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證照名稱（中文） PMA/PMA+專案助理/技術師 (不在104證照中)

證照名稱（英文） PMA, Project Management Assistant

發照單位 中華專案管理學會 NPMA
有效期限 無限期
認證簡介 「CPPM中華專案管理師」認證，乃中華專案管理學會

(NPMA)為促使「專案管理師」的專業能力符合一定要求，並

使其專業地位與倫理能獲得社會成員的普遍認同，所提供的

一項資格確認與授與過程。為一以嚴謹態度，秉持公平、公

正、公開原則之鑑定「CPPM中華專案管理師」專業資格的

高品質之認證評定制度。透過此一認證考試系統的把關，可

確保專案管理師之專業信譽與特殊價值。

學會現提供「專案管理分級制認證與培訓課程」（如下圖）

，分為高階「CPPM中華專案管理師」，需具有3年以上專案

實務經驗；中階「CPMS專案規劃師」，需具有1年以上專案

實務經驗；初階「PMA/PMA+專案助理／技術師」，有志從

事專案相關工作而無經驗者。
報考資格 大專以上學歷(含在校生)

需具備本學會核可承認之教育訓練機構的36小時(含)以上專案

管理研習課程時數。

無需專案工作經驗
考試費用 會員／非會員

NT$2,000／NT$2,500

重考：會員／非會員

NT$1,600／NT$2,000

學生優惠：

持有效學生證 以會員價計 NT$2,000

重考：
NT$1,600

http://www.npma.org.tw/index.htm


考試內容
（一）測驗類型：

本認證考試，不論報考分級項目為何，皆採中文命題之電腦

網路選擇題測驗。其中，除「CPPM中華專案管理師」為兩

百題考試時間四小時與「PMA+專案技術師」為上機

SharePoint操作外，其餘分級項目測驗皆為一百題，考試時

間二小時。

（二）題型結構：

1.建議教材：

(1) PMBOK®  Guide 第五版華文繁體版。

(2) PMI國際專案管理學會所列之專案管理書籍。
(http://www.pmi.org)

(3) 「專案管理基礎知識與應用實務」最新版。

2.命題結構：

(1) 專案起始 8.5%

(2) 專案規劃 23.5%

(3) 專案執行 23.5%

(4) 專案監控 23.5%

(5) 專案結案 7%

(6) 專案概論、專案領導及專業倫理 14.5%  [ CPPM中華專案

管理師倫理規範 ]

3.難易比例：

(1) 難：25%

(2) 中：35%

(3) 易：40%
考試地點 中華專案管理學會之認證中心
考試及報名 參考認證簡章

http://www.npma.org.tw/中華專案管理學會-認證簡章.htm



證照名稱（中文） 商業數據分析師(標準級)(For IBM SPSS) (不在104證照中)

證照名稱（英文）

發照單位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 CCEA
有效期限 依發照單位規定
認證簡介 台灣析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與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共

同推動「商業數據分析師」認證制度，符合企業、機關團體

與個人之商業數據分析專業能力認證，運用以職場上實際可

運用的實例練習，搭配有系統的學習，讓數據分析之專業能

力可以更紮實，更符合企業的需求，可提供企業、機關團體

選拔優質人才之參照標準。此認證主要應用SPSS

Statistics、SPSS Modeler、資料分析暨導引系統等商業數據

分析軟體應用，提昇在數據整合分析的能力與提昇統計專業

軟體的應用能力，對於海量資料(Big Data)進行分析與研究，

提供正確分析結果，作為企業擬定策略的依據。
報考資格 無限制
考試費用 3000元
考試內容

商業數據分析師認證分為理論測試和實例操作測試(均選擇題)

，考試題目由商業數據分析師題庫中隨機抽取40題，對考生

的獨立操作和問題解決的能力進行綜合測試。

認證軟體：IBM SPSS Statistics、資料分析暨導引系統

參考書籍：商業數據分析師認證：以 IBM SPSS Statistics為

範例

作者:李德治、梁德馨、台灣析數顧問群
考試地點 CCEA之檢定認證中心
考試及報名 商業數據分析師認證訊息，由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官

網(www.cea.org.tw)進行發布，考生請至該官網進行報名。

http://www.cea.org.tw/


證照名稱（中文） Google Adwords 認證
證照名稱（英文） Google AdWords Certification

發照單位 Google

有效期限 每項考試合格成績在考後 12 個月內有效

認證簡介 Google AdWords 認證是 Google 為個人提供的專業認證，可

用來證明您已精通各種 AdWords 基本和進階知識。擁有

AdWords 認證，您就能證明自己是 Google 認可的線上廣告

專家。

成為 AdWords 認證專家必須通過兩門 AdWords 認證考試。

一是 AdWords 入門考試，二是下列任一門考試：搜尋廣告、

多媒體廣告、行動廣告、影音廣告或購物廣告。

要維持 AdWords 認證資格，您必須至少擁有 (1) AdWords

入門考試和 (2) 任一門其他廣告考試的有效合格成績。也就
報考資格 須先申請成為「合作夥伴」

考試費用 免費
考試內容 AdWords 認證測驗的目的，是測試您的線上廣告基本概念和

進階知識，其中包括：

1)線上廣告的價值定位

2)廣告活動設定和管理

3)評估

4)最佳化

您可參加的測驗有以下6項:

1)AdWords 入門

2)搜尋廣告

3)多媒體廣告

4)行動廣告

5)影音廣告

6)購物廣告
考試地點 N/A

考試及報名
請按照下列步驟，從您的「合作夥伴」帳戶參加考試：

1.登入您的「合作夥伴」帳戶，網址為︰

https://www.google.com/partners

2.按一下 [認證] 查看您的測驗資格。舉例來說，您可能會

看見一則訊息，當中指出必須通過多少項考試才能取得認

證。

3.按一下 [查看考試]。

4.將游標停在您要參加的考試區段上方，然後按一下 [考試

詳情]。

5.按一下 [參加考試] 即可開始考試。或者，您也可以透過

本頁提供的連結溫習考試準備資料。
1. 廣告企劃主管

2. 行銷企劃主管

3. 品牌宣傳及媒體公關主管

4. 產品行銷人員

5. 行銷企劃人員

6. 媒體公關／宣傳採買

相關職務推薦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4001001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4001001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4001002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4001002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4001003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4001003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4001004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4001004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4001005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4001005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4001008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4001008


證照名稱（中文） JLPT N1

證照名稱（英文） JLPT N1

發照單位 交流協會主辦，語言測驗中心協辦
有效期限 終身受用

認證簡介 本測驗係由「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及「獨立行

政法人國際交流基金」分別在日本及世界各地為日語學習者

測試其日語能力的測驗。本測驗自1991年起在台灣地區舉行

，由交流協會主辦，本中心協辦暨施測，2008年全球約有60

多萬人報考；台灣地區報考人數約6萬6千人。

2010年起，本測驗由四個級數改為五個級數，由難至易依序

為N1、N2、N3、N4、N5。2010年7月份辦理N1~N3三個級數，

12月份則N1~N5五個級數全部辦理。2011年起7月份及12月份

N1~N5五個級數全部辦理。每級均含有「文字•語彙」、「聽

解」及「讀解•文法」三項測驗。報考者可依自己的能力，

選擇適合的級數參加。

報考資格 報考本測驗無年齡限制。

考試費用 每名NT$1,500元

考試內容
一、考試科目

1、言語知識(文字‧語彙‧文法)：60分

2、讀解：60分 【言語知識 + 讀解，實際測驗時間110 分

鐘】

3、聽解：60分【實際測驗時間 60 分鐘】

合計總分：180 分，實際測驗時間總計170分

二、認證基準

能理解在廣泛情境之下所使用之日語

【讀】

‧可閱讀話題廣泛之報紙社論、評論等論述性較複雜較抽象

之文章，並能理解其文章結構及內容。

‧能閱讀各種話題內容較具深度之讀物，並能理解其事情的

脈絡及詳細的表達意涵。

【聽】

‧在廣泛的情境下，可聽懂常速且連貫之對話、新聞報導及

講課，且能充分理解話題走向、內容、人物關係及說話內容

之論述結構等，並確實掌握其大意。

本譯文僅供參考，確切原意以國際交流基金所載日文版“新

しい｢日本語能力試験｣認定の目安

(http://www.jlpt.jp/about/levelsummary.html)”為準。
考試地點 本測驗同時於台北縣市、台中縣市、高雄縣市舉行，考生須

於報名表勾選其中一考區。
考試及報名 相關訊息請至報名網站查詢。

1. 國外業務主管

2. 國外業務人員

3. 技術文件／說明書編譯

4. 英文翻譯／口譯人員

5. 升學補習班老師

相關職務推薦

http://www.lttc.ntu.edu.tw/JLPT.htm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5003002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5003002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5003005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5003005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14001001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14001001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14001002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14001002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16002009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16002009


證照名稱（中文） JLPT N2

證照名稱（英文） JLPT N2

發照單位 交流協會主辦，語言測驗中心協辦
有效期限 終身受用

認證簡介 本測驗係由「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及「獨立行

政法人國際交流基金」分別在日本及世界各地為日語學習者

測試其日語能力的測驗。本測驗自1991年起在台灣地區舉行

，由交流協會主辦，本中心協辦暨施測，2008年全球約有60

多萬人報考；台灣地區報考人數約6萬6千人。

2010年起，本測驗由四個級數改為五個級數，由難至易依序

為N1、N2、N3、N4、N5。2010年7月份辦理N1~N3三個級數，

12月份則N1~N5五個級數全部辦理。2011年起7月份及12月份

N1~N5五個級數全部辦理。每級均含有「文字•語彙」、「聽

解」及「讀解•文法」三項測驗。報考者可依自己的能力，

選擇適合的級數參加。

報考資格 報考本測驗無年齡限制。

考試費用 每名NT$1,500元

考試內容
一、考試科目

1、言語知識(文字‧語彙‧文法)：60分

2、讀解：60分 【言語知識 + 讀解，實際測驗時間105 分

鐘】

3、聽解：60分【實際測驗時間 50 分鐘】

合計總分：180 分，實際測驗時間總計155分

二、認證基準

除日常生活所使用之日語外，亦能大致理解較廣泛情境下之

日語

【讀】

‧能看懂報紙、雜誌所刊載之各類報導‧解說、簡易評論等

主旨明確之文章。

‧能閱讀一般話題之讀物，並可理解事情的脈絡及其表達意

涵。

【聽】

‧除日常生活情境外，在大部分的情境中，能聽懂近常速且

連貫之對話、新聞報導，亦能理解其話題走向、內容及人物

關係，並可掌握其大意。

本譯文僅供參考，確切原意以國際交流基金所載日文版“新
考試地點 本測驗同時於台北縣市、台中縣市、高雄縣市舉行，考生須

於報名表勾選其中一考區。
考試及報名 相關訊息請至報名網站查詢。

1. 國外業務主管

2. 國外業務人員

3. 技術文件／說明書編譯

4. 英文翻譯／口譯人員

5. 升學補習班老師

相關職務推薦

http://www.lttc.ntu.edu.tw/JLPT.htm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5003002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5003002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5003005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5003005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14001001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14001001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14001002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14001002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16002009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16002009


證照名稱（中文） JLPT N3

證照名稱（英文） JLPT N3

發照單位 交流協會主辦，語言測驗中心協辦
有效期限 終身受用

認證簡介 本測驗係由「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及「獨立行

政法人國際交流基金」分別在日本及世界各地為日語學習者

測試其日語能力的測驗。本測驗自1991年起在台灣地區舉行

，由交流協會主辦，本中心協辦暨施測，2008年全球約有60

多萬人報考；台灣地區報考人數約6萬6千人。

2010年起，本測驗由四個級數改為五個級數，由難至易依序

為N1、N2、N3、N4、N5。2010年7月份辦理N1~N3三個級數，

12月份則N1~N5五個級數全部辦理。2011年起7月份及12月份

N1~N5五個級數全部辦理。每級均含有「文字•語彙」、「聽

解」及「讀解•文法」三項測驗。報考者可依自己的能力，

選擇適合的級數參加。

報考資格 報考本測驗無年齡限制。

考試費用 每名NT$1,500元

考試內容 一、考試科目

第一節「文字‧語彙」30分鐘(分數：60分)

第二節「言語知識(文法)」與「聽解」70分鐘(分數：60分)

第三節「聽解」 40分鐘(分數：60分)

合計總分：180 分，實際測驗時間總計140分

二、認證基準

能大致理解日常生活所使用之日語

【讀】

‧可看懂日常生活相關內容具體之文章‧能掌握報紙標題等

之概要資訊

‧日常生活情境中所接觸難度稍高之文章經換個方式敘述，

便可理解其大意。

【聽】

‧在日常生活情境中，面對稍接近常速且連貫之對話，經結

合談話之具體內容及人物關係等資訊後，便可大致理解。

本譯文僅供參考，確切原意以國際交流基金所載日文版“新

しい｢日本語能力試験｣認定の目安

(http://www.jlpt.jp/about/levelsummary.html)”為準。
考試地點 本測驗同時於台北縣市、台中縣市、高雄縣市舉行，考生須

於報名表勾選其中一考區。
考試及報名 相關訊息請至報名網站查詢。

1. 國外業務主管

2. 國外業務人員

3. 技術文件／說明書編譯

4. 英文翻譯／口譯人員

5. 升學補習班老師

相關職務推薦

http://www.lttc.ntu.edu.tw/JLPT.htm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5003002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5003002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5003005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5003005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14001001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14001001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14001002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14001002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16002009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16002009


證照名稱（中文） 國際行銷初級人才認證檢定
證照名稱（英文） LEVEL 1 IN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發照單位 中華民國外銷企業協進會
有效期限 終生受用

認證簡介
全球經貿環境發展下，無論是WTO、FTA、東協十國加一加三

，北美貿易協定…等，都早已帶動國際行銷、國際貿易、國

際物流與國際金流蓬勃發展。近年來台灣接單及製造中心外

移的新趨勢，對國際行銷需求更加重視，經由國際行銷才能

拓展商品的能見度、品牌及通路，對於台灣為全球主要貿易

國之一更顯重要，所需人才及專業知識更是產業所需。全台

灣數十萬家與進出口相關之企業或製造業，無論外銷或內銷

每天都在徵求國際行銷或行銷企劃相關人才；再看全國170所

大專院校在近十年來已陸續成立行銷與流通管理系所多達30

多所，如雨後春筍般提供培育行銷管理相關人才課程，代表

市場的供給與需求同時存在，且持續成長。

本會自1983年成立至今已33年，歷經參與台灣國際貿易由萌

芽至高峰，看到中小企業追求全球化的戰力與實力，也受政

府委託協助國內廠商拓銷市場、舉辦商展及組團至國外參訪

爭取訂單，頗獲績效。近年，有鑑於國際行銷的日益重要性

，乃於2007年底籌備推動專業國際行銷人才認證檢定，設立

「證照推廣委員會」，並於2008年二月正式推出此以國際行

銷導向之專業證照服務，希望通過公正的第三方認證制度，

使學校商管學院學生，或有意投身國際行銷行列者，就學校

所學，配合本會出版之輔導教材，報考通過取得本『國際行

銷初級人才認證檢定』證書，以強化專業技能，增進職場競

爭力。

2008年夏季班至2015年冬季班總報考人次為25,790人，平均
報考資格 以大專院校之相科系中、高年級（專四、專五）學生為主，

或對國際行銷有興趣之社會人士。
考試費用 每位1,600元。
考試內容 由本會之命題委員會負責彙編。

● 命題方式：中文試題占80，英文試題占20。

● 命題類型：選擇題占80，簡答題占20。
考試地點 本會所授證之北中南合格考場及各校指定教室
考試及報名 於CNEEA證照推廣服務網進行線上報名

網址：http://www.certifcneea.org.tw/

1. 廣告企劃主管

2. 行銷企劃主管

3. 品牌宣傳及媒體公關主管

4. 產品行銷人員

5. 行銷企劃人員

6. 網站行銷企劃

7. 廣告文案／企劃

8. 市場調查／市場分析

9. 行銷企劃助理

相關職務推薦

http://www.certifcneea.org.tw/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4001001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4001001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4001002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4001002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4001003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4001003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4001004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4001004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4001005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4001005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4001007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4001007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4001009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4001009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4001010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4001010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4001012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4001012


證照名稱（中文） 初階行銷企劃證照 (不在104證照中)
證照名稱（英文）

發照單位 台灣行銷科學學會
有效期限 終身有效
認證簡介

一、隨著產業發展趨勢，及全球化經濟來臨，一個企業成敗

關鍵往往視其行銷能力 的展現。根據統計顯示，近年來企業

對於行銷管理經理人之需求持續不斷成長。 為此，本會以行

銷專業之學術權威，透過嚴謹及客觀的標準，推動「TIMS行

銷 專業能力認證」制度，檢核欲從事行銷相關職務人員之行

銷專業能力，並提振 大專院校商管學院系所學生之行銷專業

能力與知識，取得行銷專業認證，進而 提升職場競爭優勢。

除此之外，本認證得以做為企業用人之參考依據，縮減企 業

聘用及訓練的人事成本，使人盡其才，適才適所，提升產業

競爭力。

二、依據台灣行銷科學學會（以下簡稱本會）「TIMS行銷專

業能力認證測驗實施辦 法」（2009.11.8本會會員大會通

過）第4條規定辦理
報考資格 凡高職（中）以上（含應屆畢業生、五年制專科生須完成四

年級上學期註冊程 序）程度（含同等學力），對從事行銷相

關實務有需求者，均可報名參加
考試費用 兩 科

有報名序號 (早鳥)$1,600 (一般)$2,000

無報名序號 (早鳥)$2,000 (一般)$2,400

單 科

有報名序號 (早鳥)$900 (一般)$1,200

無報名序號 (早鳥)$1,200 (一般)$1,400

考試內容 行銷管理概論、行銷策略實務

科目：行銷管理概論

參考書籍：

2017TIMS行銷專業能力認證初階「行銷企劃證照」題型題庫_

理論部分、實務部分
考試地點 依主辦單位公告
考試及報名 線上報名網址:www.tims.org.tw/activity.asp

http://www.tims.org.tw/index.asp


證照名稱（中文） TQC+ Layout Design 編排設計 (不在104證照中)
證照名稱（英文） TQC+ Layout Design Certification

發照單位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有效期限 依發照單位規定
認證簡介

「視傳設計領域」著重的是藝術性與專業性，以視覺的直觀

傳遞為溝通方式，傳達出作者想提供的訊息。設計者以不同

方式來組合符號、圖片及文字，利用經過整理與排列的字體

變化、完整的構圖與版面安排等專業技巧，創作出全新的感

官意念。常見的視傳設計包括了廣告、產品包裝、雜誌書籍

及網頁設計等。
報考資格 無限制
考試費用 依發照單位規定
考試內容 本認證為操作題，總分為100分。

操作題為第一至三類各考一題共三大題，第一大題30分、第

二大題40分、第三大題30分，總計100分。

於認證時間60分鐘內作答完畢，成績加總達70分（含）以上

者該科合格。
考試地點 依發照單位規定
考試及報名 請參考考生專區網站：

https://exam.tqc.org.tw/TQCexamonline/default.asp?crttype

=TQC&certidtype=student

http://www.csf.org.tw/main/index.asp


證照名稱（中文） TQC+ Python程式語言 (不在104證照中)
證照名稱（英文）

發照單位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有效期限 依發照單位規定
認證簡介

「軟體設計領域」專注的是依照規格需求，開發能解決特定

問題的程式。軟體設計通常以某種程式語言為工具，並與各

種資料庫進行搭配。軟體設計過程有分析、設計、編碼、測

試、除錯等階段，開發的過程中也需要注意程式的結構性、

可維護性等因素。常見的軟體設計包含作業系統設計、應用

程式設計、資料庫系統設計、使用者介面設計與系統配置

等。
報考資格 無限制
考試費用 依發照單位規定
考試內容 本認證為操作題，總分為100分。

操作題為第一至九類各考一題共九大題，除第四題20分外，

其餘每題10分，總計100分。

於認證時間100分鐘內作答完畢，成績加總達70分（含）以上

者該科合格。
考試地點 依發照單位規定
考試及報名 請參考考生專區網站：

https://exam.tqc.org.tw/TQCexamonline/default.asp?crttype

=TQC&certidtype=student

http://www.csf.org.tw/main/index.asp


證照名稱（中文） OCAJP

證照名稱（英文） Oracle Certified Associate Java Programmer

發照單位 Oracle

有效期限 終身有效

認證簡介
目前提供兩種版本(SE7、SE8)的Oracle Certified

Associate Java Programmer認證。

甲骨文的專業認證計畫分為三個階段，通過基礎的

OCA(Oracle Certified Associate, Oracle認證專員)認證，

表示已具備管理、開發Oracle相關系統的能力；第二階段的

OCP（Oracle Certified Professional, Oracle認證專家）

，通過認證者證明其擁有管理或開發大型、企業級Oracle相

關系統的專業能力，也是企業主選擇Oracle系統管理者或開

發者的重要指標之一。而OCM（Oracle Certified Master,

Oracle認證大師）證照，是Oracle最高級別的認證，需要先

通過OCA及OCP考試，上完進階上機課程以及通過實做考試與

口試，就能成為Oracle認證大師。

(詳情請洽甲骨文大學網站

http://www.oracle.com/tw/education)
報考資格 無限制

考試費用 TWD 4,934

(詳情請洽甲骨文大學網站
考試內容 複選題，共70題。 考試時間：150分鐘。

考試內容：
Java Basics

Working With Java Data Types

Using Operators and Decision Constructs

Creating and Using Arrays

Using Loop Constructs

Working with Methods and Encapsulation

Working with Inheritance

Handling Exceptions
考試地點 (詳情請洽甲骨文大學網站

http://www.oracle.com/tw/education)
考試及報名

(詳情請洽甲骨文大學網站
http://www.oracle.com/tw/education)

1. 通訊軟體工程師

2. 軟體設計工程師

3. 韌體設計工程師

4. Internet程式設計師

5. 電腦系統分析師

6. 電玩程式設計師

相關職務推薦

https://www.oracle.com/index.html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7001003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7001003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7001004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7001004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7001005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7001005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7001006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7001006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7001007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7001007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7001008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7001008


證照名稱（中文） OCPJP

證照名稱（英文） Oracle Certified Professional Java Programmer

發照單位 Oracle

有效期限 終身有效

認證簡介 目前提供兩種版本(SE7、SE8)的Oracle Certified

Associate Java Programmer認證。
甲骨文的專業認證計畫分為三個階段，通過基礎的
OCA(Oracle Certified Associate, Oracle認證專員)認證，表
示已具備管理、開發Oracle相關系統的能力；第二階段的
OCP（Oracle Certified Professional, Oracle認證專家），通
過認證者證明其擁有管理或開發大型、企業級Oracle相關系
統的專業能力，也是企業主選擇Oracle系統管理者或開發者
的重要指標之一。而OCM（Oracle Certified Master, Oracle

認證大師）證照，是Oracle最高級別的認證，需要先通過
OCA及OCP考試，上完進階上機課程以及通過實做考試與口
(詳情請洽甲骨文大學網站

http://www.oracle.com/tw/education)
報考資格 無限制

考試費用 TWD 4,934

(詳情請洽甲骨文大學網站

http://www.oracle.com/tw/education)

複選題，共85題。 考試時間：150分鐘。

考試內容：

Java Class Design

Advanced Java Class Design

Generics and Collections
Lambda Built-in Functional Interfaces

Java Stream API

Exceptions and Assertions

Use Java SE 8 Date/Time API

Java I/O Fundamentals

Java File I/O (NIO.2)

Java Concurrency

Building Database Applications with JDBC

Localization

(詳情請洽甲骨文大學網站
考試地點

(詳情請洽甲骨文大學網站

http://www.oracle.com/tw/education)

1. 通訊軟體工程師

2. 軟體設計工程師

3. 韌體設計工程師

考試內容

相關職務推薦

https://www.oracle.com/index.html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7001003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7001003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7001004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7001004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7001005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7001005


4. Internet程式設計師

5. 電腦系統分析師

6. 電玩程式設計師

相關職務推薦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7001006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7001006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7001007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7001007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7001008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ievo/job_learn.cfm?jobno=2007001008


證照名稱（中文） 基礎行動裝置應用程式設計

證照名稱（英文） Mobile Devices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發照單位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有效期限
人員證書無期限限制，單科成績效力為五年期，逾時

重新應考。

認證簡介

因應知識經濟與文創產業的時代來臨，各產業均發生

結構性的變化，「設計」所帶來的附加價值與影響也

日趨明顯。為了不淹沒在此一浪潮中，台灣產業界對

於設計能力的提升，產生了迫切的需求。優秀而充足

的人力是企業提升設計能力的根基，為提供產業界符

合新時代的專業人才，本會推動「TQC+ 專業設計人

才認證」，藉由嚴謹的認證職能體系架構與專業完善

的考試服務，培育出符合企業職場需要的人才。

● 為國際級證書，獲印度國家電子資訊科技學院（

NIELIT）採認。

● 以「專業設計領域任職必備能力」為認證標準。

● 認證內容涵蓋「工程設計」、「視傳設計」、「軟

體設計」、「電路設計」、「建築設計」、「跨域設

計」等六大專業領域。

● 擁有整合知識體系與專業技能的認證架構，是最貼

近實際使用環境與就業需求的證照。

報考資格 各報考項目資格，請參閱網站。

考試費用 各報考項目費用，請參閱網站。

考試內容 各報考項目內容，請參閱網站。

考試地點 全國TQC+ 授權訓練中心均可報考，請上網站查詢。

考試及報名 採用線上報名，請至TQC+ 考生服務網，查詢線上報

〈網址：http://www.TQCPLUS.org.tw〉。

相關職務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