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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 09 月 12 日系務所會議通過 

一、為配合政府推動專業證照之政策及提升本系所學生就業能

力，並加強學生專業技能學習，特訂定本辦法。 

  

二、為配合本實施辦法本系所開設「機械與機電專業證照」課

程，具體執行方式如下： 

1. 本系於大學部四年級上學期將開設兩學分之「機械與機電專業證照」課程。 

2. 選課及成績之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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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證明文件之審查： 

o 選修本課程之學生必須於期末考前一週提出專業證照成績證明文件

之正本及影印本一份，送至系所辦公室以便查核及評分。 

o 上述成績證明文件上之專業證照，需證明該生於在學期間取得。 

 成績之評量： 

o 選修本課程之學生至少取得國內機械與機電職類或其他相關職類等

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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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選修本課程之學生至少必須取得兩張丙級或一張乙級(含)以上技術

士證照，否則成績為不及格，並以 50 分評定。 

o 本課程之基本分數為 80 分，而每再增加一張丙級、乙級、甲級證照

者再分別加 5 分、10 分、15 分，但最高以 100 分計算。 

  

三、負責成績評量之老師每班每學期發給四小時鐘點費。 

  

四、本要點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編號 證照名稱及級別 種類 發證單位

1

技師（土木工程技師、水利工程

技師、結構工程技師、大地

工程技師、測量技師、環境工程

技師、機械工程技師、冷凍空調

工程技師、造船工程技師、電機

工程

技師、電子工程技師、資訊技

師、航空工程技師、化學工程

技師、工業工程技師、工業安全

技師、工礦衛生技師、紡織

政府機關 行政院工程會

2 消防設備士 政府機關 內政部

3 一般手工電焊(單一級) 政府機關 內政部營建署

4 半自動電焊(單一級) 政府機關 內政部營建署

5 汽車修護(甲乙丙) 政府機關 交通部公路局

6 機器腳踏車修護(乙丙) 政府機關 交通部公路局

7 冷凍空調裝修(甲乙丙) 政府機關 經濟部工業局

8 工業配線(甲乙丙) 政府機關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經濟部

能源局

9 網路架設 (乙丙) 政府機關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0 工業電子 (丙) 政府機關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1 儀表電子 (甲乙) 政府機關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2 室內配線 (甲乙丙) 政府機關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經濟部

能源局

13 飛機修護 (乙丙) 政府機關 交通部民航局

14 汽車技工執照 政府機關 交通部民航局

15

航空人員檢定證：

航空器駕駛員 政府機關 交通部民航局

16

航空人員檢定證：

地面機械員 政府機關 交通部民航局

17

航空人員檢定證：

飛航機械員 政府機關 交通部民航局

18

航空人員檢定證：

飛航維修員 政府機關 交通部民航局

19

航空人員檢定證：

航空器簽派員 政府機關 交通部民航局

20

航空人員檢定證：

飛航管制員 政府機關 交通部民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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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農業機械修護技術士證(乙丙) 政府機關 勞動部

22 氣壓技術士證(乙丙) 政府機關 勞動部

23 油壓技術士證(乙丙) 政府機關 勞動部

24 機電整合技術士證(乙丙) 政府機關 勞動部

25 電腦輔助立體製圖技術士證(丙) 政府機關 勞動部

26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技術士證

(乙丙)
政府機關 勞動部

27 精密機械工技術士證(甲乙丙) 政府機關 勞動部

28
電腦數值控制車床工技術士證(甲

乙丙)
政府機關 勞動部

29 銑床工技術士證(甲乙丙) 政府機關 勞動部

30 電腦軟體設計技術士證(乙丙) 政府機關 勞動部

31 電腦硬體裝修技術士證(乙丙) 政府機關 勞動部

32 鑄造技術士證(甲乙丙) 政府機關 勞動部

33 機械製圖技術士證(甲乙丙) 政府機關 勞動部

34 熱處理技術士證(乙丙) 政府機關 勞動部

35 紡紗機械修護技術士(乙丙) 政府機關 勞動部

36 電腦軟體應用技術士證(乙丙) 政府機關 勞動部

37
TQC 企業人才技能認證工程製圖

類AutoCAD 2D、3D
民間機構 電腦技能基金會

38
TQC 專業設計人才認證：電腦輔

助立體製圖
民間機構 電腦技能基金會

39 自動化工程師證書 民間機構 臺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40 品質管制技術師 民間機構 品質管理學會

41
機械專業人才認證：機械設計工

程師
民間機構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

42 品質工程師 民間機構 品質管理學會

43
機械專業人才認證：電控系統工

程師
民間機構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

44
機械專業人才認證：機械工程師

基礎能力鑑定
民間機構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

45
太陽能熱水系統專業技術人員講

習訓練
民間機構 成大研究發展基金會

46 ITE 網路通訊專業人員 民間機構 電腦技能基金會

47 ITE 數位內容專業人員 民間機構 電腦技能基金會

48
TQC+行動裝置應用程式設計

(Android 2)
民間機構 電腦技能基金會

49
TQC+Android 行動裝置程式設計

專業人員
民間機構 電腦技能基金會

50
TQC+Android 行動裝置進階程式

設計專業人員
民間機構 電腦技能基金會

51 TQC+Java 程式設計專業人員 民間機構 電腦技能基金會

52 TQC+ 電腦繪圖設計(Illustrator) 民間機構 電腦技能基金會

53 TQC+影像處理(Photoshop) 民間機構 電腦技能基金會



54 TQC 雲端技術及網路服務 民間機構 電腦技能基金會

55 TQC 動態網頁程式設計ASP.NET 民間機構 電腦技能基金會

56 TQC文書處理 Word 民間機構 電腦技能基金會

57 TQC文書處理 Excel 民間機構 電腦技能基金會

58 TQC文書處理PowerPoint 民間機構 電腦技能基金會

59 TQC+ 電腦輔助平面製圖 民間機構 電腦技能基金會

60 TQC+參數實體設計Pro/E 民間機構 電腦技能基金會

61
LabVIEW專業認證(CLAD、

CLD、CLA)
民間機構 電腦技能基金會

62 (CSEPT)大學校院英語能力測驗 民間機構 LTTC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63 (TOEIC)多益測驗 民間機構 ETS忠欣股份有限公司

64 全民英檢 民間機構 LTTC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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