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聯合大學 111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 5 次管考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1 年 12 月 22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30 分 

會議地點：線上會議 

主持人：李偉賢校長                                  紀錄：陳立芬 

出列席人員：如出席報告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一、教育部業於 111 年 12 月 2日以臺教高(二)字第 1110117370 號函復本

校同意撥付「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一部分主冊計畫」111 年度第 3

期款在案，請各子計畫依「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

則」及「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

儘速執行與核銷。 

二、教育部於 111 年 12 月 9日以臺教高(二)字第 1112205225 號函知各

校，有關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112-116 年第二期第一部分主冊申請作

業，其中包含主冊計畫書、國際化行政支持系統專章及資安強化專章

等應行辦理及申請作業事項。本校相關單位刻正針對前開計畫進行最

後修正與綜整，俾利於 112 年 1 月 11 日前檢陳計畫書等資料報部。 

參、上次會議(111 年度第 4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無提案。 

肆、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各子計畫執行進度報告：略。 

伍、提案討論 

案由：為「國立聯合大學補助學生參加專業證照考試獎勵級別表」修正

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說明： 

一、 依「國立聯合大學補助學生考取專業證照實施要點」第三點進行

補助級別表增修，業經 111 年 12 月 7日 111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子計畫一第 7次管考會議通過，復提請本次校級管考會審議。 

二、 本次新增「OCAJP 證照(Oracle Certified Associate Java 

Programmer)-證書(C 級)」，修正後 C級證照補助級別表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上午 10 點 5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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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
證照名稱 舉辦單位

證照等

及類別

C級證

照
證照名稱 舉辦單位

證照等及類別

或分數

C級證

照
證照名稱 舉辦單位

證照等及類別

或分數

C級證

照
證照名稱 舉辦單位

證照等及類別

或分數

C01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各類乙級行政院勞委會 乙級 C33 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 行政院環保署 乙級 C65 工業配線 行政院勞委會 乙級 C97 全民台語認證（專業版） 國立成功大學
初級

220＜總分≦

C02 輸電架空線路裝修 行政院勞委會 乙級 C34 廢水處理專責人員證照 行政院環保署 乙級 C66 儀表電子 行政院勞委會 乙級 C98 全民台語認證（專業版） 國立成功大學
中級

290＜總分≦

C03 輸電地下電纜裝修 行政院勞委會 乙級 C35 廢棄物清除專責人員證照 行政院環保署 乙級 C67 數位電子 行政院勞委會 乙級 C99 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 教育部 中級

C04 LabVIEW基礎認證考試 (CLAD)
美商國家儀

器股份有限
證照 C36 廢棄物處理專責人員證照 行政院環保署 乙級 C68 室內配線 行政院勞委會 乙級 C100 客語能力認證 客家委員會 中級

C05 配電電纜裝修 行政院勞委會 乙級 C37 毒性化學物質管理專責人員證照 行政院環保署 乙級 C69 電腦硬體裝修 行政院勞委會 乙級 C101 專項運動教練、裁判、指導員政府單位認可之團體 B級

C06 通信技術 行政院勞委會 乙級 C38
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管渠系統技術

士
行政院勞委會 乙級 C70 電腦軟體應用 行政院勞委會 乙級 C102 網路架設 行政院勞委會 乙級

C07 用電設備檢驗 行政院勞委會 乙級 C39
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機電設備技術

士
行政院勞委會 乙級 C71 視聽電子 行政院勞委會 乙級 C103 電腦軟體設計Java 行政院勞委會 乙級

C08 機電整合 行政院勞委會 乙級 C40
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處理系統技術

士
行政院勞委會 乙級 C72

Autodesk 3DsMax Certified

Professional
歐特克認證協會 認證 C104 電腦軟體設計C++ 行政院勞委會 乙級

C09 冷凍空調裝修 行政院勞委會 乙級 C41
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水質檢驗技術

士
行政院勞委會 乙級 C73

Autodesk AutoCAD Certified

Professional
歐特克認證協會 認證 C105 乙級會計事務技術士 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 合格

C10 車床工 行政院勞委會 乙級 C42 勞工安全衛生管理技術士證照 行政院勞委會 乙級 C74
Autodesk Revit Architecture

Certified Professional
歐特克認證協會 認證 C106 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基金會
專業級

C11 鉗工 行政院勞委會 乙級 C43 物理性因子作業環境測定證照 行政院勞委會 乙級 C75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上奇科技代理 認證 C107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中級

C12 平面磨床工 行政院勞委會 乙級 C44 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測定證照 行政院勞委會 乙級 C76 電器修護 行政院勞委會 乙級 C108 ITE 資訊專業人員鑑定
經濟部委託財團法人資訊工

業策進會及財團法人電腦技

C13 沖壓模具工 行政院勞委會 乙級 C45 智慧財產職能認證 A, B, C類 智慧局 合格 C77 電力電子 行政院勞委會 乙級 C109 投資型保險商品業務員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合格

C14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 行政院勞委會 乙級 C46 技術士技能檢定測量-工程測量 行政院勞工局職業訓練中心 甲級、乙級 C78 配電線路裝修 行政院勞委會 乙級 C110 人壽保險管理人員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管理學會 合格

C15 機械製圖 行政院勞委會 乙級 C47 技術士技能檢定測量-地籍測量 行政院勞工局職業訓練中心 甲級、乙級 C79 冷凍空調裝修 行政院勞委會 乙級 C111 產物保險核保人員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核保學會 合格

C16 內燃機裝修 行政院勞委會 乙級 C48 技術士技能檢定泥水技術士 行政院勞工局職業訓練中心 甲級 C80 單晶片能力認證
台灣嵌入式暨

單晶片系統發
丙級 C112 產物保險理賠人員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核保學會 合格

C17 電腦輔助立體製圖 行政院勞委會 乙級 C49 技術士技能檢定泥水-砌磚技術士 行政院勞工局職業訓練中心 乙級、丙級 C81 電子元件拆╱焊能力認證
台灣嵌入式暨

單晶片系統發
丙級 C113 結構型商品銷售人員資格測驗台灣金融研訓院 合格

C18 機械鈑金 行政院勞委會 乙級 C50 技術士技能檢定泥水-粉刷技術士 行政院勞工局職業訓練中心 乙級、丙級 C82 資訊人員鑑定 經濟部 資訊人員鑑定 C114 期貨商業務員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金會 合格

C19 中級機械設計工程師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

一百分

為滿分

，六十

分(含)

以上者

C51
技術士技能檢定泥水-面材鋪貼技

術士
行政院勞工局職業訓練中心 乙級、丙級 C83 Java SCJP國際認證 業界 Sun MicrosystemsJava SCJP國際認證C115 理財規劃人員 台灣金融研訓院 合格

C20 鑄造 行政院勞委會 乙級 C52 技術士技能檢定-鋼筋技術士 行政院勞工局職業訓練中心甲、乙、丙級 C84 Auto desk國際認證 業界 Auto deskAuto desk國際認證C116 信託業業務人員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

公會及金融研訓院
合格

C21 汽車修護 行政院勞委會 乙級 C53 技術士技能檢定-模板技術士 行政院勞工局職業訓練中心甲、乙、丙級 C85 Adobe ACE國際認證 業界 Adobe Adobe ACE國際認證C117 PMA+專案技術師 中華管理專案協會 合格

C22 電腦數值控制車床工 行政院勞委會 乙級 C54
技術士技能檢定-電腦輔助建築製

圖
行政院勞工局職業訓練中心 乙級、丙級 C86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各類品質

專業人員認證考試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C118 EMA創業管理分析師 Microanalysis EMA Certification 合格

C23 電腦數值控制鐵床工 行政院勞委會 乙級 C55 建築製圖技術士 行政院勞委會 乙級 C87 製造業電子化人才能力鑑定
經濟部委託財

團法人資訊管

70分（含）以

上者為及格。
C119 Microsoft Office專家認證(MOS)微軟企業 Expert(專精級)

C24 油壓 行政院勞委會 乙級 C56 測量—工程測量、地籍測量技術士 行政院勞委會 乙級 C88 LED工程師基礎能力鑑定
工業技術研究

院 中華民國光

A. 一次報考

兩科：總分達
C120 衍生性金融商品銷售人員 台灣金融研訓院 合格

C25 汽壓 行政院勞委會 乙級 C57 建築工程管理技術士 行政院勞委會 乙級 C89 會計乙級證照 職訓局 證照 C121 船舶極區水域營運進階訓練 交通部 證書

C26 機械加工 行政院勞委會 乙級 C58 建築塗裝技術士 行政院勞委會 乙級 C90 證券商業務員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合格 C122 營運智慧分析師 經濟部 中級

C27 機電整合 行政院勞委會 乙級 C59 家具木工技術士 行政院勞委會 乙級 C91 人身保險業務員中級專業課程
中華民國人壽

保險商業同業
合格 C123 遙控無人機 專業操作證 交通部民航局 高級

C28 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2

台灣智慧自

動化與機器

人協會

學科以

一百分

為滿分

，六十

分(含)

以上者

為及

C60 裝潢木工技術士 行政院勞委會 乙級 C92
Advanced Level Linux

Professional （LPIC-2）
Linux Professional Institute (LPI)FEDORA Linux C124 視覺傳達設計乙級技術士 勞動部 證書

C29 化學技術士 行政院勞委會 乙級 C61 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理技術士 行政院勞委會 乙級 C93
Senior Level Linux Professional

（LPIC-3）
Linux Professional Institute (LPI)FEDORA Linux C125 印前製程乙級技術士 勞動部 證書

C30 化工技術士 行政院勞委會 乙級 C62 建築物室內設計技術士 行政院勞委會 乙級 C94
Novell Certified Linux

Professional (NCLP)
Novell SUSE Linux C126 太陽光電設置乙級技術士 勞動部 證書

C31 食品檢驗分析 行政院勞委會 乙級 C63 造園景觀技術士 行政院勞委會 乙級 C95 全民台語認證（體驗版） 國立成功大學
中級

129＜總分≦
C127

OCAJP Oracle Certified

Associate Java Programmer
Oracle University 證書

C32 石油化學 行政院勞委會 乙級 C64 變壓器裝修 行政院勞委會 乙級 C96 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 教育部 初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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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