規、管理規
則、政策、技巧、航空票務、急救常識、事件處理、國際禮儀等。觀光資源概要，則包含了地理、歷史、
社會、時事等，但語文部份，可能得從平常不斷的累積至一定的基本實力，及多涉及一些旅遊單字及會話
，二來導遊考試必須通過口試，考生在考前必須做一些台灣古蹟的事前功課。
世界各國娛樂觀光事業興盛，商機無窮，況且，導遊、領隊證照是採60分及格制，不須經驗即可報考，讓
您帶團出遊，不僅吃住免費又有薪水及小費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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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管理系
ERP配銷模組
證照

2/2
ERP軟體應用師-
配銷模組

107年5月30日 4 113-114 曾斐金 60

ERP軟體應用師認證
「ERP軟體應用師」為企業在導入ERP系統後所需要的人才。其扮演企業內部不同的功能部門均有其對應的
系統功能操作與諮詢的角色，因而產生相關ERP職能人才的需求。
證照設立目標：一、迅速且大量的培育華人地區e化專業人員。二、經由考試設計教學內容，提供學員進修
管道。三、提供企業e化所需人員（1.軟體基本流程操作2. E化專案key user 3. 軟體操作諮詢）。
鑑定模組：1.配銷模組　2.財務模組　3.生管製造模組

企業管理系 觀光領隊實務 3/3 導遊人員
每年12月報名
每年3月考試

4 111-113 陳柏壽 50

考選部：普通考試導遊人員考試
觀光實務 : 實務一、實務二、觀光資源概要等三項。實務一包含規則、政策、航空票務、急救常識、事件處
理、國際禮儀等。實務二包含觀光法規與罰則。觀光資源概要包含本國歷史、本國地理、觀光概要等。及
格制高中學歷即可報考。

財務金融系投
資理財組 信託金融業務 2/2 信託業業務人員

107年4月28日
107年10月27日

4 113-114 葉輔錩 40

金融研訓院：信託業業務人員信託業務專業測驗
依據信託業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暨經營與管理人員應具備信託專門學識或經驗準則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
款規定：「信託業業務人員應具備之信託專門學識或經驗之ㄧ：一、參加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或其認可之
金融專業訓練機構舉辦之信託業務專業測驗，持有合格證書」，經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認可並委
託辦理本測驗。

行銷與流通管
理系

管理會計與資
訊應用系統

2/2
ERP軟體應用師-
財務模組

107年6月 3 113-114 李宥緹 60

通往上市櫃公司的門檻
服務上市櫃企業佔有率超過七成的鼎新ERP證照，針對不同營運規模的企業，從基礎的應收到應付、銀行帳
款、成本計算、薪資處理、折舊計算到會計總帳，結算財務帳、現金流量控制、預算成本控制、嚴謹內稽
內控、利潤中心管理模式運作；到集團型財務應用，包含：內部交易、支援多幣別核銷、符合異地法務稅
務、集團合併報表、集團預算管理…等，皆能提供其最適的財務管理系統。

餐旅管理系
國際咖啡師
證照輔導

4/4 國際咖啡調配師 107年5月 4 111-114 曹輝雄 25

英國城市專業學會（City & Guilds）：國際咖啡調配師
在餐旅業中，與顧客接觸最頻繁的一環就是飲料選購。顧客在外品嘗不同飲料的情況在過去十年間有顯著
增長。咖啡調配師是餐旅業中與顧客接觸最頻繁的前線人員之一。
咖啡調配師會調製不同種類的飲料，一般包括咖啡、巧克力、茶及雪泥果汁(smoothies)，並親自或經由侍
應生呈上給顧客。因此顧客對咖啡調配師的印象是顧客會否再次光臨或惠顧的決定性因素，因此咖啡調配
師必須具備專業的知識和技巧，以及提供優質的服務。
有志從事咖啡調配師的人士，可能要在業內由初級職務做起，或通過考取City & Guilds的相關資格入行，
成為一個專業咖啡調配師。

應用外語系 多益檢定 2/2 多益英語測驗 每月均可報考 4 113-114 范惠美 50

TOEIC代表Test of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國際溝通英語測驗）
多益測驗乃針對英語非母語人士所設計之英語能力測驗，測驗分數反映受測者在國際職場環境中與他人以
英語溝通的熟稔程度。參加本測驗毋需具備專業的知識或字彙，因為測驗內容以日常使用之英語為主。多
益測驗是以職場為基準點的英語能力測驗中，世界最頂級的考試。2012年在全球有超過七百萬人報考多益
測驗，並在150個國家中有超過14,000家的企業、學校或政府機構使用多益測驗，同時在全球超過165個國
家施測，是最被廣泛接受且最方便報考的英語測驗之一。

應用外語系 日語檢定N5 2/2
日本語能力測驗
N5

9月報名
12月份考

2 111-112 楊慧芳 60

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與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共同舉辦：日本語能力試驗
日本語能力試驗共分N1、N2、N3、N4、N5五個級數，N5最簡單； N1最難。
N4和N5主要檢測考生在課堂上學習的基礎日語的理解程度，N5：能大致理解基礎日語。
讀・能看懂以平假名、片假名或一般日常生活使用之基本漢字所書寫之固定詞句、短文及文章。
聽・在課堂上或周遭等日常生活中常接觸之情境中，如為速度較慢之簡短對話，可從中聽取必要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