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管系大學部認列獎勵之商管專業證照 

類別 證照 

財務管理 

國際證照 

證照名稱 發證單位 

美國特許財務分析師(CFA) 美國投資管理及研究協會(AIMR) 

國際財務規劃師(CFP) 美國財務規劃師準則委員會(CFPBS) 

國際金融稽核師(CFSA) 美國內部稽核協會 (IIA-Taiwan) 

國際內部稽核師(CIA) 美國內部稽核協會 (IIA-Taiwan) 

國際內控自評師(CCSA) 美國內部稽核協會 (IIA-Taiwan) 

 

國內證照 

證照名稱 發證單位 

理財規劃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授信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初階)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外匯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初階)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能力測驗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測驗 

(一般金融、消費金融)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進階財富管理專業能力測驗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金融人員授信擔保品估價專業能力測

驗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金融人員風險管理專業能力測驗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債權委外催收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中小企業財務人員認證(CFSSME)測驗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信託業務專業測驗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 (CSIA)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證券商業務員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投信投顧業務人員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期貨商業務人員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期貨交易分析人員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債券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資產證券化基本能力測驗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票券商業務員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股務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會計丙級 勞委會 
 

行銷管理 

國際證照 

證照名稱 發證單位 

國際企業管理師 英國城市專業學會 

基礎客戶服務 (ACS) 美國壽險管理學會 (LOMA) 



進階客戶服務 (PCS ) 美國壽險管理學會 (LOMA) 

NPOP 新產品開發管理師 美國產品發展管理協會 PDMA 

顧客關係管理師 英國城市專業學會 

衝突管理國際專業人才 英國城市專業學會 

WBSA 商務企劃員認證 世界商務策劃師聯合會 (WBSA) 

LCCI 行銷證書 英國倫敦商會考試局 (LCCIEB) 

LCCI 客服證書 英國倫敦商會考試局 (LCCIEB) 

LCCI 行銷企劃國際證照 英國倫敦商會考試局 (LCCIEB) 

國際產業管理師(CPIM)  美國資源管理協會 (APICS) 

 

國內證照 

證照名稱 發證單位 

國際行銷初級人才認證 中華民國外銷企業協進會 

TIMS 行銷專業能力認證 台灣行銷科學學會 

TBSA 商務企劃能力檢定 (初級、進階) 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協會 
 

科技管理 

國際證照 

證照名稱 發證單位 

PMP 專案管理師 美國專案管理學會(PMI) 

IPMA 專案管理師 
國際專案管理協會(IPMA) 

(授權台灣專案管理學會) 

MA TRIZ Certification 國際證照-國際

萃智基礎創新專員 
國際萃智協會(MATRIZ) 

NPOP 新產品開發管理師 美國產品發展管理協會 PDMA 

國際產業管理師(CPIM) 美國資源管理協會 (APICS) 

SOLE 國際物流專業證照 美國國際物流協會 (SOLE) 

 

國內證照 

證照名稱 發證單位 

企業電子化規劃師 (一級) 

(企業電子化規劃類人才能力鑑定)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TQC) 

ERP 軟體應用師 

(財務模組/配銷模組/生管製造模組)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ERP 規劃師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中國民國品質學會 

協同商務電子化管理師 產業電子化運籌管理學會 

國際運籌物流資訊管理師 產業電子化運籌管理學會 

協同商務電子化顧問師 產業電子化運籌管理學會 

國際運籌物流資訊顧問師 產業電子化運籌管理學會 
 

人力資源 
國際證照 

證照名稱 發證單位 



PHR (Professional in Human 

Resources) 美國人力資源管理專家 
美國人力資源管理學會 (SHRM) 

國際企業管理師 英國城市專業學會 

衝突管理國際專業人才 英國城市專業學會 

 

國內證照 

證照名稱 發證單位 

全方位基礎人力資源管理師 中華人力資源管理協會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師 中華人力資源管理協會 

訓練發展管理師 中華人力資源管理協會 

員工薪酬管理師 中華人力資源管理協會 

勞動法令管理師 中華人力資源管理協會 

員工任用管理師 中華人力資源管理協會 

e-HR 管理師 中華人力資源管理協會 

職能管理師 中華人力資源管理協會 

大陸人資勞動管理師 中華人力資源管理協會 

勞健保暨勞基法管理師 中華人力資源管理協會 

人資成本管理師 中華人力資源管理協會 

績效管理師 中華人力資源管理協會 

HR 客戶夥伴管理師 中華人力資源管理協會 

人力資源管理師 中華人事主管協會 

勞健保暨勞動法規管理師 中華人事主管協會 

薪資管理師 中華人事主管協會 

任用管理師 中華人事主管協會 

職能管理師 中華人事主管協會 

教育訓練發展管理師 中華人事主管協會 

員工績效管理師 中華人事主管協會 

大陸人力資源與勞動關係管理師 中華人事主管協會 

員工心理諮商輔導人員認證 中華人事主管協會 
 

產業分析 

國際證照 

證照名稱 發證單位 

NPOP 新產品開發管理師 美國產品發展管理協會 PDMA 

PMP 專案管理師 美國專案管理學會(PMI) 

IPMA 專案管理師 
國際專案管理協會(IPMA) 

(授權台灣專案管理學會) 

 

國內證照 

證照名稱 發證單位 

產業分析師 
台 灣 亞 太 產 業 分 析 專 業 協 進 會

（APIAA） 
 

http://www.chrma.net/identity_more.php?id=A009
http://www.chrma.net/identity_more.php?id=A015
http://www.chrma.net/identity_more.php?id=A017
http://www.chrma.net/identity_more.php?id=A010
http://www.chrma.net/identity_more.php?id=A008
http://www.chrma.net/identity_more.php?id=A018
http://www.hr.org.tw/class2_2.asp?ctype=2&autono=1040
http://www.hr.org.tw/class2_2.asp?ctype=2&autono=1040
http://www.hr.org.tw/class.asp?course=勞健保暨勞動法規管理師認證班
http://www.hr.org.tw/class2_2.asp?ctype=2&autono=1040
http://www.hr.org.tw/class.asp?course=薪資管理師認證班
http://www.hr.org.tw/class2_2.asp?ctype=2&autono=1040
http://www.hr.org.tw/class.asp?course=任用管理師認證班
http://www.hr.org.tw/class2_2.asp?ctype=2&autono=1040
http://www.hr.org.tw/class.asp?course=職能管理師認證班
http://www.hr.org.tw/class2_2.asp?ctype=2&autono=1040
http://www.hr.org.tw/class.asp?course=教育訓練發展管理師認證班
http://www.hr.org.tw/class2_2.asp?ctype=2&autono=1040
http://www.hr.org.tw/class.asp?course=員工績效管理師認證班
http://www.hr.org.tw/class2_2.asp?ctype=2&autono=1040
http://www.hr.org.tw/class.asp?course=大陸人力資源與勞動關係管理師認證班
http://www.hr.org.tw/class2_2.asp?ctype=2&autono=1040
http://www.hr.org.tw/class.asp?course=員工心理諮商輔導人員認證班
http://www.hr.org.tw/class2_2.asp?ctype=2&autono=1040


服務業管理 

國際證照 

證照名稱 發證單位 

國際企業管理師 英國城市專業學會 

顧客關係管理師 英國城市專業學會 

LCCI 客服證書 英國倫敦商會考試局 

LCCI 行銷企劃國際證照 英國倫敦商會考試局 

 

國內證照 

證照名稱 發證單位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中國民國品質學會 

門市服務乙級技術士證照 勞委會 

門市服務丙級技術士證照 勞委會 

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證照 勞委會 
 

創新創業 

國際證照 

證照名稱 發證單位 

MA TRIZ Certification 國際證照-國際

萃智基礎創新專員 
國際萃智協會(MA TRIZ) 

NPOP 新產品開發管理師 美國產品發展管理協會 PD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