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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多媒體動畫系 
提升學生專業知能基本能力實施要點 

 
民國 108 年 05 月 27 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8 年 05 月 31 日院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8 年 06 月 12 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9 年 04 月 06 日系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9 年 04 月 09 日院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9 年 04 月 29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1 年 01 月 19 日系務會議修正 
民國 111 年 04 月 27 日院務會議修正 
民國 111 年 06 月 15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多媒體動畫系（以下簡稱本系）為增加及提升學生專業技能與專業證

照競爭能力，同時針對學生畢業後就業及升學之生涯規劃，鼓勵學生在學期間報考專業

證照及參與競賽，特訂定「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多媒體動畫系提升學生專業知能基本能力

實施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 109 學年度（含）起入學學生，學生在就讀期間須依本要點「三」之規定，

通過專業知能認證基本能力（至少 10 點積點）。身心障礙生及境外生得不列入。 

三、 專業知能基本能力之認證，係依據本系本位課程教育目標所擬訂之專業核心能力指標制

定，本系學生專業知能認證均需於就讀期間取得，各類認證相對應之積點點數如附表所

示。 

四、 審查標準及輔導方式： 

（一）本系學生應於就讀期間四年級之第一學期結束前，憑相關証明文件申請專業知能

基本能力之審查。 

（二）本系學生在畢業當學年度第二學期開學前，如未能通過專業知能基本能力之認證

者，得於當學年度第二學期開學兩週內，登記參加本校開設之符合本系專業證照

輔導相關課程，並以該課程之成績申請專業知能基本能力之審核。 

五、 本系學生若於就讀期間考取本系訂定之專業證照，得依「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專業證照獎

勵辦法」提出申請獎勵。 

六、 本系學生於就學期間，應於每學期開學後兩週內，持證照（或成績單）正本及影印本一

份，或參加全國性比賽證明，申請專業證照審核及登錄手續，申請者須將關資料登錄於

學生學習歷程檔案中，使得申請。 

七、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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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多媒體動畫系 學生專業認證項目及對應之點數 

109 學年度（含）起入學學生適用 

種類 點數 

考取與本系專業課程相關之丙級證照（註 1） 2 點 

考取與本系專業課程相關之甲、乙級證照及國際證照（註 1） 8 點 

參加本系作業展或系競賽 0.5 點 

參加本系作業展或系競賽獲取獎項 
金獎 2 點 
其他獎項 1 點 

參加國內競賽 1 點 

參加國內競賽獲取獎項 

金獎 5 點 
銀獎 4 點 
銅獎 3 點 
入選、佳作 2 點 

參加新一代設計展 2 點 

參加金點新秀設計獎 1 點 

參加金點新秀設計獎獲取獎項 

金點新秀年度最佳設計獎 6 點 
金點新秀設計獎 4 點 
金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3 點 
金點新秀入圍獎 2 點 

參加國際性競賽 
（至少報名三個（含）以上國家；中、港、澳不列入計算） 

2 點 

參加國際性競賽獲取獎項 
（以教育部「設計戰國策」網站揭示為主）（註 2） 

金獎 10 點 
銀獎 8 點 
銅獎 6 點 
入選、佳作 4 點 

參與產學合作案並依合約內容履行者 2 點 

申請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提出申請 1 點 
獲得補助 2 點 

協助本系或本系教師辦理與專業課程相關展覽、競賽、演

講等活動之策劃或執行 

擔任總召 1 點 
擔任副總召 0.5 點 
*最高上限 3 點 

達到專業知能基本能力之點數 至少 1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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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多媒體動畫系 提升學生專業能力檢定證照項目一覽表（註 1） 

編號 證照名稱 國內/國外 級數 發證單位 

1 中華民國技術士─攝影 國內 丙級 行政院勞動部 

2 中華民國技術士─視覺傳達設計 國內 丙級 行政院勞動部 

3 中華民國技術士─印前製程-圖文組版 MAC 國內 丙級 行政院勞動部 

4 中華民國技術士─印前製程-圖文組版 PC 國內 丙級 行政院勞動部 

5 中華民國技術士─印前製程-圖文組版 國內 丙級 行政院勞動部 

6 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軟體應用 國內 丙級 行政院勞動部 

7 中華民國技術士─廣告設計 國內 丙級 行政院勞動部 

8 中華民國技術士─網頁設計 國內 丙級 行政院勞動部 

9 中華民國技術士─視覺傳達設計-插畫 MAC 國內 乙級 行政院勞動部 

10 中華民國技術士─視覺傳達設計-包裝設計 MAC 國內 乙級 行政院勞動部 

11 中華民國技術士─視覺傳達設計-平面設計 MAC 國內 乙級 行政院勞動部 

12 中華民國技術士─視覺傳達設計-識別形象設計 MAC 國內 乙級 行政院勞動部 

13 中華民國技術士─視覺傳達設計-插畫 PC 國內 乙級 行政院勞動部 

14 中華民國技術士─視覺傳達設計-包裝設計 PC 國內 乙級 行政院勞動部 

15 中華民國技術士─視覺傳達設計-平面設計 PC 國內 乙級 行政院勞動部 

16 中華民國技術士─視覺傳達設計-識別形象設計 PC 國內 乙級 行政院勞動部 

17 中華民國技術士─印前製程-MAC 國內 乙級 行政院勞動部 

18 中華民國技術士─印前製程-PC 國內 乙級 行政院勞動部 

19 中華民國技術士─印前製程 國內 乙級 行政院勞動部 

20 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軟體應用 國內 乙級 行政院勞動部 

21 中華民國技術士─廣告設計-MAC 國內 乙級 行政院勞動部 

22 中華民國技術士─廣告設計-PC 國內 乙級 行政院勞動部 

23 中華民國技術士─網頁設計 國內 乙級 行政院勞動部 

24 TQC+網頁程式設計(HTML5) 國內 比照丙級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

技能基金會 

25 TQC-WD 網頁設計類-Dreamweaver - 專業級 國內 比照乙級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

技能基金會 

26 TQC-WD 網頁設計類-Dreamweaver - 實用級 / 進階級 國內 比照丙級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

技能基金會 

27 TQC-WD 網頁設計類-HTML - 專業級 國內 比照乙級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

技能基金會 

28 TQC-WD 網頁設計類-HTML-實用級/進階級 國內 比照丙級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

技能基金會 

29 TQC+網頁設計 (Dreamweaver) 國內 比照乙級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

技能基金會 

30 TQC+網頁編輯製作 (Dreamweaver) 國內 比照丙級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

技能基金會 

31 Unity 應用能力認證(Unity Certified User) 國外 比照丙級 Unity Technologies 

32 Adobe ACA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認證 國際 乙級(中文) Adobe 公司 

33 Adobe ACA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認證 國際 甲級(英文) Adobe 公司 

34 Autodesk Maya 3D 動畫設計認證 國際 甲級(英文) Autodesk 公司 

35 Mixcraft 8 Certified(含以上) 國際 Level ACOUSTICA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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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多媒體動畫系 提升學生專業能力國際性競賽類別及等級一覽表（註 2） 

編號 競賽名稱 類別 等級 

1 德國紅點品牌與傳達設計大獎 綜合設計類 第一等 

2 德國紅點設計概念大獎 綜合設計類 第一等 

3 德國紅點產品設計大獎 綜合設計類 第一等 

4 美國國際設計傑出獎 綜合設計類 第一等 

5 德國 iF 設計獎 綜合設計類 第一等 

6 德國 iF 設計新秀獎 綜合設計類 第一等 

7 英國設計與藝術指導協會新血獎 綜合設計類 第一等 

8 奧地利國際電子藝術競賽 綜合設計類 第一等 

9 英國倫敦國際獎 綜合設計類 第一等 

10 日本 G-mark 設計獎 綜合設計類 第一等 

11 Adobe 卓越設計大獎 綜合設計類 第一等 

12 紐約藝術指導協會年度獎 綜合設計類 第一等 

13 美國 ACM SIGGRAPH 電腦動畫展 數位動畫類 第一等 

14 荷蘭 Kaboom 動畫影展 數位動畫類 第一等 

15 加拿大渥太華國際動畫影展 數位動畫類 第一等 

16 法國安錫動畫影展 數位動畫類 第一等 

17 德國柏林短片影展 數位動畫類 第一等 

18 奧地利國際電子藝術競賽 數位動畫類 第一等 

19 英國倫敦國際獎 數位動畫類 第一等 

20 韓國富川國際動畫影展 數位動畫類 第二等 

21 日本廣島國際動畫影展 數位動畫類 第二等 

22 澳洲墨爾本國際動畫影展 數位動畫類 第三等 

23 波蘭華沙國際海報雙年展 視覺傳達設計類 第一等 

24 捷克布魯諾國際平面設計雙年展 視覺傳達設計類 第一等 

25 日本富山國際海報三年展 視覺傳達設計類 第一等 

26 法國蕭蒙國際海報節國際競賽學生展 視覺傳達設計類 第一等 

27 義大利波隆那國際兒童書插畫展 視覺傳達設計類 第一等 

28 墨西哥國際海報雙年展 視覺傳達設計類 第一等 

29 英國設計與藝術指導協會新血獎 視覺傳達設計類 第一等 

30 英國倫敦國際獎 視覺傳達設計類 第一等 

31 美國傳達藝術年度獎 視覺傳達設計類 第一等 

32 芬蘭拉赫第國際海報三年展 視覺傳達設計類 第一等 

33 美國 One Show 獎 視覺傳達設計類 第一等 

34 東京 TOKYO TDC 字體設計競賽 視覺傳達設計類 第一等 

35 NY TDC 紐約字體設計競賽 視覺傳達設計類 第一等 

36 莫斯科國際平面設計雙年展金蜂獎 視覺傳達設計類 第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