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班級 學號 證照名稱
比照

級別
金額

1 工管四系3乙 ai0205112 中華民國技術士 - 銑床 - CNC銑床 乙級 2,000           

2 妝品四系1乙 ba0212110 中華民國技術士 - 男子理髮 乙級 2,000           

3 職觀休四系4甲 ah3223032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 華語導遊人員 乙級 2,000           

4 航空四系3甲 ai0240108 中華民國技術士 - 飛機修護 乙級 2,000           

5 時尚四系3甲 ai0250034 中華民國技術士 - 男子理髮 乙級 2,000           

6 時尚四系3甲 ai0250023 中華民國技術士 - 男子理髮 乙級 2,000           

7 時尚四系3甲 ai0250008 Chbeauty新娘秘書技能認證合格師 乙級 2,000           

8 時尚四系2甲 aj0250006 Chbeauty新娘秘書技能認證合格師 乙級 2,000           

9 車輛四系3甲 ai0251019 中華民國技術士 - 汽車修護 乙級 2,000           

10 車輛四系3甲 ai0251008 中華民國技術士 - 汽車修護 乙級 2,000           

11 旅館四系5乙 af0228118 國際禮儀接待員 乙級 2,000           

12 旅館四系3乙 ai0228125 國際禮儀接待員 乙級 2,000           

13 航服四系2丙 aj0232209 國際禮儀接待員 乙級 2,000           

14 航服四系2甲 aj0232015 國際禮儀接待員 乙級 2,000           

15 航服四系2甲 aj0232050 國際禮儀接待員 乙級 2,000           

16 航服四系2乙 aj0232112 國際禮儀接待員 乙級 2,000           

17 航服四系2乙 aj0232107 國際禮儀接待員 乙級 2,000           

18 航服四系2甲 aj0232049 國際禮儀接待員 乙級 2,000           

19 航服四系2丙 aj0232201 國際禮儀接待員 乙級 2,000           

20 航服四系2戊 aj0232433 國際禮儀接待員 乙級 2,000           

21 資管四系3乙 ai0210005 (MTA)Microsoft Technology Associate: Database Administration Fundamentals 乙級 2,000           

22 職資管所碩2甲 aj3539005 (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ertification 乙級 2,000           

23 職資管所碩2甲 aj3539004 (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ertification 乙級 2,000           

24 職資管所碩2甲 aj3539003 (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ertification 乙級 2,000           

25 職資管所碩2甲 aj3539003 
Business Application Professionals Certification-Essential Level in Documents 核心

能力(WORD)
乙級 2,000           

26 企管四系4甲 ah0209039 (CNSP)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 Strategy Planner [溝通談判策略規劃師] 乙級 2,000           

27 企管四系4甲 ah0209045 (CNSP)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 Strategy Planner [溝通談判策略規劃師] 乙級 2,000           

28 企管四系4甲 ah0209043 (CNSP)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 Strategy Planner [溝通談判策略規劃師] 乙級 2,000           

29 企管四系4甲 ah0209011 (CNSP)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 Strategy Planner [溝通談判策略規劃師] 乙級 2,000           

30 企管四系4甲 ah0209051 (CNSP)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 Strategy Planner [溝通談判策略規劃師] 乙級 2,000           

31 企管四系4甲 ah0209032 (CNSP)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 Strategy Planner [溝通談判策略規劃師] 乙級 2,000           

32 企管四系4甲 ah0209070 (CNSP)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 Strategy Planner [溝通談判策略規劃師] 乙級 2,000           

33 企管四系4甲 ah0209064 (CNSP)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 Strategy Planner [溝通談判策略規劃師] 乙級 2,000           

34 企管四系3甲 ai0209077 (PMSP)Presentation Management Strategy Planner [簡報管理策略規劃師] 乙級 2,000           

35 企管四系2甲   aj0209022 
Business Application Professionals Certification-Essential Level in Spreadsheets 核心

能力(EXCEL)
乙級 2,000           

36 航空四系4丁 ah0240315 中華民國技術士 - 堆高機操作 丙級 500              

37 行銷四系4甲 ah0227015 科學園區保稅業務人員 丙級 500              

38 行銷四系4甲 ah0227015 保稅工廠保稅業務人員 丙級 500              

39 行銷四系4甲 ah0227015 貨棧貨櫃集散站自主管理專責人員 丙級 500              

40 行銷四系4乙 ah0227112 保稅倉庫、免稅商店及物流中心自主管理專責人員 丙級 500              

41 行銷四系4乙 ah0227121 保稅倉庫、免稅商店及物流中心自主管理專責人員 丙級 500              

42 行銷四系4甲 ah0227015 保稅倉庫、免稅商店及物流中心自主管理專責人員 丙級 500              

43 企管四系4甲 ah0209064 (CNSA)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 Strategy Analyst [溝通談判策略分析師] 丙級 500              

44 企管四系4甲 ah0209070 (CNSA)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 Strategy Analyst [溝通談判策略分析師] 丙級 500              

45 企管四系4甲 ah0209051 (CNSA)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 Strategy Analyst [溝通談判策略分析師] 丙級 500              

46 企管四系4甲 ah0209032 (CNSA)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 Strategy Analyst [溝通談判策略分析師] 丙級 500              

47 企管四系4甲 ah0209011 (CNSA)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 Strategy Analyst [溝通談判策略分析師] 丙級 500              

48 企管四系4甲 ah0209043 (CNSA)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 Strategy Analyst [溝通談判策略分析師] 丙級 500              

49 企管四系4甲 ah0209045 (CNSA)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 Strategy Analyst [溝通談判策略分析師] 丙級 500              

50 企管四系4甲 ah0209039 (CNSA)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 Strategy Analyst [溝通談判策略分析師] 丙級 500              

51 企管四系3甲 ai0209077 (PMSA)Presentation Management Strategy Analyst [簡報管理策略分析師] 丙級 500              

52 航服四系4己 ah0232044 旅遊行程設計師認證 丙級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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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航服四系4戊 ah0209133 國內遊程規劃師初階 丙級 500              

54 航服四系4己 ah0232044 海空運EDI報關專業人才 丙級 500              

55 航服四系4乙 ah0225155 海空運EDI報關專業人才 丙級 500              

56 航服四系4丙 ah0232202 海空運EDI報關專業人才 丙級 500              

57 航服四系4乙 ah0232128 海空運EDI報關專業人才 丙級 500              

58 航服四系4乙 ah0232146 海空運EDI報關專業人才 丙級 500              

59 航服四系4戊 ah0209133 海空運EDI報關專業人才 丙級 500              

60 航服四系4丙 ah0232223 海空運EDI報關專業人才 丙級 500              

61 航服四系4丙 ah0232148 海空運EDI報關專業人才 丙級 500              

62 航服四系4丙 ah0232013 海空運EDI報關專業人才 丙級 500              

63 航服四系4丙 ah0223321 海空運EDI報關專業人才 丙級 500              

64 航服四系4丙 ah0232204 海空運EDI報關專業人才 丙級 500              

65 航服四系4丙 ah0232214 海空運EDI報關專業人才 丙級 500              

66 航服四系3丙 ai0232235 訂位認證 丙級 500              

67 航服四系3丙 ai0232234 訂位認證 丙級 500              

68 航服四系3丙 ai0232221 訂位認證 丙級 500              

69 航服四系3甲 ai0232013 訂位認證 丙級 500              

70 航服四系3丙 ai0232204 訂位認證 丙級 500              

71 航服四系3甲 ai0232010 訂位認證 丙級 500              

72 航服四系3甲 ai0232057 訂位認證 丙級 316              

73 航服四系3甲 ai0232052 訂位認證 丙級 500              

74 航服四系3甲 ai0232001 訂位認證 丙級 500              

75 航服四系3丁 ai0232311 訂位認證 丙級 500              

76 航服四系3丁 ai0232306 訂位認證 丙級 500              

77 航服四系3丁 ai0232301 訂位認證 丙級 500              

78 航服四系3丁 ai0232307 訂位認證 丙級 500              

79 航服四系3丁 ai0232368 訂位認證 丙級 500              

80 航服四系3甲 ai0232048 訂位認證 丙級 500              

81 航服四系3丙 ai0232249 訂位認證 丙級 500              

82 航服四系3甲 ai0232043 訂位認證 丙級 500              

83 航服四系3甲 ai0232011 訂位認證 丙級 500              

84 航服四系3丙 ai0232205 訂位認證 丙級 500              

85 航服四系3丙 ai0232254 訂位認證 丙級 500              

86 航服四系3乙 ai0232118 訂位認證 丙級 500              

87 航服四系3丙 ai0232233 訂位認證 丙級 500              

88 航服四系3丙 ai0232223 訂位認證 丙級 500              

89 航服四系3丙 ai0232202 訂位認證 丙級 500              

90 航服四系3丙 ai0232216 訂位認證 丙級 500              

91 航服四系3甲 ai0232044 訂位認證 丙級 500              

92 航服四系3丙 ai0232227 訂位認證 丙級 500              

93 航服四系3丙 ai0232243 訂位認證 丙級 500              

94 航服四系3丙 ai0232228 訂位認證 丙級 500              

95 航服四系3丙 ai0232244 訂位認證 丙級 500              

96 航服四系3丙 ai0232241 訂位認證 丙級 500              

97 觀休四系2甲   aj0223043 輪盤專業荷官 丙級 500              

98 審核期間為在學 af0223234 百家樂專業荷官 丙級 500              

99 觀休四系2丙 aj0223211 二十一點專業荷官 丙級 500              

100 觀休四系2甲   aj0223043 二十一點專業荷官 丙級 500              

101 觀休四系5甲 af0223026 德州撲克專業荷官 丙級 500              

102 觀休四系2甲   aj0223004 德州撲克專業荷官 丙級 500              

103 觀休四系2甲   aj0223043 德州撲克專業荷官 丙級 500              

104 觀休四系2甲   aj0223018 德州撲克專業荷官 丙級 500              

105 觀休四系2丙 aj0223212 德州撲克專業荷官 丙級 500              

106 觀休四系5甲 ag0223011 德州撲克專業荷官 丙級 500              

共3頁第2頁



序號 班級 學號 證照名稱
比照

級別
金額

110年9月份證照獎勵名單

107 審核期間為在學 ag0223332 德州撲克專業荷官 丙級 500              

108 觀休四系5乙 ag0223113 德州撲克專業荷官 丙級 500              

109 審核期間為在學 ag0223018 德州撲克專業荷官 丙級 500              

110 觀休四系5丁 ae0223329 德州撲克專業荷官 丙級 500              

111 觀休四系3甲 ai0223076 旅遊產品操作(OP)人員 丙級 500              

112 觀休四系3乙 ai0223136 旅遊產品操作(OP)人員 丙級 500              

113 觀休四系3乙 ai0223112 旅遊產品操作(OP)人員 丙級 500              

114 觀休四系5乙 ag0223113 旅遊產品操作(OP)人員 丙級 500              

115 觀休四系3丁 ai0223319 旅遊產品操作(OP)人員 丙級 500              

116 觀休四系2甲   aj0223024 旅遊產品操作(OP)人員 丙級 500              

117 觀休四系3甲 ai0223045 旅遊產品操作(OP)人員 丙級 500              

118 觀休四系3丁 ai0221109 旅遊產品操作(OP)人員 丙級 500              

119 觀休四系3丁 ai0223341 旅遊產品操作(OP)人員 丙級 500              

120 觀休四系3丁 ai0223365 旅遊產品操作(OP)人員 丙級 500              

121 觀休四系3甲 ai0223011 旅遊產品操作(OP)人員 丙級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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