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新管理顧問

『PMP 專案管理師菁英班』
根據104人力銀行調查顯示，高達88%的企業認為員工取得PMP證照，
可以證明其專案管理能力；而且81%的企業也認為員工取得PMP認證後，可
以提升工作績效；因此，龍華科技大學特別邀請國內知名PMP培訓機構仕新
管理顧問，由成功培訓數千位PMP之黃喆PMP名師，親自開設PMP專案管理
師課程，讓大家擁有職場菁英的必備利器。

為何 PMP 具有很高的價值？
企業之策略目標必須仰賴專案來實現
因此領導專案之專案經理已是職場主流
擁有 PMP 之專案經理，將可提升管理能力
全球超過 77 萬的 PMP，前進國際舞台必備
北美 PMP 平均年薪達 300 萬台幣

PMP為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的簡稱，由美國專案管理學
會(PMI)於1984年起對專案經理的能力認證，目前全球PMP超過77萬人，台
灣約1萬5千人；認證以專案管理知識體系為核心(Project Management
Body of Knowledge, PMBOK)，此書全球發行450萬本，內容包含專案管理
之整合、範圍、時間、成本、品質、人資、溝通、風險、採購及利害關係人
等10大管理知識領域，已成為專案經理必讀之聖經。

擁有PMP之專案經理，其能力更勝任帶領關鍵專案，因此國內外大型
企業，例如: 台積電、IBM、HP、台塑、中華電信等，其專案經理通常具備
PMP證照；重要政府標案亦要求廠商之專案經理必須具備PMP。

課 程 特 色
理論+實務+證照三合一，決不填鴨
名師成功輔導數千位 PMP 親自教學
美國 PMI 官方授權之教育機構 REP
美國 PMI 官方黃金級授權之教材
實戰考古題準確掌握題型
週週舉辦讀書會扎實輔導

1. 課程規劃 (45 小時)
項次

日期

課 程 內 容
組織架構

1

2

3

4

5

6

08/19 組合管理
(六)

企業專案與專案管理、專案生命週期
專案利害關係人及組織架構對專案的影響

整合管理

發展專案章程、撰寫專案管理計畫書

分組討論

報考流程說明、學經歷解答及學員提問

整合管理

執行專案、監控專案、變更管理及結案管理

08/26 範疇管理
(六)
分組討論

規劃範疇、定義範圍及產品、建立交付標的WBS

時程管理

規劃時程、定義活動、排序活動、估算活動資源

09/02
(六)

成本管理

規劃成本、估算活動及資源成本、預算編列管控

7.5

專案投資財務評估、績效管理(EVM實獲值)
品質管理

規劃品質及標準、品質保證及品質管制

09/09 人資管理

人力資源規劃、建立團隊、發展團隊；

溝通管理

溝通管理規劃、團隊溝通分析規劃

分組討論

報考進度、學經歷解答、作業及學員提問

風險管理

風險管理規劃、辨識風險、定性定量風險分析
風險應對方案與管控風險

09/16
採購管理

備標、招標、評選、議約、簽約、履約及結案

分組討論

報考進度、學經歷解答、作業及學員提問

09/23 利害關係人管理
(六)

7.5

估算工期、制定進度表及時程管制

報考進度、學經歷解答、作業及學員提問

(六)

7.5

報考進度、學經歷解答、作業及學員提問

分組討論

(六)

時數

總複習

道德規範說明、識別及管理利害關係人
專案管理架構-利害關係人複習
總時數

※人數未滿 15 人，主辦單位保留課程變更及調整之權利※

7.5

7.5

7.5
45

2. 講師介紹

黃喆 PMP
台灣最高分 PMP 講師，成功輔導四千位 PMP(台灣約一萬五千名 PMP)
現職 仕新管理顧問 執行長
學歷 政大 AMBA、台灣科技大學 工程碩士
專案 行政院 專案管理能力提升及資訊化顧問案 專案經理
經歷 工商時報專案管理專欄作家
中信金控、台灣高鐵、台北捷運、台塑集團、潤泰集團
教學 行政院、教育部、政治大學、交通大學、工研院、清華大學
經歷 國家文官學院、國家安全局、台北市政府、新竹市政府、桃園縣政府
生技中心、醫藥品查驗中心、榮總、疾管局、台大醫學院、國衛院
台北捷運 政府採購法及 IT 流程管理專案
大潤發、台塑集團、中信金控、台灣高鐵等企業 IT 專案流程管理
勞委會、中華電信、台電、台灣創意設計中心、麗明營造台中歌劇院
台灣松下(Panasonic)、htc 宏達電、Ford 汽車、進金生太陽光電
日盛金控、渣打銀行、ESCO 綠色基金會、宏晟自動控制
資拓宏宇、崇越科技、英華達(中國)、佳總 PCB、瑞傳科技
救國團、明新科大、元培科大、逢甲大學 GIS、味全基金會
證照 PMP、PMI-ACP、ITIL、ISO 27001 LA、ISO 9001、政府採購人員
得獎 台北市政府 績優專案第一名 (客服中心系統、1999 市民當家)

陳彥任 PMP
學歷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藝術研究所
國立交通大學 科技管理研究所輔所
經歷 TCI 大江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行銷企劃部 經理
英利生股份有限公司 資訊/電子商務部 經理
仁寶電腦 專案經理
浩鑫電腦 行銷經理
北美智權股份有限公司 研發組主任
宏碁電腦數位藝術中心 專案企劃
教學 仕新管理顧問公司 資深顧問
經歷 仕新管理顧問公司 PMP 專案管理講師
證照 PMP、CMMI ML2 ATM
魏聖忠 副教授, PMP
學歷
專案
經歷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博士
勞動部「會展行銷專案企劃能力就業學程」計畫主持人 (100 年至今)
龍華科技大學 國企系 副教授
勞動部「國際會展班」專案管理講師 (99 年至今)

教學

文化部企業工會「勞動部 PMP 專案管理應用班」講師 (103 年至今)

經歷

北市勞工局職業訓練中心「國際會議與展覽專業人員訓練班」專案管理講師
北區職訓中心「專業商展參展行銷實務班」專案管理講師
中華職訓中心行銷規劃證照講師

證照

PMI PMP 專案管理師
IPMA D 級 專案管理師
IPMA D 級 專案管理師認證講座
IPMA C 級 專案管理師
IPMA C 級 評估師
TRIZ Level 1 Level 2
ILM 國際企業管理師
TBSA 商務企劃能力初級檢定合格
TBSA 商務企劃能力初級檢定種子教師
TBSA 商務企劃能力進階檢定合格
TBSA 商務企劃能力進階檢定種子教師

3. 課程費用
原價$24,000 元
學校教育補助價$20,000 元，開課二週前付款早鳥價$18,000 元
龍華科大教職員工、校友與學生可享特惠價$19,000 元，開課二週前付款早鳥價
$17,000 元
三人成行再享優惠$1,000

4.報名方式
詢問課程 : 仕新管理顧問 02-2311-0880、service@sxmc.com.tw 陳先生
報名課程 : 請至 www.sxmc.com.tw 下載報名表
匯款帳號 : 台北富邦(012) 731-120-001749
報名完成 : 完成學費匯款後，請來電或來信，告知匯款帳號後五碼。

5.上課地點
龍華科技大學(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一段 300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