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光管理系證照採計點數基準表 

102年 11月 21日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次系務會議通過 

104年 11月 17日 104學年度第 1學期 第 3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年 7月 11日 105學年度第 2學期 第 4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年 5月 1日 106學年度第 2學期 第 2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8年 5月 29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 第 3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等 級  證 照 名 稱 發 照 單 位 
補助與

否 

A級 

(20

點) 

語

言 

全民英檢：高級以上(含複試通過)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LTTC） 

1000 

多益：880分以上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中心(ETS) 

托福：PBT-560 分以上/ 

CBT-220分以上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中心(ETS) 

IBT-83分以上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中心(ETS 

雅思：6.5 以上 
英國文化協會(The British Council) 

澳洲大學聯盟(IDP) 

J. TEST 日語檢定：準 B級以上 J.TEST 實用日本語檢定台灣事務局 

日語檢定 JLPT：N2以上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LTTC） 

專

業 

外語導遊人員 考選部 

外語領隊人員 考選部 

勞委會餐旅觀光相關『乙級』證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會議展覽專業人員進階認證 會展人才培育與認證計畫 不補助 

國際船員基本安全(四小證) 

(含 1人員求生、2基礎滅火、3基礎急救

訓練、4人員安全及社會責任) 

交通部航港局 1000 

國際客船安全證書(駛上駛下客船) 交通部航港局 1000 

B級 

(15

點) 

語

言 

全民英檢：中高級以上(含複試通過)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LTTC） 

1000 

多益：750分以上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中心(ETS) 

托福：PBT-527 分以上/CBT-197分

以上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中心(ETS) 

IBT-71分以上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中心(ETS) 

雅思：5.5以上 
英國文化協會(The British Council) 

澳洲大學聯盟(IDP) 

J. TEST 日語檢定：D級以上 J.TEST 實用日本語檢定台灣事務局 

日語檢定 JLPT：N3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LTTC） 

專

業 

華語導遊人員 考選部 

華語領隊人員 考選部 

勞委會餐旅觀光相關『丙級』證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美國飯店業協會 AH&LA：CHDT、CHT 美國飯店業協會 AH&LA 不補助 

其

他 
計算機綜合能力考試（IC3） Certiport 不補助 



C級 

(10

點) 

語

言 

全民英檢：中級(含複試通過)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LTTC） 500 

多益：550分以上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中心(ETS) 750 

托福：PBT-500分以上/CBT-137分

以上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中心(ETS) 750 

IBT-63分以上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中心(ETS) 500 

雅思：5 以上 
英國文化協會(The British Council) 

澳洲大學聯盟(IDP) 
750 

J. TEST日語檢定：E級以上 J.TEST 實用日本語檢定台灣事務局 500 

日語檢定 JLPT：N4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LTTC） 500 

專

業 

會議展覽專業人員初階 會展人才培育與認證計畫 不補助 

ABACUS 訂位系統 先啟資訊系統（股）公司 Sabre 
補助 

報名費 

美國飯店業協會 AH&LA：CHS 美國飯店業協會 AH&LA 不補助 

IBA調酒師認證 中華民國國際調酒協會 不補助 

BAT咖啡師 中華民國國際調酒協會 不補助 

其

他 

MOS微軟原廠電腦認證 Microsoft 不補助 

ACA國際認證 Adobe & Certiport 不補助 

採購業務人員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不補助 

基礎訓練潛水執照 國際潛水學校聯盟(ADS) 不補助 

動力小船駕駛執照(營業用) 交通部航港局 不補助 

初階 ERP規劃師(CERPS)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不補助 

D級 

(5

點) 

語

言 

全民英檢：初級(含複試通過)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LTTC） 不補助 

多益：400分以上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中心(ETS) 500 

托福：PBT-390 分以上/ 

CBT-90分以上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中心(ETS) 不補助 

IBT-29分以上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中心(ETS) 不補助 

雅思：3 以上 
英國文化協會(The British Council)澳

洲大學聯盟(IDP) 
不補助 

J. TEST日語檢定：F級以上 J.TEST 實用日本語檢定台灣事務局 不補助 

日語檢定 JLPT：N5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LTTC） 不補助 

客語能力認證 客家委員會 不補助 

原住民族語能力認證 台灣原住民族委員會 不補助 

教育部閩南語語言認證 教育部 不補助 

韓語語言能力認證：TOPIK I Test of Proficiency in Korean(TOPIK) 不補助 

其

他 

TQC 中英打字：中打 45字以上、英

打 30字以上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不補助 

企業人才技能合格證書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不補助 

急救員訓練（16 小時）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不補助 

丙級溯溪證照 中華民國溯溪協會 不補助 

觀光行銷、網路行銷、行銷企劃 台灣行銷科學學會 TIMS 不補助 

EMT-1初級救護技術員 社團法人中華緊急救護技術員協會 不補助 



訊連科技 CCA核心能力國際認證：

威力導演創新影音剪輯 
CyberLink 不補助 

國際航空票務從業人員認證

（International Air Fares and 

Ticketing- IAFT） 

IATA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 

Authorized Training Center） 
不補助 

ADS潛水員 國際潛水學校聯盟 ADS  不補助 

Barista Experience Coffee Art School Australia 不補助 

旅館管理專業人員認證（銀階認證） 中華民國旅館經理人協會 不補助 

體適能健身 C級指導員證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不補助 

國際航空客運票務 台灣航空教育發展協會(IADE) 不補助 

Certificate 4 in Hospitality CBD College 不補助 

雞尾酒課程 Coffee Art School Pty Ltd 不補助 

Coffee-making Australian barista school 不補助 

Use Hygienice Pratices for Food 

Safety 
Nationally Recognised Training 不補助 

Certificate III in Hospitality 

(SIT30712) 
Nationally Recognised Training 不補助 

Certificate III in Health 

Support Services (HLT32807) 
Nationally Recognised Training 不補助 

心肺復甦術證書 BLSI 基本救命術推廣中心 不補助 

心肺復甦術加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

器訓練(180分鐘)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不補助 

心肺復甦術暨自動體外電擊去顫器

（CPR+AED）證照 
高雄市消防局(本校衛保組辦理) 不補助 

基礎創意 APP程式設計 TQC專業設計人才認證 不補助 

 

本證照採計點數基準表適用於 106學年度入學新生。 

1. 畢業時至少需取得「語言」或「專業」其中一類之證照。 

2. 除滿足第 1點條件外，證照點數合計須至少達 25點或 3張（以入學後考取證照為主），方可跨過

證照畢業門檻。 

3. 参與校內外競賽獲獎，得依競賽規模、性質、名次折抵點數 

4. 本表未盡羅列或新增證照之點數認定，由系務會議審查決定並公告於系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