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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學生取得專業證照獎補助要點 

110年 3月 17日 109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審查通過 

 

一、國立臺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學生考取專業證照，得以精進專業及提升就業競爭

力，特訂定「國立臺南大學學生取得專業證照獎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獎補助對象：本校大學部日間學制在校學生。 

三、獎補助類別：依據系所認定之專業證照獎補助項目表(附件一)為準，如考取證照非為本

項目表之補助範疇，將由校友服務中心邀請專業人員審定。 

四、獎補助金額及名額： 

(一) 視計畫核定金額為主。 

(二) 補助優先順序：依申請表及完整檢附資料送達校友服務中心之日期先後排定順序，

缺件則以下一順位者遞補之，補助名額視經費核定總額調整，經費額度用罄後則不

予補助。 

五、申請期間： 

(一) 依校友服務中心公告時程為主。 

(二) 須於取得證照該年度內申請期間提出申請。證照取得日若為該年度申請截止日後，

得於下一年度提出申請。 

六、經費來源：由本校高教深耕計畫經費或相關計畫經費支應。 

七、獎勵條件： 

(一)由校友服務中心及系所主管認可之專業證照。 

(二)同一類型不同級數的專業證照，以補助兩次為限；同一類型相同級數的專業證照，以

補助一次為限。 

(三)報考且取得證書者，得核予獎補助金。 

八、申請方式：取得符合資格之專業證照後，須填寫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資料送至校友服務中

心就業輔導組，相關資料如下：  

(一) 領據 

(二) 證照影本 

(三) 報名繳費證明影本 

(四) 投稿於 EP平台之一千字以上心得紙本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2 
 

附件一：本校專業證照獎補助項目表 

證照名稱 級別 發證單位 

(CCNA)Cisco Certified Network Associate 丙級 
Cisco Systems, Inc.[思科 CISCO 認

證中心] 
(ITE)資訊專業人員鑑定-網路通訊 丙級 經濟部 
(MCP)Microsoft Certified Professional 丙級 Microsoft 
(PCP)Pallrallax Certified Profession For Arduino 乙級 Pallrallax Inc. 
(RHCE)Red Hat Certified Engineer 乙級 Red Hat,Inc. 
CCNP(Cisco Certified Network Professional)/ 
CCDP(Cisco Certified Design Professional) 

甲級 Cisco Systems, Inc. 

Cycling Tour Guide Certificate 單車旅遊領隊 C 級以上 中華民國自行車協會 
Google Analytics 認證 — Google 
Google 數位行銷基礎知識認證 完整版 Google 
ISO 證照(主導稽核員、品保人員等) — ISTO 
Java SCWCD Web 元件專家國際認證班 乙級 Sun Microsystems, Inc. 
KAWAI 指導級檢定 3 級以上 河合鋼琴 
LPIC-2(Linux Professional Institute Certification 
Level 2)/LPIC-1(Linux Professional Institute 
Certification Level 1) 

乙級 嵌入式系統管理國際認證 

LPIC-3(Linux Professional Institute Certification 
Level 3) 

甲級 嵌入式系統管理國際認證 

NCLA(Novell Certified Linux System 
Administrator) 

乙級 Novell, Inc. 

NCLP(Novell Certified Linux Professional) 甲級 Novell, Inc. 
RHCE(RedHat Certified Engineer) 甲級 RedHat, Inc. 
SCJP(Sun Certified Java Programmer) 乙級 Sun Microsystems, Inc. 

Security+TM Certified Professional 甲級 
(CompTIA)The  Computing 
Technology 

TBSA 商務企劃能力檢定 初級 TBSA 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協會 
TMCA 數位行銷專業認證 初階 台灣行銷傳播 專業認證 協會 
TQC+App 程式設計(App Inventor)/TQC+物件

導向程式語言(JAVA) /TQC+物件導向程式語

言(C#)/TQC+程式語言(Python) /TQC+行動裝

置應用程式設計(Android) 

丙級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TQC 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進階級以上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YAMAHA 指導級檢定 3 級以上 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 
人身保險業務員合格證書 —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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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配線/工業電子/電力電子/數位電子/視

聽電子/儀表電子/工業儀器/室內配線/船舶室

內配線/通信技術(電信線路)/電器修護/測量

儀器修護/事務機器修護/升降機裝修/變壓器

裝修/配電電纜裝修/配電線路裝修/冷凍空調

裝修/變電設備裝修/輸電地下電纜裝修/輸電

架空線路裝修/靜止電機繞線/旋轉電機繞線/

工程泵(幫浦)類檢修/用電設備檢驗技術士 

丙級以上 勞動部 

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軟體設計 Java，C++  乙級 勞動部 
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硬體裝修 乙級 勞動部 
太陽光電設置技術士 乙級 勞動部 
巨量資料分析能力鑑定證書 初級以上 經濟部 
企業風險管理師 — 中華民國風險管理學會 
企業資源規劃(ERP)證照 —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印前製程技術士 丙級 勞動部 
地面機械員檢定證航空器通信電子維護類 — 交通部 
行動 APP 企劃師能力鑑定證書 初級 經濟部 
行動遊戲程式設計師能力鑑定證書 初級以上 經濟部 
行動電子商務規劃師 — 台灣行動商務運籌管理協會 
行銷管理師 — 英國城市專業學會 
冶金工程技師 — 經濟部 
保母人員技術士證 — 勞動部 
個人風險管理師 — 中華民國風險管理學會 
訊連科技 CCP國際專業認證：威力導演創新

影音剪輯 
— 訊連科技 

記帳士證照 — 財政部 
財產保險業務員及格證書 —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救生員 — 教育部體育署 
教育部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證書 初級以上 教育部體育署 
教師檢定 — 教育部 
理財規劃人員合格證書 —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軟性電路板/硬式電路板製程工程師 中級 經濟部 
嵌入式系統軟體開發專業人員證書 — 經濟部 
無人機專業操作證 — 交通部 
視覺傳達設計技術士 丙級 勞動部 
會計證照 丙級以上 勞動部 
資訊安全類/嵌入式系統類專業人員 乙級 經濟部 
農藥管理人員 — 行政院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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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休閒公關/行銷/活動企劃師 
乙級/專業四級以

上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理協會 

運動休閒產業管理與行銷職能 乙級/專業四級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理協會 
運動設施/運動賽會經理人 初級以上 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 

運動觀光導遊領隊證 Ｃ級以上 中華民國運動觀光協會 
電路板製程/電動車機電整合工程師 中級 經濟部 
圖文組版技術士 丙級 勞動部 
網路通訊/網路通訊+網路規劃設計專業人員證

書 
— 經濟部 

領隊人員執業證 — 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 
廣告設計技術士 丙級 勞動部 

數位 IC 設計能力鑑定證書 — 
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

心 
數位內容遊戲企劃專業人員證書 — 經濟部 
導遊人員執業證 — 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證書 — 環保署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丙種 中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學會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CSIA)證照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

發展基金會 
體育運動休閒類指導員/檢測員 初級以上 教育部體育署 
體育運動休閒類專業檢定證書 — 各單項運動協會 
體育運動休閒類管理師/防護員證書 — 台灣運動傷害防護學會 
體育類裁判證/教練證 Ｃ級/丙級(含)以上 中華民國各體育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