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陽科技大學會計系「證照檢定」畢業門檻 
 

一、 校訂「英文證照檢定」畢業門檻：本國籍之日間部四技生(不含外籍生、身障生、雙

軌旗艦專班及應用英語系學生)應通過本校『外語能力畢業指標實施辦法』中任一項

標準，方得抵免「外語能力輔導課程」取得畢業資格。詳細內容請參閱全校法規-語

言中心(108 學年度起入學生不適用)。 
二、 院訂「資訊證照檢定」畢業門檻：四年制學生應取得「資訊類證照-電腦軟體應用丙

級」，方得畢業。(106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與外籍生不適用)。 
三、 系訂「專業證照檢定」畢業門檻(限入學後考取)：四年制學生應取得 80 點以上證照

點數及研究所學生應取得 100 點以上證照點數，方得畢業(不含外籍生)。(註 1) 
四、 四年制學生必須至少取得 1張所屬模組之證照，研究所學生至少取得 1張專業證照。 

                          會計系專業證照一覽表                 110/11/9 版 

模組屬性 證照名稱 主辦單位 點數 備註 

會計/租稅

/資訊 會計師 考選部 200 註 2 

會計/租稅

/資訊 記帳士 考選部 140 註 3 

會計/租稅

/資訊 理財規劃顧問(AFP)  台灣理財顧問認證協會 100  

會計/租稅

/資訊 認證理財規劃顧問(CFP)  台灣理財顧問認證協會 160  

會計/租稅

/資訊 會計事務-人工記帳乙級 行政院勞動力發展署 100  

會計/租稅/

資訊 會計事務-資訊乙級 行政院勞動力發展署 80  

會計/租稅

/資訊 會計事務-人工記帳丙級 行政院勞動力發展署 60  

會計/租稅

/資訊 會計事務-資訊丙級 行政院勞動力發展署 60  

會計/租稅

/資訊 高級會計專業認證(成本會計) 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 40  

會計/租稅

/資訊 高級會計專業認證(中級會計) 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 40  

會計/租稅

/資訊 高級會計專業認證(公司法) 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 40  

會計/租稅

/資訊 高級會計專業認證(稅法) 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 40  



會計/租稅

/資訊 高級審計認證(審計學) 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 40  

會計/租稅

/資訊 無形資產評價師(中級) 經濟部 120  

會計/租稅

/資訊 無形資產評價師(初階) 經濟部 80  

會計/租稅

/資訊 內部稽核師(國際性證照) 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 200  

會計/租稅

/資訊 風險管理師 中華民國風險管理學會 60  

會計/租稅

/資訊 理財規劃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台灣金融研訓院 40  

會計/租稅

/資訊 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測驗 台灣金融研訓院 40  

會計/租稅

/資訊 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能力測驗 中華民國證劵暨期貨市場

發展基金會 40  

會計/租稅 中小企業財務主管認證 台灣金融研訓院 60  

會計/租稅 中小企業財務人員認證 台灣金融研訓院 40  

會計/租稅 公司治理基本能力測驗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

發展基金會 40  

會計/資訊 
ERP 軟體顧問師-配銷、財務、

生管模組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120(106) 
60(107) 

 

會計/資訊 
ERP 軟體應用師-配銷、財務、

生管模組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90(106) 
50(107) 

 

會計/資訊 ERP軟體應用師-財務模組(鼎新)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50  

會計/資訊 傑克電腦稽核軟體應用師(JCCP) 傑克商業自動化股份有限

公司 50  

租稅 「稅務會計實務」類財稅專業

能力證照測驗 中華財政學會 60  

租稅 「綜合所得稅申報實務」類財

稅專業能力證照測驗 中華財政學會 40  

租稅 「財產稅申報實務」類財稅專

業能力證照測驗 中華財政學會 40  

租稅 「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實務」

類財稅專業能力證照測驗 中華財政學會 40  



租稅 
「加值型及分非加值型營業稅

申報實務」類財稅專業能力證

照測驗 
中華財政學會 40  

租稅 信託業業務人員信託業務專業

測驗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

公會/台灣金融研訓院 40  

租稅 投資型保險商品業務員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40  

資訊 GIAC (Global Information Assur-
ance Certification) SANS 國際組織 200  

資訊 CISA(資訊系統稽核師) 美國資訊系統稽核與控制

協會 200  

資訊 全 國 技 術 士 ( 電 腦 軟 體 設

(C++,Java)) 
行政院勞動力發展署 140  

資訊 ERP 導入顧問師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140(107) 
100(108) 

 

資訊 商業智慧(BI)規劃師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120(107) 
100(108) 

 

資訊 SAP Business One Implement 
Consultant Certification 

Builder Taiwan Education 
Service 120  

資訊 
SAP Business On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Engineer Cer-
tification 

Builder Taiwan Education 
Service 90 

 

資訊 
微軟資料庫管理 
MCDBA: Microsoft Certified Da-
tabase Administrator 

微軟 100 
 

資訊 Oracle 資料庫認證資深專家 Ora-
cle Certified Master(OCM) 

甲骨文 140 
 

資訊 
Oracle 資料庫認證專家 
Oracle9i Certified Profes-
sional(OCP) 

甲骨文 100 
 

資訊 
Oracle 資料庫認證專員 
Oracle9i Certified Associ-
ate(OCA) 

甲骨文 60 
 

資訊 國際電腦稽核軟體應用師(ICCP) 國際電腦稽核教育協會 60  

資訊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行政院勞動力發展署 60  

資訊 IC3 計算機綜合能力全球國際認

證 Certiport 50  

資訊 創意App程式設計(App Inventor)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60  



資訊 基礎創意 App 程式設計 
(App Inventor)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40  

資訊 App Inventor 程式設計核心能

力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20  

資訊 TQC 專案管理摡論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40  

資訊 進階 ERP 規劃師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60  

資訊 初階 ERP 規劃師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40  

資訊 商業智慧(BI)軟體績效師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40  

資訊 TQC-EXCEL(專業級)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60  

資訊 TQC-EXCEL(進階級)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40  

資訊 TQC-EXCEL(實用級)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20  

資訊 TQC-ACCESS(專業級)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60  

資訊 TQC-ACCESS(進階級)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40  

資訊 TQC-ACCESS(實用級)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20  

資訊 TQC 電腦會計(專業級)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60  

資訊 TQC 電腦會計(進階級)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40  

資訊 TQC 初級會計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20  

資訊 TQC JAVA 程式設計(專業級)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60  

資訊 TQC JAVA 程式設計(進階級)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40  

資訊 TQC JAVA 程式設計(實用級)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20  

資訊 TQC VB 軟體開發(專業級)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60  

資訊 TQC VB 軟體開發(進階級)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40  

資訊 TQC VB 程式設計認證(專業級)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60  

資訊 TQC VB 程式設計認證(進階級)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40  

資訊 TQC VB 程式設計認證(實用級)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20  

資訊 TQC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60  



資訊 TQC 電子商務概論(進階級)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40  

資訊 TQC 電子商務概論(實用級)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20  

資訊 全國技術士(網頁設計) 行政院勞動力發展署 40  

資訊 資訊專業人員鑑定-基礎資訊技

術 
經濟部主辦，中華民國電

腦技能基金會協辦 40  

資訊 資訊專業人員鑑定-基礎管理知

識 
經濟部主辦，中華民國電

腦技能基金會協辦 40  

資訊 資訊專業人員鑑定-資料庫管理 經濟部主辦，中華民國電

腦技能基金會協辦 40  

資訊 資訊專業人員鑑定-資訊系統發

展與導入 
經濟部主辦，中華民國電

腦技能基金會協辦 40  

資訊 資訊專業人員鑑定-網路與安全

管理 
經濟部主辦，中華民國電

腦技能基金會協辦 40  

資訊 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MOS) 
Excel Expert 

Microsoft 原廠-Office 國際

專業認證 40  

資訊 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MOS) Excel Core 

Microsoft 原廠-Office 國際

專業認證 20  

其他 CAS (美國產險精算師) 美 國 產 險 精 算 協 會

(Casualty Actuarial Society) 200  

其他 中華民國精算師考試(退休金類) 中華民國精算師學會 140  

其他 中華民國精算師考試(產險類) 中華民國精算師學會 140  

其他 中華民國精算師考試(壽險類) 中華民國精算師學會 140  

其他 美國壽險管理師及理賠師 美國人壽保險管理學會 100  

其他 資產證券化基本能力測驗 
中華專業認證學會/中華

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

基金會 
60 

 

其他 多益測驗(TOEIC880 以上)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100  

其他 多益測驗(TOEIC750-879 分)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80  

其他 多益測驗(TOEIC550-749 分)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60  

其他 多益測驗(TOEIC350-549 分)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40  

其他 日本語能力認定書 2 級 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援

協會 80  



其他 日本語能力認定書 3 級 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援

協會 60  

其他 日本語能力認定書 4 級 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援

協會 40  

其他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中高級  
B2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

心 80  

其他 劍 橋 國 際 商 務 英 文 能 力

BULATS   LEVEL 3 B2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

心 60  

其他 IELTS 7.0 C1 British Council Examina-
tions 80  

其他 IELTS 6.5 C1 British Council Examina-
tions 60  

其他 IELTS 5.5 B2 British Council Examina-
tions 40  

其他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 中華民國證劵暨期貨市場

發展基金會 60  

其他 證券商業務員 中華民國證劵暨期貨市場

發展基金會 40  

其他 全民英檢中級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

心 
60(107) 
50(108) 

 

其他 全民英檢初級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

心 
40(107) 
30(108) 

 

其他 一般保險公證人 考選部 60  

其他 人身保險代理人 考選部 60  

其他 人身保險經紀人 考選部 60  

其他 海事保險公證人 考選部 60  

其他 財產保險代理人 考選部 60  

其他 財產保險經紀人 考選部 60  

其他 證券交易相關法規與實務乙科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

發展基金會 50  

其他 中級保險業務員 壽險公會 60  

其他 人身保險業務員 壽險公會 40  

其他 人力資源管理師  中華人力資源管理協會 40  



其他 人身保險業務員銷售外幣收付

非投資型保險商品測驗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

業公會 40  

其他 不動產經紀營業員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

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40  

其他 壽險核保理賠人員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管理學

會 40  

其他 壽險管理人員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管理學

會 40  

其他 企業風險管理師考試 中華民國風險管理學會 40  

其他 個人風險管理師考試 中華民國風險管理學會 40  

其他 外匯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台灣金融研訓院 40  

其他 授信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台灣金融研訓院 40  

其他 投信投顧業務員 中華民國證劵暨期貨市場

發展基金會 40  

其他 期貨商業務員 中華民國證劵暨期貨市場

發展基金會 40  

其他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 中華民國證劵暨期貨市場

發展基金會 40  

其他 全民財經檢定 經濟日報 30  

其他 專案助理證書 中華專案管理學會 20  

其他 國際貿易大會考 台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

會聯合會 20  

其他 產險核保人員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20  

其他 產險理賠人員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20  

其他 產險業務員 產險公會 20  

其他 急救員 中國紅十字會 20  

備註： 
1. 五年一貫研究生於五年一貫學程期間所考取之表列專業證照，其未用於認列大學部畢業

門檻者，可用以申請認列研究所專業證照畢業門檻。 
2. 研究所學生通過會計師考試之專業科目，每科可列計證照點數 100 點，並可列為專業證

照。 
3. 參加記帳士考試「會計學概要」、「稅務相關法規概要」或「租稅申報實務」考試成績

達 60 分(含)以上者，可分別列計為會計模組或租稅法模組證照門檻 40、40 與 60 點，但



不得單獨列為模組專業證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