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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321 中華民國技術士 - 電腦軟體應用 國內 乙級 政府機關 勞動部 (舊：勞工委員會) 乙級

500331 中華民國技術士 - 電腦軟體應用 國內 丙級 政府機關 勞動部 (舊：勞工委員會) 丙級

5003105 中華民國技術士 - 網頁設計 國內 丙級 政府機關 勞動部 (舊：勞工委員會) 丙級

50031597 中華民國技術士 - 門市服務 國內 丙級 政府機關 勞動部 (舊：勞工委員會) 丙級

50031675 中華民國技術士 - 門市服務 國內 乙級 政府機關 勞動部 (舊：勞工委員會) 乙級

50033952 Elementary ERP Planner[ERP規劃 國內 - 其他 (CERPS)Chinese Enterprise 丙級

50035085 國際行銷初級人才認證檢定 國內 - 其他 (CNEEA)Chinese National 丙級

50035580 商務企劃能力檢定 國內 初級 其他 (TBSA)Taiwan Business 丙級

50035592 初級物流運籌人才(物流管理) 國內 - 其他 (TALM)Taiwan Association 丙級

50036488 協同商務電子化管理師 國內 - 其他 (EBMS)Electronic Business 丙級

50036489 國際運籌物流資訊管理師 國內 - 其他 (EBMS)Electronic Business 丙級

50036976 優質企業供應鏈安全專責人員 國內 - 其他 財政部關務總局(舊：關稅 丙級

50037069 (JLPT)日本語能力試驗[日本語能 國內 N1 語文證照-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JEES) 甲級

50037070 (JLPT)日本語能力試驗[日本語能 國內 N2 語文證照-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JEES) 乙級

50037071 (JLPT)日本語能力試驗[日本語能 國內 N3 語文證照-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JEES) 丙級

50037072 (JLPT)日本語能力試驗[日本語能 國內 N4 語文證照-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JEES) 丙級

50037073 (JLPT)日本語能力試驗[日本語能 國內 N5 語文證照-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JEES) 第四級

50037178 保稅業務人員 國內 - 其他 財政部關務總局(舊：關稅 丙級

50037182 會議展覽專業人員 國內 初階 其他 (TAITRA)Taiwan External 乙級

50038867 NPDA新產品開發流程管理分析 國內 - 其他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理協 丙級

50037908 流通連鎖經營管理 國內 初級 其他 (CDA)Chinese Distribution 丙級

50037929 (PMSA)Presentation Management 國內 標準級 其他 臺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 丙級

50038070 行銷決策 國內 - 其他 (TIMS)Taiwan Institute of 丙級

50038148 保稅倉庫、免稅商店及物流中心 國內 - 其他 財政部關務總局(舊：關稅 丙級

50038516 JHSE: 初階飯店接待日語檢定 國內 初階 其他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理協 丙級

50038549 MICERE 會議展覽接待禮儀 – 乙 國內 乙級 其他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理協 丙級

50038566 消費者行為分析師 國內 - 其他 矩陣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丙級

50038868 (VBR)虛擬零售商經營模擬-門市 國內 初階 其他 皮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丙級

50038282 調查與研究方法分析師 國內 - 其他 Tri-Star Statistics Service 丙級

50039381 The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in 國內 無 其他 (CERPS)Chinese Enterprise 丙級

50039892 PJM專案管理基礎檢定 國內 - 其他 台灣商管教材研發學會 丙級

500310226 物流管理基礎認證 國內 - 其他 台灣商管教材研發學會 丙級

500312018 ERP基礎檢定考試 國內 其他 台灣商管教材研發學會 丙級

5003315 中華民國技術士 - 堆高機操作 國內 單一級 政府機關 勞工委員會 丙級

50036543 科學園區保稅業務人員 國內 - 其他 財政部關務總局(舊：關稅 丙級

50032286 (DL)Demonstrated Logistician 國外 Level-1 DL 國際認証 SOLE - 美國國際物流協 乙級

6314 保稅工廠保稅業務人員 國內 - 其他 財政部關稅總局核准辦理 丙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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