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商業設計管理系
學生專業能力畢業門檻及輔導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30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9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4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目

的：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商業設計管理系（以下簡稱本系）
為提升學生專業能力，加強其就業競爭力，特訂定「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商業設計管理系學生專業能力畢業門檻及輔導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實施對象：本系日間部二技、四技學制之學生。
三、檢定標準：本系日間部學生於就學期間應通過本系訂定之專業能力畢業門檻標準，
始得畢業。
（一）考取專業證照:商業設計類或行銷管理類等兩類，證照類別詳如附表一。
（二）參加國內外競賽: 本系日間部學生於就學期間參加商業設計類及行銷管理類
等國內外競賽，取得競賽名次前三名或成績優良者，提報本系課程委員
會認定通過亦可抵免專業證照乙張。
（三）入學前高中(職)、五專就學期間考取與本系專業能力或英文多益成績達 800
分以上可抵免本系畢業門檻專業證照至多乙張。
四、實施方式：
（一）二技部：二年級第一學期期末之前通過表列中任二張證照或競賽名次證明，
並將通過之成績證明文件（正本及影本）於二年級第一學期期末考前送
至本系科辦公室登錄，以作為該項「專業能力鑑定」通過之評定依據。
（二）四技部：四年級第一學期期末之前通過表列中任四張證照或競賽名次證明，
並將通過之成績證明文件（正本及影本）於四年級第一學期期末考前送
至本系科辦公室登錄，以作為該項「專業能力鑑定」通過之評定依據。
五、輔導措施：
（一）本系學生如未能於前述第四點規定期限內通過專業能力畢業門檻標準者，應
於二年級（二技學制）
、四年級（四技學制）修習一學期 0 學分、每週 2 小時之
「獨立工作室規劃與經營」課程，以密集方式加強其專業能力，並通過課程測
驗達 60 分以上及格，始得畢業。
（二）有關「獨立工作室規劃與經營」課程之教師授課鐘點費支付標準，悉依本校
相關規定辦理。
六、本系學生除取得畢業總學分外，須再達到「專業能力畢業門檻」標準，始能畢業。
七、本要點適用於 103 學年度起日間部入學之本系學生。
八、本要點經本系/所課程委員會、系/所務會議通過，並送院、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
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商業設計管理系專業能力畢業門檻標準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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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CA 國際認證
2. Autodesk
3. 企業人才技能認證（TQC）
4. 專業設計人才認證（TQC+）
5. 行政院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6. 其它進階軟體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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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取得兩
1. 行政院勞委會「門市服務技術士」之證照
大 類 證 照
2. 中華民國外銷企業協進會之證照
中，任二張證
3. 台灣行銷科學學會之證照
照即可。
4.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ERP 學會)之證照
5.中華民國物流協會之證照
6.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之證照(外貿協會)
7. 美國國際物流協會(SOLE)之證照
8. CIW(Certified Internet Webmaster)國際認證

至少取得兩
大 類 證 照
中，任四張
證照即可。

中心之證照

其他

若取得其他民間協會與企
業專業有關之資格或證
照，得提報本系課程委員會
依個案認定之。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商業設計管理系專業能力證照分類一覽表
類別

證照名稱
1. ACA 國際認證
ACA-Photoshop
ACA-Illustrator
ACA-Flash
ACA-Dreamweaver
ACA-Premiere
2. Autodesk
Maya 2012 Certified Professional Visual Effect and Simulation
Autodesk Certified Professional: Maya
Autodesk 3ds Max Design
3.企業人才技能認證（TQC）
TQC-電腦繪圖概論與數位色彩配色
TQC-多媒體設計類-Flash
TQC-網頁設計類-FrontPage
TQC-網頁設計類-HTML
TQC-網頁設計類-DreamWeaver

商業設計類

4. 專業設計人才認證（TQC+）
TQC+ 電腦繪圖設計 (Illustrator)
TQC+ 影像處理 (Photoshop)
TQC+ Flash 動畫設計 (Flash / Animate)
TQC+ Flash 動畫編輯製作 (Flash / Animate)
TQC+ 網頁設計 (Dreamweaver)
TQC+ 網頁編輯製作 (Dreamweaver)
TQC+ 網頁程式設計 (HTML 5)
TQC+ 網站程式設計 (ASP.NET C#)
TQC+ 電腦圖像編輯製作 (Illustrator)
TQC+ 影像編輯製作 (Photoshop)
TQC+ 編排設計 (InDesign)
TQC+ 基礎編排設計 (InDesign)
TQC+ 媒體匯流與應用 (EPUB)
TQC+ 基礎媒體匯流與應用 (EPUB)
TQC+ 非線性剪輯 (Premiere Pro)
TQC+ 基礎非線性剪輯 (Premiere Pro)
5.行政院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中華民國技術士_視覺傳達設計丙級

中華民國技術士_視覺傳達設計_包裝設計 MAC
乙級
中華民國技術士_視覺傳達設計_包裝設計 PC
乙級
中華民國技術士_視覺傳達設計_平面設計 MAC 乙級
中華民國技術士_視覺傳達設計_平面設計 PC
乙級
中華民國技術士_視覺傳達設計_插畫 MAC
乙級
中華民國技術士_視覺傳達設計_插畫 PC
乙級
中華民國技術士_視覺傳達設計_識別形象設計 MAC 乙級
中華民國技術士_視覺傳達設計_識別形象設計 PC
乙級
中華民國技術士_圖文組版_電腦排版 乙級
中華民國技術士_圖文組版_圖像組版 乙級
中華民國技術士_廣告設計 PC乙級
中華民國技術士_廣告設計 MAC 乙級
中華民國技術士_網版製版
乙級
中華民國技術士_平版製版
甲級
中華民國技術士_平版製版
中華民國技術士_網版製版
中華民國技術士_平版印刷
中華民國技術士_平版印刷
中華民國技術士_網版印刷

乙級
甲級
甲級
乙級
甲級

中華民國技術士_網版印刷
乙級
中華民國技術士¬_印前製程 乙級
中華民國技術士¬_網頁設計 丙級
6.其它進階軟體認證
Music Maker 認證
Maya 國際原廠證書
Corel DRAW 國際認證

類別

證照名稱
1.政院勞委會「門市服務技術士」：
行政院勞委會「門市服務丙級技術士」
行政院勞委會「門市服務乙級技術士」
2.中華民國外銷企業協進會之證照：
中華民國外銷企業協進會「國際行銷初級人才認證檢定」
3.台灣行銷科學學會之證照：
行銷企劃、網路行銷、全球行銷、行銷分析、行銷決策、行銷策略
4.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ERP 學會)之證照：
ERP 軟體應用師(生管模組)
ERP 軟體應用師(配銷模組)

行銷管理類

5.中華民國物流協會之證照：
初級物流運籌人才-物流管理導論
初級物流運籌人才-倉儲與運輸管理
物流基層管理人員(第一級)
6.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之證照(外貿協會)：
會議展覽服務業專業人員
7.美國國際物流協會(SOLE)：
(DL)Demonstrated Logistician
8.CIW(Certified Internet Webmaster)國際認證中心之證照
電子商務基礎
電子商務技術
電子商務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