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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畢業門檻為: 

1. 國貿專業證照 1 張(乙、丙級、大會考) 

2. 商業專業證照 1張 

3. 電腦證照 1 張 

4. 語言證照 1 張(多益 400分以上、日文 N5以上) 

說明如下: 

壹、國貿專業證照 

一、修課規定 

(一) 學生畢業前必須取得國貿業務丙級或國貿大會考任一證照。 

(二) 已取得國貿業務丙級或國貿大會考證照者，仍須修習國貿專業證照輔導

課。 

(三) 已取得國貿業務乙級證照者，始得抵免國貿專業證照輔導課。 

二、輔導機制： 

(一) 修課前：針對大一新生做國貿證照輔導簡介 

(二) 修課中： 

(1)TA 輔助教學： 

 TA 駐班上課 

 TA 中午排班個別輔導學生 

(2)實施小老師制度:透過班上幾個小老師帶動全班之修課氛圍 

(三) 修課後，考試前：考試前一個月密集衝刺班，輔導同學順利應付考試 

 三、國貿丙級補救條款: 

1. 需出示國貿丙級成績未達標準或已報名下一梯次考試之證明，始得進行國

貿丙級補救條款之措施。 



2. 國貿丙級補考內容以歷屆國貿丙級考題為主。 

3. 若學科未達 60分以上，必須於暑假參加系上之國貿丙級 學科 模擬考

試，並達 60分以上。 

4. 若術科未達 60分以上，則術科分數最後 20%的學生 須參加系上之國貿丙

級 術科 模擬考試，並達 60分以上。。 

5. 補考學生若達到上述 3.與 4.之補救條款，始符合畢業資格。 

6. 若選擇 國貿大會考 及格則符合畢業門檻，若未及格 則與 5. 相同規則

辦理。 

 

貳、國際企業相關商業專業證照 

 

一、 國際企業相關商業專業證照認定標準 

國企系要求之 1張其它商業證照以進入正修科技大學就讀後取得為準。其它商業

專業證照如 (附件一)。 



參、語言證照 

一、 修課規定(英語或日語可擇一) 

國企系要求之 1張語文證照以進入正修科技大學就讀後取得為準，語文證照如

(附件一)。 

(一) 英文證照認定標準 

(1) 國企系學生畢業門檻其英語能力要求為: 進入國企系後，畢業前須通

過多益測驗 400 分。 

(2) 國企系學生擁有多益測驗 750 分以上者，可抵免經貿英文閱讀、商務

英文書信與商務英文證照輔導 3 門必修課共 5 學分。 

(3) 國企系學生擁有多益測驗 600 分以上，可抵免商務英文證照輔導課。 

(二) 英語輔導機制 

系所提供多益網路模擬測驗，TOEIC模擬考題路徑：(請以 IE登入) 

(1) 國企系網頁 http://it.csu.edu.tw/ 

(2) 左上方 LiveABC 學習網 

(3) 登入帳號與密碼：第一次登入皆為學號。 

(4) 上面的英檢網下拉，點題庫管理有練習回合。 

(5) 按檢視就可以打開考題，進去之後點選聽力或閱讀 

 

二、 英語證照補救條款: 

1. 需出示多益測驗成績未達標準之證明，始得進行英語補救條款之措施。 

2. 國企系學生於畢業前尚未達到英語畢業門檻(具有多益考試證明但未達

400 分)者，且通過本系英文大會考 400 分 2 次者(英文大會考每年約於 5

月份考試，於大二到大四實施測驗，共 3 次)，可視為符合畢業資格。 

 

三、 日語 

1. 系上學生通過日語能力測驗 N5(最低級)者，符合畢業資格。 

2. 系上學生若已擁有日語能力測驗 N3(舊制為 3 級)者，可抵免必修之初

級日文(一、二)、日語能力測驗輔導課程(此課程為選修，以輔導考 N3、

4、5 為主)。 

3. 系上學生若已擁有日語能力測驗 N4(舊制為 4~3 級)但想考 N3(舊制為

3~2 級)者，無須選修日語能力測驗輔導之第一學期(上學期)課程，只須

選第二學期(下學期)課程即可。 

 



肆、電腦證照 

一、 修課規定 

1. 國企系要求之 1張電腦證照以進入正修科技大學就讀後取得為準，電腦技

能證照如(附件一)。 

2. 欲以電子商務或網路行銷證照為電腦證照者，必須加修 “電腦證照輔

導”課程，始完成電腦證照之要求。 

 



 

附件一：各類證照分數 

一、 國貿專業證照 

證照名稱 證照說明 

國際貿易大會考 合格者 

國貿業務技術士 相關乙、丙級證照 

二、 商業專業證照 
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專案管理證照 
IPMA D 級專案副理 

PMP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專案管理認證 

行銷與管理 

門市服務 乙、 丙級 

會議展覽專業人員進階、初階認證 

TBSA 行銷初階證照 

國際財務 

CFP (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 理財規劃師) 

FRM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財務風險管理師) 

CFA (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 特許財務分析師) 

金融相關證照 

台灣金融研訓院主辦金融相關證照 

(內部控制基本測驗、信託業務員、初階外匯人員、初

階授信人員、進階外匯人員、進階授信人員、理財規劃

人員) 

證券暨期貨 

證券基金會主辦證券暨期貨各類證照 

(證券商營業員、期貨商業務員、債券人員、股務人員、

企業內控、證券商高級業務員、投信投顧業務員、期貨

交易分析人員、證券投資分析人員) 

會計 

會計事務乙(丙)級技術士 

記帳士 

會計師 

保險相關證照 

人身保險業務員、產物保險業務員、投資型保險業、務

員、核保理賠人員、人身保險經紀人、財產保險經紀人、

個人風險管理師、企業風險管理師、保險精算師 

公務人員考試 

中華民國公務人員考試 

(普通考試：財稅行政、金融保險、統計、會計、經建

行政、工業行政、地政、財經政風) 

(四等特種考試：一般行政、關稅會統、資訊處理、財稅

行政、會計、經建行政、地政) 

(三等特種考試：一般行政、財稅行政、關稅法務、關稅

會統、資訊處理、國際經濟商務、會計、經建行政、地政、



財經政風、資訊處理) 

(高等考試：勞工行政、財稅行政、金融保險、統計、會

計、經建行政、公平交易管理、工業行政、商業行政、

智慧財產行政、地政、公產管理、財經政風、不動產估

價師) 

其他 

AEO 優質企業供應鏈安全專責人員專業證照 

加工出口區保稅業務人員證照  

保稅業務人員 

國際行銷初級人才證照 

國際通關管理師認證證書 

海空運 EDI 報關專業人才 

科學園區保稅業務人員 

行銷企劃 

兩岸經貿商務人才 

初級物流運籌人才(物流管理) 

服務業管理師 

物流運籌人才-物流管理證照 

保稅倉庫、免稅商店及物流中心自主管理專責人員 

保稅業務人員 

商務企劃能力檢定 

(CFSsme)中小企業財務人員 

(ECA)E-Commerce Analyst [電子商務分析師] 

(ECP)E-Commerce Planner [電子商務規劃師] 

(IMA)Internet Marketing Analyst [網路行銷分析師] 

EEC-EEAP 企業電子化助理規劃師 

Internet Marketing Analyst[IMA 網路行銷分析師] 

TQC 專業企畫人員 

TQC 專業行銷人員 

TQC 專業英文秘書人員 

TQC-DK 專案管理概論 

TQC-DK 電子商務概論 

TQC-OA 電腦會計 

TQC-OA 網際網路及行動通訊 

TQC-行動商務人員 

TQC-雲端服務商務人員 

三、 電腦技能證照 
證照名稱 證照說明 

微軟 Office 專業認證

MOS (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MOS(標準認證以上皆認可) 

http://it.csu.edu.tw/app/eip.asp?dblabel=aseip&apid=message.asp&act=detail&db=NEWS&dept_id=010_20&fno=1214&dsn=&sort=a&seo=AEO%C0u%BD%E8%A5%F8%B7%7E%A8%D1%C0%B3%C3%EC%A6w%A5%FE%B1M%B3d%A4H%AD%FB%B1M%B7%7E%C3%D2%B7%D3%AFZ%28%B2%C4%A4%AD%B4%C1%29%B4%FA%C5%E7%B3q%B9L%A6W%A5U
http://it.csu.edu.tw/app/eip.asp?dblabel=aseip&apid=message.asp&act=detail&db=NEWS&dept_id=010_20&fno=1212&dsn=&sort=a&seo=%A5%5B%A4u%A5X%A4f%B0%CF%ABO%B5%7C%B7%7E%B0%C8%A4H%AD%FB%C3%D2%B7%D3%AFZ%B3q%B9L%A6W%B3%E6


Internet and Computing 

Core Certification (IC³) 

「全球數位素養委員會 GDLC」(Global Digital Literacy 

Council) 與 Certiport™ 

電腦硬體裝修 

電腦軟體設計 

電腦軟體應用（Office） 

網頁設計 

數位電子 

相關乙、丙級證照 

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TQC) Techficiency 

Quotient Certification 

Word 2003 以上版本(實用級以上皆認定) 

Excel 2003 以上版本(實用級以上皆認定) 

PowerPoint 2003 以上版本(實用級以上皆認定) 

Access 2003 以上版本(實用級以上皆認定) 

CEO 國際認證中心 

(電子商務、網路行銷) 

分析師、規劃師、管理師，任一項合格者 

(若已有其他電腦證照，電子商務證照亦可視為商業專

業證照)(101 學年度後入學新生，此類別若要認定為電

腦證照，必須加修電腦證照輔導課程) 

其他電腦證照 

(MCAS)Microsoft Certified Application Specialist for 

Office Excel 2007 

(MCAS)Microsoft Certified Application Specialist for 

Office Outlook 2007 

Google Apps Education Individual Qualification (IQ) 

TQC+ 網頁編輯製作 

若有其他相關電腦證照，請至主任辦公室詢問 

四、 語言證照 
證照名稱 證照說明 

TOEFL-iBT (滿分 120

分) 

45~60 分(筆試 450～497) 

61~78 分(筆試 500～547)  

79-80 分(筆試 550 分) 

TOEFL-ITP 紙筆測驗 

筆試 450～497 

筆試 500～547 

筆試 550 分(含)以上 

TOEIC 400 分以上 

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 N5 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