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多媒體設計系學生專業認證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93 年 3 月 16 日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3 年 6 月 14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3 年 6 月 28 日教務會議通過暨民國 93 年 9 月 16 日(93) 德媒計通字第 001 號公布 中華民國 95 年 1 月 3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 5 月 22 日教務會議通過暨民國 95 年 10 月 11 日(95) 德媒計通字第002號公布 中華民國96年 9月 19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96年 10月 22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96年 11月 15日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99年 9月 14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暨民國99年 10月 20日資訊學院院務會議核備通過(99)媒計通字第001號公布 中華民國101年 5月 23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暨民國 101年 10 月 16 日資訊學院院務會議核備通過  
第一條  (目的) 

為彰顯技職教育特色，提升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多媒體設計系(以下簡稱本系)畢業生升學與

就業的競爭優勢，及增進教學成效，特訂定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多媒體設計系學生專業認證

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適用範圍)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系日間部四年制大學部學生(以下簡稱本系學生)。 

第三條 (畢業資格) 

本辦法所稱專業認證即本系課程基準表中之「專業認證」稱之，98 學年度前(含)入學新生，

為 1 學分單學期必修，但不授課之課程；99 學年度後(含)入學新生，為零學分不授課，學

生須於畢業前取得專業認證資格，始得畢業。 

第四條 (申請時程) 

學生須於畢業當學期期末考前，填寫申請表並攜帶證照正本向本系提出申請。 

第五條  (認證審查) 

本系得組成認證審查小組，審查本系學生依本辦法取得之認證項目或視同認證項目，並依

本系專業認證評分標準給予評分，經系務會議通過後，由本系登錄成績。 

一種證照不得申請二種認證(即學生取得一份證照，只能申請基本技能認證或本系專業認

證)。 

第六條  (認證項目及認證資格) 

本系學生畢業前至少需取得本系專業認證項目暨及格標準（如表一）或第七條之視同認證

項目之乙項者，始取得認證資格。 

第七條  (視同認證項目) 

學生參加下列各項有關競賽獲獎、文章發表、考取研究所等視同認證通過。 

一、參加全國性相關競賽獲獎者，且經系務會議決議認可者。 

二、於國內外相關專業雜誌、研討會或期刊發表文章，且經系務會議決議認可者。 

三、畢業前考取國內相關研究所之碩士班者，憑錄取通知單視同通過認證。 

四、本系學生於進入本校前兩年，已取得認證項目或視同認證項目者，視同通過認證。 

五、建教合作實習成績達九十分以上者。 

六、其他未列入上述認證項目者，經提案獲系務會議決議通過者，亦可納入採認。 

第八條  (成績評分標準) 

專業認證評分標準如表二。認證有關證明文件取得後，直接記錄認證成績；惟本系學生取

得表一兩項以上認證資格時，擇優記錄專業認證評分。 

第九條  (免除認證門檻) 

聽障、雙手肢障、腦性麻痺及其他特定身心障礙學生，經由系務會議通過，得免除認證門

檻之規定。 

第九條  (辦法修正)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報請院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表一 多媒體設計系學生專業認證項目暨及格標準 

證照名稱 認證項目 
四技日間部 

應屆畢業及格標準 

延修生 

及格標準 

數位內容類 取得數位內容專業人員證書 取得證書 

系統分析類 取得系統分析專業人員證書 3科以上及格 

軟體設計類 取得軟體設計專業人員證書 3科以上及格 

網路通訊類 取得網路通訊專業人員證書 3科以上及格 

資訊安全類 取得資訊安全管理專業人員證書 3科以上及格 

製造業電子化人才能力鑑定 取得證書 取得證書 

經濟部資訊

專業人員鑑

定 

電子化助理規劃師 取得證書 取得證書 
高 普 考 資訊類科 取得證書 取得證書 

電腦軟體應用類 取得乙級證書 通過乙級學科測驗 

電腦軟體設計類 取得丙、乙級證書 通過乙級學科測驗 

網頁設計 取得丙、乙級證書 通過乙級學科測驗 

電腦硬體裝修類 取得乙級證書 通過乙級學科測驗 

勞委會技能

檢定 

工業電子類 取得丙、乙級證書 通過乙級學科測驗 

程式設計類 取得證書 取得證書 

影像處理類 取得證書 取得證書 

多媒體設計類 取得證書 取得證書 
TQC認證 

網頁設計類 取得證書 取得證書 

Photoshop(視覺設計) 取得證書 取得證書 

Adobe Flash(多媒體傳播) 取得證書 取得證書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ACA) 國際

證照 
Dreamweaver(網頁傳播設計) 取得證書 取得證書 

3Ds Max 取得證書 取得證書 Autodesk國

際證照 AutoCAD 取得證書 取得證書 

ACOUSTICA 

國際認證 

Mixcraft 5 Certified 

Associate Program Level3 
取得證書 取得證書 

備註：其他未列入上述認證項目者，經提案獲系務會議決議通過者，亦可納入採認。 



 

表二 多媒體設計系學生專業認證項目評分標準 

證照名稱 認證項目 認證程度 期末成績 

數位內容類 取得數位內容專業人員 95 

系統分析類 取得系統分析專業人員 95 

軟體設計類 取得軟體設計專業人員 95 

網路通訊類 取得網路通訊專業人員 90 

資訊安全類 取得資訊安全管理專業 95 

製造業電子化人才能力鑑定 取得證書 90 

經 濟 部 

資訊專業 

人員鑑定 

電子化助理規劃師 取得證書 80 

高 普 考 資訊類科 及格 
普考 90 

高考 95 

電腦軟體應用類 取得乙級證書 95 

電腦軟體設計類 取得丙、乙級證書 80 95 

網頁設計 取得丙、乙級證書 80 95 

電腦硬體裝修類 取得乙級證書 95 

勞 委 會 

技能檢定 

工業電子類 取得丙、乙級證書 80 95 

程式設計類 取得證書 

影像處理類 取得證書 

多媒體設計類 取得證書 
TQC認證 

網業設計類 取得證書 

實用級 70 

進階級 80 

專業級 90 

研 究 所 多媒體設計相關研究所 錄取 95 

校    外 

競    賽 
資訊及多媒體設計相關類 獲獎 系務會議決定 

專業文章 

發    表 
國內外期刊、研討會、專業雜誌 接受或刊出 系務會議決定 

Photoshop(視覺設計) 取得證書 85 

Adobe Flash(多媒體傳播) 取得證書 90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ACA) 國際證照 
Dreamweaver(網頁傳播設計) 取得證書 95 

3Ds Max 取得證書 95 
Autodesk國際證照 

AutoCAD 取得證書 95 

ACOUSTICA 

國際認證 

Mixcraft 5 Certified 

Associate Program Level3 
取得證書 95 

備註：延修生之成績如採「延修生及格標準」認定，其期末成績減 10 分計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