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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國際專業認證學會 

認證檢定簡章辦法 

 

 

應考人請於報名前詳閱簡章各項說明內容，並遵守

所列之各項規範，如有任何疑問，請洽鑑定執行單

位詢問，各項考試規定以最新版本為準。 

 

 

版本：2021年 10月(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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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鑑定動機 

 

本學會積極推動資訊與創新管理人才檢定項目， 目

的是在於建立我國資訊與創新管理專業人員能力鑑定

之完專業人員鑑定」整體系提昇我國資訊人力的素

質。 

 並透過國際間的交流合作，人才交互認證的機制，

使我國資訊人才達到國際化的水準。以宏觀與完整之

角度研訂各項鑑定規範，從各項資訊創新及軟體人員

分類，主要業務、技能標準、知識體系，以及最後之

各類人員教育訓練、專業能力鑑定考試科目等，給予

以完整之研究與規劃。讓產業界人才選擇訂出了標

準，同時也可提升企業整體資訊專業及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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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主辦單位 

臺灣國際專業認證學會 

 

 

 1.3 報名資格 

 

一、中華民國國民，年滿十五歲（計算至鑑定舉辦前

一日止）。如未滿年紀需家長同意方能參加檢定。 

 

二、非中華民國國民，但具有合法外僑居留證，且

年滿十五歲（計算至鑑定舉辦前一日止）。 

 

三、師級與應用類認證類別需具有高中職畢業文憑或

其同等學力，且年滿十八歲資格方能換取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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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認證內容與科目 

經營管理類 

1.國際企業管理師 

2.企業財務分析師 

3.市場行銷規劃師 

4.專案管理師 

5.會展行銷管理師 

6.創新創意規劃師 

7.文案設計與媒體行銷認證 

8.行銷管理企劃師 

9.職業倫理與職場道德 

10.國際經濟貿易人才認證 

資訊科技類 

1.物聯網知識應用 

2.電子商務規劃師 

3.國際資訊管理師 

4.雲端技術網路服務 

5.程式設計與軟體開發知識 

6.人工智慧應用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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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網際網路實務與應用 

8.Micro：bit程式設計應用認證 

9.Python程式設計應用認證 

10.網頁設計能力認證 

職業安全類 

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 

2.個人資料安全管控師 

3.資訊安全維護師 

4.環境保護能源永續管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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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報名、考試日期 

依據各校的承辦時間為主，最新梯次可洽詢 

學會聯絡信箱 E-mail: 

tipci2021@gmail.com 

 

2.3各科目證照檢定費用 

考證報名費 2000元，學生身分報名優惠 1500元。 

團體報名總人數達 100人，團報優惠價 1000元。 

(含證照處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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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證照考試相關規定 

 

考試方式: 

1.學科認證： 

1.1只有考單選題(沒術科) 

選擇題出題 50題 

每題 2分，滿分共 100分 

------------------------------------- 

1.2 AI人工智慧認證 

是非題 10 題/每題 3 分共 30 分 

選擇題 10 題/每題 3 分共 30 分 

複選題 10 題/每題 4 分共 40 分  

------------------------------------- 

滿分共 100分 

作答時間(4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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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科+術科認證： 

(1)學科方式： 

選擇題出題 20題 

每題 2分，共 40分 

 

(2)術科方式: 

完成作答要求，共 60分 

 

作答時間(50分鐘) 

----------------------------------------- 

  

2.5專業人員換證學科抵免換證規定 

凡學科與本認證相關性之證照檢定過，於之前考取

其他認證機構證書可當採認依據作為抵免，無須再

行測驗檢定。但需附上證書或成績合格佐證等資料

以供查證。並在規定有效期限內完成本驗證機構填

報，可免去學科檢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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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生應考注意事項 

一、 本鑑定之各項試場規則，參照考試院公布之『國家

考試試場規則』辦理。 

二、 於填寫報名表之個人資料時，請務必於傳送前再次

確認檢查，如有輸入錯誤部份，由應考人自行負責。 

三、 凡完成報名程序後，除因本不可抗力因素，造成無

法於報名日期應考時，得依相關憑證辦理延期手續

（以 1 次為限且不予退費），請報名應考人確認後再行報

名。 

四、 本項鑑定報名不需繳交照片，但請於應試時攜帶具

照片之身分證件正本備驗（國民身分證、駕照等）。未攜帶

證件者，得於簽立切結書後先行應試。 

五、 非應試用品及其他無關物品不得攜帶入場應試，違

者扣分，並得視其使用情節加重扣分或扣減該項全部成

績。 請勿攜帶貴重物品應試，考場恕不負保管之責。 

六、 鑑定時除在專用計算紙及規定處作答外，不得書寫

與鑑定有關之任何文字、符號等，違者作答不予計分；亦

不得左顧右盼，意圖窺視、相互交談、抄襲他人答案、便

利他人窺視答案、自誦答案、以暗號告訴他人答案等，如

經勸阻無效，該科目將不予計分。 

七、 若遇考場設備損壞，應考人無法於原訂場次完成鑑

定時，遞延至下一場次重新應考；若無法遞延者，將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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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行舉辦鑑定或退費。 

八、  應考人入場、出場及鑑定中如有違反規定或不服監

試人員之指示者，監試人員得取消其鑑定資格並請其離

場。違者不予計分。 

九、 鑑定前發現應考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取消其

應考資格。證書核發後發現者，將撤銷其鑑定及格資格並

吊銷其證書。其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檢察機關辦理： 

(一) 冒名頂替者。 

(二) 偽造或變造應考證件者。 

(三) 自始不具備應考資格者。 

(四) 以詐術或其他不正當方法，使鑑定發生不正確

之結果者。 

十、 請人代考者，連同代考者，1年內不得報名參加本鑑

定。請人代考者及代考者若已取證書，將吊銷其證書資

格。其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檢察機關辦理。 

十一、涉及意圖或已將試題或作答資料攜出試場或於鑑定

中意圖或已傳送試題者，將被視為違反試場規則，該科目

不予計分。 

十二、應考人已交卷出場後，不得在試場附近逗留或高聲

喧嘩或以其他方式影響場內應考人作答，違者經勸阻無

效，將不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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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考試個人報名表 

報考科目(如果兩科以上請用頓號分開):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電話: 

手機: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聯絡地址: 

 

所屬學校或服務單位 

 

備註： 

 

 

學校團體報名請填寫附件四、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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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考試成績複查申請表 

複查科目名稱(如果兩科以上請用頓號分開):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電話: 

手機: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聯絡地址: 

 

所屬學校或服務單位 

 

對於成績有任何疑問，請在成績公告後 2 周內提出

申請複查，申請表請寄至 E-mail: 

tipciorg@gmail.com 

 

  

mailto:tipcior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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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申請國際英文版證書 

申請英文證書名稱(如果兩科以上請用頓號分開):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電話: 

手機: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聯絡地址: 

 

所屬學校或服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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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團體報名 

學校科系(服務單位):                                     班級: 

聯絡人:               電話:                             考試日期: 

報名資料請填寫如下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填寫完畢請 E-mail到 tipci202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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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證照樣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