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修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提升學生就業能力檢定證照實施辦法 
97年09月15日系務會議通過 

97年10月15日期初教務會議通過 

99年11月24日系務會議通過 

100年11月29日系務會議修定通過 

101年1月2日期末教務會議通過 

102年1月2日系務會議修定通過 

103年4月23日系務會議修定通過 

第一條 為配合政府推動專業證照之政策及提升本系學生就業能力，並加強學生

專業技能學習，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為配合本實施辦法本系開設「專業證照」課程，具體執行方式如下： 

一、本系於四年級下學期開設「專業證照」課程。 

二、成績之評量說明：(102學年度入學適用) 

1.本課程學分併入該生當學期所修之總學分計算，而有關總學分之

規定必須同時遵守學校之規定，不得有所抵觸。 

2.成績證明文件之審查： 

(1)本系學生須於每學期期末考(畢業考)前一週提出成績證明文

件之正本及影印本一份，送至成績評量教師(班級導師，若導

師非系內專業教師時，則送至本系課程與選課輔導委員會)

查核及評分。 

(2)上述成績證明文件上之取得日期必須為入學後方可認列。 

(3)成績評量老師必須審核該生之成績證明文件，審核後並將正

本歸還該生，而影印本留置存查。 

3.成績之評量： 

(1)修習本課程之學生，於在學期間內應至少取得一張教育部認

定或勞動部認定或民間團體舉辦之國內外建築職類、室內設

計職類等相關專業證照(語文類、資訊類證照不列入評量)，

否則成績為不及格，並以50分評定。 

(2)各種證照給分標準及計算如下:  

我國政府機關(如勞動部)核發證照：甲級一張30分，乙級一

張20分，丙級一張10分。民間機構核發證照：每張5分；參與

各種競賽給分標準如下：第一名15分，第二名12分，第三名8

分，佳作5分，未獲獎2分。各種競賽加權如下:以主辦單位分

國際*2倍、中央*1.8倍、直轄市*1.5倍、地方*1.2倍、民間

*1倍等五個等級。本課程於入學後取得證照者之基本分數為

60分，分數計算方式如下: 總分 = 60+ [( )民間機構*3+( )

丙級張數*10+( )乙級張數*20+( )甲級張數*30]+各[競賽給

分*加權]。競賽加分僅採計該班該次競賽作業之前三分之二

名次，競賽加分之名單由該次競賽作業之設計課召集人提供

給成績評定教師。 

第三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正修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檢定證照種類暨名稱」一覽表 

103.4.23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編號 證照名稱及級別 種類 發證單位 

1-01 園藝-丙級 政府證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1-02 造園景觀-丙、乙級 政府證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1-03 建築塗裝-丙、乙級 政府證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1-04 裝潢木工-丙、乙級 政府證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1-05 泥水-丙、乙級(砌磚、粉刷、面材鋪貼) 政府證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1-06 建築工程管理-乙級 政府證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1-07 建築物室內設計-乙級 政府證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1-08 營造工程管理-乙級 政府證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1-09 家具木工-丙、乙級 政府證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1-10 
建築製圖-丙、乙級(104年停辦,改為新職類

辦理) 
政府證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1-11 測量-丙、工程測量-乙級、地籍測量-乙級 政府證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1-12 
廣告設計-丙級(乙級-PC、MAC)(104年停辦,

改為新職類辦理) 
政府證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1-13 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 政府證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1-14 
電腦輔助建築製圖-丙、乙級(104年停辦,改

為新職類辦理) 
政府證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1-15 

印前製程-丙、乙級,圖文組版、圖文組版

PC、圖文組版 MAC(104年停辦,改為新職類辦

理) 

政府證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1-16 建築製圖應用-丙、乙級(電腦繪圖、手繪圖) 政府證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1-17 網版製版印刷-乙級(丙級-製版、印刷) 政府證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1-18 

視覺傳達設計-丙級(乙級-識別形象設計

PC/MAC、平面設計 PC/MAC、包裝設計

PC/MAC、插畫 PC/MAC) 

政府證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1-19 AutoCAD、Revit、3DS Max Design、3DS MAX 
民間證照-

國際證照 
AutoCAD國際認證 

1-20 
TQC+ (建築設計 AD領域、工程設計 ED領域、

視傳設計 VD領域) 
民間證照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1-21 TQC (影像處理類 IP、工程製圖類 CA) 民間證照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1-22 Sick House診斷士(二級、一級) 民間證照 社團法人台灣病態建築診斷協會 

2-01 (CSEPT)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民間證照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中心 

2-02 (TOEIC)多益測驗 國際證照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ETS） 

3-01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 政府證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3-02 網頁設計-丙、乙級 政府證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3-03 

TQC-OA辦公軟體應用類(Word、Excel、

PowerPoint、中文輸入、英文輸入、數字輸

入、電腦會計、I.E.、日文輸入) 

民間證照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說明 1：編號 1-XX表專業類證照、2-XX表語文類證照、3-XX表資訊類證照。 



正修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分數計算說明 
 

依 101年 1月 2日期末教務會議通過「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實施辦法」 

103.4.23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甲、說    明： 

1.學生(102學年度以後入學生適用)於在學期間內應至少取得一張教育部認定

或勞動部認定或民間團體舉辦之國內外建築職類、室內設計職類等相關專業證

照(語文類、資訊類證照不列入評量)。 

2.我國政府機關(如勞動部)核發證照：甲級一張 30分，乙級一張 20分，丙級一

張 10分。 

民間機構核發證照：每張 5分。 

各種競賽給分計算：第一名 15分，第二名 12分，第三名 8分，佳作 5分，參

賽未獲獎 2分。 

3.各種競賽加權方法如下: 以主辦單位分為國際*2倍、中央*1.8倍、直轄市*1.5

倍、地方 *1.2倍、民間*1倍等五個等級。 

4.本課程於入學後取得證照者之基本分數為 60分，分數計算方式：總分= 60+ [( )

民間機構*3 + ( )丙級張數*5 + ( )乙級張數*15 + ( )甲級張數*30] + 各[競

賽給分*加權]。 

 

乙、計算範例： 

範例：取得丙級1張，參加地方競賽2次(1次佳作，1次未獲獎)。總分= 60+[(0)

民間機構*5 + (1)丙級張數*10 + (0)乙級張數*20 + (0)甲級張數*30] + 

[(5+2)*1.2加權指數]=80.5 

 

丙、競賽証明： 

1.若以班級課程實施競賽操作，競賽加分僅採計該班該次競賽作業之前三分之二

名次，並由設計課程負責老師表列參賽名單，並檢附所有參賽作品電子檔，提

供成績評量教師(班級導師，若導師非系內專業教師時，則送至本系課程與選

課輔導委員會)。 

2.非上述之競賽則需附上參賽証明(如報名表)，參賽之 A4黑白縮圖 (圖下需註

明：學生學號，姓名、競賽題目及指導老師的簽名+日期)。 

 

丁、審查時間： 

學生須於每學期期末考(畢業考)前一週提出成績證明文件之正本及影印本一

份，送至成績評量老師(班級導師)處以便查核及評分。 

 

 

 



正修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分數計算表 

(102學年度以後入學適用) 

班級：日間部四技建築___年級___班 學生學號： 

姓名： 連絡電話： 

本課程於入學後取得證照者之基本分數為 60分，分數計算方式： 

總分= 60 + [( )民間機構*5 + ( )丙級張數*10 + ( )乙級張數*20 + ( )甲級

張數*30] + 各[( )競賽給分 * ( )加權] = __________ 
 

‧若以班級課程實施競賽操作，競賽加分僅採計該班該次競賽作業之前三分之二名次，並由設計課程負責

老師表列參賽名單，並檢附所有參賽作品電子檔，提供成績評量教師(班級導師，若導師非系內專業教師

時，則送至本系課程與選課輔導委員會)。 

‧非上述之競賽則需附上參賽証明(如報名表)，參賽之 A4黑白縮圖 (圖下需註明：學生學號，姓名、競賽

題目及指導老師的簽名+日期)。 

‧語文類、資訊類證照不列入評量。 

學生簽名： 評量老師(班級導師)簽名： 

證照或競賽証明附件共 (     ) 份。 

 

-----------  相 關 資 料 影 本 請 依 序 浮 貼 與 此 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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