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證照統計 表4_8統計區間2017/08/01-2018/01/31

院群 系(科所院) 學制 身分類別
原住
民

國內
外

證照名稱 級別 證照類別 發照單位 證照日期 男 女

商管學院 會資系 日四技
當年度畢
業生

否 國內 TQC-OA WORD(2013) Professional 專業級 其他
(CSF)Computer Skills Foundation[中
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2017/12/23 0 1

商管學院 會資系 日四技
當年度畢
業生

否 國內 (CFSsme)中小企業財務人員 政府機關
行政院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TABF)台灣金融研訓院

2017/09/30 1 0

商管學院 會資系 日四技
當年度畢
業生

否 國內 企業內部控制 其他
(SFI)Securities & Futures Institute[中
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

2018/01/10 0 1

商管學院 會資系 日四技
當年度畢
業生

否 國內 (CSEPT)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新制 98年11月後)第一級(130~169)
/ CEF A2

英文證照
(LTTC)The language
Training&Testing Center[財團法人語
言訓練測驗中心]

2017/11/03 0 1

商管學院 會資系 日四技 在學學生 否 國內 (CSEPT)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新制 98年11月後)第一級(130~169)
/ CEF A2

英文證照
(LTTC)The language
Training&Testing Center[財團法人語
言訓練測驗中心]

2017/11/03 1 3

商管學院 會資系 日四技 在學學生 否 國內 (CSEPT)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新制 98年11月後)第二級(120~179)
/ CEF A2

英文證照
(LTTC)The language
Training&Testing Center[財團法人語
言訓練測驗中心]

2017/11/03 0 2

商管學院 會資系 日四技 在學學生 否 國內 (CSEPT)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新制 98年11月後)第一級(170~240)
/ CEF B1

英文證照
(LTTC)The language
Training&Testing Center[財團法人語
言訓練測驗中心]

2017/11/03 0 2

商管學院 會資系 日四技 在學學生 否 國外 (TOEIC)多益測驗

Listening:CEF A1, Reading:CEF
A1／新版測驗{[LISTENING 滿60分
，但未達110分且READING 滿60分
，但未達115分]}

英文證照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
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2017/12/08 1 0

商管學院 會資系 日四技
當年度畢
業生

否 國外 (TOEIC)多益測驗

Listening:CEF A1, Reading:CEF
A1／新版測驗{[LISTENING 滿60分
，但未達110分且READING 滿60分
，但未達115分]}

英文證照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
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2017/12/08 1 0

商管學院 會資系 日四技
當年度畢
業生

否 國外 (TOEIC)多益測驗

Listening:CEF A2, Reading:CEF
A1／新版測驗{[LISTENING 滿
110分，但未達275分且READING
滿60分，但未達115分]}

英文證照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
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2017/12/08 4 6

商管學院 會資系 日四技 在學學生 否 國外 (TOEIC)多益測驗

Listening:CEF A2, Reading:CEF
A1／新版測驗{[LISTENING 滿
110分，但未達275分且READING
滿60分，但未達115分]}

英文證照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
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2017/12/08 3 2

商管學院 會資系 日四技
當年度畢
業生

否 國外 (TOEIC)多益測驗

Listening:CEF A2, Reading:CEF
A1／新版測驗{[LISTENING 滿
110分，但未達275分且READING
滿60分，但未達115分]}

英文證照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
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2018/01/17 1 0

商管學院 會資系 日四技
當年度畢
業生

否 國外 (TOEIC)多益測驗

Listening:CEF A2, Reading:CEF
A2／新版測驗{[LISTENING 滿
110分，但未達275分且READING
滿115分，但未達275分]}

英文證照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
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2017/12/08 0 2

商管學院 會資系 日四技 在學學生 否 國外 (TOEIC)多益測驗

Listening:CEF A2, Reading:CEF
A2／新版測驗{[LISTENING 滿
110分，但未達275分且READING
滿115分，但未達275分]}

英文證照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
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2017/12/08 0 2

商管學院 會資系 日四技 在學學生 否 國外 (TOEIC)多益測驗

Listening:CEF A2, Reading:CEF
A2／新版測驗{[LISTENING 滿
110分，但未達275分且READING
滿115分，但未達275分]}

英文證照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
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2018/01/17 1 0

商管學院 會資系 日四技 在學學生 否 國外 (TOEIC)多益測驗

Listening:CEF B1, Reading:CEF
A2／新版測驗{[LISTENING 滿
275分，但未達400分且READING
滿115分，但未達275分]}

英文證照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
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2017/12/08 0 1

商管學院 會資系 日四技
當年度畢
業生

否 國內 財稅專業能力–綜合所得稅申報實務 實用級 / 90~100分(特優等) 其他
(CHAPF)Chunghua Association of
Public Finance[中華財政學會]

2017/12/01 0 1

商管學院 會資系 日四技
當年度畢
業生

否 國內 財稅專業能力–綜合所得稅申報實務 實用級 / 80~89分(優等) 其他
(CHAPF)Chunghua Association of
Public Finance[中華財政學會]

2017/12/01 0 1

商管學院 會資系 日四技
當年度畢
業生

否 國內 財稅專業能力–綜合所得稅申報實務 實用級 / 70~79分(甲等) 其他
(CHAPF)Chunghua Association of
Public Finance[中華財政學會]

2017/12/01 1 1



商管學院 會資系 日四技
當年度畢
業生

否 國內 財稅專業能力–財產稅申報實務 實用級 / 70~79分(甲等) 其他
(CHAPF)Chunghua Association of
Public Finance[中華財政學會]

2017/12/01 0 1

商管學院 會資系 日四技 在學學生 否 國內 (CWT)全民中文能力 中高等
語文證照-非外文
-華語

(CSF)Computer Skills Foundation[中
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2017/11/24 1 0

商管學院 會資系 日四技 在學學生 否 國內 (CWT)全民中文能力 中等
語文證照-非外文
-華語

(CSF)Computer Skills Foundation[中
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2017/11/24 1 10

商管學院 會資系 日四技
當年度畢
業生

否 國內 (CWT)全民中文能力 中等
語文證照-非外文
-華語

(CSF)Computer Skills Foundation[中
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2017/11/24 0 1

商管學院 會資系 日四技
當年度畢
業生

否 國內 (CWT)全民中文能力 中等
語文證照-非外文
-華語

(CSF)Computer Skills Foundation[中
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2018/01/28 0 1

商管學院 會資系 日四技
當年度畢
業生

否 國內 Planner of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其他
(CERPS)Chinese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Society[中華企業資源規劃
學會]

2017/08/01 0 3

商管學院 會資系 日四技
當年度畢
業生

否 國內 Planner of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其他
(CERPS)Chinese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Society[中華企業資源規劃
學會]

2017/11/01 0 2

商管學院 會資系 日四技
當年度畢
業生

否 國內 Planner of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其他
(CERPS)Chinese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Society[中華企業資源規劃
學會]

2017/12/01 0 1

商管學院 會資系 日四技 在學學生 否 國外
(PVQC)Professional Vocabulary Quotient
Credential-Business and Management

Specialist-Tier Four 國際證照
(GLAD) Global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Development[全球學習
與測評發展中心]

2017/11/06 1 2

商管學院 會資系 日四技 在學學生 否 國外
(PVQC)Professional Vocabulary Quotient
Credential-Business and Management

Specialist-Tier Three 國際證照
(GLAD) Global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Development[全球學習
與測評發展中心]

2017/11/06 1 1

商管學院 會資系 日四技
當年度畢
業生

否 國內 (CSEPT)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第一級(70分~89分) 英文證照
(LTTC)The language
Training&Testing Center[財團法人語
言訓練測驗中心]

2017/11/03 1 0

商管學院 會資系 日四技 在學學生 否 國內 (CSEPT)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第一級(70分~89分) 英文證照
(LTTC)The language
Training&Testing Center[財團法人語
言訓練測驗中心]

2017/11/03 0 3

商管學院 會資系 日四技 在學學生 否 國內 (CSEPT)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第一級(110分~129分) 英文證照
(LTTC)The language
Training&Testing Center[財團法人語
言訓練測驗中心]

2017/11/03 1 2

商管學院 會資系 日四技 在學學生 否 國內 (CSEPT)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第一級(90分~109分) 英文證照
(LTTC)The language
Training&Testing Center[財團法人語
言訓練測驗中心]

2017/11/03 0 1

商管學院 會資系 日四技 在學學生 否 國內 TQC-OA Word(2016) Professional 專業級 其他
(CSF)Computer Skills Foundation[中
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2017/12/23 1 0

總計 21 54



證照統計 表4_8統計區間2017/08/01-2018/01/31

院群 系(科所院) 學制 身分類別
原住
民

國內
外

證照名稱 級別 證照類別 發照單位 證照日期 男 女

商管學院 會資系 日四技 在學學生 否 國內 (CSEPT)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第一級(110分~129分) 英文證照
(LTTC)The language
Training&Testing Center[財團法人語
言訓練測驗中心]

2017/11/03 0 1

總計 0 1



證照統計 表4_8統計區間2017/08/01-2018/01/31

院群 系(科所院) 學制 身分類別
原住
民

國內
外

證照名稱 級別 證照類別 發照單位 證照日期 男 女

商管學院 財政系 日四技 在學學生 否 國內 旅館管理專業人員認證 銀階 其他 中華民國旅館經理人協會 2017/12/03 0 1

商管學院 財政系 日四技
當年度畢
業生

否 國內 (CFSsme)中小企業財務人員 政府機關
行政院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TABF)台灣金融研訓院

2017/09/30 0 1

商管學院 財政系 日四技
當年度畢
業生

否 國內 (CSEPT)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新制 98年11月後)第一級(130~169)
/ CEF A2

英文證照
(LTTC)The language
Training&Testing Center[財團法人語
言訓練測驗中心]

2017/11/03 1 1

商管學院 財政系 日四技 在學學生 否 國內 (CSEPT)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新制 98年11月後)第一級(130~169)
/ CEF A2

英文證照
(LTTC)The language
Training&Testing Center[財團法人語
言訓練測驗中心]

2017/11/03 0 5

商管學院 財政系 日四技 在學學生 否 國外 (TOEIC)多益測驗

Listening:CEF A2, Reading:CEF
A1／新版測驗{[LISTENING 滿
110分，但未達275分且READING
滿60分，但未達115分]}

英文證照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
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2017/12/08 0 1

商管學院 財政系 日四技 在學學生 否 國外 (TOEIC)多益測驗

Listening:CEF A2, Reading:CEF
A2／新版測驗{[LISTENING 滿
110分，但未達275分且READING
滿115分，但未達275分]}

英文證照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
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2017/12/08 1 0

商管學院 財政系 日四技
當年度畢
業生

否 國外 (TOEIC)多益測驗

Listening:CEF A2, Reading:CEF
A2／新版測驗{[LISTENING 滿
110分，但未達275分且READING
滿115分，但未達275分]}

英文證照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
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2017/12/08 1 3

商管學院 財政系 日四技
當年度畢
業生

否 國外 (TOEIC)多益測驗

Listening:CEF A2, Reading:CEF
A2／新版測驗{[LISTENING 滿
110分，但未達275分且READING
滿115分，但未達275分]}

英文證照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
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2018/01/17 1 0

商管學院 財政系 日四技 在學學生 否 國外 (TOEIC)多益測驗

Listening:CEF A2, Reading:CEF
A2／新版測驗{[LISTENING 滿
110分，但未達275分且READING
滿115分，但未達275分]}

英文證照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
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2018/01/17 0 1

商管學院 財政系 日四技 在學學生 否 國內 (CWT)全民中文能力 優等
語文證照-非外文
-華語

(CSF)Computer Skills Foundation[中
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2017/11/24 0 1

商管學院 財政系 日四技 在學學生 否 國內 (CWT)全民中文能力 中等
語文證照-非外文
-華語

(CSF)Computer Skills Foundation[中
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2017/11/24 1 12

商管學院 財政系 日四技
當年度畢
業生

否 國內 (CWT)全民中文能力 中等
語文證照-非外文
-華語

(CSF)Computer Skills Foundation[中
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2017/11/24 0 4

商管學院 財政系 日四技 在學學生 否 國內 (CWT)全民中文能力 中等
語文證照-非外文
-華語

(CSF)Computer Skills Foundation[中
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2018/01/06 0 1

商管學院 財政系 日四技 在學學生 否 國外
(PVQC)Professional Vocabulary Quotient
Credential-Business and Management

Specialist-Tier Four 國際證照
(GLAD) Global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Development[全球學習
與測評發展中心]

2017/11/02 1 0

商管學院 財政系 日四技 在學學生 否 國外
(PVQC)Professional Vocabulary Quotient
Credential-Business and Management

Specialist-Tier Two 國際證照
(GLAD) Global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Development[全球學習
與測評發展中心]

2017/11/02 0 2

商管學院 財政系 日四技 在學學生 否 國內 (CSEPT)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第一級(70分~89分) 英文證照
(LTTC)The language
Training&Testing Center[財團法人語
言訓練測驗中心]

2017/11/03 1 1

商管學院 財政系 日四技
當年度畢
業生

否 國內 (CSEPT)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第一級(110分~129分) 英文證照
(LTTC)The language
Training&Testing Center[財團法人語
言訓練測驗中心]

2017/09/21 0 1

商管學院 財政系 日四技 在學學生 否 國內 (CSEPT)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第一級(110分~129分) 英文證照
(LTTC)The language
Training&Testing Center[財團法人語
言訓練測驗中心]

2017/11/03 0 1

商管學院 財政系 日四技 在學學生 否 國內 (CSEPT)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第一級(90分~109分) 英文證照
(LTTC)The language
Training&Testing Center[財團法人語
言訓練測驗中心]

2017/11/03 0 3

商管學院 財政系 日四技 在學學生 否 國內 (CSEPT)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第一級(50 ~ 69分) 英文證照
(LTTC)The language
Training&Testing Center[財團法人語
言訓練測驗中心]

2017/11/03 1 0

商管學院 財政系 日四技
當年度畢
業生

否 國內 (CSEPT)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第一級(50 ~ 69分) 英文證照
(LTTC)The language
Training&Testing Center[財團法人語
言訓練測驗中心]

2017/11/03 0 2



商管學院 財政系 日四技 在學學生 否 國內 TQC-OA Word(2016) Professional 專業級 其他
(CSF)Computer Skills Foundation[中
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2017/09/04 1 0

商管學院 財政系 日四技
當年度畢
業生

否 國內 TQC-OA PowerPoint(2016) Professional 專業級 其他
(CSF)Computer Skills Foundation[中
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2017/11/18 0 1

總計 9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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