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修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所 提昇學生就業能力 

檢定證照實施辦法-「電子實務能力認證」課程 
 

97 年 9 月 16 日；103 年 2 月 21 日系所務會議通過 

97 年 9 月 29 日；103 年 3 月 17 日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本系所為配合政府機關及國內外民間機構推動「技術證照制度」的政 

策，並提昇本系所學生專業技術及就業能力，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實施辦法： 

(一)每班於一年級上學期時遴選一位老師，負責宣導及說明技能檢定之政 

策、技能檢定之職類級別、報名與學術科檢定之流程、以及其他有

關技能檢定事項之諮商工作，及修習課程。負責宣導之老師每班發

給二小時之鐘點費。 

(二)修習課程：電子實務能力認證(必修，0 學分 3 小時)。 

(三)學生於入本校就學後至四年級上學期 10 月 20 日前需至少取得一張

表列專業類證照，如附表(1)所示(如有未列政府機關或各部會證照則

由委員會認定)，並填寫「電子實務能力認證」課程成績評量審核表，

及黏貼相關證明文件，如附表(4)所示，向系辦公室提出申請。 

(四)本課程成績之評量： 

1.本課程取得專業類證照之基本分數，丙級為 60 分、乙級為 70 分、

甲級為 80 分，而每再提出一張丙級、乙級以及甲級證照或同等級

能力認證證照者，再分別加 5 分、15 分、以及 25 分。語言類證

照(如附表(2)所示)每提出一張 A2 級、B1 級以上證照者，再分別

加 5 分、15 分。資訊類證照(如附表(3)所示)每提出一張證照者，

再加 5 分。但最高以 100 分計算。(以上證照生效日期須於入本校

就學之後，方可採計。) 

2.負責成績之評量老師每班發給二小時之鐘點費。 

(五)成績評量通過者，名單於 12 月 20 日前公佈於本系網頁，成績於四

年級下學期於學校規定時間內登錄「電子實務能力認證」課程之成績

系統內。 

(六)未於規定時間內提出本課程評量審核，或審核未通過者，須修習本

系於四年級下學期開設之「電子實務能力認證」必修課程。 

(七)本課程上課內容為「單晶片能力認證丙級」相關課程。 

(八)本課程重補修依學校相關辦法辦理，或依規定至少取得一張專業類證

照，如附表(1)所示，於下學期辦理加選該課程，並由負責老師於學

校規定時間內登錄「電子實務能力認證」課程之成績系統內。 

第三條：本辦法經系所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正修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所 提昇學生就業能力 

檢定專業類證照表 
                                                                     附表(1) 

證照名稱及級別 證照類別 國內/國外 發證單位 

工業電子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電腦硬體裝修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電腦硬體裝修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數位電子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數位電子甲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儀表電子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儀表電子甲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視聽電子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視聽電子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視聽電子甲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通信技術(電信線路)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通信技術(電信線路)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工業儀器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工業儀器丙級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電腦軟體設計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網頁設計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網路架設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電腦軟體設計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通信技術(電信線路)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通信技術(電信線路)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室內配線-屋內線路裝修配線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室內配線-屋內線路裝修配線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室內配線-屋內線路裝修配線甲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室內配線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室內配線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乙種電匠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甲種電匠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室內配線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室內配線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室內配線甲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機器腳踏車修護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機器腳踏車修護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交通事業-電信人員 政府機關 國內 考試院 

電子工程技師 政府機關 國內 考試院 

電機工程技師 政府機關 國內 考試院 

資訊工程技師 政府機關 國內 考試院 



證照名稱及級別 證照類別 國內/國外 發證單位 

電信工程 政府機關 國內 考試院 

專利師 政府機關 國內 考試院 

專利商標審查人員 政府機關 國內 考試院 

ITE 資訊專業人員鑑定 政府機關 國內 經濟部 

數位邏輯設計專業級能力認證 民間機構 國內 台灣嵌入式暨單晶片系統發展協會 

數位邏輯設計實用級能力認證 民間機構 國內 台灣嵌入式暨單晶片系統發展協會 

電子元件拆/銲專業級能力認證 民間機構 國內 台灣嵌入式暨單晶片系統發展協會 

電子元件拆/銲實用級能力認證 民間機構 國內 台灣嵌入式暨單晶片系統發展協會 

電路板設計專業級能力認證 民間機構 國內 台灣嵌入式暨單晶片系統發展協會 

電路板設計實用級能力認證 民間機構 國內 台灣嵌入式暨單晶片系統發展協會 

單晶片能力認證專業級能力認證 民間機構 國內 台灣嵌入式暨單晶片系統發展協會 

單晶片能力認證實用級能力認證 民間機構 國內 台灣嵌入式暨單晶片系統發展協會 

IRA 智慧型機器人應用認證中級 民間機構 國內 
台灣創新科技管理發展協會(ITM

協會) 

IRA 智慧型機器人應用認證高級 民間機構 國內 
台灣創新科技管理發展協會(ITM

協會) 

AMA 高級先進微控制器應用認證 民間機構 國內 
台灣創新科技管理發展協會(ITM

協會) 

AMA 中級先進微控制器應用認證 民間機構 國內 
台灣創新科技管理發展協會(ITM

協會) 

先進 PCB 設計應用認證(工程師級) 民間機構 國內 
台灣創新科技管理發展協會(ITM

協會) 

LED 工程師基礎能力能力鑑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光電學會 

LED 照明工程師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光電學會 

太陽能技術士證照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CCNA(Cisco Certified Network 
Associate) 

國際認證 國外 Cisco 

CCDA(Cisco Certified Design 
Associate) 

國際認證 國外 Cisco 

CCNP(Cisco Certified Network 
Professional) 

國際認證 國外 Cisco 

CCDP(Cisco Certified Design 
Professional) 

國際認證 國外 Cisco 

CCSP(Cisco Certified Security 
Professional) 

國際認證 國外 Cisco 

CCVP(Cisco Certified Voice 
Professional) 

國際認證 國外 Cisco 

CCIP(Cisco Certified Internetwork 
Professional) 

國際認證 國外 Cisco 

 

 

 

 

 



正修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所 提昇學生就業能力 

檢定語言類證照表 

 
各項英檢與 CEF架構對照表                                      附表(2) 

CEFR 語言能力

參考指標 
A1 

Breakthrough 
A2 

Waystage 
B1 

Threshold B2 Vantage 
C1 Effective 

Operational 

Proficiency 
C2 Mastery 

全民英檢 (GEPT)  初級 中級 中高級 高級 優級 

劍橋大學英語能力

認 證 分 級 測 驗

(Cambridge Main 
Suite) 

 
Key English 

Test (KET) 

Preliminary 

English Test 

(PET) 

First 

Certificate 

in English 

(FCE) 

Certificate in 

Advanced 

English 

(CAE)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in English 

(CPE) 
劍橋大學國際商

務英語能力測驗

(BULATS) 
  ALTE Level 

1 
ALTE Level 

2 
ALTE Level 

3 
ALTE Level 

4 
ALTE Level 

5 

外語能力

測驗

(FLPT) 

三項

筆試 

總分 

  105~149 

S-1+ 

150~194 195~239 240~330 

 

口試

級分  S-2 S-2+ S-3 以上 

全球英檢 A1 A2 B1 B2 C1 C2 

托福

TOEFL 

紙

筆 型

態 
  

390 以上 457 以上 527 以上 560 以上 630 以上 

電

腦  型

態 
90 以上 137 以上 197 以上 220 以上 267 以上 

網

路  型

態 
    57 以上 79 以上 83 以上 109 以上 

多益測驗 TOEIC   225 以上 550 以上 750 以上 880 以上 950 以上 

大學校院

英語能力

測驗

(CSEPT) 

第一

級 
  

130~169 170~240 - - - - - - --- 

第 二

級 120~179 180~239 204~360 - - -  

IELTS   3 以上 4 以上 5.5 以上 6.5 以上 7.5 以上 
全民網路英語能

力檢定(NETPAW) 
基礎級 初級 中級 中高級  高級 專業級 

通用國際英文能

力分級檢定

(G-TELP) 
Level5 Level 4 Level 3 Level 2 

Level 1 

(75-90 分) 

Level 1 

(91 分以上) 

 

 

 

 

 

 

 

 

http://www.gept.org.tw/
http://www.lttc.ntu.edu.tw/cambridge/main.htm
http://www.lttc.ntu.edu.tw/cambridge/main.htm
http://www.lttc.ntu.edu.tw/cambridge/main.htm
http://www.lttc.ntu.edu.tw/cambridge/main.htm
http://www.cambridge.org.tw/
http://www.cambridge.org.tw/
http://www.cambridge.org.tw/
http://www.lttc.ntu.edu.tw/FLPT.htm
http://www.lttc.ntu.edu.tw/FLPT.htm
http://www.lttc.ntu.edu.tw/FLPT.htm
http://www.get.org.tw/
http://www.toefl.com.tw/index.htm
http://www.toefl.com.tw/index.htm
http://www.toeic.com.tw/
http://www.lttc.ntu.edu.tw/englishcomparativenew_2.htm
http://www.lttc.ntu.edu.tw/englishcomparativenew_2.htm
http://www.lttc.ntu.edu.tw/englishcomparativenew_2.htm
http://www.lttc.ntu.edu.tw/englishcomparativenew_2.htm
http://www.britishcouncil.org/tw/taiwan-exams-ielts-test-dates.htm
http://www.test.org.tw/
http://www.test.org.tw/
http://www.g-telp.com.tw/
http://www.g-telp.com.tw/
http://www.g-telp.com.tw/


正修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所 提昇學生就業能力 

檢定資訊類證照表 
                    附表(3) 

證照名稱及級別 證照類別 國內/國外 發證單位 

MOS 專業認證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MOCC 專業認證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MS Visual Basic 專業認證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TQC-OA 辦公軟體應用-中文輸入

實用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TQC-OA 辦公軟體應用-中文輸入

進階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TQC-OA 辦公軟體應用-中文輸入

專業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TQC-OA Access 實用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TQC-OA Access 進階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TQC-OA Access 專業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TQC-OA Excel 實用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TQC-OA Excel 進階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TQC-OA Excel 專業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TQC-OA PowerPoint實用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TQC-OA PowerPoin進階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TQC-OA PowerPoinl專業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TQC-OA Word 實用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TQC-OA Word 進階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TQC-OA Word 專業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TQC-CA AutoCAD 進階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TQC-CA AutoCAD 專業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TQC-DA Access 進階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TQC-DA Access 專業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TQC-DA Access 實用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國際認證 國外 Microsoft 

MOS-word 2003 專家級 國際認證 國外 Microsoft 

MOS-Excel 2003 專家級 國際認證 國外 Microsoft 

MOS-Power Point 2003 專家級 國際認證 國外 Microsoft 

MOS-Access 2003 專家級 國際認證 國外 Microsoft 

MOS-Access 2000 專家級 國際認證 國外 Microsoft 

MCTS(Microsoft CERTIFIED 
Technology Specialist) 

國際認證 國外 Microsoft 

計算機綜合能力考核 IC3(internet 

and computing core certification) 
國際認證 國外 

美國微軟辦公軟體全球測

驗中心 

 



 

正修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所 提昇學生就業能力     附表(4) 

檢定證照實施辦法-「電子實務能力認證」課程成績評量審核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入本校 
就學年月 

       年       月 

班    級 
學制：         
        年        班 

學    號  

證照名稱 

(含級別、 

證照號碼、 

生效日期) 

(證照取得多張

時，請依序填

寫。) 

證照名稱 級別 證照號碼 
生效日期 

(西元/年/月) 

1.    

2.    

3.    

4.    

5.    

6.    

應繳證件 一、學生證影印本正反面(請浮貼) 

正面 反面 

二、證照影印本正反面(證照取得多張時，請依序浮貼。) 
證照 1(正面在上，反面在下) 證照 2(正面在上，反面在下) 

  

證照 3(正面在上，反面在下) 證照 4(正面在上，反面在下) 

  

證照 5(正面在上，反面在下) 證照 6(正面在上，反面在下) 

  

入本校就學 
取得證照 

□是       □否 評量成績  

審核老師  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