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文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專業能力點數對照實施要點 

(企 013)  

   民國 100 年 5 月 12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0 年 6 月 13 日 100 學年度第 6 次院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1 年 1 月 10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1 年 4月 18日 100學年度第 4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9 年 4 月 21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9 年 6月 9日 108學年度第 7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企業管理系(以下簡稱本系)為鼓勵學生精進專業技能，訂定景文科技大學企業管理

系專業能力點數對照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系日四技學生須於畢業前取得專業能力點數至少(含)2點，始可畢業。 

三、本系專業能力點數分配規劃如下： 

(一) 專業證照點數對照表由證照小組委員會訂定，如附件一。 

(二) 獲得研究所入學證明：3點。 

(三) 參加校內學術競賽獲獎：1點；參加校外學術競賽獲獎：2點。 

(四) 獲得國科會大專生專題計畫：2點。 

(五) 獲得校內研討會學術論文發表：1點；獲得校外研討會學術論文發表：2 點。 

(六) 獲得具審查機制之期刊發表學術論文：3點。 

(七) 獲得本校雙聯學制赴海外研讀大四課程：3點。 

(八) 完成校外企業實習課程且成績及格：1點。 

四、本要點適用於本系日間部四技一○○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 

五、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院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編號 系分類 證照名稱 級數 發證單位 證照類別 核定點數 說明

1 管理類
(NPMA CPPM)中華專案管理師[Certified Professional

Project Manager]
(NPMA)中華專案管理學會 其他 1點

2 管理類
(CERPS)BI企業績效管理顧問師~Business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onsultant
(CERPS)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其他 1點

3 管理類 人力資源儲備管理師 中華人力資源管理協會 其他 1點

4 管理類 (EMA)創業管理分析師 微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點

5 管理類 中華民國技術士-門市服務 丙級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政府機關 1點

6 管理類 物流基層管理人員證書 (TALM)中華民國物流協會 其他 1點

7 管理類 物流部門經理證書 (TALM)中華民國物流協會 其他 1點

8 管理類 中華民國技術士-門市服務 乙級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政府機關 2點

9 管理類 中華民國技術士-就業服務 乙級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政府機關 2點

10 管理類 兩岸經貿商務人才 中華民國外銷企業協進會 其他 1點

11 管理類 社群經營管理師 丙級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 其他 1點

12 管理類 社群經營管理師 乙級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 其他 2點

13 管理類 顧客關係管理企劃師 丙級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 其他 1點

14 管理類 顧客關係管理企劃師 乙級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 其他 2點

15 管理類 創意創新創業企劃師 丙級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 其他 1點

16 管理類 創意創新創業企劃師 乙級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 其他 2點

17 管理類 TQC 專業中文秘書人員 (CSF)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其他 1點

18 管理類 TQC 專業 e-Office 人員 (CSF)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其他 1點

19 管理類 TQC 專業人事人員 (CSF)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其他 1點

20 管理類 領導管理師 育峰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其他 1點

21 管理類 策略管理規劃師 育峰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其他 1點

22 管理類 員工薪酬管理師 育峰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其他 1點

23 管理類 國際條碼管理技術士 基礎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商品條碼策進會 其他 1點

24 管理類 企業管理能力認證 育峰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其他 1點

25 管理類 專案規劃師 育峰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其他 1點

26 管理類
客戶關係管理CRM核心能力認證GSS CERTIFIED ASSOCIATE

(GCA) : Vital CRM
叡揚資訊有限公司 其他 1點

景文科技大學企管系專業證照點數對照表

民國106年9月8日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證照輔導小組會議討論通過

民國106年9月8日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108年3月14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證照輔導小組會議討論通過

民國108年3月14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109年4月27日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證照輔導小組會議討論通過

民國109年5月5日 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110年3月18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證照輔導小組會議討論通過

民國110年3月18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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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系分類 證照名稱 級數 發證單位 證照類別 核定點數 說明

1 行銷類 (LCCIEB)Certificate in Marketing[行銷管理] Level 1 (LCCIEB)英國倫敦商會考試局 國際認證 1點

2 行銷類 (LCCIEB)Certificate in Marketing[行銷管理] Level 2 (LCCIEB)英國倫敦商會考試局 國際認證 2點

3 行銷類 (LCCIEB)Certificate in Marketing[行銷管理] Level 3 (LCCIEB)英國倫敦商會考試局 國際認證 2點

4 行銷類 (IEAT&TIECC&KIECC)國際貿易大會考

(IEAT)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

(TIECC)台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 (KIE

其他 1點

5 行銷類 中華民國外銷企業協進會 - 國際行銷初級人才認證檢定 中華民國外銷企業協進會 其他 1點

6 行銷類 (CRM)顧客關係管理商品分析師 微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點

7 行銷類 (PMA)市場產品行銷策略分析師 微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點

8 行銷類 (EAOA)網路拍賣經營分析師 微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點

9 行銷類 行銷企劃證照 初階 (TIMS)台灣行銷科學學會 其他 1點

10 行銷類 網路行銷證照 初階 (TIMS)台灣行銷科學學會 其他 1點

11 行銷類 顧客關係管理助理管理師(CRMA) 丙級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其他 1點

12 行銷類 行銷企劃證照 中階 (TIMS)台灣行銷科學學會 其他 2點

13 行銷類 創新商品行銷企劃師 丙級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 其他 1點

14 行銷類 創新商品行銷企劃師 乙級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 其他 2點

15 行銷類 網路行銷企劃師 丙級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 其他 1點

16 行銷類 網路行銷企劃師 乙級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 其他 2點

17 行銷類 網路行銷企劃師 甲級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 其他 3點

18 行銷類 社群行銷企劃師 丙級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 其他 1點

19 行銷類 社群行銷企劃師 乙級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 其他 2點

20 行銷類 TQC-DK 電子商務概論 專業級、實用級、進階級 (CSF)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其他 1點

21 行銷類 TQC-EEC-EEAP企業電子化助理規劃師 (CSF)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其他 1點

22 行銷類 (EBA)電子商務分析師(e-Business Analyst) 微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點

23 行銷類 (MOCC)電子商務 Specialist(標準級)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 其他 1點

24 行銷類 (ECA)E-Commerce Analyst [電子商務分析師] 丙級 台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會 其他 1點

25 行銷類 TQC 專業行銷人員 (CSF)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其他 1點

26 行銷類 TQC 專業企畫人員 (CSF)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其他 1點

27 行銷類 商務企劃能力檢定 初級 (TBSA)台灣商務策劃協會 其他 1點

28 行銷類 商業數據分析師(For IBM SPSS)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 其他 1點

29 行銷類 行銷策略師 育峰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其他 1點

30 行銷類 微電影拍攝剪輯製作師 乙級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 其他 2點

31 行銷類 微電影行銷企劃師 乙級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 其他 2點

32 行銷類 行動商務企劃師 甲級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 其他 3點

33 行銷類 阿里巴巴跨境電子商務規劃師 凱升數位策略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點

34 行銷類 行動商務企劃師 乙級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 其他 2點

35 行銷類 行動商務企劃師 丙級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 其他 1點

1 財務類 中華民國技術士-會計事務 乙級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政府機關 2點

2 財務類 中華民國技術士-會計事務 丙級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政府機關 1點

3 財務類 (TABF)理財規劃人員 (TABF)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其他 2點

4 財務類 (LIA)人身保險業務員 (LIA)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其他 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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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系分類 證照名稱 級數 發證單位 證照類別 核定點數 說明

5 財務類 (SFI)票券商業務人員 (SFI)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其他 1點

6 財務類 (TSA)證券商業務人員-業務員 (TSA)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其他 1點

7 財務類 (SFI)證券投資分析人員 (SFI)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其他 2點

8 財務類 (SITCA)證券投資分析人員
(SITCA)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

同業公會
其他 2點

9 財務類 (TII)投資型保險商品業務員 (TII)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其他 1點

10 財務類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 記帳士 考試院 / 考選部 政府機關 2點

11 財務類 (TSA)證券商業務人員 - 高級業務員 (TSA)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其他 2點

12 財務類 (TABF)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消費金融] (TABF)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其他 1點

13 財務類 (NLIAROC)財產保險業務員 (NLIAROC)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其他 1點

14 財務類 (TII)投資型保險商品業務員 (TII)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其他 1點

15 財務類 (LIA)投資型保險商品業務員 (LIA)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其他 1點

16 財務類 (EFOA)企業財務經營分析師 微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點

17 財務類 (SFI)企業內部控制 (SFI)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其他 1點

18 財務類 (SITCA)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業務員
(SITCA)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

同業公會
其他 1點

19 財務類 (TAROC)信託業業務人員 (TAROC)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 其他 1點

20 財務類 (CNFA)期貨信託基金銷售機構銷售人員 (CNFA)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其他 1點

1 電腦類 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軟體應用 乙級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政府機關 2點

2 電腦類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Word Expert(專業級) Microsoft 國際認證 1點

3 電腦類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Excel Expert(專業級) Microsoft 國際認證 1點

4 電腦類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PowerPoint
Expert(專業級) Microsoft 國際認證 1點

5 電腦類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Outlook Expert(專業級) Microsoft 國際認證 1點

6 電腦類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for Office Access Expert(專業級) Microsoft 國際認證 1點

7 電腦類 (MOCC)Microsoft Word Expert(專業級)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 其他 1點

8 電腦類 (MOCC)Microsoft Excel Expert(專業級)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 其他 1點

9 電腦類 (MOCC)Microsoft PowerPoint Expert(專業級)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 其他 1點

10 電腦類 商務簡報規劃師 育峰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其他 1點

1 語文類 日本語能力認定書 一、二、三、四級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

育支援協會及獨立行政法人國際交流基金 其他

二、三、四級核

定為1點

一級核定為2點

2 語文類 職場英文 (LCCIEB)英國倫敦商會考試局 英文證照 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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