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亞技術學院 

休閒與餐旅管理系學生證照獎勵種類及名稱一覽表 

 

 

NO 證照名稱 級數/分數 校內級數 發照單位 

1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外語領隊人員 普考 甲級 考試院 

2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外語導遊人員 普考 甲級 考試院 

3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華語領隊人員 普考 乙級 考試院 

4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華語導遊人員 普考 乙級 考試院 

5 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軟體應用 乙級 乙級 勞動部 

6 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軟體應用 丙級 丙級 勞動部 

7 中華民國技術士-中餐烹調 乙級 乙級 勞動部 

8 中華民國技術士-中餐烹調 丙級 丙級 勞動部 

9 中華民國技術士-烘焙食品 乙級 乙級 勞動部 

10 中華民國技術士-烘焙食品 丙級 丙級 勞動部 

11 中華民國技術士-門市服務 乙級 乙級 勞動部 

12 中華民國技術士-門市服務 丙級 丙級 勞動部 

13 TQC+相關證照 專業級 甲級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14 TQC+相關證照 進階級 乙級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15 TQC+相關證照 實用級 丙級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16 國內遊程規劃師證 中階 乙級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17 國內遊程規劃師證 初階 丙級 中華民國遊程規劃設計協會 

18 會議展覽專業人員認證 丙級 丙級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9 訂位認證  丙級 Sabre 

20 基礎訂位  丙級 台灣亞瑪迪斯有限公司 

21 基礎訂位 丙級 丙級 中國民航信息網絡股份有限公 

22 航空電腦訂位系統 基礎級 丙級 加利略 

23 觀光導覽員  丙級 各縣市政府 

24 日本語檢定 N1-N2 甲級  

25 日本語檢定 N3 乙級  

26 日本語檢定 N4-N5 丙級  

27 客語能力認證 中高級 甲級 客家委員會 

28 客語能力認證 中級 乙級 客家委員會 

29 客語能力認證 初級 丙級 客家委員會 

30 高齡運動健康指導員  丙級 台灣運動休閒產業經理人協會 

31 行政管理實務經理人  丙級 台灣運動休閒產業經理人協會 

32 現場管理實務經理人  丙級 台灣運動休閒產業經理人協會 

33 急救員  丙級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34 心肺復甦術加自動體外電擊去顫器  丙級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35 國民體適能指導員 初級 丙級 教育部體育署 

36 登山嚮導員 山岳嚮導員 甲級 教育部體育署 

37 登山嚮導員 攀登嚮導員 乙級 教育部體育署 

38 登山嚮導員 健行嚮導員 丙級 教育部體育署 

39 運動設施經理人 初級 丙級 台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 

40 運動賽會經理人 初級 丙級 台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 

41 國際活躍老化體適能指導員  丙級 中華民國有氧體能運動協會 

42 銀髮族功能性檢測員  丙級 中華民國有氧體能運動協會 

43 救生員  丙級 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 

44 浮潛指導員 初級 丙級 中華民國浮潛協會 

45 水中體適能指導員  丙級 台灣水適能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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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健走指導員 C 級 丙級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47 健身指導員 C 級 丙級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48 健身教練 C 級 丙級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49 樂齡運動指導員 C 級 丙級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50 樂齡功能性體適能檢測員 C 級 丙級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51 樂齡功能性平衡訓練指導員 C 級 丙級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52 團體課程指導員培訓 C 級 丙級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53 親子幼兒體適能指導員 C 級 丙級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54 健康體適能指導員 C 級 丙級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55 運動急救  丙級 台灣運動傷害防護學會 

56 自行車領隊 C 級 丙級 台灣自行車協會／台灣單車學 

57 葡萄酒品鑑認證  丙級 中華民國國際調酒協會 

58 旅遊產品操作人員認證 丙級 丙級 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59 國民旅遊領團人員認證  丙級 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60 旅遊活動企劃人員 丙級 丙級 台灣旅路創意發展協會 

61 國際航空票務從業人員認證  丙級 IAFT 

62 國民體適能檢測員  丙級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63 運動賽事分析師  丙級 中華民國運動賽事分析師協會 

64 日本語檢定 N1-N2 甲級  

65 日本語檢定 N3 乙級  

66 日本語檢定 N4-N5 丙級  

67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GEPT) 初級 丙級  

68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GEPT) 中級 乙級  

69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GEPT) 中高級 乙級  

70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GEPT) 高級 甲級  

71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GEPT) 優級 甲級  

72 劍橋大學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 KET 丙級  

73 劍橋大學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 PET 乙級  

74 劍橋大學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 PCE 乙級  

75 劍橋大學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 CAE 甲級  

76 劍橋大學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 CPE 甲級  

77 大學院校英語能力測驗 (CSEPT) 170 (第一級) 丙級  

78 大學院校英語能力測驗 (CSEPT) 230 (第一級) 乙級  

79 大學院校英語能力測驗 (CSEPT) 240 (第二級) 甲級  

80 大學院校英語能力測驗 (CSEPT) 300 (第二級) 甲級  

81 電腦化托福測驗 (CBT TOEFL) 70 丙級  

82 電腦化托福測驗 (CBT TOEFL) 90 乙級  

83 電腦化托福測驗 (CBT TOEFL) 110 乙級  

84 電腦化托福測驗 (CBT TOEFL) 200 甲級  

85 電腦化托福測驗 (CBT TOEFL) 267 甲級  

86 國際英語語文測驗 (IELTS) 3 丙級  

87 國際英語語文測驗 (IELTS) 4 乙級  

88 國際英語語文測驗 (IELTS) 5.5 甲級  

89 國際英語語文測驗 (IELTS) 6.5 甲級  

90 國際英語語文測驗 (IELTS) 7.5 甲級  



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亞技術學院 

休閒與餐旅管理系學生證照獎勵種類及名稱一覽表 

 

 

NO 證照名稱 級數/分數 校內級數 發照單位 

91 多益測驗 (TOEIC) 250 丙級  

92 多益測驗 (TOEIC) 350 丙級  

93 多益測驗 (TOEIC) 450 丙級  

94 多益測驗 (TOEIC) 550 乙級  

95 多益測驗 (TOEIC) 650 甲級  

96 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 ALTE Level 1 丙級  

97 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 ALTE Level 2 丙級  

98 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 ALTE Level 3 丙級  

99 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 ALTE Level 4 乙級  

100 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 ALTE Level 5 甲級  

101 外語能力測驗 120 丙級  

102 外語能力測驗 150 丙級  

103 外語能力測驗 180 丙級  

104 外語能力測驗 200 乙級  

105 外語能力測驗 300 甲級  

106 全民網路英語能力檢定 初級 丙級  

107 全民網路英語能力檢定 中級 丙級  

108 全民網路英語能力檢定 中高級 丙級  

109 全民網路英語能力檢定 高級 乙級  

110 全民網路英語能力檢定 優級 甲級  

111 創新與創業管理乙級能力檢定 乙級 丙級 台灣雙福三創發展協會 

112 創意思考訓練乙級能力檢定 乙級 丙級 台灣雙福三創發展協會 

113 企業倫理乙級能力檢定 乙級 丙級 台灣雙福三創發展協會 

114 智慧財產權乙級能力檢定 乙級 丙級 台灣雙福三創發展協會 

115 大數據分析乙級能力檢定 乙級 丙級 台灣雙福三創發展協會 

116 人力資源管理乙級能力檢定 乙級 丙級 台灣雙福三創發展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