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洲大學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證照參考建議表 

102 年 5 月 

說明： 

1. 相關考試科目、資格及證照更新年限等細節，由亞大健康產業管理學系彙整，僅提供參考，若有變更，請以主辦單位之公告為依據 

2. 證照名稱有打星號者表示本校有考取後獎勵措施，實際補助情形仍以學校每年公告為依據。 

3. 本系學生建議於畢業前考取之專業證照以粗體方式註明。 

4. 考試科目有底線者，表示本系可能無類似科目。 

 

 

一般文書處理 

 

 

 

 

證照名稱 考試科目 考照時間 考試資格 證照更新 

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MOS)微軟

Office 專家認證 

 

Microsoft Word、Microsoft Excel、

Microsoft PowerPoint、Microsoft 

Access以及Microsoft Outlook等軟體

的實戰應用能力。 

依各委託單位公告 無限制 不限 

 

發照單位: Microsoft 



語言證照 

 

 

 

證照名稱 考試科目 考照時間 考試資格 證照更新 

全民英檢中級 初試：聽力及閱讀能力測驗  

複試：寫作及口說能力測驗  

每年公告  一般社會人士及國中（含）以

上學生  

不限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The Language Training & Testing Center」。  https://www.gept.org.tw/index.asp 

Test of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OEIC) 

國際溝通英語測驗 

多益測驗屬於紙筆測驗，時間為

兩小時，總共有二百題，全部為

單選題，分作兩大部分：聽力與

閱讀，兩者分開計時。 

多益的設計，以職場的需要為

主。測驗題的內容，從全世界各

地職場的英文資料中蒐集而來，

題材多元化，包含各種地點與狀

況 

每年公告 不限 不限 

國際溝通英語測驗 Test of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OEIC) http://www.toeic.com.tw/index.jsp 



急救相關證照  

 

證照名稱 考試科目 考照時間 考試資格 證照更新 

CPR 證照 1、急救常識。  

2、CPR 技巧。  

依各委託單位而定  需年滿十五歲以上，身體健康者 證照需依規定

更新，其更新標

準依單位規定 

依各委託單位而定，相關資訊查閱臺灣急救教育推廣與諮詢中心  

網址：http://www.cpr.org.tw/Default/Default.aspx 

初級急救員訓練 

 

急       救       概       述 

心     肺     復     甦     術 

創                            傷 

包                            紮 

休  克  、   

普  通  急  症 

中                            毒 

灼傷和過熱過冷的影響 

骨骼、關節、肌肉的損傷 

傷      患      運      送 

總時數至少十五小時 

依各委託單位而定 年滿十五歲以上，身心健康者。 有效期限自發

證日起三年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http://www.redcross.org.tw/RedCross/indexset/Index1.jsp?groupid=106&webno=1 



健康產業管理相關專業證照 

證照名稱 考試科目 考照時間 考試資格 證照更新 

*醫務管理師 醫務管理概論、病例與醫療

資訊管理、醫療政策與法規 

每年三月 

簡章約一月或二月開始 

1.大三、大四、在學學生 

2.畢業三年以內得有畢業證書 

3.本會會員 

1.申請表 

2.教育積分清單 

高階醫務管理師 健康產業策略管理、衛生法

規、健康產業管理專論 

每年三月 

簡章約一月或二月開始 

1.工作年資 

2.積分 

3.本會會員 

1.申請表 

2.教育積分清單 

 

台灣醫務管理學會 http://www.tche.org.tw/Default.aspx 

*疾病分類技術人員 解剖學、生理學、傳染病學

與病理學、衛生統計、醫療

資訊管理概論、疾病分類規

則、醫學字辭學[醫護術

語]、疾病分類編碼 

每年七月 

簡章約五月或六月開始 

(一) 教育部認可之高中、職以上學校

畢業。 

(二) 依疾病分類員甄審辦法第七條教

育積分認定達 28 點以上者(參加經本

會認可之衛生相關機關或醫事團體

辦理之各項疾病分類研習課程其教

育積分)。 

三年 

病歷資訊管理師 

 

[學會相關教材內容] 請自行上網查看 

每年各舉辦 1 次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均可報名： 

(一) 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畢

業，並於上一年度參加本會舉辦之各

類研討會及年會，累積教育積分達 28

點(含)以上者。 

(二) 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畢

業，且參加本會疾病分類員或疾病分

 



類師甄審考試及格，並於上一年度參

加本會舉辦之各類研討會及年會，累

積教育積分達 21 點以上者。 

病歷資訊管理師檢

定考試 

 

病歷資訊管理概論 

[病歷資訊管理相關教材內

容] 

請自行上網查看 

每年各舉辦 1 次 

凡符合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以上

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

大學以      上，醫務管理、公共衛生及

醫事相關科系大二(含)以上之在學學

生，得參加      病歷資訊管理師檢定考

試 

 

台灣病歷資訊管理學會 http://www.tmhima.org.tw/ 

健康保險技術員 健康保險概論、衛生法規、

醫療費用支付制度、癌症登

記管理 

每年十二月 

簡章約十月或十一月開始 

1.就讀醫療相關科系或從事健康保

險相關工作一年以上。 

2.參加本會主辦之健康保險申報人

員基礎班或進階班課程，並取得該

次完整學分 

三年 

*健康保險管理師 健康保險概論、醫療費用支

付制度、癌症登記管理、醫

療品質管理、醫療績效與評

估、衛生統計 

每年十二月 

簡章約十月或十一月開始 

1.取得健康保險技術員資格後，再

從事相關工作經驗二年以上，且參

加本會舉辦的進階班課程，並取得

該次完整學分。 

2.專科或大學畢業且從事相關工作

經驗二年以上，且參加本會舉辦的

基礎班及進階班課程，並取得該次

完整學分。  

3.國內、外公私立學校碩士班畢業

三年 



且從事相關工作經驗一年以上，並

參加本會舉辦進階班課程，取得該

次完整學分。 

台灣健康保險協會 http://www.hia.org.tw/ 

*健康產業管理師 

 

健康保險理論與實務、醫務

管理理論與實務、長期照護

與實務、醫療資訊實務 

開課情形請自行上網查看 不限 三年 

台灣健康保險學會 http://thia-health.org.tw/index.php 

醫品師 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相關議

題 

請自行上網查看 

每年至少舉辦一次 

證書有效期限為三年，期滿每次展延期限為三年 

臺灣醫療品質協會 http://www.ahqroc.org.tw/doctor01.aspx 

*癌症登記技術人員 解剖學概論、癌症病理學、

醫學字辭學、癌症診斷與治

療概論、癌症分類規則、癌

症登記概論 

每年十一月 

簡章約九月或十月開始 

專科以上學校(包含五專、二專、三

專)醫學相關科系畢業，三年內曾從

事癌症登記工作達一年者。 

三年 

台灣癌症登記學會 http://www.tscr.org.tw/crg/app/ 

健康管理師 60 小時教育訓練，並通過考

試 

 

 

每年約二月發布訊息 

 

從事健康管理相關工作之從業人

員。必須具高中或高中同等學歷 

待查 

台灣健康產業協會 http://km.e-sinew.com/hcoftw/ 

公共衛生檢定 生物統計、流行病學、衛生

行政與管理、環境與職業衛

簡章每年約九月 

簡章約五月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

不限 

 



生、社會行為科學 學、獨立學院，與公共衛生相關之

系、所在校生或畢業生。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 http://publichealth.org.tw/index.asp 

照顧服務員證照 

[單一級] 

1. 照顧服務員 90 小時訓

練.含學科.術科 

2. 收費標準：訓練收費標

準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核定之。 

每年十一月 

簡章約九月或十月開始 

不限 不限 

各縣市會有公告 

*醫學資訊管理師 醫學資訊學、醫學術語、資

訊管理、醫學資訊標準、倫

理與法律（選擇題）。 

每年十一月 

簡章約九月或十月開始 

不限 三年 

醫學資訊分析師 醫學資訊學、醫學術語、資

訊管理、醫學資訊標準、倫

理與法律（申論題）。 

每年十一月 

簡章約九月或十月開始 

不限 三年 

 

台灣醫學資訊學會 http://www.medinfo.org.tw/ 

健康促進管理師  開課情形請自行上網查看 1.本會會員 

2.衛生教育工作者。 

3.各產業負責建康促進活動人員 

4.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5.醫護或健康相關學系畢業者 

五年 

台灣健康促進暨教育學會 http://www.thpea.org.tw/modules/news/ 

*醫務書記 1. 學科 

病房管理 (如：資材管理及

簡章約九月 一、 高中職或同等學歷以上  

二、 大專院校在學學生 

五年 



病歷管理)、醫院評鑑（另含

品質指標管理及健保政

策）、公文撰寫、醫療與醫管

專業術語 

2. 術科 

WORD 2003 (含以上) 版操

作（若有外部檢測合格證明

者可免考）、中英打（若有外

部檢測合格證明者可免考）2 

 

 

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http://www.mdesign.tw/display/yushan/exam_download-detail.asp?xid=5&id=7 

 

 

*衛生行政普考 環境衛生學、流行病學、衛

生統計、衛生行政、衛生法

規、醫學倫理 

每年七月 

簡章約四月開始 

 

 不限 

*衛生行政高考 環境衛生學、流行病學、衛

生統計、衛生行政、衛生法

規、醫學倫理 

每年七月 

簡章約四月開始 

大學畢業 不限 

*醫務管理高考 醫療機構組織與人力資源管

理、醫療機構財務與品質管

理、醫療資訊系統、醫療制

度與衛生法、經濟學、生物

統計學、流行病學 

 大學畢業 

 

不限 



 

 

*衛生技術普考 醫用微生物及免疫學、生物

技術學、公共衛生學、流行

病學概要、衛生行政與法規 

每年七月 

簡章約四月開始 

 不限 

*衛生技術高考 醫用微生物及免疫學、生物

技術學、公共衛生學、生物

統計學、衛生行政與法規、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 

每年七月 

簡章約四月開始 

大學畢業 不限 

考選部 http://wwwc.moex.gov.tw/main/home/wfrmHome.aspx?menu_id=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