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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國內/ 國外 級數/分數 發照單位

運動級 (CFC)健身體適能教練 國內 C級 (CFC)中華全民運動健康管理協會

運動級 (CTAAA)中華民國射箭協會-教練 國內 A級 (CTAAA)中華民國射箭協會

運動級 (CTAAA)中華民國射箭協會-裁判 國內 A級 (CTAAA)中華民國射箭協會

運動級 (CTAAA)中華民國射箭協會-教練 國內 B級 (CTAAA)中華民國射箭協會

運動級 (CTAAA)中華民國射箭協會-裁判 國內 B級 (CTAAA)中華民國射箭協會

運動級 (CTAAA)中華民國射箭協會-教練 國內 C級 (CTAAA)中華民國射箭協會

運動級 (CTAAA)中華民國射箭協會-裁判 國內 C級 (CTAAA)中華民國射箭協會

運動級 (CTBA)羽球教練 國內 A級 (CTBA)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運動級 (CTBA)羽球裁判 國內 A級 (CTBA)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運動級 (CTBA)羽球教練 國內 B級 (CTBA)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運動級 (CTBA)羽球裁判 國內 B級 (CTBA)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運動級 (CTBA)羽球教練 國內 C級 (CTBA)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運動級 (CTBA)羽球裁判 國內 C級 (CTBA)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運動級 (CTCA)中華台北自由車協會-教練 國內 C級 (CTCA)中華台北自由車協會

運動級 (CTCA)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裁判 國內 C級 (CTCA)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

運動級 (CTPSBA)C級教練 國內 C級 (CTPSBA)中華民國滾球運動協會

運動級 (CTTA)裁判 國內 國家級 (CTTA)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運動級 (CTTA)教練 國內 B級 (CTTA)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運動級 (CTTA)裁判 國內 C級 (CTTA)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運動級 (CTTA)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 教練 國內 C級 (CTTA)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運動級 (CTTA)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 裁判 國內 C級 (CTTA)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運動級 中華民國桌球協會-桌球教練 國內 C級 (CTTTA)中華民國桌球協會

健康促進 (CTUF)水中有氧教練 國內 丙級
(CTUF)中華台北水中運動協會[更名

前：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

運動級 (CTUF)游泳教練 國內 丙級
(CTUF)中華台北水中運動協會[更名

前：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

健康促進 (CTUF)溯溪教練 國內 丙級
(CTUF)中華台北水中運動協會[更名

前：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

健康促進 (CTUF)蹼泳教練 國內 C級
(CTUF)中華台北水中運動協會[更名

前：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

健康促進 (CTUF)蹼泳裁判 國內 C級
(CTUF)中華台北水中運動協會[更名

前：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

運動級 (CTUSF)籃球裁判 國內 A級 (CTUSF)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運動級 (CTUSF)籃球裁判 國內 B級 (CTUSF)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運動級 (CTUSF)籃球裁判 國內 C級 (CTUSF)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運動級 (CTVBA)中華民國排球協會-教練 國內 A級 (CTVBA)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運動級 (CTVBA)中華民國排球協會-裁判 國內 A級 (CTVBA)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運動級 (CTVBA)中華民國排球協會-教練 國內 B級 (CTVBA)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運動級 (CTVBA)中華民國排球協會-裁判 國內 B級 (CTVBA)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運動級 (CTVBA)中華民國排球協會-教練 國內 C級 (CTVBA)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運動級 (CTVBA)中華民國排球協會-裁判 國內 C級 (CTVBA)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健康促進 (CTWA)滑水裁判 國內 B級 (CTWA)中華民國滑水協會

健康促進 (CTWA)滑水裁判 國內 C級 (CTWA)中華民國滑水協會

健康促進 (CTWLSA)教練 國內 (CTWLSA)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

運動級 (GAROC)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教練 國內 A級 (GAROC)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運動級 (GAROC)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裁判 國內 A級 (GAROC)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運動級 (GAROC)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教練 國內 B級 (GAROC)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運動級 (GAROC)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裁判 國內 B級 (GAROC)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運動級 (GAROC)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教練 國內 C級 (GAROC)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運動級 (GAROC)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裁判 國內 C級 (GAROC)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健康促進
(IPTFA)Certified Functional Training

Instructor[功能訓練教練]
國內 (IPTFA)國際康體專才培訓學院

健康促進

(IPTFA)Certified-Bronze Professional

Personal Fitness Trainer[銅級國際專業康體

私人教練]

國內 (IPTFA)國際康體專才培訓學院

健康促進 (IPTFA)長者體適能教練 國內 (IPTFA)國際康體專才培訓學院

大華科技大學　運動與健康促進系
　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之證照種類及名稱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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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 救生員 國內

(CTWLSA)Chinese Taipei Water Life

Saving Association[中華民國水上救生

協會]

健康促進 (PADI)Assistant Instructor[助理教練] 國外
(PADI)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of

Diving Instructors

健康促進
(PADI)Emergency First Response

Instructor[EFR緊急第一反應教練]
國外

(PADI)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of

Diving Instructors

健康促進 (PADI)IDC Staff Instructor[參謀教練] 國外
(PADI)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of

Diving Instructors

健康促進 (PADI)Master Instructor[教練長] 國外
(PADI)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of

Diving Instructors

健康促進
(PADI)Open Water Diver Instructor[開放水

域水肺教練]
國外

(PADI)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of

Diving Instructors

健康促進 (PADI)Specialty Instructor[專長教練] 國外
(PADI)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of

Diving Instructors

健康促進 (RCSROC)高級水上安全救生教練 國內 (RCSROC)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健康促進 (RCSROC)高級急救教練 國內 (RCSROC)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健康促進 (RCSROC)水上安全救生教練 國內 (RCSROC)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健康促進 (RCSROC)身心障礙者游泳教練 國內 (RCSROC)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健康促進 (RCSROC)急救教練 國內 (RCSROC)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健康促進 (RCSROC)水上安全救生員 國內 (RCSROC)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健康促進 (ROCSF)國家級運動教練 - 足球 國內 (ROCSF)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健康促進 (ROCSF)國家級運動教練 - 拔河 國內 (ROCSF)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健康促進 (TASSM)運動設施經理人 國內 初級 (TASSM)台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

健康促進 (TDSF)肚皮舞教練 國內 甲級 (TDSF)中華民國國際舞蹈運動總會

健康促進 (TDSF)肚皮舞裁判 國內 甲級 (TDSF)中華民國國際舞蹈運動總會

健康促進 (TDSF)肚皮舞教練 國內 乙級 (TDSF)中華民國國際舞蹈運動總會

健康促進 (TDSF)肚皮舞裁判 國內 丙級 (TDSF)中華民國國際舞蹈運動總會

健康促進 (TDSF)肚皮舞教練 國內 丙級 (TDSF)中華民國國際舞蹈運動總會

健康促進 (TDSF)肚皮舞裁判 國內 乙級 (TDSF)中華民國國際舞蹈運動總會

健康促進 (YMCA)國際體適能教練 國內 (YMCA)台灣基督教青年會

健康促進 輕艇休閒教練 國內 C級
Chinese Taipei Canoe Association[中華

民國輕艇協會]

健康促進 運動貼紮指導員 國內 A級
Health Promotion Association[中華健康

管理協會]

健康促進 運動貼紮指導員 國內 B級
Health Promotion Association[中華健康

管理協會]

健康促進 運動貼紮指導員 國內 C級
Health Promotion Association[中華健康

管理協會]

健康促進 健康餐飲調配師 國內 甲級
Health Promotion Association[中華健康

管理協會]

健康促進 健康管理師 國內 甲級
Health Promotion Association[中華健康

管理協會]

健康促進 健康管理師 國內 乙級
Health Promotion Association[中華健康

管理協會]

健康促進 健康餐飲調配師 國內 乙級
Health Promotion Association[中華健康

管理協會]

健康促進 健康餐飲調配師 國內 丙級
Health Promotion Association[中華健康

管理協會]

運動級 中華民國木球協會 - 木球裁判 國內 中華民國木球協會

運動級 木球教練 國內 C級 中華民國木球協會

運動級 中華民國巧固球協會 - 教練 國內 C級 中華民國巧固球協會

運動級 中華民國巧固球協會 - 裁判 國內 C級 中華民國巧固球協會

健康促進 幼兒運動遊戲指導員 國內 C級 中華民國幼兒體育發展協會

健康促進 C級指導員證 國內 C級 中華民國幼兒體育發展協會

運動級 中華民國田徑協會 - 裁判 國內 省市級(B級) 中華民國田徑協會

運動級 中華民國田徑協會 - 教練 國內 縣市級(C級) 中華民國田徑協會

運動級 田徑裁判 國內 C級
Chinese Taipei Track & Field

Association[中華民國田徑協會]



3運動級 休閒獨木舟教練 國內 C級 中華民國獨木舟協會

運動級 海洋獨木舟教練 國內 C級 中華民國獨木舟協會

運動級 激流獨木舟教練 國內 C級 中華民國獨木舟協會

運動級 中華民國角力協會-裁判 國內 A級 中華民國角力協會

運動級 中華民國角力協會-裁判 國內 B級 中華民國角力協會

運動級 中華民國角力協會-裁判 國內 C級 中華民國角力協會

運動級 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 - 教練 國內 B級 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

運動級 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 - 教練 國內 C級 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

運動級 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 - 裁判 國內 C級 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

運動級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 - 教練 國內 A級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

運動級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 - 裁判 國內 C級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

運動級 中華民國保齡球協會-教練 國內 A級 中華民國保齡球協會

運動級 中華民國保齡球協會-裁判 國內 A級 中華民國保齡球協會

運動級 中華民國保齡球協會-教練 國內 B級 中華民國保齡球協會

運動級 中華民國保齡球協會-裁判 國內 B級 中華民國保齡球協會

運動級 中華民國保齡球協會-教練 國內 C級 中華民國保齡球協會

運動級 中華民國保齡球協會-裁判 國內 C級 中華民國保齡球協會

運動級 中華民國飛盤協會 - 教練 國內 B級 中華民國飛盤協會

運動級 中華民國飛盤協會 - 教練 國內 C級 中華民國飛盤協會

健康促進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 體適能健身指導

員
國內 C級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健康促進 健美運動教練 國內 C級 中華民國健美協會

運動級 中華民國游泳協會 - 教練 國內 B級 中華民國游泳協會

運動級 中華民國游泳協會 - 裁判 國內 B級 中華民國游泳協會

運動級 中華民國游泳協會 - 教練 國內 C級 中華民國游泳協會

運動級 中華民國游泳協會 - 裁判 國內 C級 中華民國游泳協會

運動級 中華民國游泳救生協會 - 嬰幼兒游泳教練 國內 中華民國游泳救生協會

運動級 中華民國游泳救生協會 - 初級游泳教練 國內 中華民國游泳救生協會

運動級 中華民國游泳救生協會 國內 C級 中華民國游泳救生協會

健康促進 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 - 滑輪溜冰教練 國內 競速C級 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

健康促進 中華民國躲避球協會 - 裁判 國內 C級 中華民國躲避球協會

健康促進
中華民國運動休閒產業經理人協會 - 行政

管理實務經理人
國內 中華民國運動休閒產業經理人協會

健康促進
中華民國運動休閒產業經理人協會 - 現場

管理實務經理人
國內 中華民國運動休閒產業經理人協會

運動級 中華民國網球裁判協會 - 網球裁判 國內 C級
(CTTA)Chinese Taipei Tennis

Association[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健康促進 中華民國撞球運動協會 - 裁判 國內 B級 中華民國撞球運動協會

健康促進 中華民國撞球運動協會 - 裁判 國內 C級 中華民國撞球運動協會

健康促進 中華民國樂樂棒球協會 - 裁判 國內 中華民國樂樂棒球協會

健康促進 中華民國獨木舟協會 - 休閒獨木舟教練 國內 C級 中華民國獨木舟協會

運動級 中華民國籃球裁判協會 - 籃球裁判 國內 B級
CTBA)Chinese Taipei Basketball

Association[中華民國籃球協會]

運動級 中華民國籃球裁判協會 - 籃球教練 國內 C級
CTBA)Chinese Taipei Basketball

Association[中華民國籃球協會]

運動級 中華民國籃球裁判協會 - 籃球裁判 國內 C級
CTBA)Chinese Taipei Basketball

Association[中華民國籃球協會]

健康促進 中華民國鐵人三項運動協會 - 教練 國內 中華民國鐵人三項運動協會

健康促進  初級救護技術員 國內 初級

(RCSROC)The Red Cross Socie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中華民國紅十

字會]
健康促進 台灣運動傷害防護學會 - 運動急救 國內 台灣運動傷害防護學會

政府機關 心肺復甦術 國內 衛生局(所)

政府機關 成人心肺復甦術 國內 消防署

國際認証 (WT)Weight Training Instructor [重量訓練] 國外
(AFAA)Aerobics and Fitness Association

of America[美國有氧體適能協會]

健康促進 甲級健康管理師 國內 甲級 中華健康管理協會

健康促進 乙級銀髮族健康促進指導員 國內 乙級 中華健康管理協會

健康促進 重量訓練指導教練 國內 C級 中華全民運動健康管理協會

健康促進 丙級銀髮族健康促進指導員 國內 丙級 中華健康管理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