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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科別

證照項目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護理師

護理科

證照種類

備註

高考

考試院考選部,行政院衛生署

ETTC(急診創傷訓練)
ACLS(高級心臟救命術)

校務基本資料庫認可之機構

身心障礙口腔照護指導員
中華民國技術士-保母人員

單一級

幼兒運動遊戲 C 級指導員

C級

嬰幼兒音樂手語教保人員

勞動部
校務基本資料庫認可之機構

幼兒保育科 嬰幼兒動能知覺瑜珈DS BABY YOGA教保人員
台灣國際嬰幼兒教育保育
發展促進協會

嬰幼兒撫觸按摩教保及托育人員
幼兒STEAM科學初級師資

國立成功大學

生命
中華民國技術士-喪禮服務
關懷事業科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驗光師、驗光生
視光學科

中華民國技術士-門市服務

丙級/乙級

勞動部

高考/普考

考試院考選部,衛生福利部

丙級/乙級

勞動部

中華民國技術士-眼鏡鏡片製作

丙級/乙級/甲級

勞動部

中華民國技術士-眼鏡鏡片研磨

丙級/乙級/甲級

勞動部

中華民國技術士-含餐飲及服務類相關全部

丙級/乙級/甲級

勞動部

吧檯師

糿級/中級

虛擬整合行銷經營管理資格認證
餐飲服務業經營管理資格認證
餐飲管理科

餐飲食安與健康經營管理資格認證

校務基本資料庫認可之機構

健康生技經營管理資格認證
文創服務業經營管理資格認證
創新創業技術經營管理資格認證
(HACCP)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中華民國技術士-美容

中華民國技術士-女子美髮
化妝品應用
中華民國技術士-男子理髮
與管理科
中華民國技術士-門市服務
色彩規劃管理師能力鑑定證書：色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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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AB 基礎/進階

衛生福利部、各縣市衛生局、
各技專院校/大學院校

丙級/乙級

勞動部

丙級/乙級

勞動部

丙級/乙級

勞動部

丙級/乙級

勞動部

初級

經濟部工業局

適用科別

證照項目

證照種類

Managing Front Office Operations

備註
(AH&LA)美國飯店業協會

(CPMS)Certified Project Management Specialist
(CPPM)Certified Professional Project Manager
(IMQ)Foundation Award in Management Principles
Associate Diploma in Clinical Aromatherapy
Certified Project Management Associate

專案規劃師

(NPMA)[中華專案管理學會]

專案管理師

(NPMA)[中華專案管理學會]

Pass - With Credit

(ILM)[英國領導管理學院]

芳香療法

(IFPA)[國際芳療協會]

Level D

(TPMA)[台灣專案管理學會]
TANA 台灣美容醫學護理學會

美容醫學美容師證
國際芳療保健師
精油調香師

初級

卡爾儷健康美學顧問公司

初階/進階

卡爾儷健康美學顧問公司

International Introductory Award in Customer
Service(Chinese)顧客服務

(City&Guilds)
[英國倫敦城市行業協會]

International Introductory Award in Selling(Chinese)
銷售

(City&Guilds)
[英國倫敦城市行業協會]

彩繪師
國際保健保健美甲師

C級

社團法人
中華國際彩繪藝術協會

丙級/乙級

社團法人
中華國際彩繪藝術協會

國際美睫師 C 級檢定

美國密西根國際教練訓練營/
蓁蔇國際行銷顧問有限公司

凝膠彩繪師 C 級證照

社團法人
台灣創意產業職能協會

芳療調理師初階檢定證書(CERTIFICATE OF
AROMATHERAPY FOUNDATIONAL STUDIES)

社團法人
中華芳香調理教育學會

Full Member Professional Aromatherapist
專業芳香療師

IAAMA
勵進國際培訓學院

嫁接睫毛證照

初、中、高級

台灣創意產業職能協會

藝術指甲彩繪師證書

初、中、高級

台灣創意產業職能協會

電影電視特效化妝師 C 級證照
Advanced

台灣創意產業職能協會

professional in supervisory management

國際督導管理師
Advanced professional in human resource
AWARDS FOR TRAINING
AND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師
Professional skills in Marketing 國際行銷管理師
professional skills in customer service 國際顧客服
務管理師
(DELF-DALF)法語鑑定文憑

DELF A2 以上

Front Office Spoken English
應用外語科 國際櫃檯英語認證合格證書
ABA 芳香保健技術員合格證書

CIRRUS Education Inc.
校務基本資料庫
認可之機構

ABA 芳香諮詢顧問合格證書
中華民國技術士-照顧服務員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華語領隊人員
高齡
服務事業科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華語導遊人員

單一級

勞動部

普考

考試院考選部,
行政院交通部觀光局

普考

銀髮族功能性體適能檢測員
各科

中華民國有氧體能運動協會

客語能力認證考(含客語相關全部腔調)

初級以上

教育部認定政府專門職業高等及普通考試及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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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台灣法國文化協會]

客家委員會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適用科別

證照項目

證照種類

技術人員技師及技術士類證照

核發認可證照

(JLPT)日本語能力試驗

N5 以上

(TQC)證照(含全部)

實用級以上

(CWT)全民中文能力

中等以上
校務基本資料庫
認可之機構

BLS、CPR、CPR+AED、BTLS (含相關成人或嬰
兒基本救命術、基礎心肺復甦術、心肺復甦術、
急救員、救護技術員、心肺復甦術暨自動體外電
擊器及未列入之相關基本護理證照)
CEFR 歐洲語言共同架構

A1 以上
CEFR 歐洲語言共同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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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