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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仁科技大學 
學生資訊能力檢測實施要點  

 
103.3.24 校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103.3.28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提升本校學生資訊能力，以強化學生升學與就業之競爭力，特訂定「大仁科技大

學(以下簡稱本校)資訊能力檢測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實施對象:自100學年度(含)起入學之本校日間部四技學生。 

三、 本校日間部四技學生畢業前須通過之資訊能力，詳見「資訊能力證照認可列表」內所

列之證照項目(詳見附表)。未通過者，可參加「資訊能力輔導班」後，再參加證照認

證考試。 

四、 本校學生考取各系之專業能力證照不得同時抵認為資訊能力證照， 反之亦同。 

五、 本要點經校課程委員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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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大仁科技大學學生「資訊能力證照認可列表」 

                                  (100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國內/
國外 

證照名稱 級別 發證單位 

國外 MOS-標準認證 （Core)    微軟 

國外 MOS-專業認證  (Expert)  微軟 

國外 MOS-大師認證 （Master)  微軟 

國外 微軟國際認證 (Microsoft Technology Associate, MTA)-  微軟 

國外 
微軟認證技術專家 (Microsoft Certified Technology 

Specialist, MCTS) 
 微軟 

國外 
微軟認證 IT 開發專家 (Microsoft Certified IT 

Professional, MCITP) 
 微軟 

國外 1.CISCO - CCNA；2.CISCO - CCDA 乙級 美國思科系統 

國外 CISCO – CCNP 甲級 美國思科系統 

國外 1.SUN-SCJP；2.SUN-SCJD 乙級 昇陽公司 

國內 ITE-資訊專業人員鑑定   

國內 1.電腦軟體應用；2.軟體設計；3.硬體裝修 3.會計事務 乙級 勞委會 

國內 TQC-OS Windows Professional 專業級 電腦技能基金會 

國內 TQC-OS Windows Vista Business 

實用級 

電腦技能基金會 進階級 

專業級 

國內 TQC- LINUX 系統管理 專業級 電腦技能基金會 

國內 TQC-LINUX 網路管理 專業級 電腦技能基金會 

國內 TQC-DA MySQL 5(含)以上版本 專業級 電腦技能基金會 

國內 TQC-DA SQL Server 2000 (含)以上版本 專業級 電腦技能基金會 

國內 1. TQC-OA Word 2010(含)以上版本 

實用級 

電腦技能基金會 進階級 

專業級 

國內 1. TQC-OA Excel 2010 (含)以上版本 

實用級 

電腦技能基金會 進階級 

專業級 

國內 1. TQC-PowerPoint 2010 (含)以上版本 

實用級 

電腦技能基金會 進階級 

專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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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 1. TQC-DA Access 2010 (含)以上版本 

實用級 

電腦技能基金會 進階級 

專業級 

國內 TQC-WD HTML 4.01(含)以上版本 

實用級 

電腦技能基金會 

進階級 

專業級 

進階級 

專業級 

進階級 

專業級 

國內 TQC-WD 動態網路程式設計 ASP .NET(含)以上版本 

實用級 

電腦技能基金會 進階級 

專業級 

國內 TQC-WD Dreamweaver 8.0、CS4(含)以上版本 

實用級 

電腦技能基金會 進階級 

專業級 

國內 

1. TQC-CA AutoCAD 2D 2008 (含)以上版本；2. TQC-CA 
AutoCAD 3D(立體) 2008 以上版本 

進階級 

電腦技能基金會 
1. TQC-CA AutoCAD 2D 2008(含)以上版本；2. TQC-CA 
AutoCAD 3D 2008(含)以上版本 

專業級 

國內 TQC-WD PHP 5.0 (含)以上版本 

實用級 

電腦技能基金會 進階級 

專業級 

國內 TQC-IP  PhotoImpact 10(含)以上版本 

實用級 

電腦技能基金會 進階級 

專業級 

國內 TQC-IP Photoshop  CS3(含)以上版本 

實用級 

電腦技能基金會 進階級 

專業級 

國內 TQC-  FLASH 8.0 (含)以上版本 

實用級 

電腦技能基金會 進階級 

專業級 

國外 
(MCAS)Microsoft Certified Application Specialist for Office 
Word 2010(含)以上版本 

 微軟 

國外 
(MCAS)Microsoft Certified Application Specialist for Office 
Excel 2010(含)以上版本 

 微軟 

國外 (MCAS)Microsoft Certified Application Specialist for Office  微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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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Point 2010(含)以上版本 

國外 IPMA D 級專案管理師  國際專案管理學會 

國外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證照  Adobe 
國內 TQC+影像處理(Photoshop CS4)  (含)以上版本  電腦技能基金會 

國內 TQC+Flash 動畫設計(Flash CS4) (含)以上版本  電腦技能基金會 

國內 TQC+網頁設計(Dreamweaver CS4) (含)以上版本  電腦技能基金會 

國內 TQC+電腦繪圖概論與數位色彩配色認證  電腦技能基金會 

國內 TQC 行動裝置應用 

實用級 

電腦技能基金會 進階級 

專業級 

國內 TQC 雲端技術及網路服務 

實用級 

電腦技能基金會 進階級 

專業級 

國內 (MOCC)Master Of Computer Certificate 
標準級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

發展協會 專業級 
備註： 
1.本校學生須於本校就學期間內所取得之證照， 始得認列。 

2.各系之專業能力證照不得同時抵認資訊能力證照， 反之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