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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複合材料產業專業人才認證 
第三屆初級複合材料工程師考試 

 

-重要日程表- 

序 項目 時間 

1 考試簡章公告 109/1/10 

2 受理報名 109/5/1~109/8/24 

3 寄發准考證、考試通知、考場公佈 109/8/31~109/9/4 

4 考試日期 109/9/19 

5 寄發成績單 109/9/30 

6 成績複查申請 109/10/05~109/10/08 

7 寄發複查成績單 109/10/12 

8 公佈考試通過結果 109/10/16 

9 證書寄送 109/10/16 陸續寄出 

＊第 2～7項皆由 E-mail 方式提供相關資訊。 

 
※ 主辦單位得視需要保留調整重要日程表之權利。(如報考人術踴躍，本中心得視各考區考生人數及試場

容額另做安排)。 

※ 公告事項如有異動，以新公告為準，請隨時上本網站查閱最新消息。 

※ 測驗日如遇颱風或不可抗力的天然災害足以影響本次考試時，主辦單位將依照人事行政局公佈為準，將

採緊急應變措施如：順延一周或擇期再辦，屆時另行公告。 

 

 聯絡方式：若對本認證各項業務有任何疑義，或需取得最新訊息，可聯絡： 

 複合材料產業專業人才認證推動小組  

   網址：http://www.pidc.org.tw/eschool.php?id=373 

 聯絡窗口：張小姐、陳小姐 

 聯絡電話：04-23595900#415、409 

 傳真號碼：04-23507998 

 電子郵件：angela0708@pidc.org.tw；lily503@pidc.org.tw  

 通訊地址：40768台中市西屯區工業39路59號 認證推動小組  

 

 

mailto:angela0708@pidc.org.tw
lily503@pid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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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協辦單位 : 台灣區複合材料工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尖端材料科技協會 

109 年度複合材料產業專業人才認證 
 

第三屆初級複合材料工程師考試簡章 

一、認證目的 

為強化台灣經濟發展，人力資本已成為主要的動能。由於複合材料產業具有發展潛力及前景，因

此建置複合材料產業職能基準及人才能力認證機制，協助業界提高人力素質是國家必須朝向的目標。

持續建立複合材料工程師的專業能力標準與認證體系，有效導引相關人才的教育訓練，除縮短學用落

差，並可提供企業界優良人才，提升複合材料專業人才素質及產業競爭力。 

二、證照特色與優勢 

本認證依據複合材料產業人才之複合材料工程師職能為基礎，發展能力指標及評鑑內容，以協助

產業篩選適合之專業人才。此認證邀集產業界、學術界、研究中心、公協會參與規劃，廣納複合材料

產業之產官學研意見，並透過問卷調查作為認證之標準，以確認通過此認證之專業人才，確實具備產

業需求之基礎能力。並依據「複合材料工程師職能基準」，訂定評鑑內容及能力認證制度，包括考試

科目、能力指標、評鑑內容、評鑑方式、授證標準、換證辦法等，除了有效改善人才供需之落差外，

提供個人自我進修追尋之目標，另可提供業界人才選、任、育、用、留之參考方向，以及學界規劃更

適切之進修課程，以利就業時能符合業界需求。 

單位 運作效益 

對政府 

 有效填補人才供需落差 

 供產業職業類別之研究 

 產業勞動力參考 

對企業 

 人才招募參考之依據 

 企業績效評估指標 

 員工工作說明書與訓練參考 

對學校教育 

 規劃更適切之技職課程 

 制定業界需求之專業學程 

 輔導學生未來就業之方向 

對個人 

 提供職涯規劃之參考 

 建立學習目標及計劃指標 

 自我能力提昇依據 

三、舉辦單位 

指導單位：  經濟部工業局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協辦單位：      
 

 
台灣區複合材料工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尖端材料科技協會 



 

指導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協辦單位 : 台灣區複合材料工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尖端材料科技協會 

四、認證架構 

有鑑於複合材料產業之發展趨勢，為提升我國塑化產業之競爭力，乃優先發展關鍵專業之人才－

複合材料工程師之認證。本認證依經資歷、專業知識、工作難易度，分為三個等級，依序為基礎能力

鑑定、初級、中級、高級。其他專業之認證將逐年發展。 

 

 

 

 

 

 

 

 

 

通過各級考試所代表意義如下： 

名稱 能力說明 

初級 

複合材料工程師認證 

通過考試的初級複合材料工程師應可了解及運用複合材料物性、化

性、製程等基本知識能力。 

中級 

複合材料工程師認證 

通過考試的中級複合材料工程師應熟知複合材料的特性，進行製程設

計及分析能力。 

高級 

複合材料工程師認證 

通過考試者應能整合協調複合材料產品及製程問題，並具備改善及管

理能力。 

 

五、認證對象 

 欲從事複合材料相關工作並取得能力認證者。 

 非複合材料相關領域，有志於發展複合材料之專長者。 

 於複合材料產業相關服務之工作者，欲追求自我成長，並取得能力認證者。 

 

六、報考資格 

請依級等之報考資格條件，並務必確認是否符合下列所述之報考資料，資格不符者，請勿報

名。經審查證明文件虛偽不實或不符合報考資料，則不予授證。請於報名前先詳閱「通過標準與

授證辦法與換證辦法」瞭解授證時之資格審查方式，以維護個人權益。 

 

 

高級 
複合材料 
工程師認證 

中級 
複合材料 
工程師認證 

 

初級 
複合材料 
工程師認證 

 

複合材料產業專業人才認證級距架構

圖 



 

指導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協辦單位 : 台灣區複合材料工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尖端材料科技協會 

 

級等 建議報考資格 專業程度 

初級 

複合材料 

工程師認證 

需符合以下任一項者： 

1. 大三(含)以上學歷或專科學歷； 

2. 高中職畢業具 2年相關工作經驗者 

★★ 

中級 

複合材料 

工程師認證 

需符合以下任一項者： 

1. 取得初級證照且在相關產業 1年以上具相關工作經驗者； 

2.  大學畢業且在相關產業 1年以上具相關工作經驗者 

★★★ 

高級 

複合材料 

工程師認證 

需符合以下任一項者： 

1. 取得中級證照且在相關產業 4 年以上具相關工作經驗者； 

2. 大學畢業具 3 年相關工作經驗者； 

3. 研究所畢業具 1 年相關工作經驗者 

★★★★ 

註：★越多表示專業度越高，代表其可執行較難之工作。 

 

七、本年度考試級別、科目、日期、時間與考區 

    複合材料工程師能力認證分為初級、中級、高級三個級等。 

 

(一) 初級複合材料工程師 

專業級等 考試日期 考試時間 考試科目 考區 

初級 

複合材料工程師 
109年9月19日（六） 

9:30~10:30 

（60 分鐘） 
 1.複合材料概論 

台中考區 

11:00~12:00 

（60 分鐘） 
 2.複合材料製程原理 

註：無術科測驗，以紙筆測驗為主。 

※補充說明： 

1. 初級複合材料工程師需通過兩考科之學科測試，無術科測驗。 

2. 主辦單位將視報考人數調整重要日程表，並保留合併考場或變更考場的權利。 

3. 每場考試需於20分鐘前抵到考場，以利考試資料審查與規則說明。 

4. 各考區之考試地點將於考試日期前一週寄發送考試資訊及公佈於(財)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網

站，請考生上網查詢及留意電子郵件。准考證及考試資訊會以電子郵寄方式通知。網址：

(http://www.pidc.org.tw/eschool.php?id=373 ) 

5. 如遇重大天然災害足以影響本次考試試務時，主辦單位將依照人事行政局公佈為準，於網站發布

緊急應變措施。(http://www.pidc.org.tw/eschool.php?id=373 ) 

http://www.pidc.org.tw/eschool.php?id=373
http://www.pidc.org.tw/eschool.php?id=373


 

指導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協辦單位 : 台灣區複合材料工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尖端材料科技協會 

 

八、評鑑內容與方式 

109年度辦理「初級複合材料工程師」考試，評鑑方式採紙筆測驗，評鑑內容如下： 

 

（一）初級複合材料工程師 

考試

科目 

必考科目 

複合材料概論 複合材料製程原理 

評鑑

內容 

1原材料及添加劑概論 

2複合材料物性及測試 

3結構設計概論 
 

1加工與製程原理 

2安全衛生相關知識 

能力

指標 
■具複合材料產業之基礎專業知識能力，達到進入複合材料產業服務之入門能力水準。 

評鑑

方式 
紙筆測驗-選擇題各考科 50 題  

註：1.初級複合材料工程師無術科測驗，主要以紙筆試為主。 

   2評鑑內容細項請見附件一:「初級複合材料工程師-評鑑內容」或上網下載。 

 

九、報名辦法 

(一)報名日期： 

自 109年 5月 1日至 109年 8月 24日止。 

 

(二)報名費： 

1. 單一考科定價新台幣 1,200 元，兩考科共新台幣 2,400 元。 

   (首次報名為全科報名) 

2. 協辦單位會員享考試定價 9 折優惠。 

3. 企業認同單位之員工享考試定價 9 折優惠，企業認同單請見附件二。 

4. 學校認同單位之在校學生享考試定價 5 折優惠，學校認同單請見附件二。 

＊報名後因故不能應試者，恕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 

＊如前次未通過，補考者初級複合材料工程師報考單科費用為 1,200 元。 

＊申請優惠需檢附相關證明。 

  

(三)報名及繳費方式： 

統一採線上報名：http://ce.pidc.org.tw/ 

◆報名須知： 

1.進入報名網站後，點選「線上報名」，依序填寫報名資料。 

2.考生須填寫報名表(線上報名)，並上傳 6 個月內二吋大頭照、身分證影本(正面)、繳

費憑證收據等圖檔，方完成報名程序。 

http://ce.pidc.org.tw/


 

指導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協辦單位 : 台灣區複合材料工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尖端材料科技協會 

3.為確保資料的正確性及後續准考證、成績單及相關考試資訊之即時通知，報名表請務

必完整填寫個人 e-mail、電話、地址等通訊資料，以免漏失重要考試訊息。 

英文姓名需與護照相同，並以大寫呈現。請上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查詢 

(https://goo.gl/5eSRhI) 

 

◆繳費方式： 

1.個人報名：報名後將產生【中國信託銀行虛擬專屬帳號】，可選擇下列其中一種方式繳

費： 

  (1).利用自動提款機(ATM)轉帳 

  (2).利用網路銀行轉帳 

  (3).至各金融機構櫃檯利用匯款方式繳納 

  (4).繳費完成確認後系統將會派送繳費成功郵件至 email信箱，以供確認。 

  2.團體報名：請與塑膠中心能力鑑定小組聯絡窗口聯繫。 

(四）報名及考試相關事項 

1.主辦單位將不個別寄發書面報名確認通知，以網站公告及 e-mail 通知為主。 

2.【准考證】與【考試資訊】，於考試一週前由電子郵件寄出，請考生屆時留意查閱個人

電子信件，如考試前三天尚未收到或與認證考試相關的任何疑問，請電話聯絡

04-23595900。 

3.其他各項報名相關資訊將公佈在塑膠中心網站

(http://www.pidc.org.tw/eschool.php?id=373)，請考生自行上網參閱。 

 

十、通過標準、授證辦法、換證辦法 

（一）通過標準： 

1. 每科以 100 分為滿分；各科以 70 分為通過標準。 

2. 通過該等級各項考試要求者授與該級證書，各級認證授證標準如下： 

 

備註 : 1.單科及格成績(70 分以上)可保留三年，通過考科請以成績單為證明憑證。 

2.其他未通過之考科須於三年內考取通過，方可申請證書。 

 

（二）授證辦法： 

1. 初級複合材料工程師考試之學科兩考科均達到 70 分。  

            2. 證書寄送：複合材料產業專業人才認證推動小組將於公布考試通過結果後的一個月 

內，以掛號方式寄送至考生通訊地址。 

（三）換證辦法： 

            1. 證書有效期限為五年。 

            2. 換證期限到期時需提供有效之工作證明即可換發。 

            3. 換證期限以證照到期日之前後 3 個月內為限。 

考試級別 授證條件 

初級複合材料工程師 • 各科學科成績均需達到 70 分  

https://goo.gl/5eSRhI
http://www.pidc.org.tw/eschool.php?id=373


 

指導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協辦單位 : 台灣區複合材料工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尖端材料科技協會 

十一、成績公佈及複查 

(一) 考試成績單將依簡章所列日程發送，以E-mail方式寄送至考生之電子信箱。 

(二) 各科考試成績單將依簡章所列日程表公佈及線上開放查詢，若考生有任何困難或疑問，可於

上班時間周一至周五 (上午八點到下午五點)洽複合材料產業專業人才認證推動小組 

(聯絡電話：04-23595900)。 

(三) 考試成績公佈後若有疑問，請參考考試重要日程表，於期限內向主辦單位申請複查成績。 

(四) 成績複查酌收工本費每科新台幣 200 元，每次考試複查以一次為限(需於時間內複查)。 

(五) 成績複查申請方式，請考生填妥附件三「成績複查申請表」，郵寄至(財)塑膠工業技術發展

中心(台中市西屯區工業 39 路 59 號 複合材料產業人才認證推動小組收)或掃描電郵至 

angela0708@pidc.org.tw；lily503@pidc.org.tw 

(六) 複查成績結果將以 E-mail 方式寄送至考生之電子信箱。 

 

十二、考試相關參考資訊及其他注意事項  

1. 考試相關訊息將隨時在塑膠中心網站（http://www.pidc.org.tw/eschool.php?id=373）公告，請

留意上網查看。 

2. 主辦單位保留考試簡章內容解釋、補充及調整之權利。 

十三、聯絡方式 

應考人若對本認證各項業務有任何疑義，或需取得最新訊息，可採下列各方式與本小組聯絡： 

 

 複合材料產業專業人才認證推動小組 網址：http://www.pidc.org.tw/eschool.php?id=373 

 聯絡窗口：張小姐、陳小姐 

 聯絡電話：04-23595900#415、409 

 傳真號碼：04-23507998 

 電子郵件： angela0708@pidc.org.tw；lily503@pidc.org.tw 

 通訊地址：40768台中市西屯區工業39路59號 認證推動小組 

 

mailto:angela0708@pidc.org.tw
mailto:lily503@pidc.org.tw
http://www.pidc.org.tw/eschool.php?id=373
http://www.pidc.org.tw/eschool.php?id=373
mailto:angela0708@pidc.org.tw
mailto:lily503@pidc.org.tw


 

指導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協辦單位 : 台灣區複合材料工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尖端材料科技協會 

附件一: 初級複合材料工程師-評鑑內容 

 

【初級】複合材料工程師 評鑑內容 

學科測驗內容說明 
▓ 考科(一) 複合材料概論         選擇題 50 題   (單選) 

▓ 考科(二) 複合材料製程原理    選擇題 50 題    (單選) 

考試科目 評鑑主題 評鑑內容細部主題 

考科(一)  

複合材料概

論 

1-1 原材料及添加

劑概論 

1-1-1基材的種類與特性 

1-1-1-1熱塑性塑膠 

1-1-1-2熱固性塑膠 

1-1-1-3熱可塑性彈性體 

 

 

 

1-1-2補強材料的種類與特性 

1-1-2-1纖維紗束 

1-1-2-2編織布 

1-1-2-3不織布 

 

 

 

1-1-3界面(interface) 

1-1-3-1玻璃纖維選用(sizing表面漿劑) 

1-1-3-2偶合劑 coupling agents 

1-1-3-3基本理論與碳纖維選用 

 

 

 

1-1-4添加劑與填充劑種類與功能 

1-1-5預浸布(料) 

1-1-5-1熱固型預浸布(料) 

1-1-5-2熱塑型預浸布(料) 

 

 

1-2複合材料物性 

1-2-1基本物性 

1-2-2機械性質(靜態與動態/力學性能) 

1-2-3熱性質(熱學性能) 

1-2-4化學性質(化學性能) 

1-2-5電氣性質(電性能) 

1-2-6耐候性質(耐老化性能) 

1-2-7加工性質(二次加工/表面處理) 

1-2-8防火/耐燃性質 

1-2-9非破壞性檢測 Nondestructive Test Methods 

1-3結構設計概論 

1-3-1原理及計算 

1-3-1-1厚度之計算法 

1-3-1-2重量/體積百分比之換算法 

1-3-1-3複合材料之密度 

 

 

 

 



 

指導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協辦單位 : 台灣區複合材料工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尖端材料科技協會 

【初級】複合材料工程師 評鑑內容 

學科測驗內容說明 
▓ 考科(一) 複合材料概論         選擇題 50 題   (單選) 

▓ 考科(二) 複合材料製程原理    選擇題 50 題    (單選) 

考試科目 評鑑主題 評鑑內容細部主題 

1-3-1-4氣泡含量 

1-3-1-5疊層的概念  

考科(二) 複

合材料製程

原理   

2-1加工與製程原

理 

2-1-1熱壓成型(吹袋、模壓成型) 

2-1-2壓力釜成型(Autoclave) 真空袋(Vacuum Bag) 

2-1-3 SMC、BMC熱壓成型(BMC射出成型) 

2-1-4樹脂轉注成型(resin transfer molding,RTM)  

2-1-5纏繞成型(Filament Winding)  

2-1-6拉擠成型(Pultrusion) 

2-1-7反應式射出成型(RRIM) and In-situ polymerization 

2-1-8手積層塗佈及噴布法成型(Hand lay-up and spray up) 

2-1-9自動疊貼成型(automated layup) 

2-1-10其它成型(離心成型.熱膨脹模壓法.沖壓成型.射出成

型…) 

2-2安全衛生相關

知識 

2-2-1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2-2-2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 

2-2-3 副資材的使用與操作安全  

 

 

 

 

 

 

 

 

 

 

 

 

 

 

 

 



 

指導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協辦單位 : 台灣區複合材料工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尖端材料科技協會 

附件二: 企業/學校認同回函 

誠摯地邀請加入「複合材料專業人才認證」的認同行列~ 

「複合材料工程師專業人才認證」 

企業認同方案 

 有鑑於複合材料產業之人才需求與產學落差，塑膠中心自 106 年開始規劃建立「複合材料工程

師專業人才認證」，期許建置此標準，能為產業選、育、用、留之參考，並成為發展產業人員專業認

證之依據。 

本認證廣納複合材料產業之產官學研意見，透過問卷調查作為認證之標準，以確認通過此認證之

專業人才，確實具備產業需求之基礎能力，並協助產業篩選適合之專業人才。依據「複合材料工程師

職能基準」，訂定評鑑內容及能力認證制度，包括考試科目、能力指標、評鑑內容、評鑑方式、授證

標準、換證辦法等，除了有效改善人才供需之落差外，亦提供個人自我進修追尋之目標。另可提供業

界人才選、任、育、用、留之參考方向，及學界規劃更適切之進修課程，以利就業時能符合業界需求。 

「複合材料工程師專業人才認證」的實施，期望能帶動更多在職專業人士與學生參與鑑定，故特

規劃本方案，爭取更多企業將此認證機制，具體運用在人才的選用上，以提升企業專業人才素質。 

享受的加值服務           認同的具體行動 

★節省成本 考試獨享優惠 V 選才  優先面試獲證考 

★企業曝光 相關文宣品露出 V 育才  訓練規劃之參考 

★形象提升 重視人才之優良企業形象 V 留才  能力考核之參考 

★輕鬆選才 作為客觀篩選評核之工具  

 企業可如何運用此認證機制：  

 貴公司可提供通過認證人員優先面試或錄取機會，運用此認證，作為公司招募員工時確保所錄取

新人基本能力的方式。(登入求職訊息之條件) 

 貴公司可鼓勵員工報考認證，作為提升員工專業能力之管道。 

 貴公司可運用此認證，鑑定員工能力，作為考核參考，並規劃適合之員工發展計畫。 
 

 

 

 

為協助企業有效運用「複合材料工程師專業人才認證」機制，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將提供支持認證的企業報考「複合材料工程師專業人才認證」，員工報名費享9折優惠。 

誠摯邀請您參加「複合材料工程師專業人才認證」認同方案，若有任何問題 

請洽04-23595900 分機415張小姐/分機409陳小姐 



 

指導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協辦單位 : 台灣區複合材料工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尖端材料科技協會 

「複合材料工程師專業人才認證」 

企業認同回函 

申請流程：填寫<認同回函>加蓋單位印章傳真或 Email 塑膠中心(提供 LOGO)確認並登錄 

 

本公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全名)，同意支持複合材料工程師

專業人才認證，願在求職訊息與升遷資格上列入評分條件，並同意主辦單位在推廣「複合材料

工程師專業人才認證」期間，將本企業之名稱置於複合材料工程師專業人才認證網頁上。 

*代表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表人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信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電子信箱) 

*公司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下列蓋印處若不適用 貴公司(部門)印鑑使用管理辦法時，可改由 貴公司高階主管於下面欄位

簽章： 

公司章 或 HR 部門章 

蓋印處 

 

塑膠中心執行工業局「高分子材料創新循環應用技術開發暨通路推廣計畫」，須蒐集、處理以上個人

資料。本計畫已建立嚴謹資安管理制度，在不違反蒐集目的之前提，將使用於廣宣文件、網路、電子

郵件、書面、傳真與其他合法方式。若需要調整，可來電要求查詢、補充、更正或停止服務。 

 

                  誠摯邀請您參加「複合材料工程師專業人才認證」認同方案， 

請您協助將回函填妥後將電子檔掃描傳送至E-mail：Lily503@pidc.org.tw 

若有任何問題可電洽04-23595900 分機415張小姐/分機409陳小姐 

 

主管簽章: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指導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協辦單位 : 台灣區複合材料工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尖端材料科技協會 

「複合材料工程師專業人才認證」 

學校認同方案 

 有鑑於複合材料產業之人才需求與產學落差，塑膠中心自 106 年開始規劃建立「複合材料工程

師專業人才認證」，期許建置此標準，能為產業選、育、用、留之參考，並成為發展產業人員專業認

證之依據。 

本認證廣納複合材料產業之產官學研意見，透過問卷調查作為認證之標準，以確認通過此認證之

專業人才，確實具備產業需求之基礎能力，並協助產業篩選適合之專業人才。依據「複合材料工程師

職能基準」，訂定評鑑內容及能力認證制度，包括考試科目、能力指標、評鑑內容、評鑑方式、授證

標準、換證辦法等，除了有效改善人才供需之落差外，亦提供個人自我進修追尋之目標。另可提供業

界人才選、任、育、用、留之參考方向，及學界規劃更適切之進修課程，以利就業時能符合業界需求。 

「複合材料工程師專業人才認證」的實施，期能帶動更多在職專業人士與學生積極參與鑑定，故

特規劃本方案，爭取更多企業將此認證機制，具體運用在人才的選用上，以提升企業專業人才素質。 

學校可如何運用此認證機制：  

 提供通過認證學生課程加分機會或設定認證通過為畢業門檻， 

運用此認證，以確保畢業生之基本能力。 

 學校網站連結塑膠人才認證官網訊息並推廣 

 提供學生職涯規劃之參考。 

 建立學習目標及課程計劃之指標。 

 提供學生自我能力提昇之依據。 
 

 

 

 

為協助學校有效運用「複合材料工程師專業人才認證」機制，本認證之主辦單位之一— 

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將提供支持認同學校以下服務，包括： 

 ★報考「複合材料產業專業人才認證」，學生報考學科考試，享5折優惠。 

 ★參加本中心「複合材料產業專業人才認證班」課程，學生報名費可享5折優惠。 

    ★獲證學生資訊將優先提供徵才需求企業廠商，進行就業媒合。 

 「複合材料工程師專業人才認證」於推廣期間，於各類宣傳品中會刊登學校之商標，以增加 

     認同學校曝光機會，提高學校重視學生職涯發展之形象。 

誠摯邀請您參加「塑膠產業射出成型工程師專業人才認證」認同方案，若有任何問題請洽

04-23595900分機415張小姐/分機409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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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材料工程師專業人才認證」 

學校認同回函 

申請流程：填寫<認同回函>加蓋單位印章傳真或 Email 塑膠中心(提供 LOGO)確認並登錄 

 

本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名-科系)，同意支持 

複合材料工程師專業人才認證，並同意主辦單位在推廣「複合材料工程師專業人才認證」

期間，將本校系之名稱置於複合材料工程師專業人才認證網頁上。 

 

*代表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表人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信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電子信箱) 

*學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下列蓋印處若不適用 貴公司(部門)印鑑使用管理辦法時，可改由 貴公司高階主管於下面欄位

簽章： 

學校(院、系)簽章 

蓋印處 

 

塑膠中心執行工業局「高分子材料創新循環應用技術開發暨通路推廣計畫」，須蒐集、處理以上個

人資料。本計畫已建立嚴謹資安管理制度，在不違反蒐集目的之前提，將使用於廣宣文件、網路、

電子郵件、書面、傳真與其他合法方式。若需要調整，可來電要求查詢、補充、更正或停止服務。 

誠摯邀請您參加「複合材料工程師專業人才認證」認同方案， 

請您協助將回函填妥後將電子檔掃描傳送至E-mail:lily503@pidc.org.tw 

若有任何問題可電洽04-23595900分機415張小姐/分機409陳小姐 

 

指導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協辦單位 : 台灣區複合材料工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尖端材料科技協會 

主管簽章: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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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_____年度初級複合材料工程師認證考試成績複查申請表 
 

申請 

考生 

姓   名  聯絡電話  

准考證號碼  身份證字號           

E-mail □□□ 

申請 

日期 
年      月       日 考生簽章  

複查科目 

(請勾選) 

初級複合材料工程師認證考試 

□考科一「複合材料概論」 □考科二「複合材料製程原理」 

原始 

得分 
  

複查 

得分 
  

複查申請意見填寫欄  

意見回覆欄  

承辦人  承辦日期  

繳費額  繳費日期/記錄  

注意 

事項 

1. 考生於考試成績公佈後若有疑問，請

參考考試重要日程表，於期限內向主

辦單位申請複查成績。 

2. 複查工本費，每人每科 NT 200 元 

3. 每次考試複查以一次為限。 

4. 繳費方式後，請註明「初級複合材料

工程師認證成績查詢」 

繳費證明黏貼處 

 

註：粗線灰底色欄位承辦人員填寫 

   繳費方式：ATM轉帳－銀行代號：822，帳號：026540017045 

 

 

 

 

 

附件三：成績複查申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