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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條

本校為有效運用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依據「教育
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之規定及「僑光
科技大學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經常門分配辦法」，訂定本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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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條

獎助教師編纂教材(九月底申請)：
一、申請資格：本校專任教師。
二、獎助範圍與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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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條

(一)教科書(含電子書)與編譯國外學術性論著或教科書。
(二)上述申請與審查方式及經費獎助標準依本校「獎助教師編纂教材施
行細則」第二條辦理。
三、申請截止期限：每年九月底前，採追認獎助制。
獎助教師專業證照：
一、申請資格：本校專任教師。
二、經費獎助：
(一)考取與教學相關之專技人員高等考試及格，獎助最高三萬元。
(二)考取與教學相關之政府機關技能檢定乙級以上技術士或專技人員
普通考試及格者，獎助最高一萬五千元。
(三)全校性英文證照分為二種等級，獎助最高一萬元、五千元，由教務
會議訂定，適用全校專任教師，如附件一。
(四)院、系(中心)課程委員會自訂與教學相關之其他公信力機構核發之
專業證照及資格能力證明：
1、各系、中心自訂符合系、中心發展需求之專業高階證照，限各
系、中心專任老師申請。
2、教師考取所屬系、中心經系(中心)與院課程委員會訂定之證照
獎助最高五千元；另外屬於本校優質廠商認證之專業證照獎助
最高五千元，以上獎助可合併領取。
3、考取其他系、中心證照者，獎助標準依原獎助金額之 50%。
4、教師為配合校務發展需求教學單位調整，當年度調系前已報考
所取得之證照得依其原單位獎助項目辦理。
5、上述證照項目與補助金額之訂定如附件一。
(五)體育教師體育證照獎助標準：與體育教學相關證照分為四類，獎助
金額如下：

1、國際裁判，獎助最高三萬元。
2、國家Ａ級教練及裁判，獎助最高一萬五千元。
3、國家Ｂ級教練及裁判，獎助最高八千元。
4、國家 C 級教練及裁判或指導員，獎助最高四千元(證照項目如
附件二)。
三、檢附資料：
(一)獎助教師專業證照申請表。
(二)證照、資格能力證明文件影本或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四、申請程序：向所屬系、中心提出，經系、中心課程委員會初審及院課
程委員會複審後，由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彙整，報請教務會議審議通
過。
五、限制：須為二年內(每年 9 月 30 日回溯前二年)考取之專業證照，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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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條

張證照以獎助一次為限，每人每年申請之專業證照獎助金額以三萬元
為上限。
六、申請截止期限：每年九月底。
七、經費核銷：須於十二月十五日前由申請人依本校會計制度檢據核銷。
獎助教師遠距教學、磨課師課程：
一、申請資格：本校專任教師。
二、經費獎助：
(一)符合教育部學分認定之遠距教學：二年內符合審查標準並執行完畢
者，每案獎助最高一萬五千元，其審查標準由教學發展中心另訂。
該課程若獲得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通過認證之日期二年內)，
另予獎助五萬元。
(二)磨課師課程：二年內在磨課師公開平台至少開課一次記錄，每門課
程獎助五萬元，該課程若獲得教育部磨課師課程計畫，另予獎助十
萬元。
三、檢附資料：
(一)獎助教師遠距教學與磨課師課程申請表。
(二)遠距教學須附上教育部或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審查結果。
(三)磨課師開課平台之開課核准與記錄。
(四)獎助教師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申請表與教育部資格審查
結果。
四、申請程序：
(一)遠距教學：二年內符合審查標準並執行完畢之獎助申請，向所屬系、
中心提出，經系、中心課程委員會初審及院課程委員會複審後，由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彙整，報請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磨課師課程：須為二年內(每年 9 月 30 日回溯二年)之磨課師平台
開課時間為準，若為共同開課教師須提出所有教師簽名認可之貢獻
比例，否則依共同開課教師均分獎助。
五、限制：

(一)遠距教學與磨課師課程，同一教師教授之同一課程以補助一次為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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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條

(二)遠距教學之審查暨考核標準，依據本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辦理。
六、申請截止期限：遠距教學與磨課師課程每年九月底前，採追認獎助制。
七、經費核銷：須於十二月十五日前由申請人依本校會計制度檢據核銷。
獎助教師彈性雙語教學課程(FBI 課程)：
一、申請資格：本校專任教師。
二、經費獎助：
(一)FBI 課程 A 類：
1、資格：使用英語教材與英語上課。
2、獎助金額：
(1)非英語系與非大一、大二英文之課程，每學期通過審查標準
之每門課程獎助最高二萬元。
(2)英語系日間部每學年選出八門課程，每門課程獎助最高一萬
元。
(3)日間部大一與大二英文課程每學年選出八門課程，每門課程
獎助最高一萬元。
(二)FBI 課程 B 類：
1、資格：非英語系與非大一、大二英文課程使用英語教材與部分
英語上課。
2、獎助金額：每門課程獎助最高三千元。
三、檢附資料：彈性雙語教學課程須附上教學發展中心審查結果。
四、申請程序：向所屬系、中心提出，送交語言中心彙整，經教務處教學
發展中心審核後，報請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五、限制：
(一)FBI 課程須為同一學年度課程。
(二)教授同一班級之學年 FBI 課程每年只能申請一次。
(三)申請 FBI 課程獎助者，不得申請其他教育部獎補助項目。
六、審查：FBI 審查由教發中心會同語言中心與應用英語系召開具有外部
委員之審查會議審查之。
七、申請截止期限：每年九月底前，就前一學年度 FBI 課程提出申請，採
追認獎助制。
八、經費核銷：須於十二月十五日前由申請人依本校會計制度檢據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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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條

獎助教學方法競賽：
一、申請資格：本校專任教師。
二、經費獎助：每次教學方法競賽之獎助為第一名：二萬元；第二名：一
萬五千元；第三名：一萬元；佳作：五千元。
三、競賽舉辦程序：
(一)由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擬定教學方法改進之相關議題。
(二)由副校長召集評審委員會進行評審。

(三)評審委員成員：副校長、教務長、三院院長、通識中心主任與各院
推薦之一名系主任。

第

七

條

四、限制：獲獎教師必須提供教學觀摩。
五、申請截止期限：每年十一月底前。
六、經費核銷：須於十二月十五日前由申請人依本校會計制度檢據核銷。
獎助教師成長社群推動實務教學(九月底申請)：
一、申請資格：本校專任教師組成之教師成長社群。
二、獎助範圍包括：
(一)教科書：其申請與審查方式及經費獎助標準依本校「獎助教師編纂
教材施行細則」第三條辦理。
(二)題庫：其申請與審查方式及經費獎助標準依本校「獎助教師編纂教
材施行細則」第三條辦理。
(三)數位課程：二年內由教師成長社群提出之數位課程，每案獎助最高
四萬元。
(四)遠距教學：二年內由教師成長社群提出之遠距教學，每案獎助最高
八萬元。該課程若獲得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通過認證之日期
二年內)，另予獎助十萬元。
(五)磨課師課程：二年內由教師成長社群在磨課師公開平台至少開課一
次記錄，每門課程獎助十萬元，該課程若獲得教育部磨課師課程計
畫，另予獎助十萬元。
三、檢附資料：
(一)遠距教學須附上教育部或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審查結果。
(二)磨課師開課平台之開課核准與記錄。
(三)著作權授權書(每位教師均個別簽屬)。
(四)獎助教師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申請表與教育部資格審查
結果。
四、申請程序：向所屬教師成長社群提出，經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彙整後，
報請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五、限制：
(一)同一課程之數位課程、遠距教學與磨課師課程，以補助一次為限。
(二)數位課程、遠距教學必須有社群成員至少三分之一或三位以上教師
開設課程。
(三)數位課程須依據本校「數位課程審查暨考核準則」辦理；遠距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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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條

須依據本校「遠距教學審查暨考核準則」辦理。
六、申請截止期限：每年九月底前，採追認獎助制。
七、經費核銷：須於十二月十五日前由申請人依本校會計制度檢據核銷。
獎助教師製作教學教具(九月底申請)：
一、申請資格：本校專任教師。
二、獎助範圍包括：
(一)實體模型。

(二)教學器材。
(三)示教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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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十

條
條

十一 條

(四)教學圖卡。
(五)海報(含掛圖、圖表)。
(六)新式教學投影片或簡報PPT。
(七)網路傳播類。
(八)教學標本。
(九)其他類。
三、獎助教師製作教學教具其申請與審查方式及經費獎助標準依本校「獎
助教師製作教學教具施行細則」辦理。
四、申請截止期限：每年九月底前。
本經費執行以當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款所列預算為限，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可就其管轄經費項目勻支，但同一項目不得申請校內其他經費獎勵補助。
經費據實核支，相關資料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
規定第六章會計事務處理原則辦理，以備教育部查核。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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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獎助教師專業證照一覽表
獎助金額(元)
編號 院系/中心 本校優質
認證
廠商認證
(5,000)
(5,000)

證照名稱

發照單位

適用學院

適用系所(中心)

1

5,000

5,000

特許金融分析師(CFA) Level Ⅲ

CFA Institude

商學與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系

2

5,000

5,000

認證理財規劃顧問(CFP)

台灣理財顧問認證協會

商學與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系

3

5,000

5,000

財金風險管理分析師(FRM)

Global Association Of Risk
Professionals，簡稱 GARP， 商學與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系
全球風險專業人士協會

4

5,000

5,000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資格測驗

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公會

5

5,000

5,000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商學與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系

6

5,000

－

會計資訊乙級技術士

勞動部

商學與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系

7

5,000

－

特許金融分析師(CFA) Level Ⅰ

CFA Institude

商學與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系

8

5,000

－

特許金融分析師(CFA) Level Ⅱ

CFA Institude

商學與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系

9

5,000

－

專業金融師(MFP)

AMERICAN ACADEMY OF
FINANCIAL
商學與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系
MANAGEMENT (AAFM)

商學與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系

相關任教科目
財務管理、投資學、衍生性金
融商品、金融市場與機構、債
券市場、金融風險管理、國際
財務管理、投資組合管理、財
務風險管理、風險管理
財務管理、投資學、衍生性金
融商品、金融市場與機構、債
券市場、金融風險管理、國際
財務管理、投資組合管理、財
務風險管理、風險管理
財務管理、投資學、衍生性金
融商品、金融市場與機構、債
券市場、金融風險管理、國際
財務管理、投資組合管理、財
務風險管理、風險管理
證券法規、證券交易實務
投資型保險
會計、財務管理、會計軟體應
用、會計資訊系統
財務管理、投資學、衍生性金
融商品、金融市場與機構、債
券市場、金融風險管理、國際
財務管理、投資組合管理、財
務風險管理、風險管理
財務管理、投資學、衍生性金
融商品、金融市場與機構、債
券市場、金融風險管理、國際
財務管理、投資組合管理、財
務風險管理、風險管理
財務管理、投資學、衍生性金
融商品、金融市場與機構、債
券市場、金融風險管理、國際
財務管理、投資組合管理、財
務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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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獎助教師專業證照一覽表
獎助金額(元)
編號 院系/中心 本校優質
認證
廠商認證
(5,000)
(5,000)
10

5,000

－

11

5,000

－

證照名稱
國際創新師證照 MATRIZ
CERTIFIED TRIZ SPECIALISTS
LEVEL 2
國際創新師證照 MATRIZ
CERTIFIED TRIZ SPECIALISTS
LEVEL 3

發照單位

適用學院

適用系所(中心)

相關任教科目

The International TRIZ
Association

商學與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系

創新工具可適用於任何一門
課程

The International TRIZ
Association

商學與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系

創新工具可適用於任何一門
課程

12

5,000

－

FMA 金融管理師認證(Financial
Management Associate)

高級金融管理師學會

商學與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系

13

5,000

－

CFMA 特級金融管理師認證
(Capstone Financial Management
Associate)

高級金融管理師學會

商學與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系

14

5,000

5,000

進階 ERP 規劃師(財務管理)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商學與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

15

5,000

5,000

進階 ERP 規劃師(人力資源管理)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商學與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

16

5,000

5,000

進階 ERP 規劃師(運籌管理)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商學與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

17

5,000

5,000

國際專案管理師 IPMA-A/B/C 級

台灣專案管理學會

商學與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

18

5,000

－

國際專案管理認證講師 IPMA
Certified Trainer-A/B/C/D 級

台灣專案管理學會

商學與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

19

5,000

－

ERP 軟體顧問師(配銷模組)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電
腦技能基金會

商學與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

20

5,000

－

ERP 軟體顧問師(財務模組)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電
腦技能基金會

商學與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

21

5,000

－

ERP 軟體顧問師(生管製造模組)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電
腦技能基金會

商學與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

財務管理、投資學、衍生性金
融商品、金融市場與機構、債
券市場、金融風險管理、國際
財務管理、投資組合管理、財
務風險管理
財務管理、投資學、衍生性金
融商品、金融市場與機構、債
券市場、金融風險管理、國際
財務管理、投資組合管理、財
務風險管理
企業資源規劃、財務管理、會
計、管理學、國際企業
企業資源規劃、人力資源管
理、管理學、國際企業
企業資源規劃、顧客關係管理
專案管理、管理學、國際企
業、人力資源管理、生產管理
專案管理、管理學、國際企
業、人力資源管理、生產管理
企業資源規劃、電子商務概
論、貿易運籌資訊管理、ERP
模組證照
企業資源規劃、電子商務概
論、貿易運籌資訊管理、ERP
模組證照
企業資源規劃、電子商務概
論、貿易運籌資訊管理、ERP
模組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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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獎助教師專業證照一覽表
獎助金額(元)
編號 院系/中心 本校優質
認證
廠商認證
(5,000)
(5,000)

證照名稱

發照單位

適用學院

適用系所(中心)

22

5,000

－

國際禮儀接待員乙級

華廈訓評職能評鑑委員會

商學與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

23

5,000

－

LCCI 行銷管理 Marketing(二級)

英國倫敦商會考試局
(LCCIEB)

商學與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

24

5,000

－

CPAS 諮詢師

就業情報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商學與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

25

5,000

5,000

乙級門市服務技術士

行政院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商學與管理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26

5,000

5,000

LCCI 行銷管理 Marketing(二級)

英國倫敦商會考試局
(LCCIEB)

27

5,000

5,000

TBSA 商務企劃能力進階檢定合格

TBSA 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
商學與管理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劃協會

英國皇家物流與運輸學會
CILT(UK)物流人才國際認證：二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級：物流部門經理證書(Certificate for
Logistics and Transport,
Supervisory Managers in Logistics)
CILT)
企業電子化跨境電商應用師
電腦技能基金會

28

5,000

5,000

29

5,000

5,000

30

5,000

－

SOLE-CPL 第二級物流管理規劃師

31

5,000

－

32

5,000

－

33

5,000

－

34

5,000

－

企業電子化人才能力鑑定：
企業電子化規劃師(供應鏈管理)
企業電子化人才能力鑑定：
企業電子化規劃師(網路行銷)
企業電子化人才能力鑑定：
企業電子化規劃師(企業資源規劃)
Demonstrated Master
Logistician(DML)

商學與管理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學與管理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學與管理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相關任教科目
商業禮儀、商務溝通技巧
管理學、國際企業、行銷管
理、國際行銷、電子商務、商
業英文
管理學、國際企業、人力資源
管理、人力資源發展、職涯規
劃、共通職能
零售業管理、門市進銷存實務
管理學、國際企業、行銷管
理、行銷研究、國際行銷、行
銷學、電子商務、商業英文、
企業管理、財務管理、會計、
電子商務、商業英文
管理學、國際企業、商業企劃
書撰寫、門市服務證照實務、
企劃書撰寫實務
物流管理、倉儲運輸、全球運
籌管理
行銷與流通相關之課程
供應鏈管理、國際物流管理、
物流管理、國際證照實務、國
際物流證照、物流管理、倉儲
運輸、全球運籌管理

美國 SOLE 國際物流協會

商學與管理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電腦技能基金會

商學與管理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供應鏈管理

電腦技能基金會

商學與管理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網路行銷、電子商務

電腦技能基金會

商學與管理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企業資源規劃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Logistics(SOLE)

商學與管理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物流管理、倉儲運輸、全球運
籌管理

107 年 12 月 4 日教務會議通過

附件一：獎助教師專業證照一覽表
獎助金額(元)
編號 院系/中心 本校優質
認證
廠商認證
(5,000)
(5,000)

證照名稱

發照單位

適用學院

適用系所(中心)

初階商務企劃員證照

WBSA 世界商務策劃師聯合
商學與管理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會

5,000

關務人員考試

考選部

商學與管理學院 國際貿易系

5,000

5,000

國際專案管理師 PMP

美國專案管理學會

商學與管理學院 國際貿易系

38

5,000

5,000

SOLE-CPL 第三級物流經營策略師

美國 SOLE 國際物流協會

商學與管理學院 國際貿易系

39

5,000

5,000

專責報關人員

財政部

商學與管理學院 國際貿易系

40

5,000

5,000

貿易經營師

台北市進出口工會

商學與管理學院 國際貿易系

41

5,000

－

LCCI 行銷管理 Marketing(二級)

英國倫敦商會考試局
(LCCIEB)

商學與管理學院 國際貿易系

42

5,000

－

展覽專業人員進階認證

國貿局

商學與管理學院 國際貿易系

43

5,000

－

外匯交易專業能力測驗

台灣金融研訓院

商學與管理學院 國際貿易系

44

5,000

－

ERP 軟體顧問師(配銷模組)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電
腦技能基金會

商學與管理學院 國際貿易系

45

5,000

－

ERP 軟體顧問師(財務模組)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電
腦技能基金會

商學與管理學院 國際貿易系

46

5,000

－

ERP 軟體顧問師(生管製造模組)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電

商學與管理學院 國際貿易系

35

5,000

－

36

5,000

37

相關任教科目
企劃書賺謝實務
國際貿易實務、國際貿易法、
國貿英文、國際貿易融資、國
貿實務操作、通關實務
專案管理、管理學、國際企
業、人力資源管理、生產管理
供應鏈管理、國際物流管理、
物流管理、國際證照實務
國際貿易實務、國際貿易法、
國貿英文、國際貿易融資、國
貿實務操作、通關實務、貿易
資訊系統
國際貿易實務、國際貿易法、
國貿英文、國際貿易融資、國
貿實務操作、通關實務、貿易
資訊系統
管理學、國際企業、行銷管
理、行銷研究、國際行銷、行
銷學、電子商務、商業英文、
企業管理、財務管理、會計、
電子商務、商業英文、創業管
理
國際行銷、國際商展規劃與管
理、創意會展實務、創意行
銷、 行銷學
國際金融與匯兌 、初階外匯
人員證照、國際貿易實務
企業資源規劃、電子商務概
論、貿易運籌資訊管理、ERP
模組證照
企業資源規劃、電子商務概
論、貿易運籌資訊管理、ERP
模組證照
企業資源規劃、電子商務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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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金額(元)
編號 院系/中心 本校優質
認證
廠商認證
(5,000)
(5,000)

證照名稱

發照單位

適用學院

適用系所(中心)

腦技能基金會

相關任教科目
論、貿易運籌資訊管理、ERP
模組證照
國際貿易實務、國際貿易法、
國貿英文、國際貿易融資、國
貿實務操作、通關實務、物流
管理、國際物流管理、關稅法
規
國際商展規劃與管理、創意行
銷、行銷企劃撰選、創意會展
實務、商展行銷、國際貿易實
務
領隊導遊實務、國際領隊帶團
實 務 、 觀 光 外 語 溝 通
(一)(二)、觀光英語、導覽英
文
領隊導遊實務、國際領隊帶團
實 務 、 觀 光 外 語 溝 通
(一)(二)、觀光英語、導覽英
文
旅行業管理、行程規劃與設
計、旅遊糾紛與案例分析、航
空客運與票務
領隊導遊實務
領隊導遊實務、國際領隊帶團
實務
全球訂位系統

47

5,000

－

科學工業園區保稅業務人員

科學園區管理局

商學與管理學院 國際貿易系

48

5,000

－

Fancy Designer 3D 虛擬實境設計認
證(專業級)

儒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商學與管理學院 國際貿易系

49

5,000

5,000

導遊人員執業證(外語)

交通部觀光局

觀光與餐旅學院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50

5,000

5,000

領隊人員執業證(外語)

交通部觀光局

觀光與餐旅學院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51

5,000

5,000

旅行業經理人訓練結業證書

交通部觀光局

觀光與餐旅學院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52

5,000

5,000

導遊人員執業證(華語)

交通部觀光局

觀光與餐旅學院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53

5,000

5,000

領隊人員執業證(華語)

交通部觀光局

觀光與餐旅學院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54

5,000

－

Abacus 訂位認證考試合格證明書

先啟資訊

觀光與餐旅學院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55

5,000

－

Amadeus 訂位認證考試合格證明書

台灣亞瑪迪斯

觀光與餐旅學院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全球訂位系統

56

5,000

－

自行車 B 級領隊

台灣自行車協會

觀光與餐旅學院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自行車領隊

57

5,000

－

國際禮儀證照

中華商管教育發展學會

58

5,000

－

旅遊產品操作人員認證 Tour
Operator Certification

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觀光與餐旅學院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國際禮儀、美姿美儀
領隊與導遊實務、航空票務、
航空訂位系統、觀光行政與法
觀光與餐旅學院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規、旅行業經營管理、遊程規
劃、導覽解說、觀光地理、觀

107 年 12 月 4 日教務會議通過

附件一：獎助教師專業證照一覽表
獎助金額(元)
編號 院系/中心 本校優質
認證
廠商認證
(5,000)
(5,000)
59

60

5,000

5,000

－

5,000

61

5,000

5,000

62

5,000

5,000

63

5,000

5,000

64

5,000

5,000

65

5,000

66

證照名稱

民宿管家檢定認證

發照單位

台灣民宿協會

外貿協會/美國 Meeting
The Certified Meeting Professional(簡 Professionals International(簡
稱 CMP)
稱 MPI)& Convention
Industry Council(簡稱 CIC)
外貿協會/國際展覽組織
Certified in Exhibitio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agement(CEM)
Exhibitions and Events(簡稱
IAEE)
AH&LA 餐旅服務業督導
美國飯店業協會 AH&LA 及
CHS(Certified Hospitality Supervisor) 授權公司
AH&LA 餐旅服務業部門訓練師
美國飯店業協會 AH&LA 及
CHDT(Certified Hospitality
授權公司
Department Trainer )

適用學院

適用系所(中心)

光產業概論
觀光行政與法規、遊程規劃、
觀光與餐旅學院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導覽解說、觀光地理、觀光外
語溝通(一)(二)、觀光英語
觀光與餐旅學院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會展概論、會展實務、活動規
劃與管理、會展參展實務、會
展英文、會議規劃與管理

觀光與餐旅學院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會展概論、會展實務、活動規
劃與管理、會展參展實務、會
展英文、展覽規劃與管理

觀光與餐旅學院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餐飲管理、旅館管理、宴會管
理、顧客關係管理

觀光與餐旅學院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旅館管理、宴會管理、顧客關
係管理、人力資源管理

會議展覽專業人員認證

經濟部國貿局

觀光與餐旅學院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

旅館資訊系統應用師(德安系統)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觀光與餐旅學院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5,000

－

旅館管理專業人員認證,CHM

中華民國旅館經理人協會

觀光與餐旅學院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67

5,000

－

AWI 亞洲葡萄酒學會初階侍酒師

台灣亞洲葡萄酒學會

觀光與餐旅學院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68

5,000

－

國際專案管理認證講師 IPMA
Certified Trainer-A/B/C/D 級

台灣專案管理學會

觀光與餐旅學院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69

5,000

－

WBM 婚禮宴會主持人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理協會 觀光與餐旅學院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70

5,000

－

時尚婚禮企劃師/顧問師(乙級/甲級)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理協會 觀光與餐旅學院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71

5,000

－

國際禮儀接待員乙級

華廈訓評職能評鑑委員會

相關任教科目

觀光與餐旅學院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會展概論、會展實務、活動規
劃與管理
旅館管理、旅館資訊系統、顧
客關係管理
旅館管理、宴會管理、房務管
理與實作、餐旅服務技術、顧
客關係管理
旅館管理、餐飲管理、宴會管
理、酒與飲料知識管理
專案管理、管理學、人力資源
管理、行銷管理
活動規劃與管理、宴會管理、
會展活動主持與接待、婚禮活
動規劃
活動規劃與管理、專案管理、
宴會管理、企劃案撰寫、婚禮
活動規劃
國際禮儀、餐飲管理、旅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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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金額(元)
編號 院系/中心 本校優質
認證
廠商認證
(5,000)
(5,000)
72

5,000

－

73

5,000

74

5,000

證照名稱

發照單位

適用學院

適用系所(中心)

MICEA 會議展覽行銷應用師

盈豐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觀光與餐旅學院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5,000

Barista(咖啡)

Silicon Stone Education

觀光與餐旅學院 餐飲管理系

5,000

Bartender(調酒)

Silicon Stone Education

觀光與餐旅學院 餐飲管理系

觀光與餐旅學院 餐飲管理系

75

5,000

5,000

Barista skills foundation(初級學科)

歐洲精品咖啡協會
(Speciality Coffee
Association of Europe)簡稱
SCAE

76

5,000

5,000

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系統稽核

社團法人中華食品安全管制
觀光與餐旅學院 餐飲管理系
系統發展協會

77

5,000

5,000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基礎訓練合格證
書(HACCPB 證)

社團法人中華食品安全管制
觀光與餐旅學院 餐飲管理系
系統發展協會

78

5,000

－

中餐烹調(丙級)

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觀光與餐旅學院 餐飲管理系

79

5,000

－

西餐烹調(丙級)

勞動部

觀光與餐旅學院 餐飲管理系

相關任教科目
理、宴會管理、顧客關係管理
會展概論、會展實務、活動規
劃與管理、行銷管理
酒與飲料知識管理、餐旅服務
技術、飲料管理與調酒、飲料
調製、酒吧經營管理、餐飲人
力資源管理
酒與飲料知識管理、餐旅服務
技術、飲料管理與調酒、飲料
調製、酒吧經營管理、餐飲人
力資源管理
酒與飲料知識管理、餐飲管
理、飲料管理與調酒、飲料調
製、酒吧經營管理、食物製備
原理、烘焙實務與實習
(一 )(二 )、咖啡產業與實務
(一)(二)、藝術蛋糕製作
食品製備原理、食品安全與衛
生、飲料管理與調酒、烘焙實
務與實習(一)(二)、咖啡產業
與實務(一)(二)、西式烹調與
實習、台式料理實務與實習、
鐵板燒料理(一)(二)、藝術蛋
糕製作、HACCP 管理實務
食品製備原理、食品安全與衛
生、飲料管理與調酒、烘焙實
務與實習(一)(二)、咖啡產業
與實務(一)(二)、西式烹調與
實習、台式料理實務與實習、
鐵板燒料理(一)(二)、藝術蛋
糕製作、HACCP 管理實務
中餐烹調與實習(一)(二)、台
式料理實務與實習、鐵板燒料
理(一)
西式烹調與實習、創意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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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獎助教師專業證照一覽表
獎助金額(元)
編號 院系/中心 本校優質
認證
廠商認證
(5,000)
(5,000)

證照名稱

發照單位

適用學院

適用系所(中心)

80

5,000

－

烘培食品-麵包(丙級)

勞動部

觀光與餐旅學院 餐飲管理系

81

5,000

－

飲料調製(丙級)

勞動部

觀光與餐旅學院 餐飲管理系

82

5,000

－

餐旅服務技術士(丙級)

勞動部

觀光與餐旅學院 餐飲管理系

83

5,000

－

MICERE 會議展覽接待禮儀-乙級證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理協會 觀光與餐旅學院 餐飲管理系
照

84

5,000

－

The Specialty Coffee Association of
Europe

Introduction TO Coffee

85

5,000

－

Chocolate Craftsman

韓國食生活製菓協會
(Korean Dietary Life
觀光與餐旅學院 餐飲管理系
&Bakery Association,KDBA)

86

5,000

5,000

TKT 劍橋英語教師認證 Module 1
Band 3 或 Band 4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ESOL Examinations

觀光與餐旅學院 餐飲管理系

觀光與餐旅學院 應用英語系

相關任教科目
南洋料理、鐵板燒料理
(一)(二)
烘焙實務與實習(一)(二)、西
式點心與實習、西式烹調與實
習、鐵板燒料理(一)、食品雕
刻藝術
咖啡產業與實務(一)、飲料管
理與調酒、烘焙實務與實習
(一)(二)、西式點心與實習、
西式烹調與實習、鐵板燒料理
(一)、食品雕刻藝術
國際禮儀、桌邊服務
國際禮儀、國際商務禮儀、商
務溝通技巧、跨國經營文化溝
通、國際商展規劃與管理、創
意會展實務、國際服務業管理
酒與飲料知識管理、餐飲管
理、飲料管理與調酒、飲料調
製、酒吧經營管理、食物製備
原理、烘焙實務與實習
(一 )(二 )、咖啡產業與實務
(一)(二)、藝術蛋糕製作
酒與飲料知識管理、餐飲管
理、飲料管理與調酒、飲料調
製、酒吧經營管理、食物製備
原理、烘焙實務與實習
(一 )(二 )、咖啡產業與實務
(一)(二)、藝術蛋糕製作
英語教學法(上)(下)、英文教
學評量、聽講練習、句子與段
落寫作、描述文閱讀、論說文
閱讀、引導式寫作、摘要寫
作、生活英語會話、敘述文閱
讀、句子覆述、英文段落寫
作、主題聽講練習、議論文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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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獎助教師專業證照一覽表
獎助金額(元)
編號 院系/中心 本校優質
認證
廠商認證
(5,000)
(5,000)

證照名稱

發照單位

適用學院

適用系所(中心)

87

5,000

5,000

TKT 劍橋英語教師認證 Module 2
Band 3 或 Band 4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ESOL Examinations

觀光與餐旅學院 應用英語系

88

5,000

5,000

TKT 劍橋英語教師認證 Module 3
Band 3 或 Band 4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ESOL Examinations

觀光與餐旅學院 應用英語系

89

5,000

5,000

TKT 劍橋英語教師認證 YL Band 3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ESOL Examinations

觀光與餐旅學院 應用英語系

國貿大會考

中華國際經貿研究學會、台
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
觀光與餐旅學院 應用英語系
會、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
公會、台灣省進出口商業同
業公會聯合會

90

5,000

5,000

相關任教科目
讀、英文短文寫作、學術(專
題)寫作、科技英文閱讀
英語教學法(上)(下)、英文教
學評量、聽講練習、句子與段
落寫作、描述文閱讀、論說文
閱讀、引導式寫作、摘要寫
作、生活英語會話、敘述文閱
讀、句子覆述、英文段落寫
作、主題聽講練習、議論文閱
讀、英文短文寫作、學術(專
題)寫作、科技英文閱讀
英語教學法(上)(下)、英文教
學評量、聽講練習、句子與段
落寫作、描述文閱讀、論說文
閱讀、引導式寫作、摘要寫
作、生活英語會話、敘述文閱
讀、句子覆述、英文段落寫
作、主題聽講練習、議論文閱
讀、英文短文寫作、學術(專
題)寫作、科技英文閱讀
英語教學法(上)(下)、英文教
學評量、聽講練習、句子與段
落寫作、描述文閱讀、論說文
閱讀、引導式寫作、摘要寫
作、生活英語會話、敘述文閱
讀、句子覆述、英文段落寫
作、主題聽講練習、議論文閱
讀、英文短文寫作、學術(專
題)寫作、科技英文閱讀
國貿概論、國際貿易實務、國
貿實務實習、國貿付款工程、
國貿證照實務、貿易個案研
究、商用英文閱讀、商用英語
會話、商用英文寫作、商英書
信寫作、進階商用英文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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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金額(元)
編號 院系/中心 本校優質
認證
廠商認證
(5,000)
(5,000)

證照名稱

發照單位

適用學院

適用系所(中心)

91

5,000

－

國貿丙級

勞動部

觀光與餐旅學院 應用英語系

92

5,000

－

初階會議展覽專業人員認證考試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觀光與餐旅學院 應用英語系

93

5,000

5,000

SolidWorks CSWP 專業級國際認證

Dassault Systemes
SolidWorks Corporation

設計與資訊學院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94

5,000

5,000

95

5,000

5,000

AutoCAD Certified Professional 專業
Autodesk, Inc.
級國際認證
TQC 進階零件及曲面設計
財團法人電腦技能基金會
(Pro/ENGINEER/Creo Parametric)

96

5,000

5,000

中級 3D 列印工程師

經濟部

設計與資訊學院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97

5,000

5,000

中級工具機機械設計工程師

經濟部

設計與資訊學院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98

5,000

－

SolidWorks CSWA 基礎級國際認證

Dassault Systemes
SolidWorks Corporation

設計與資訊學院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99

5,000

－

財團法人電腦技能基金會

設計與資訊學院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100

5,000

－

TQC 基礎零件設計
(Pro/ENGINEER / Creo Parametric)
實體設計 (Pro/ENGINEER / Creo
Parametric)

財團法人電腦技能基金會

設計與資訊學院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101

5,000

－

TQC 商品造形設計(Rhinoceros)

財團法人電腦技能基金會

設計與資訊學院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102

5,000

－

TQC 基礎電腦輔助平面製圖
AutoCAD

財團法人電腦技能基金會

設計與資訊學院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設計與資訊學院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設計與資訊學院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相關任教科目
國貿概論、國際貿易實務、國
貿實務實習、國貿付款工程、
國貿證照實務、貿易個案研
究、商用英文閱讀、商用英語
會話、商用英文寫作、商英書
信寫作、進階商用英文閱讀
會展英文、觀光英語、觀光外
語溝通(一)(二)
電腦輔助工程製圖、電腦輔助
立體製圖、電腦輔助工程分
析、電腦輔助板金設計、電腦
輔助模具設計、整合機械設
計、整合產品設計
電腦輔助設計圖學、設計圖
學、電腦輔助工程製圖
電腦輔助產品設計、數控工具
機實習
精密模型製作、創新產品設
計、整合產品設計、交通工具
設計
工具機學、數控工具機、整合
機械設計、應用力學
電腦輔助工程製圖、電腦輔助
立體製圖、電腦輔助工程分
析、電腦輔助板金設計、電腦
輔助模具設計、整合機械設
計、整合產品設計
電腦輔助產品設計、數控工具
機實習
電腦輔助產品設計、數控工具
機實習
基礎設計、產品設計、交通工
具設計、整合產品設計
電腦輔助設計圖學、設計圖
學、電腦輔助工程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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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獎助教師專業證照一覽表
獎助金額(元)
編號 院系/中心 本校優質
認證
廠商認證
(5,000)
(5,000)

證照名稱

發照單位

適用學院

適用系所(中心)

103

5,000

－

TQC 基礎電腦輔助立體製圖
AutoCAD

財團法人電腦技能基金會

設計與資訊學院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104

5,000

－

初級 3D 列印工程師

經濟部

設計與資訊學院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105

5,000

－

初級工具機機械設計工程師

經濟部

設計與資訊學院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106

5,000

5,000

107

5,000

5,000

108

5,000

5,000

109

5,000

5,000

110

5,000

5,000

111

5,000

－

112

5,000

－

113

5,000

114

iPAS 經濟部產業人才能力鑑定-行動
經濟部
裝置程式設計師
iPAS 經濟部產業人才能力鑑定-巨量
資料分析師
iPAS 經濟部產業人才能力鑑定-物聯
網應用工程師
iPAS 經濟部產業人才能力鑑定-行動
APP 企劃師
Big Data Knowledge Today 國際認證
iPAS 經濟部產業人才能力鑑定-行動
遊戲程式設計師

設計與資訊學院 資訊科技系

經濟部

設計與資訊學院 資訊科技系

經濟部

設計與資訊學院 資訊科技系

經濟部

設計與資訊學院 資訊科技系

Silicon Stone Education

設計與資訊學院 資訊科技系

經濟部

設計與資訊學院 資訊科技系

物聯網智慧應用及技術(專業級)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設計與資訊學院 資訊科技系

－

電子試算表(專業級)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設計與資訊學院 資訊科技系

5,000

－

行動裝置應用(專業級)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設計與資訊學院 資訊科技系

115

5,000

－

專案管理概論(專業級)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設計與資訊學院 資訊科技系

116

5,000

－

GS1 EPC Global

設計與資訊學院 資訊科技系

117

5,000

－

118

5,000

5,000

EPC Certified Internet of Things
Expert
國際認證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
ISO/IEC 27001:2013)主導稽核員
TQC+Android 行動裝置程式設計專
業人員

相關任教科目
電腦輔助設計圖學、設計圖
學、電腦輔助工程製圖
精密模型製作、創新產品設
計、整合產品設計、交通工具
設計
工具機學、數控工具機、整合
機械設計、應用力學
行動應用開發實作、雲端服務
平台實作、雲端服務技實務、
智慧生活與 Android 應用實
務
大數據資料分析實務、網頁資
料挖掘、大數據個案探討
智慧型機器人、智慧生活科技
APP 開發實務、行動服務科
技
資料庫管理、資料挖掘
遊戲互動設計、遊戲設計實
務、行動影音整合實務
物聯網概論、電腦網路與法
律、計算機概論與資訊倫理
資料處理與分析、資料挖掘、
人工智慧
數位網頁設計、跨平台程式設
計、雲端多媒體程式開發、雲
端服務技術
軟體工程、系統分析、資訊個
案研討、專題實作
物聯網概論、無線傳輸與雲端
應用

Hermes Infotech Inc. (IRCA) 設計與資訊學院 資訊科技系

資訊安全、資通安全實務

電腦技能基金會

數位網頁設計、跨平台程式設
計、雲端多媒體程式開發、手

設計與資訊學院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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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獎助教師專業證照一覽表
獎助金額(元)
編號 院系/中心 本校優質
認證
廠商認證
(5,000)
(5,000)

證照名稱

發照單位

適用學院

適用系所(中心)

119

5,000

5,000

iClone Animation Trainer

Reallusion

設計與資訊學院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120

5,000

5,000

3D max Design & Maya 國際認證

Autodesk

設計與資訊學院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121

5,000

5,000

ACA Illustrator

Adobe

設計與資訊學院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122

5,000

5,000

iPAS 行動遊戲程式設計師

經濟部工業局

設計與資訊學院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123

5,000

－

ITE 資訊專業人員鑑定：數位學習類
電腦技能基金會
數位教學設計專業人員

設計與資訊學院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124

5,000

－

ITE 數位內容遊戲企劃專業人員

電腦技能基金會

設計與資訊學院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125

5,000

－

TQC+行動裝置應用程式設計
(Android 2)

電腦技能基金會

設計與資訊學院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126

5,000

－

TQC 動態網頁程式設計 ASP.NET

電腦技能基金會

設計與資訊學院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127

5,000

－

TQC 雲端技術及網路服務

電腦技能基金會

設計與資訊學院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128

5,000

－

Unity Certified Associate

Unity Technologies

設計與資訊學院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129

5,000

－

ACA Premiere

Adobe

設計與資訊學院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130

5,000

－

ACA InDesign

Adobe

設計與資訊學院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131

5,000

5,000

Illustrator

Adobe ACE

設計與資訊學院 生活創意設計系

132

5,000

5,000

Premiere

Adobe ACE

設計與資訊學院 生活創意設計系

133

5,000

5,000

參數實體設計 Pro/E

TQC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
腦技能基金會

設計與資訊學院 生活創意設計系

相關任教科目
機程式、跨平台網頁設計
場景與動畫、多媒體導論、故
事腳本與分鏡
動畫(一)、遊戲開發實務
(一)、場景與動畫、遊戲美術
設計
電腦繪圖實務、遊戲美術設計
遊戲開發實務(一)、互動媒體
設計(一)、遊戲引擎應用(二)
數位網頁設計、跨平台程式設
計、雲端多媒體程式開發
數位網頁設計、跨平台程式設
計、雲端多媒體程式開發
數位網頁設計、跨平台程式設
計、雲端多媒體程式開發、手
機程式、跨平台網頁設計
數位網頁設計、跨平台程式設
計、雲端多媒體程式開發、網
頁設計、跨平台網頁設計
數位網頁設計、跨平台程式設
計、雲端多媒體程式開發、雲
端服務技術
遊戲開發實務(一)、互動媒體
設計(一)、遊戲引擎應用(二)
數位影像剪輯、影音合成製作
電腦繪圖實務、遊戲美術設計
設計概論、基本設計、電腦繪
圖、企業識別系統設計、包裝
設計
基本設計、電腦繪圖，進階電
腦繪圖、腳本設計、作品集製
作與設計、專題實務
生活創意商品設計、創意文
案、節慶文化與活動設計、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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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獎助教師專業證照一覽表
獎助金額(元)
編號 院系/中心 本校優質
認證
廠商認證
(5,000)
(5,000)

證照名稱

發照單位

適用學院

適用系所(中心)

134

5,000

－

ATS 行銷企劃管理師

國際專業管理亞太年會

135

5,000

－

CCPP 文化創意產品企劃員乙級

台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會 設計與資訊學院 生活創意設計系

136

5,000

－

CIIP(創意管理師、創新管理師、創
CIIP 國際證照中心
業管理師三合一甲級)

設計與資訊學院 生活創意設計系

137

5,000

－

CIIP(文創產業經營管理師、行銷策
CIIP 國際證照中心
略管理師二合一甲級)

設計與資訊學院 生活創意設計系

138

5,000

－

InDesign

Adobe PIIC 平面設計國際認
設計與資訊學院 生活創意設計系
證

139

5,000

－

MICEA 會議展覽行銷應用師

盈豐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設計與資訊學院 生活創意設計系

140

5,000

－

NBPDC 新事業規劃及發展能力檢定
盈豐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證照(初階以上)

設計與資訊學院 生活創意設計系

141

5,000

5,000

CWT 全民中檢優等

142

5,000

5,000

綠色能源科技管理師 GETMM(專業
CIIP 國際認證中心
級/甲級)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基金
會

設計與資訊學院 生活創意設計系

相關任教科目
意提案技巧、創意市集實務、
電腦繪圖
文化創意產業、創意文案、節
慶文化與活動設計、創意提案
技巧、媒體公關、創意市集實
務、創意會展實務
文化創意產業、生活創意商品
設計、節慶文化與活動設計、
創意提案技巧、媒體整合行
銷、創意市集實務
文化創意產業、生活創意商品
設計、創意提案技巧、媒體整
合行銷、創意市集實務、創意
會展實務
文化創意產業、生活創意商品
設計、創意提案技巧、媒體整
合行銷、創意市集實務、創意
會展實務
設計概論、基本設計、電腦繪
圖、企業識別系統設計、包裝
設計
生活創意商品設計、活動企
劃、故事行銷、媒體整合行
銷、創意會展實務、社區特色
營造
生活創意產業與區域發展、創
意文案、活動企劃、節慶文化
與活動設計、媒體整合行銷、
創意行銷企畫與設計、創意會
展實務

通識教育中心

國文

通識教育中心

生態環境、能源與環境、環境
資源概論、台灣生態與環境、
社會問題討論、節能與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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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獎助教師專業證照一覽表
獎助金額(元)
編號 院系/中心 本校優質
認證
廠商認證
(5,000)
(5,000)

證照名稱

發照單位
台灣健康促進暨衛生教育學
會

適用學院

適用系所(中心)

143

5,000

5,000

健康促進管理師(專業級/甲級)

144

5,000

5,000

製茶技術管理師 TEATCHM(專業級/
CIIP 國際認證中心
甲級)

通識教育中心

145

5,000

－

永續能源與資源管理管理師
(SERMM)(專業級/甲級)

TUV Rheiniand Taiwan
Ltd.(台灣德國萊茵)

通識教育中心

146

5,000

－

永續發展碳管理管理師
(SDCMM)(專業級/甲級)

TUV Rheiniand Taiwan
Ltd.(台灣德國萊茵)

通識教育中心

147

5,000

－

生技化妝保養品研發管理師(乙級)

工研院產業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

148

5,000

－

音樂照顧活動設計暨帶動人員(進階
加賀谷宮本武音樂照顧協會
級)

通識教育中心

149

5,000

－

NAHA 美國芳療師認證(LEVEL1)

通識教育中心

150

5,000

－

溝通談判策略管理師 CNSM(專業級/
台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會
甲級)

通識教育中心

151

5,000

－

運動防護員證書

台灣運動傷害防護學會

通識教育中心

152

5,000

5,000

多益測驗 CEF C1

ETS 忠欣股份有限公司

全校性英文證照

153

5,000

5,000

全民英檢 CEF C1

LTTC 語言訓練中心

全校性英文證照

154

5,000

5,000

Bultas CEF C1

Cambridge

全校性英文證照

155

5,000

5,000

IELTS CEF C1

Cambridge

全校性英文證照

156

5,000

TOEFL iBT CEF C1

ETS 忠欣股份有限公司

全校性英文證照

157

5,000

5,000
－

多益測驗 CEF B2

ETS 忠欣股份有限公司

全校性英文證照

158

5,000

－

全民英檢 CEF B2

LTTC 語言訓練中心

全校性英文證照

159

5,000

－

Bultas CEF B2

Cambridge

全校性英文證照

美國國家整體芳療協會

通識教育中心

相關任教科目
保健醫藥、醫藥與健康講座、
生活醫藥與健康、健康生活
華人文化與社會發展、茶香酒
美、壓力情緒管理、人與自然
的對話、健康生活、音樂與人
生
生態環境、能源與環境、環境
資源概論、台灣生態與環境、
社會問題討論、節能與減碳
生態環境、能源與環境、環境
資源概論、台灣生態與環境、
社會問題討論、節能與減碳
生物科技概論、藥物與生活、
奈米科技概論、生命科學概論
壓力情緒管理、人與自然的對
話、健康生活、音樂與人生
壓力情緒管理、人與自然的對
話、健康生活
人際溝通、生涯規劃、壓力情
緒管理、人與自然的對話、健
康生活
運動與健康、健康體能、運動
與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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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獎助教師專業證照一覽表
獎助金額(元)
編號 院系/中心 本校優質
認證
廠商認證
(5,000)
(5,000)

證照名稱

發照單位

適用學院

適用系所(中心)

160

5,000

－

IELTS CEF B2

Cambridge

全校性英文證照

161

5,000

－

TOEFL iBT CEF B2

ETS 忠欣股份有限公司

全校性英文證照

相關任教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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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獎助教師專業證照-Ｃ級體育證照一覽表
編號

獎助金額(元)

1

4,000

2

4,000

3

4,000

4

4,000

5

4,000

6

4,000

7

4,000

8

4,000

9

4,000

證照名稱

發照單位

中華民國籃球協會、中華民
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中華民國羽球協會、中華民
羽球(大專)C 級教練、裁判證
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中華民
網球(大專)C 級教練、裁判證
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中華民
排球(大專)C 級教練、裁判證
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中華民國桌球協會、中華民
桌球(大專)C 級教練、裁判證
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中華民國體育協會、中華民
體適能(大專)C 級指導員
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中華民國拳擊武術有氧體適
中華民國 C 級拳擊武術有氧體適能
能協會、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教練證
體育總會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舞蹈總
C 級體育運動舞蹈教練證
會、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
總會
中華民國田徑協會、中華民
C 級田徑教練、裁判證
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籃球(大專)C 級教練、裁判證

適用學院

適用系所(中心)

相關任教科目

全校體育教師

體育課

全校體育教師

體育課

全校體育教師

體育課

全校體育教師

體育課

全校體育教師

體育課

全校體育教師

體育課

全校體育教師

體育課

全校體育教師

體育課

全校體育教師

體育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