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學年度
專業檢定暨證照獎勵申請公告

宗旨：

申請資格：

申請時間：

應備文件：

申請限制：

為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鼓勵在學學生通過專業檢定或取得專業證照。

1. 本系全體在學學生，含大學部、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在學學生皆可提
出申請。

2. 專業檢定及證照主辦單位應為政府各級單位或具公信力之機關團體。

3. 專業檢定及證照應達合格標準；若檢定結果為等級或分數，由本系訂定
標準審核。

4. 申請補助之專業檢定與證照，可參考「東吳大學專業檢定暨證照分級表」
之各項檢定名稱，但不以該表列為限。
英語能力之各項檢定，應達等同於『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合格』之標準，
該標準請參照本校訂定之「英語檢定成績標準對照表」。

自109年05月04日（一）起至109年05月29日（五）止，隨到隨審。
本獎助金若於截止日前申請完畢，得由本系隨時公告截止。

1. 申請書

2. 檢定證明或專業證照正本與影本（正本驗畢歸還）

3. 學生證正本（驗畢後歸還）

1. 本次申請獎勵之證照核發/生效日期需介於：108年05月01日起至109 
年04月30日止。

2. 同一檢定或證照不可重覆申領。

3. 組合性或可累計之證照須全部取得後才可申請。



108學年度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專業檢定暨證照獎勵 

申請公告 

一、宗旨：為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鼓勵在學學生通過專業檢定或取得專業證照。 

二、獎勵標準： 

1、本獎助金由學校配合款核定額度為限，獎助名額依提出申請時間為準。 

2、申請補助之專業檢定與證照，可參考「東吳大學專業檢定暨證照分級表」之各

項檢定名稱，但不以該表列為限。本（108）學年度證照或檢定達合格標準者獎

助新台幣 500元。 

3、英語能力之各項檢定標準請參照本校訂定之「英語檢定成績標準對照表」，     

若達等同於『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合格』之標準者，獎助金額為新台幣 500元，

若達等同於『全民英檢高級複試合格』之標準者，獎助金額為新台幣 1000元，                         

若達等同於『全民英檢優級複試合格』之標準者，獎助金額為新台幣 1500元。 

三、申請資格： 

1、本系全體在學學生，含大學部、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在學學生皆可提出申請。 

2、專業檢定及證照主辦單位應為政府各級單位或具公信力之機關團體。 

3、專業檢定及證照應達合格標準；若檢定結果為等級或分數，由本系訂定標準審

核。 

四、申請時間： 

自 109年 05月 04日（一）起至 109年 05月 29日（五）止，隨到隨審，                

本獎助金若於截止日前申請完畢，得由本系隨時公告截止。 

五、應備文件： 

1、申請書 

2、檢定證明或專業證照正本與影本（正本驗畢歸還，影本請於空白處註明班級、

學號、姓名）。 

3、學生證正本（驗畢後歸還）。 

六、申請限制： 

1、本次申請獎勵之證照核發/生效日期需介於：108年 05月 01日起至 109年 04

月 30日止。 

2、同一檢定或證照不可重覆申領。 

3、組合性或可累計之證照須全部取得後才可申請。 



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108學年度專業檢定暨證照獎勵申請書 

填表說明： 

1、 英語能力之各項檢定，請寫明已達等同於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合格之等級。 

2、 專業檢定與證照，可參考「東吳大學專業檢定暨證照分級表」之各項檢定。 

3、 需經事後審核之檢定或證照，請於提交申請表二週後，逕至企管系辦公室確認得獎結果。 

4、 無論是否得獎，申請資料由學系留存備查不予發還。 

5、 一份申請書限填一張證照。 
 

班  級 

□大學部 

□碩士班       ，     年級    班 

□碩士在職專班 

收件編號  

姓  名  學號  聯絡電話  

檢定/證照

名  稱 

□英語能力檢定，檢定名稱：                 ，通過等級：        

□非英語之語文能力檢定，檢定名稱：                             

□技能檢定，檢定名稱：                                         

□商管相關證照，證照名稱：                                     

□電腦能力證照 ，證照名稱：                                    

□其他檢定或證照：                                             

測驗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發證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檢附文件 

□檢定證明或專業證照正本（驗畢歸還） 

□檢定證明或專業證照影本（請於空白處註明班級、學號、姓名） 

□學生證正本（驗畢歸還）。 

申請人 

簽  名 

 

 

   年     月     日 

審  查 

結  果 

1、檢附文件： 

□證明文件審核無誤 

2、是否獲獎： 

□符合獎助條件，獎助金新台幣 500元。 

□符合優異獎助條件，獎助金新台幣 1,000元。 

□符合優異獎助條件，獎助金新台幣 1,500元。 

□不符合獎助條件。 

 

學系審查：        

年     月     日 
（109.04） 



東吳大學專業檢定暨證照分級表(修訂)

類別 獎金 申請對象 名稱

技能檢定 1000 在校生、校友 乙證照檢定以上(含)、中級以上(含)

能力鑑定

(職訓局)

(原能會) 500 在校生 初級、丙級證照檢定(不含中、英、日文輸入)

(環保署)

(經濟部)

專技人員 1000 在校生、校友
各類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如：臨床心理師、諮商心理師、律師、民間之公證

人、會計師、社會工作師、不動產估價師、專利師、技師等)

在校生、校友
各類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如：導遊人員、領隊人員、不動產經紀人、報關人

員、保險從業人員、地政士、消防設備士、記帳士等)

教師證照 1000 在校生、校友

中等教育以下學校教師證照

華語教師

特殊教育教師證

英語 1000 在校生
多益 TOEIC 950分以上(本科系者)

多益 TOEIC 880分以上(非本科系者)

(僅擇一申請) 在校生
托福 TOEFL iBT 100(本科系者)

托福 TOEFL iBT  92以上 (非本科系者)

在校生
雅思 IELTS 7.5 以上(本科系者)

雅思 IELTS 6.5 以上(非本科系者)

500 在校生
多益 TOEIC 880分以上(本科系者)

多益 TOEIC 750 (非本科系者)

在校生
托福 TOEFL iBT 92(本科系者)

托福 TOEFL iBT 83 (非本科系者)

在校生
雅思 IELTS 6.5 以上(本科系者)

雅思 IELTS 5.5 (非本科系者)

日語 1000 在校生 日文語言能力檢定JLPT 第N2級(非本科系者)

德語 1000 在校生
B2級德語檢定考試Zertifikat Deutsch / Goethe Zertifikat(本科系)

A2級德語檢定考試Zertifikat Deutsch / Start Deutsch 2(非本科系)

在校生 DSH-Zeugnis德語檢定考試DSH-1以上

(僅擇一申請) 在校生 TestDaF檢定考試通過

商管 1000 在校生、校友
特許財金分析師CFA　國際理財規劃顧問CFP　專業金融師MFP　金融風險管理師FRM

信用狀專業考試ICC　國際認證財務顧問師RFC

在校生、校友 美國壽險管理師 FLMI 　風險管理師專業人才CRP

在校生、校友
註冊金融理財專家證照RFS　特許財富管理師CWM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　期貨交易分析

人員

在校生、校友
壽險精算師　產險精算師　財產保險代理人　人身保險代理人　特考人身保險經紀人

特考一般保險公證人

在校生、校友
國際金融稽核師CFSA　註冊商業分析師證照RBA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　進階授信人員

進階外匯人員　授信擔保品測驗　金融人員風險管理

500 在校生

投信投顧業務員　票券商業務人員　理財規劃人員　信託業業務人員　證券商業務員

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　資產證券化基本能力測驗　期貨商業務員　初階外匯人員

初階授信人員　債券人員　債權委外催收人員　股務人員　外匯交易專業能力　結構型

商品銷售人員　期貨信託基金銷售機構銷售人員　全民財經檢定

在校生
人身保險業務員　財產保險業務員　投資型保險業務員　核保人員及理賠人員　人壽保

險管理人員　個人風險管理師　銷售外幣收付非投資型保險商品

電腦 1000 在校生、校友
程式→JAVA(SCJP)含以上

　　　Zend Certified(ZCE, ZPHPC)

在校生、校友

系統→Linux(LPIC 第1級)含以上

　　　Solaris(SCNA)

　　　RedHat(RHCT)含以上

　　　SCSAS含以上

　　　Microsoft(MCSA, MCSD, MCTS)含以上



東吳大學專業檢定暨證照分級表(修訂)

類別 獎金 申請對象 名稱

電腦 1000 在校生、校友
網路→CWNA

　　　Cisco(CCNA, CCDA:任一Package且僅可擇一申請)含以上

資料庫→Oracle(OCA)

在校生、校友

其它→Adobe Certified Professional

　　　MOS, MCAS(均需為Master等級)

　　　電子商業專業行列認證CEP(Certified e-Business Professional)

　　　CompTIA(A+, CDIA+, CTT+, e-Biz+, Linux+, Network+, Project+, RFID+, Server+, PDI+,

Security+)

　　　CEH(EC-Council Certified Ethical Hacker)

　　　CHFI(EC-Council Computer Hacking Forensic Investigator)

　　　CISSP, CISM

　　　電腦稽核師(CISA)

　　　SSCP

　　　AutoCAD
500 在校生 程式→JAVA(SCJA)

在校生
應用→MOS,MCAS

　　　TQC (不含中、英、日文輸入)

在校生

其它→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電子商業夥伴行列認證CEA(Certified e-Business Associate)

　　　Microsoft(MCA)

其他 1000 在校生、校友 國際產業管理師CPIM　國際供應鏈管理師CSCP　外國律師　大陸地區律師

在校生、校友 國際內部稽核師CIA　國際認證不動產投資師CCIM

在校生、校友 專案管理師PMP　CSQ品質管理師　WBSA高階行銷企劃師認證

在校生、校友 國際內控自評師CCSA　國際政府稽核師CGAP

在校生、校友
TBSA商務企劃能力進階檢定　WBSA中階行銷企劃師認證　WBSA高階商務策劃師認證

客戶服務師　機動車輛噪音檢查人員證書

在校生、校友

IPMA認證專案管理師(C級以上)　專案管理師 CPMP　進階ERP規劃師　中小企業財務主

管認證　CSQ品質工程師　中小企業財務顧問認證　企業評價師　ERP導入顧問師

LCCI專業證照(Level 2-4)　ILM國際企業管理師　IAFT國際航空票務從業人員認證

(Consultant Level)
500 在校生 不動產經紀營業員　營利事業租稅申報實務證照

在校生 LCCI專業證照(Level 1)

在校生
TBSA商務企劃能力初級檢定　WBSA初階商務企劃員認證　結構型商品銷售人員

TIMS行銷專業能力

在校生

SOA EXAM P (FM、Full M、C)精算考試　IPMA 認證專案管理師(D級)　企業電子化規劃

師(一級)　中小企業財務人員認證　國貿大會考　初階ERP規劃師　CSQ品質技術師　企

業內部控制　基礎人力資源管理師　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　專案助理PMA　助理國

際專案管理師CAPM　TIMS行銷專業能力　ERP軟體應用師　國際行銷初級人才認證檢

定　TMC初階行銷傳播認證　IAFT國際航空票務從業人員認證(Foundation Level)　社群口

碑分析能力證照　統計分析能力證照

註：

　一、校友申請資格為畢業一年內之畢業生，皆可申請。

　二、在校生為本校全體在學學生，含日間部、進修學士班 、碩博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以上未明列之證照，將諮詢專家意見陳核後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