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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科技大學 機器人學士學位學程 專業證照種類等級一覽表 

級等 類別 證照名稱 發證單位 備註 

甲 政府機關 
NCC 業餘無線電人員, 第一
等 

交通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核心證照 

甲 政府機關 甲級技術士 (各類) 勞動部 核心證照 

甲 政府機關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各類技師) 
考試院 一般證照 

甲 政府機關 公務人員高考、特考 (各類) 考試院 一般證照 

甲 國際證照 
NI-LabVIEW 進階認證

Certified LabVIEW Developer 
(CLD) 

National Instruments 
Corporation(NI)美商國家儀器股
份有限公司 

核心證照 

甲 國際證照 
Oracle Certified Master, Java 
EE5 Enterprise Architect 
(SCEA) J2EE 

Oracle 甲骨文認證中心 核心證照 

甲 國際證照 CCDP高級設計專家認證 CISCO 思科認證中心 核心證照 

甲 國際證照 
微軟認證解決方案開發工程師

(MCSD) 
Microsoft 微軟 核心證照 

甲 國際證照 MCITP (各類科) Microsoft 微軟 核心證照 

甲 
其他民間

證照 
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4 

TAIROA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
器人協會 

核心證照 

甲 
其他民間

證照 
單晶片甲級能力認證 

台灣嵌入式暨單晶片系統發展

協會 
核心證照 

甲 
其他民間

證照 
數位邏輯設計甲級能力認證 

台灣嵌入式暨單晶片系統發展

協會 
核心證照 

乙 政府機關 NCC業餘無線電人員, 第二等 交通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核心證照 

乙 政府機關 乙級技術士 (各類) 勞動部 核心證照 

乙 政府機關 公務人員普考 (各類) 考試院 一般證照 

乙 政府機關 智慧財產人員-專利技術工程 
教育部智慧財產局,(TIPA)智慧
財產培訓學院 

一般證照 

乙 國際證照 
CIW (Certified Internet 
Webmaster) 大師級(各類科) 

Prosoft Learning Corp.美國威凱
普斯公司 

核心證照 

乙 國際證照 
Java 開發人員,Oracle Certified 

Master, Java SE6 Developer 
(SCJD) 

Oracle 甲骨文認證中心 核心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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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等 類別 證照名稱 發證單位 備註 

乙 國際證照 

Java 行動應用程式開發者 

Oracle Certified Professional, 
Java ME 1 Mobile Application 
Developer (SCMAD) 

Oracle 甲骨文認證中心 核心證照 

乙 國際證照 

Java EJB商業元件開發 Oracle 

Certified Professional, Java EE 
5 Business Component 
Developer (SCBCD) 

Oracle 甲骨文認證中心 核心證照 

乙 國際證照 
Oracle Certified Professional, 
Java EE 5 Web Component 
Developer(SCWCD )J2EE 

Oracle 甲骨文認證中心 核心證照 

乙 國際證照 
Oracle Certified Professional, 
Java SE5/SE6 
Programmer(SCJP) 

Oracle 甲骨文認證中心 核心證照 

乙 國際證照 
Oracle Certified Professional, 
Java EE 5 Web Services 
Developer (SCDJWS) 

Oracle 甲骨文認證中心 核心證照 

乙 國際證照 OCM(Oracle Certified Master)  Oracle 甲骨文認證中心 核心證照 

乙 國際證照 CCSI講師認證 CISCO 思科認證中心 核心證照 

乙 國際證照 CCNP中級網路專家認證 CISCO 思科認證中心 核心證照 

乙 國際證照 CCIE  CISCO 思科認證中心 核心證照 

乙 國際證照 CCNA CISCO 思科認證中心 核心證照 

乙 國際證照 
RHCE (Red Hat Certified 
Engineer) 

RED HAT紅帽公司 核心證照 

乙 國際證照 
RHCA (Red Hat Certified 
Architect) 

RED HAT紅帽公司 核心證照 

乙 國際證照 
RHCT (Red Hat Certified 
Technician) 

RED HAT紅帽公司 核心證照 

乙 國際證照 
Novell：NCLE (Novell 

Certified Linux Engineer) 
Novell美國網威公司 核心證照 

乙 國際證照 
Novell: NCLP (Novell Certified 
Linux Professional) 

Novell 美國網威公司 核心證照 

乙 國際證照 CHECKPOINT 認證(各類科) SYNTEK同步安訊 核心證照 

乙 國際證照 LPIC-1 certification Linux Professional Institute 核心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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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國際證照 LPIC-2 certification Linux Professional Institute 核心證照 

乙 國際證照 LPIC-3 Certification Linux Professional Institute 核心證照 

乙 國際證照 
Parallax Certified Professional 
(PCP) 認證 

Parallax, Inc. 核心證照 

乙 國際證照 
NI-Lab VIEW 基礎專業認證

(CLAD) 

National Instruments 
Corporation(NI)美商國家儀器股
份有限公司 

核心證照 

乙 國際證照 CompTIA Linux+ 
CompTIA, Inc. 美國計算機行業
協會 

核心證照 

乙 國際證照 
CompTIA Network+ 
Certification 

CompTIA, Inc. 美國計算機行業
協會 

核心證照 

乙 國際證照 CompTIA Linux+ Certification 
CompTIA, Inc. 美國計算機行業
協會 

核心證照 

乙 國際證照 MCSE (各類科) Microsoft微軟 核心證照 

乙 國際證照 MCSA (各類科) Microsoft微軟 核心證照 

乙 國際證照 MCTS (各類科) Microsoft微軟 核心證照 

乙 國際證照 
OCP (Oracle Certified 
Professional) 

Oracle 甲骨文認證中心 核心證照 

乙 國際證照 
OCA (Oracle Certified 
Associate) 

Oracle 甲骨文認證中心 核心證照 

乙 國際證照 OCE(Oracle Certified Expert) Oracle 甲骨文認證中心 核心證照 

乙 國際證照 PMP PMI 美國專案管理學會 一般證照 

乙 國際證照 MAYA Autodesk 歐特克有限公司 一般證照 

乙 國際證照 
CERTIFIED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LEVEL C) 

Interna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Association IPMA 國際專案管
理協會 

一般證照 

乙 國際證照 MCDBA Microsoft微軟 一般證照 

乙 國際證照 SPM Microsoft微軟 一般證照 

乙 國際證照 MOS 2010 Master (大師級) Microsoft微軟 一般證照 

乙 國際證照 MOS Master (大師級) (各版本) Microsoft微軟 一般證照 

乙 國際證照 BD2 IBM 一般證照 

乙 國際證照 AIX，AS/400，OS/2 IBM 一般證照 

乙 國際證照 3D STUDIO MAX 專業認證 Autodesk 歐特克有限公司 一般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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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國際證照 3D STUDIO MAX 遊戲動畫 Autodesk 歐特克有限公司 一般證照 

乙 國際證照 
ACA 國際認證 (各版本) (各
類科)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一般證照 

乙 
其他民間

證照 
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2 

TAIROA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
器人協會 

核心證照 

乙 
其他民間

證照 
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3  

TAIROA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
器人協會 

核心證照 

乙 
其他民間

證照 
ITE 認證(各類專業人員)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CSF) 核心證照 

乙 
其他民間

證照 
TQC 專業級(各類科)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CSF) 核心證照 

乙 
其他民間

證照 
TQC 專業人員(各類人員)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CSF) 核心證照 

乙 
其他民間

證照 
TQC 專業工程師(各類工程師)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CSF) 核心證照 

乙 
其他民間

證照 
TQC+ 認證(各類認證項目)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CSF) 核心證照 

乙 
其他民間

證照 
TQC+ 認證(各類專業人員)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CSF) 核心證照 

乙 
其他民間

證照 
工程師級(ENG)先進 PCB設計
應用認證 

台灣創新科技管理暨先進電路

板設計發展協會 
核心證照 

乙 
其他民間

證照 
CPTI1/CPTA1程式設計入門
講師 

中華數位關懷協會 核心證照 

乙 
其他民間

證照 
單晶片乙級能力認證 

台灣嵌入式暨單晶片系統發展

協會 
核心證照 

乙 
其他民間

證照 
數位邏輯設計乙級能力認證 

台灣嵌入式暨單晶片系統發展

協會 
核心證照 

乙 
其他民間

證照 
ERP 導入顧問師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一般證照 

乙 
其他民間

證照 
進階 ERP 規劃師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一般證照 

乙 
其他民間

證照 
ERP 軟體顧問師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一般證照 

乙 
其他民間

證照 
EEC企業電子化軟體應用師 
(各類)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CSF) 一般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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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其他民間

證照 
EEC企業電子化助理規劃師 
(各類)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CSF) 一般證照 

乙 
其他民間

證照 
EEC企業電子化規劃師 (各
類)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CSF) 一般證照 

乙 
其他民間

證照 
MOCC 整合型認證 (各專業
類) 

電腦教育發展協會MOCC 一般證照 

丙 政府機關 NCC業餘無線電人員, 第三等 交通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核心證照 

丙 政府機關 
(ITE)資訊專業人員鑑定(各類
科) 

經濟部 核心證照 

丙 政府機關 丙級技術士 (各類) 勞動部 核心證照 

丙 國際證照 
CIW (Certified Internet 
Webmaster) 助理級(各類科) 

Prosoft Learning Corp.美國威凱
普斯公司 

核心證照 

丙 國際證照 
CIW (Certified Internet 
Webmaster) 專家級(各類科) 

Prosoft Learning Corp.美國威凱
普斯公司 

核心證照 

丙 國際證照 
IC3計算機綜合能力全球國際
認證 

Certiport美國思遞波公司 核心證照 

丙 國際證照 
CCENT (Cisco Certified Entry 
Networking Technician) 

CISCO 思科認證中心 核心證照 

丙 國際證照 
Novell：NCLA (Novell 

Certified Linux Administrator) 
Novell美國網威公司 核心證照 

丙 國際證照 EC-Council (各類科) 國際電子商務顧問組織 核心證照 

丙 國際證照 
MCP (Microsoft Certified 
Professional) 各類科 

Microsoft微軟 核心證照 

丙 國際證照 
MTA (Microsoft Technology 
Associate) 各類科 

Microsoft微軟 核心證照 

丙 
其他民間

證照 
TQC實用級(各類科)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CSF) 核心證照 

丙 國際證照 CompTIA A+ Certification 
CompTIA, Inc. 美國計算機行業
協會 

一般證照 

丙 國際證照 CompTIA Project+ 
CompTIA, Inc.美國計算機行業
協會 

一般證照 

丙 國際證照 
Novell：DCTS (Data Center 

Technical Specialist) 
Novell美國網威公司 一般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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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國際證照 MOS (各版本) (各類科) Microsoft微軟 一般證照 

丙 國際證照 
CERTIFIED PROJECT 
MANAGEMENT ASSOCIARE 
(LEVEL D) 

IPMA國際專案管理協會 一般證照 

丙 國際證照 
Silicon Stone  
國際認證 (各類科) 

Silicon Stone Education, INC.  一般證照 

丙 國際證照 
AutoCAD Certified User (各版
本) 

Autodesk 歐特克有限公司 一般證照 

丙 國際證照 
AutoCAD Certified Professional 
(各版本) 

Autodesk 歐特克有限公司 一般證照 

丙 國際證照 
Oracle Certified Associate, Java 
SE 5/SE 6(SCJA) 

Oracle 甲骨文認證中心 核心證照 

丙 
其他民間

證照 
TQC 認證 進階級(各類科)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CSF) 核心證照 

丙 
其他民間

證照 
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1  

TAIROA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
器人協會 

核心證照 

丙 
其他民間

證照 
單晶片丙級能力認證 

台灣嵌入式暨單晶片系統發展

協會 
核心證照 

丙 
其他民間

證照 
數位邏輯設計丙級能力認證 

台灣嵌入式暨單晶片系統發展

協會 
核心證照 

丙 
其他民間

證照 
LabVIEW系統技能檢定 中華民國光機電協會 核心證照 

丙 
其他民間

證照 
初階 ERP 規劃師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一般證照 

丙 
其他民間

證照 
ERP 軟體應用師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一般證照 

丙 
其他民間

證照 
MOCC 單科認證 (各類科) 電腦教育發展協會 一般證照 

丙 
其他民間

證照 
MOCC 單科認證 (各類科) 電腦教育發展協會 一般證照 

丙 
其他民間

證照 
Iphone維修丙級檢定測驗考試
認證 

中華職訓輔導協會 一般證照 

丙 
其他民間

證照 
TQC網路管理實務(實用級/進
階級/專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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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證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