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亞技術學院

企業管理系學生證照獎勵種類及名稱一覽表

編號 證照名稱 國內/國外 級數/分數 發照單位 校內級數

1 國際企業管理師 IBMM 國內
初階級/丙級

Basic Grade
CIIP國際認證中心、中華人文科技創新國際學會 丙級

2 行銷企劃管理師 國內 丙級
(ITRI)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工業技術研究院]
丙級

3 電子商務規劃師 國內 丙級 寶盈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丙級

4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 國內 乙級
(SFI)Securities & Futures Institute[中華民國證

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乙級

5 投信投顧業務員 國內 丙級
(SFI)Securities & Futures Institute[中華民國證

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丙級

6 證券商業務員 國內 丙級
(SFI)Securities & Futures Institute[中華民國證

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丙級

7 理財規劃人員 國內 丙級
(TABF)Taiwan Academy of Banking and Finance[台

灣金融研訓院]
丙級

8 信託業業務人員信託業務專業測驗 國內 丙級
(TABF)Taiwan Academy of Banking and Finance[台

灣金融研訓院]
丙級

9 國際商務禮儀應用師 國內 乙級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理協會 乙級

10 會議展覽禮儀應用師 國內 乙級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理協會 乙級

11 BCNA商業溝通談判分析師證書 國內 丙級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理協會 丙級

12 NPDA新產品開發分析師證書 國內 丙級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理協會 丙級

13 BCNP 商業溝通談判管理師 國內 丙級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理協會 丙級

14 NPIP 新產品開發管理師 國內 丙級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理協會 丙級

15 國際行銷初級人才認證檢定 國內 丙級
(CNEEA)Chinese National Export Enterprises

Association[中華民國外銷企業協進會]
丙級

16 人身保險業務員 國內 丙級
(LIA)The Life Insurance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China[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丙級

17 財產保險業務員 國內 丙級
(LIA)The Life Insurance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China[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丙級

18 產物保險業務員 國內 丙級
(LIA)The Life Insurance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China[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丙級

19 不動產經紀營業員 國內 丙級
(CAREB)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工會全國聯

合會
丙級

20 CRM顧客關係管理商品分析師 國內 丙級
MicroAnalysis Tech Co.,Ltd[微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丙級

21 EMA創業管理分析師 國內 丙級
MicroAnalysis Tech Co.,Ltd[微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丙級

22 EMP創業管理規劃師 國內 丙級
MicroAnalysis Tech Co.,Ltd[微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丙級

23 PMA市場產品行銷策略分析師 國內 丙級
MicroAnalysis Tech Co.,Ltd[微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丙級

24 保稅工廠保稅業務人員 國內 丙級 財政部關務總局(舊：關稅總局)核准辦理之單位 丙級

25 物流中心及保稅倉庫自主管理 國內 丙級 財政部關務總局(舊：關稅總局)核准辦理之單位 丙級

26 科學園區保稅業務人員 國內 丙級 財政部關務總局(舊：關稅總局)核准辦理之單位 丙級

27 優質企業供應鏈安全專責人員 國內 丙級 財政部關務總局(舊：關稅總局)核准辦理之單位 丙級

28 領導管理師 國內 丙級 育峰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丙級

29 策略管理規劃師 國內 丙級 育峰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丙級

30 國際企業策略規劃師 國內 丙級 育峰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丙級

31 行銷策略師 國內 丙級 育峰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丙級

32 數位行銷規劃師 國內 丙級 育峰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丙級

33 商務企劃能力檢定 國內 初級
(TBSA)Taiwan Business Strategy Association[台灣

商務策劃協會]
丙級

34

Business Application

Professionals Certification-

Essential Level in Documents

2010 核心能力

國外 Essential
(GLAD) Global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Development[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
丙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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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Business Application

Professionals Certification-

Essential Level in

Spreadsheets 2010核心能力

國外 Essential
(GLAD) Global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Development[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
丙級

36

Business Application

Professionals Certification-

Essential Level in

Presentations 2010核心能力

國外 Essential
(GLAD) Global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Development[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
丙級

37 整合行銷管理師 國內
乙級(加考術

科)
三星統計服務有限公司

乙級(加考術

科)

38 整合行銷管理師 國內 丙級 三星統計服務有限公司 丙級

39 整合行銷企劃師 國內 乙級 三星統計服務有限公司 乙級

40 整合行銷企劃師 國內 丙級 三星統計服務有限公司 丙級

41 整合服務業管理師 國內 乙級 三星統計服務有限公司 乙級

42 策略品牌管理師 國內 乙級 三星統計服務有限公司 乙級

43 高階消費者行為分析師 國內 丙級 三星統計服務有限公司 丙級

44 調查與研究方法分析師 國內 丙級 三星統計服務有限公司 丙級

45 消費者行為分析師 國內 丙級 三星統計服務有限公司 丙級

46 服務業管理師 國內 丙級 三星統計服務有限公司 丙級

47 品牌管理師 國內 丙級 三星統計服務有限公司 丙級

48 網路與社群行銷管理師 國內 丙級 三星統計服務有限公司 丙級

49 管理人才能力檢定 國內 丙級 三星統計服務有限公司 丙級

50 中華民國技術士 - 門市服務 國內 丙級 勞動部 丙級

51 會議展覽專業人員 國內 初階 經濟部 初階

52 中華民國技術士 - 會計事務 國內 丙級 勞動部 丙級

53
(APMP) Advanced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Level

C)

國外 乙級
AFAQ-AFNOR International-Asia [法國貝爾國際認證

機構-亞洲分會]
乙級

54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專業級(每

項)
國內 丙級

(CSF)Computer Skills Foundation[中華民國電腦技

能基金會]
丙級

55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進階級(每

項)
國內 乙級

(CSF)Computer Skills Foundation[中華民國電腦技

能基金會]
乙級

56 國際條碼管理技術士 國內 丙級 (GS1 Taiwan) 中華民國商品條碼策進會 丙級

57 國際行銷初級人才認證檢定 國內 丙級
(CNEEA)Chinese National Export Enterprises

Association[中華民國外銷企業協進會]
丙級

58
(CCFS)連鎖加盟商業人才認證 -

基層管理
國內 丙級 行政院經濟部商業司,(CPC)中國生產力中心 丙級

59 (GLCT-GLM)全球運籌與國際物流 國內通過級(PASS) / 60~69分
(GLCT)The Global Logistics Council of Taiwan[台

灣全球運籌發展協會]
丙級

60 EEC-EEAP 企業電子化助理規劃師 國內 丙級
(CSF)Computer Skills Foundation[中華民國電腦技

能基金會]
丙級

61 EEC-EEP 企業電子化規劃師 國內 一級
(CSF)Computer Skills Foundation[中華民國電腦技

能基金會]
丙級

62 EEC-EEP 企業電子化規劃師 國內 二級
(CSF)Computer Skills Foundation[中華民國電腦技

能基金會]
丙級

63
初級物流運籌人才( 物流管理導

論)
國內 丙級

(TALM)Taiwan Association of Logistics

Mangement[中華民國物流協會]
丙級

64
初級物流運籌人才(倉儲與運輸管

理)
國內 丙級

(TALM)Taiwan Association of Logistics

Mangement[中華民國物流協會]
丙級

65
(CCFS)連鎖加盟商業人才認證 -

產學合作基層管理
國內 丙級 行政院經濟部商業司,(CPC)中國生產力中心 丙級

66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System Operator[顧

客關係管理系統應用師]

國內
Th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of the R.O.C.[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丙級

67
(JLPT)日本語能力試驗[日本語能

力認定書][新制(自2010年起)]
國內 N2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JEES)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獨

立行政法人國際交流基金
乙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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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JLPT)日本語能力試驗[日本語能

力認定書][新制(自2010年起)]
國內 N3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JEES)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獨

立行政法人國際交流基金
丙級

69
(JLPT)日本語能力試驗[日本語能

力認定書][新制(自2010年起)]
國內 N4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JEES)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獨

立行政法人國際交流基金
丙級

70
(JLPT)日本語能力試驗[日本語能

力認定書][新制(自2010年起)]
國內 N5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JEES)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獨

立行政法人國際交流基金
丙級

71
智能物聯企業資源規劃初階管理師

(IoT ERP Asscoiate)
國內 丙級 宸揚資科股份有限公司 丙級

72
智能物聯企業資源規劃規劃師(IoT

ERP Software Planner)
國內 丙級 宸揚資科股份有限公司 丙級

73 流通連鎖經營管理技術士 國內 乙級
(CDA)Chinese Distribution Development Research

Association[中華工商流通發展研究協會]
乙級

74 APMA複雜專案經理 LEVEL A 美國專案管理學會 甲

75 APMA研發專案經理 LEVEL B 美國專案管理學會 乙

76 APMA行銷專案經理 LEVEL B 美國專案管理學會 乙

77 APMA經營專案經理 LEVEL B 美國專案管理學會 乙

78 APMA一般專案經理 LEVEL C 美國專案管理學會 丙

79
MTA Introduction to

Programming Using Python
Microsoft 丙

80 MTA Database Fundamentals Microsoft 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