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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新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明新科技大學學生基本能力與畢業

門檻實施辦法」為提昇學生專業知能，特定「明新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學生專業能力

畢業門檻及輔導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自98學年度以後入學之日間部四技學生，除應依本校學則規定，修滿本系訂定之學分

外，應具備本要點第四點列舉之專業能力之一者，始得畢業。  

三、本系鼓勵身心障礙及外國學生具備本要點第四點列舉之專業能力，但前述之學生不受

本系畢業門檻規定之限制。 

四、本系日間部四技學生，除應依本系時序表規定，修滿應修之學分外，應取得相關證照

及證書，始得畢業。 

（一）自98學年度至101學年度入學之本系日間部四技學生，應取得下列證照及證書：  

1、證照及檢定：學生須於在學期間取得勞動部勞動力發展署丙級技術士以上

或同級專業證照（參閱學生專業證照表）。未具丙級技術士考照資格者或

未能通過丙級技術士考照者，必須通過校外或本系所舉辦之專業檢定，由

課程規劃委員會規劃審核。  

2、心肺復甦術認證：學生須於畢業前通過心肺復甦認證。  

（二）102學年度起入學之本系日間部四技學生，應取得下列證照及證書：  

1、證照及檢定：學生須於在學期間取得勞動部勞動力發展署乙級技術士以上

或同等級專業證照（參閱學生專業證照表）。  

2、基本救命術（BLS）：學生須於畢業前通過基本救命術認證。 



（三）105學年度起入學之本系日間部四技學生，應取得下列證照及證書：  

1、證照及檢定：學生須於在學期間取得勞動部勞動力發展署乙級技術士以上

或同等級專業證照始得畢業。學生於在學期間必須至少參加過一次保母人

員即測即評考試，若至四年級仍未通過單一級保母人員技術士檢定，始得

採認其他同等級或以上之證照（參閱學生專業證照表）。 

2、基本救命術（BLS）：學生須於畢業前通過基本救命術認證。 

（四）107學年度起入學之本系日間部四技學生，應於在學期間取得證照及

證書始得畢業： 

1、專業證照。符合下列任一資格： 

(1) 勞動部勞動力發展署乙級技術士以上或同等級專業證照。 

(2) 勞動部勞動力發展署之單一級保母人員技術士證以及任一丙級技術士

以上(或同等級專業證照，請參閱學生專業證照表）。 

   學生若至四年級第2學期仍未取得單一級保母技術士證者，方得採認其

他同等級或以上之證照（參閱學生專業證照表）。 

2、基本救命術（BLS）：學生須於畢業前通過基本救命術認證。  

(五) 自他校或本校進修部轉入本系日間部四技之轉學生，其轉入年級為大           

        學二年級第2學期以上者，應於在學期間取得下列證照及證書始得畢 

        業： 

1、專業證照： 

勞動部勞動力發展署之單一級保母人員技術士證。 

學生若至四年級第2學期仍未取得單一級保母技術士證者，方得採認其他同

等級或以上之證照（參閱學生專業證照表）。 

2、基本救命術（BLS）：學生須於畢業前通過基本救命術認證。 

五、未通過學生基本能力及畢業門檻者得延長修業年限，學生延長修業年限依本校學則

規定辦理。  

六、專業證照取得之輔導，由各班導師協助執行與輔導。  

七、專業證照之審核由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辦理。  

八、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學生專業證照表 

一、政府機關證照： 

證照名稱 
國內(外)國

際 
發照機關 級別/分數 對照級數 

單一級保母人員技術士證 

(證照代號：505447) 
國內 

勞動部勞動力發展署

技能檢定中心 
單一級 丙級 

客家語言能力認證 國內 行政院客委會 初級 丙級 

客家語言能力認證 國內 行政院客委會 中級 乙級 

丙級中餐烹調技術士 

(證照代號：50541985) 
國內 

勞動部勞動力發展署

技能檢定中心 
丙級 丙級 

烘焙食品技術士 

(證照代號：50541989) 
國內 

勞動部勞動力發展署

技能檢定中心 
丙級 丙級 

烘焙食品技術士 

(證照代號：50541988) 
國內 

勞動部勞動力發展署

技能檢定中心 
乙級 乙級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 

華語領隊人員 
國內 考試院考選部 及格 視同乙級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 

華語導遊人員 
國內 考試院考選部 及格 視同乙級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 

外語領隊人員 

國內 考試院考選部 及格 視同乙級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 

外語導遊人員 

國內 考試院考選部 及格 視同乙級 

中華民國技術士 -職業潛水 國內 行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級 乙級 

中華民國技術士 -勞工安全

衛生管理  

國內 行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級 乙級 

會議展覽專業人員初階認證-

證明書 

國內 經濟部商業司 及格 視同乙級 



會議展覽專業人員進階認證-

證明書 

國內 經濟部商業司 及格 視同乙級 

中華民國技術士 -電腦軟體

應用 

國內 行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級 乙級 

中華民國技術士 -電腦軟體

設計 

國內 行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級 乙級 

中華民國技術士 -電腦軟體

裝修 

國內 行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級 乙級 

中華民國技術士 - 門市服務 國內 行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級 乙級 

照顧服務員 國內 行政院勞工委員會 單一級 乙級 

美容技術士 國內 行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級 乙級 

飲料調製 國內 
勞動部勞動力發展署

技能檢定中心 
丙級 丙級 

中式麵食加工 國內 
勞動部勞動力發展署

技能檢定中心 
丙級 丙級 

中式米食加工 國內 
勞動部勞動力發展署

技能檢定中心 
丙級 丙級 

門市服務 國內 
勞動部勞動力發展署

技能檢定中心 
丙級 丙級 

喪禮服務 國內 行政院勞工委員會 丙級 乙級 

網頁設計 國內 行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級 乙級 

網路架設技術士 國內 行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級 乙級 

中餐烹調 國內 行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級 乙級 

西餐烹調 國內 行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級 乙級 



烘焙食品 國內 行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級 乙級 

餐旅服務(餐飲、旅館) 國內 行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級 乙級 

中式麵食加工 國內 行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級 乙級 

中式米食加工 國內 行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級 乙級 

會計事務 國內 行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級 乙級 

照顧服務員 國內 行政院勞工委員會 單一級 乙級 

美容技術士 國內 行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級 乙級 

就業服務員乙級技術士 國內 行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級 乙級 

 

 

 

 

 

 

 

 

 

 

 

 

 

 

 

 

 

 

 



 

 

 

 

 

二、提升學生就業能力證照： 

證照名稱 國內(外)國際 發照機關 級別/分數 對照級數 

Piano[鋼琴] 

(證照代號: 50546186) 

國際 

(YMF)Yamaha 

Music Foundation of 

Taiwan[財團法人山

葉音樂振興基金會] 

5 級 視同乙級 

Piano[鋼琴] 

(證照代號: 50546185) 

國際 

(YMF)Yamaha 

Music Foundation of 

Taiwan[財團法人山

葉音樂振興基金會] 

6 級 視同丙級 

Piano[鋼琴] 

(證照代號: 50546184) 

國際 

(YMF)Yamaha 

Music Foundation of 

Taiwan[財團法人山

葉音樂振興基金會] 

7 級 視同丙級 

Piano[鋼琴] 

(證照代號: 50546183) 

國際 

(YMF)Yamaha 

Music Foundation of 

Taiwan[財團法人山

葉音樂振興基金會] 

8 級 視同丙級 

河合鋼琴 

(證照代號：50545366) 

國內 
河合等級評審委員

會 
7 級 視同丙級 

河合鋼琴 

(證照代號：50545365) 

國內 
河合等級評審委員

會 
8 級 視同丙級 

鋼琴 

(證照代號：50546225) 
國內 

史坦巴哈音樂進級

檢定評審委員會 
7 級 視同丙級 

鋼琴 

(證照代號：50546219) 
國內 

史坦巴哈音樂進級

檢定評審委員會 
6 級 視同丙級 

嬰幼兒撫觸按摩教保人員

(證照代號: 50548169) 
國內 

國際嬰幼兒按摩協

會 

台灣國際嬰幼兒教

育保育發展促進會 

無 視同丙級 



幼兒體能指導員 

(證照代號: 50547829) 
國內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學前教育發展學會 
初級 視同丙級 

幼兒運動遊戲指導員 

(證照代號: 50544258) 
國內 

中華民國幼兒體育

發展學會 
C 級 視同丙級 

國際禮儀接待員 國內 
華廈訓練評鑑有限

公司 
  乙級 

日本語能力認定書 國內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

及財團法人日本國

際教育支援協會 

1級與 2級 甲級 

日本語能力認定書 國內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

及財團法人日本國

際教育支援協會 

3級 乙級 

日本語能力認定書 國內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

及財團法人日本國

際教育支援協會 

N1 甲級 

日本語能力認定書 國內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

及財團法人日本國

際教育支援協會 

N2 甲級 

日本語能力認定書 國內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

及財團法人日本國

際教育支援協會 

N3 乙級 

高級急救員 國內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乙級 

急救教練 國內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高級 乙級 

TQC 行動裝置應用認證-專業

級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基金會 專業級 
乙級 

MOS大師級 國際 Microsoft 乙級 乙級 

會議展覽專業人員進階認

證 
國內 經濟部商業司 及格 乙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