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東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 

四技部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108.12.04系務會議通過 

108.12.11院務會議通過 

108.12.17教務會議通過 

110.3.25 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因應產業需求，強化學生就業能力與國際競爭力，提升學生專業能

力，特制定遠東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以下簡稱本系）四技部畢業

門檻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本要點適用於本校 106 學年度起日間部大學部四年制入學學生，但身

心障礙學生不適用。 

第三條 本要點所稱之「系專業畢業門檻」，係指依本校學則所規定，修畢應修

學分之外，再就學生就業能力之需要，訂定畢業相關檢核項目及門檻。 

第四條 四技日間部學生應取得附件一所列之專業證照四點(或以上)，方能符合

系專業畢業門檻所訂定之規定。身心障礙學生應取得附件一所列之專業

證照二點(或以上)、報考 2次沒通過之證明、或符合附件一認列點數條

例。 

第五條 系專業畢業門檻之成績依附件一、附件二之成績對照表核給。 

第六條 凡本系學生應於畢業當學年度上學期向本系辦公室提出系專業畢業門

檻審核申請，其申請程序如下： 

(1)填妥附件三之遠東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專業能力證照審核申請

表。  

(2)於申請表內貼附證照或檢定考試成績單正、反面影印本，並於申請

表中簽名。每張申請表以貼附一張證照或檢定考試成績單為限。 

(3)申請時應檢附正本以供查驗。 

(4)審核完畢將由系務委員登入資訊系統辦理學生畢業門檻審核工作。 

第七條 「系專業畢業門檻」所認列之證照需以就讀本校期間所取得之證照為

限。 

第八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決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1.在本校求學期間取得所列之專業證照點數： 

發照單位 專業證照名稱 點數 

勞動部 

會計事務、電腦硬體裝修、電腦軟體

應用、電腦軟體設計、網頁設計、圖

文組版、廣告設計 

乙級 2 

丙級 0.5 

經濟部資訊專

業人員(ITE) 

專案管理類、軟體設計類、數位內容

類(遊戲企劃與遊戲美術專業人員) 

資訊專業人員鑑定

證書 
2 

單科及格證明 0.5 

電腦技能基金

會(TQC) 

專業級之 VB程式設計、VB軟體開發、JAVA 1 

專業級之互動式網頁設計(ASP3.0/ASP.NET/PHP)網頁程

式設計 
1 

專案管理概論 0.5 

PhotoImpact/Photoshop 0.5 

多媒體設計 0.5 

網頁設計類(FrontPage、Dreamweaver)之(實用級、進階

級、專業級) 
0.5 

影像處理類(PhotoImpact)之(實用級、進階級、專業級) 0.5 

Photoshop 0.5 

TQC+ 專業設計人才証照 

電腦繪圖設計 
1 

TQC+ 專業設計人才証照 

電腦繪圖概論與數位色彩配色 
1 

TQC+ 專業設計人才証照 

數位媒體出版 
1 

Adobe公司 ACA 1 

Autodesk公司 
3D Max ATC 1 

MAYA 1 

Microsoft 

(微軟) 
MTA 0.5 

CIW CIW Taiwan Web Designer   1 

CIW CIW Web Professional 1 

CIW CIW Animation Professional 1 

http://www.tqc.org.tw/TQC/index.asp
http://www.tqc.org.tw/TQC/index.asp
http://www.tqc.org.tw/TQC/content_brochure_pd01.asp
http://www.tqc.org.tw/TQC/content_brochure_pd02.asp
http://www.tqc.org.tw/TQC/content_brochure_pd03.asp
http://www.adobe.com/support/certification/ace.html


發照單位 專業證照名稱 點數 

CIW CIW Design Professional 1 

MAGIX AG Music Maker 1 

其他 經由課程發展委員會議認列點數  

 

2.參加在學期間，代表系上參加系相關比賽： 

2-1 榮獲國際性競賽名次等同前三名採計 1 點、入圍 0.5 點(經由課程發展委

員會議認列點數)。 

2-2 榮獲全國性競賽名次等同前三名採計 0.5 點(經由課程發展委員會議認列

點數)。 

3.報考研究所，國立正取者採計點數 1點。 

4.通過科技部大專學生專題研究計畫採計 1點。 

5.由數位媒體設計系 夢想家團隊主辦之服務學習 24 小時 0.5 點(此項上限 0.5

點)。 

6.身心障礙學生可透過參加校外公開正式研習與工作坊，每場(8小時以上)採計

點數 0.5點(經由課程發展委員會議認列點數)。 

7.其他未列入證照，經由課程發展委員會議認列點數。 



附件二 

 四技日間部成績對照表(未達本辦法第五條規定者成績以 50分核給) 

點數 7.5(含)以上 7 6.5 6 5.5 5.0 4.5 4 3.5(含)以下 

成績 100 95 90 85 80 75 70 65 50 



附件三 

 

遠東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專業能力證照審核申請表 

申請人： 學號： 班級：  

申請學期：   學年度    學期 連絡電話： 

第        次申請審核 本次共有     張證照 本表為第   至   張證照 

說明： 

1.請攜帶正本供承辦人員核對。 

2.影本尺寸一律為 A4大小、小尺寸證照正反面影印在同張 A4紙上。 

3.影本裝訂在申請表之後，並照填寫順序排序。 
證照名稱級別(級別) 

[乙級、丙級、國際證照級、實用級、進階級] 
點數 

右
邊
欄
位
由
承
辦
人
員
填
寫 

審核項目 審核點數 審核結果 

          （       級）  
□影本跟正本符合。 
□等級點數與附件二相符。  

□通過。 
□不通過。 

（       級）  
□影本跟正本符合。 
□等級點數與附件二相符。  

□通過。 
□不通過。 

（       級）  
□影本跟正本符合。 
□等級點數與附件二相符。  

□通過。 
□不通過。 

（       級）  
□影本跟正本符合。 
□等級點數與附件二相符。  

□通過。 
□不通過。 

（       級）  
□影本跟正本符合。 
□等級點數與附件二相符。  

□通過。 
□不通過。 

（       級）  
□影本跟正本符合。 
□等級點數與附件二相符。  

□通過。 
□不通過。 

（       級）  
□影本跟正本符合。 
□等級點數與附件二相符。  

□通過。 
□不通過。 

（       級）  
□影本跟正本符合。 
□等級點數與附件二相符。  

□通過。 
□不通過。 

（       級）  
□影本跟正本符合。 
□等級點數與附件二相符。  

□通過。 
□不通過。 

附件一[2~7] 點數 審核項目 審核點數 審核結果 

[2]代表系上參加競賽(競賽名稱/獎項          )  
□影本跟正本符合。 

□等級點數與附件二相符。 
 

□通過。 
□不通過。 

[3]考取研究所(校名/系所                    )  
□影本跟正本符合。 
□等級點數與附件二相符。 

 
□通過。 
□不通過。 

[4]通過科技部大專生計畫(指導老師           )  
□影本跟正本符合。 
□等級點數與附件二相符。 

 
□通過。 
□不通過。 

[5]夢想家團隊主辦之服務學習 24小時 0.5點  
□影本跟正本符合。 

□等級點數與附件二相符。 
 

□通過。 
□不通過。 

[6]身障生參加校外公開正式研習與工作坊  
□影本跟正本符合。 

□等級點數與附件二相符。 
 

□通過。 
□不通過。 

[7]其他未列入證照，由課程發展委員會議認列  
□影本跟正本符合。 

□等級點數與附件二相符。 
 

□通過。 
□不通過。 

申請人聲明：本證件之正本為該證照官方認證機構所頒發之正式證照。本影本與正本內容完全一

致。申請人確實瞭解：如有不符之事情，申請人將被撤銷認證資格，已獲得之課程通過資格將被

撤銷，所取得之畢業證書因之也將被撤銷。申請人且需擔負刑法中「偽造文書印文罪」。 

申請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欄位由承辦人填寫 

審核流程 點數：       □ 系上成績登錄。 □學校成績輸入。 

承辦人員 
 

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