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場競爭優勢 
   PMP已成為國際專案管理專家最認同的證照，並成為擔任PM之必備條件。 

美國PMP證照優勢 

特訓保證班特色 

P1 

專案管理能力強化 
黃喆PMP以專案管理流程圖來解析理論及實務。 

專案經理求職必備      
政府、台積電、IBM、HP、中華電信等，已將PMP列為必備證照，更是PM任用、升遷的依據。 

4000位PMP共同見證，相信黃喆，保證一次考取PMP 

PMI認證授權單位(REP No:3136) 

• 業界最高分名師：黃喆PMP，成功輔導4000位PMP！ 
• 優惠19900元起保證考取，可重聽半年直到考上！ 
• 高報考率、高錄取率，考取保證金$8000元 
• 整合實務，解決專案問題能力：絕非填鴨式教學。 

電話(02)23110880~1 信箱：service@sxmc.com.tw 網址：www.sxmc.com.tw 

傳真(02)2311-0882     地址：台北市公園路32號7樓(捷運台北車站M8出口、公園路麥當勞旁) 

累積千題全真考題＋線上模擬考 
模擬考場實況，100%掌握題型 

整合實務、提升執行力 
解決專案問題，絕不填鴨強背 

權威名師   黃喆PMP  

成功輔導數千位PMP  

出差及休假不影響學習 
半年內不限次數重聽直到考上 

三年內Renew 60 PDUs優質課程 
市價$6,000，加購價$2,000 

一對一全程輔導 
PMP 英文學經歷報名 

12小時特訓總複習 
今年最新考題&累積千題解題密碼 

每週二小時讀書會 
PMP 講師現場輔導，直到考取 

市價$22,000元E-learning 
特訓保證班加購價$2,000 

考取保證金，三個月內未通過 
補助第二次考試費用$8,000元 

黃喆PMP特訓保證班 

PMP 免費講座 

02/23 高雄 

02/17 台北 

02/25 新竹 

02/23 台中 

PMP 近期開課 

03/08 台北平日晚班 

03/12 台北週六班 

02/21 台北週日班 

快速考取PMP與實務整合的3件事 03/19 新竹週六班 

03/06 台中週日班 

03/06 高雄週日班 

http://www.sxmc.com.tw/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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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最高分名師：黃喆PMP，成功輔導4000位PMP 

P2 

政大MBA、台科大工程碩士 

專案資歷：（18年跨領域） 

• 潤泰、台塑、捷運、高鐵、中信金 

• 台北市政府 績優專案第1名 

            (捷運客服、1999市民熱線) 

顧問及教學資歷： 

• 行政院  專案管理能力提升案   顧問 

• 工商時報 專案管理專欄作家 

• 政治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台北大學 

• 台北市、桃園縣、新竹市、台電、中華電信 

• 工研院、文官學院、國安局、經濟部、資策會 

• Panasonic、hTC、Ford、台塑、味全、日盛金、渣打銀、中信金 

• 資拓宏宇、崇越、英華達、佳總PCB、救國團、大潤發、麗明營造 

• 生技中心、醫藥品查驗中心、榮總、疾管局、國衛院、台大醫學院 

• 綠基會、能源技術公會、宏晟自動控制、進金生太陽能、台灣創意中心 

 
 

• 本公司為PMI官方授權之REP 

• 97年擔任行政院「專案管理能力提升
案」之顧問 

• 先後與政大、交大、工研院及生技中
心策略聯盟 

• 整合實務與理論，提供跨領域專案管
理、證照及系統 

仕新管理顧問  簡介 

• 我們堅持教學品質，成功輔導數千位PMP 

• 業界唯一提供PMI全系列課程，培訓跨領域PMP。 

• 信賴『仕新』是提升專案能力及考取PMP的捷徑。 

承諾及願景 

PMI認證授權單位(REP No:3136) 

黃喆PMP特訓保證班 

電話(02)23110880~1 信箱：service@sxmc.com.tw 網址：www.sxmc.com.tw 

傳真(02)2311-0882     地址：台北市公園路32號7樓(捷運台北車站M8出口、公園路麥當勞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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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名師黃喆PMP，整合實務、提升執行力：絕不填鴨 

講師每週讀書會互相扶持，達成100%全組通過目標 

數千全真考古題及解題：100%掌握題型 

PMI認證授權單位(REP No:3136) 

• 黃喆PMP，近9成正確率高分通過 
• 18年專案經歷，橫跨營建、 IT、電子、銀
行、政府、運輸等專案  

• 親自教學貫穿PMP核心觀念及實務  
• 讓學員不只考取PMP，更可應用於職場 
• 上千全真考題，逐一解題，輕鬆考取 
• 可重聽半年直到考上 

• 整合PMBOK、實務及考古題 
• 搭配 千題近期考古題 
• 直接切入考試重點與實務整合 
• 理解實務、快速考取PMP 

• 專任講師每週2小時讀書會 
• 一對一報考指導更easy 
• 團隊合作、心得分享，有效掌握考題 
• 全組考取比比皆是！！！ 

黃喆PMP特訓保證班 

電話(02)23110880~1 信箱：service@sxmc.com.tw 網址：www.sxmc.com.tw 

傳真(02)2311-0882     地址：台北市公園路32號7樓(捷運台北車站M8出口、公園路麥當勞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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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全真模擬考及解題：模擬考場線上測驗 

P4 

優惠or免費換證服務：多元實務課程更上一層樓 

PMI認證授權單位(REP No:3136) 

• 100%模擬真正考試系統 
• 熟悉考試系統操作 
• 系統可分析讀書準備弱點 
• 名師逐一解題，充分理解 

黃喆PMP特訓保證班 

電話(02)23110880~1 信箱：service@sxmc.com.tw 網址：www.sxmc.com.tw 

傳真(02)2311-0882     地址：台北市公園路32號7樓(捷運台北車站M8出口、公園路麥當勞旁) 

• PMP每三年需Renew 60PDUs 
• 第一次換證服務，只需加購價$2,000 
• 眾多優質課程，多元進修輕鬆選 
• 線上及實體課程，輕鬆Renew無煩惱 
• 終身換證服務，成為跨領域P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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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報名資格及費用 

P5 

報名稽核程序 

PMI認證授權單位(REP No:3136) 

黃喆PMP特訓保證班 

電話(02)23110880~1 信箱：service@sxmc.com.tw 網址：www.sxmc.com.tw 

傳真(02)2311-0882     地址：台北市公園路32號7樓(捷運台北車站M8出口、公園路麥當勞旁) 

學歷要求 專案經歷要求 專案管理培訓 

高中 5年 & 7,500小時以上 35小時專案管理 
培訓課程 大學 3年 & 4,500小時以上 

會員 $139(US) 免費會員 

初次考試費用 $405(US) $555(US) 

第二次及第三次重考費用 $275(US) $375(US) 

※ 重考必須於一年eligibility period內完成 

 稽核抽中機率約10-20%。 

 網路報名時，信用卡付款完成，將提示是否被稽核。 

 稽核未通過將取消考試資格。 

 抽中稽核者應檢附資料： 

        1. 最高學歷證書影本(英文)。 

        2. 專案經驗證明文件(最好由直屬主管簽署)。 

        3. REP發出之至少35PDU證書。 

仕新提供一對一，考試報名全程輔導及追蹤。 
讓你輕鬆面對報名及稽核，萬無一失100%通過。 

適用對象： 

考試費用： 

mailto:service@sxm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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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計分方式 

P6 

現場考試畫面 

PMI認證授權單位(REP No:3136) 

黃喆PMP特訓保證班 

電話(02)23110880~1 信箱：service@sxmc.com.tw 網址：www.sxmc.com.tw 

傳真(02)2311-0882     地址：台北市公園路32號7樓(捷運台北車站M8出口、公園路麥當勞旁) 

 電腦考試，200題選擇題(單選不倒扣)，時間四小時，其中25題

不計分，其餘175題中答對106題即通過考試(正確率61%通過)。 

 考試多以情境命題，其中35%為PMBOK之外內容。 

 考試地點 

 台北：台大語言測驗中心 (辛亥路) 

 高雄：語言測驗中心(中正三路) 

考試領域 % 

Initiating the Project 13% 

Planning the Project 25% 

Executing the Project 30% 

Controlling the Project 25% 

Closing the Project 7% 

Total 100% 

mailto:service@sxm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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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時報 黃喆PMP專欄  

新竹市政府 世博案顧問 

工研院 合作PMP特訓保證班 

P7 

國家文官學院 簡任主管班 

政治大學 PMP特訓保證班 生技中心 合作 PMP實務班 

黃喆PMP特訓保證班 

電話(02)23110880~1 信箱：service@sxmc.com.tw 網址：www.sxmc.com.tw 

傳真(02)2311-0882     地址：台北市公園路32號7樓(捷運台北車站M8出口、公園路麥當勞旁) 

PMI認證授權單位(REP No: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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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23110880~1 信箱：service@sxmc.com.tw 網址：www.sxmc.com.tw 

傳真(02)2311-0882     地址：台北市公園路32號7樓(捷運台北車站M8出口、公園路麥當勞旁) 

最新學員考取心得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郭溥淵    

PMI認證授權單位(REP No:3136) 

黃喆PMP特訓保證班 

上課之前 
我原本就擔任PM的工作，帶著專案團隊透過資訊系統的開發建置來解決金融產業的問題。儘管沒有PMP的證
照，工作上也能順利的進行，但有些時候，也還是想要能夠找到一些更好的方法來讓工作更加的順利。首先，
我開始找資料研讀，看了很多有關專案管理的書籍，也上網爬了不少文，但是還是覺得有些觀念或是理論的東
西，沒有辦法理解。後來，決定以上課的方式來補充自己專案管理方面的知識，釐清一些混淆的觀念，經過比
較幾家較有名的PMP輔導機構，也參加了各家的說明會，最後選擇了仕新。其實，對我來說，選擇在這個時間
點上課、讀書、考試，是讓我很……的一個決定，因為我已經預知許多人生的轉變將會在這段時間同時發生。
首先是工作性質上的轉變，在第一週上課前，我已經正式離開原來公司的PM工作崗位，到法人單位服務，並
借調到公部門擔任幕僚工作。然後是生活型態的轉變，我即將在上課的第二週迎接女兒的誕生。其實，我也一
度很懷疑我是不是能夠順利的完成課程，參加考試。但是，我還是決定放手一搏。結果證明，黃喆老師、陳老
師真的很有一套，因為我並沒有花很多時間讀書，因為我真的沒時間；我也沒有很努力的背書，因為我討厭背
書。黃喆老師真的是用邏輯性、系統性的方式，讓PMP的知識滲透到生活中，所以讓我很容易就能理解，並把
這些知識內化，成我自己知識體系的一部分。 
 

上課階段 
就如同先前所提到的，我的生活在課程開始後，就一路大爆炸。工作上，要適應全新的工作性質、工作環境、
工作團隊，這真的是件辛苦的事情。白天上班，晚上還要找時間自己做功課去追趕新工作上的事務。而前幾週
的課程，又有很多重要的觀念要理解，因此我只能趁著記憶還很鮮明的時候，利用時間對著課本把黃喆老師上
課講過的內容與例子回憶一下。我個人覺得黃喆老師的教學法很不錯，很重視邏輯跟實際應用，所以在學習時，
建議大家要先理解，然後用生活實例或是工作上的經驗去應證，這樣的話，遇到PMP的考試問題，你就會很容
易的找到答案。當然，有些該背的東西，也很難避免，但是我是盡量用邏輯去聯結，以五大範疇九大知識領域
的架構表來說，我真的沒有背，我就利用通勤的時間，去思考專案過程應該做哪些事、順序為何，然後再去跟
架構表對照，再校正自己的觀念，幾次下來，就很熟練了。其他的ITTO，我也是都沒背，就理解每個步驟的重
點，自然該有什麼輸入、會有什麼輸出，就大概知道，TT的部分有用過的，就還好，沒用過的，就真的要稍微
記憶一下了。我的建議是按照黃喆老師安排的進度走，上課千萬不要缺席，而且要專心，遇到不懂的地方，可
以多請教老師，一定要弄懂；回家記得要趁記憶鮮明時趕緊複習；該加入會員、該準備學經歷、該報名考試，
請依照黃喆老師的建議，我想這真的是專家判斷的最好實例，這個process真的已經很成熟、很有用。  

 

準備階段&考前衝刺 
上完課程後，我依照陳老師的建議，快速的翻閱講義，只要覺得沒啥印象的，就做個記號，很快就能把我比較
不熟悉的部分，全都標示出來，然後先把這些不熟的部分，都看熟。反覆個幾次，什麼東西在哪一章，大概就
都有印象了。而且每次看講義的速度，也會越來越快。 
我的考前衝刺，是以架構表為主軸，去思考這些流程如何進行、如何聯結，遇到有卡住的地方，就去翻閱講義
或者求助老師。最後，才做考古題，考古題主要是用來驗證自己對各領域知識、流程以及流程銜接的熟悉程度
最後，列出一些該背的東西，然後就努力的去記憶(因為我覺得硬背的，很快就會忘記)。我記得黃喆老師說
過：”他不想教出一堆有PMP證照，但是不會做專案管理的PM”，所以他希望我們能夠把PMP的知識都生活
化；陳老師也說過：”PMP的這些TT，是真的可以用在生活中的”，當然每個人的念書方法有所不同，但是我
真的很認同黃喆老師與陳老師說的，儘量去理解這些知識，並利用這些知識在生活中。經過幾次模擬考，黃喆
老師建議我可以5/26去考，可是我延後了一週，到6/3才去。因為我其實並沒有很用功，也沒有花很多時間讀
書，所以我一直很擔心會考不過。但是，事實證明黃喆老師的這整個輔導流程真的很成熟且穩定。我去考，就
順利的過關了。 另外，仕新提供的考前複習也很有用，能夠再一次幫助同學把邏輯連貫起來。也可以很快的檢
視自已哪邊有所遺漏。謝謝信丞助教的幫忙。 
 

準備階段&考前衝刺 
首先謝謝仕新黃喆老師、陳老師與助教們的協助，讓我能順利考上PMP。這次參加課程，原本我是抱著利用這
次機會，重新檢視我當PM時所進行的工作與PMP建議的作法有什麼差別的想法來報名的，發現其時專案管理
的知識，是相當實用的，也不僅只於應用在專案管理上，對於我現在幕僚工作的進行，也有很多的助益，也讓
我考取了PMP。這次的課程中，信丞有成立FB的社團，也有同學有設line的群組，我覺得團體的力量很重要，
這次也是靠大家的加油打氣，甚至是資源分享，才讓我在一整個大爆炸的狀況下，還能順利過關，所以建議未
來可以善加利用這樣的方式，來協助同學們學習與複習。 再一次謝謝仕新的各位夥伴。謝謝。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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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認證授權單位(REP No:3136) 

黃喆PMP特訓保證班 

電話(02)23110880~1 信箱：service@sxmc.com.tw 網址：www.sxmc.com.tw 

傳真(02)2311-0882     地址：台北市公園路32號7樓(捷運台北車站M8出口、公園路麥當勞旁) 

最新學員考取心得 

hTC宏達電 陳華堅 

上課之前 
公司鼓勵同仁積極參加投入PMP課程並參與考照，除了幫我們安排篩選優良培訓機構
及教師、提供補助外，也提供場地讓同仁可以就近在公司熟悉的環境內學習，除了省
卻評選培訓機構及老師的時間外，也免於往返培訓機構的舟車勞頓之苦。這們好的機

會怎能放過呢!!!上課前對PMP的內容是完全不了解，也完全不知道是要考試的，以為
簡單的上完表定課程、不缺課就可以取得證照。 
 

上課階段 
開始上課後知道這個課程有期中期末測驗考試，也要經過考試及格(61分)才能取得證
照。此時壓力真的來了，不得不認真面對以後的課程。第二週上課因家裡有請假一週，
雖然隔週馬上到台北補課，一開始就有沒跟上腳步的壓力，但還好台北正好也有只相
差一週的班別可以補上，雖然補課辛苦，要連續上週六日全天，但還是比上E-earning
來的踏實，也因為黃喆老師的課一直很熱門，所以開課多，補習班也不吝將各地近期
開課資訊分享出來，讓因有事缺課的同學可以馬上找其他的班別補上漏掉的課程。也
許有缺課補課及模擬考試的壓力，反而讓自己不敢懈怠。盡量跟著老師上課的腳步走。
雖然沒有時間做好課前預習，至少每週在課前提早二小時的時間進行複習及練習題作
業。盡量讓自己不要脫節，也要能跟上當週的腳步，建立好課程的內容與觀念。在上
課階段我僅先重視理解、觀念釐清，輔以平日練習題來加深印象。真正有努力加強記
憶背誦的主要是黃喆老師要求的Plan群組內的項目的默寫測驗。其實這個群組背熟後，
所有47個群組幾乎就進入腦袋了。在上課期間，還有一項需要配合老師的步調，就是
加入PMI協會會員。從會員加入、學經歷登錄到考試報名，仕新的講義已經把一個一
個步驟及重點都已經交代很清楚，跟著這個步驟及跟黃喆老師確認考試日期，一步步
的讓自己邁向PMP考照之途。 
 

準備階段&考前衝刺 
仕新的講義，包含配合模擬測驗，我斷斷續續一共讀了四次，只是每次讀完，隔了一
周後沒看書，大概就又忘記了…..感覺到這樣子的讀書實在沒有效率，最後一次開始整
理上課的重點，課本教材也加註標記，不僅加深印象，也為最後的重點總複習作準備，
免得每次都是將講義從頭到尾一字一頁的閱讀，增加讀書效率。針對不熟或是重要的
章節，利用E-learning加強觀念釐清及記憶。在這個階段我對ITTO仍然沒有下苦功去
背誦，這也是我的隱憂所在。不過還是盡量利用上E-Learning來加深邏輯關係。有了
前三次讀完後一周未讀書，課本內容就忘記的教訓，在大致確定考試時間後，我利用
一個週間將書本完整密集讀完，在考前2周每天至少保持在複習狀態，無論是看重點、
近期考題都可，千萬不讓自己跟書本太脫節，也避免又給自己藉口再繼續拖延考試日
期。即使每天只是短短的1HR的讀書時間，我都覺得很有用。我報名週二下午，確定
考試日期後，先向公司請假兩天，利用六、日、一這三天唸書，週二赴考場。這幾天
針對自己整理的筆記、9KA、5大流程群組及ITTO加強，將近期考題之計算題確實親
手算過，也利用近期考題來訓練自己對各教材各章節重點複習，解題也以IPECC來做
解題的思考邏輯，確實增加不少信心。 
 

給仕新的建議 
感謝黃喆老師對我們企業專班的體恤，知道我們公司平日上班很忙，也體諒我們到台
北上課的交通不便。黃喆老師特別每兩周就到公司來幫我們做總複習。對我們這群同
學確實幫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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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學員考取心得 
hTC宏達電 鄭鎮昌 

PMI認證授權單位(REP No:3136) 

黃喆PMP特訓保證班 

上課之前 
早在2009年就聽聞PMP，但因上課考試費用高且不認為自己有這方面證照之需求，
因此也未進一步再了解，直至去年公司主管決定要開辦此課程，由於這幾年聽聞較
多PMP的資訊，也想說可以於公司就近上課，就毫不猶豫地報名了。 
 

上課階段 
一上課就覺得老師教的好快，每次上課的內容超多，回家後的練習題也很多，若沒
跟上老師的進度，後面要追趕就特別累，因此我都有依照老師規定的進度在準備，
唯一可惜的是沒有先做預習的動作，所以上課過程吸收的速度較慢。上課期間，老
師都會督促準備考試的進度，從加入PMI協會並且繳交報名費、學經歷上傳等，錢
一但繳了，沒有退路，我都會告訴自己，到底是要損失一萬元，還是要投資一萬七
呢(考上證照)，為了不跟錢過意不去，自己就會乖乖讀書了。 
 

上完課程的準備階段 
我的工作時間很長，從早上八點上班幾乎要到晚上10~11點左右才會回家，因此我
都是利用半夜讀書，半夜讀書真的很辛苦，我每天都設定讀講義的進度，常常邊讀
邊打瞌睡，但我還是會強打精神直到翻閱完預定目標後才上床睡覺，雖然沒有辦法
一次把書讀通，但我覺得這樣才有安心的感覺。我大概重複翻閱了三次才把講義內
容都熟悉。之後我才開始去複習練習題及考模擬考，此時遇到題目就很清楚大概是
在考講義的哪個章節及內容，不熟悉時再回頭翻書溫習就快速多了。由於我沒有整
理ITTO，所以模擬考的成績總和我預期的有段落差，雖然大部分的人認為我去考試
沒問題，但我總覺得還沒準備好，雖然老師說我再用功一點12/16就可以去考，但我
終究還是因為自認準備不足沒有去考。當天先赴戰場的兩位同事後來也順利考上了，
聽了他們的經驗分享後我更加篤定一定要整理ITTO並讀過後才去考試。 
 

考前衝刺&考試過程 
由於假日需要盡父親的責任陪小孩子玩鬧，我無法利用假日讀書，但又不想夜長夢
多每天懸著考試的壓力，於是在12/31晚決定報名1/3下午的考試。跨年夜看著妻兒
熟睡的樣子，自己在書桌前讀書格外淒涼，再聽到午夜12點的煙火聲此起彼落，心
中更加篤定這次考試一定要過，我要早日脫離這種熬夜讀書的日子。1/2請假在家讀
了一天書，其實都是在整理ITTO的重點，此時發現真的很花時間，整理完都晚上九
點多了，所以也只有在看近期考題後，十二點就準時上床睡覺了。考前壓力果真很
大，平時熬夜已經很傷身了，考前這晚頻作噩夢，天啊!我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壓力？
還不是因為報名費很貴，沒考上就要捶心肝了。應考當天我只帶自己整理的ITTO及
近期考題，十點整我就到達台大，於周邊把ITTO仔細的理解一次，再複習已經做過
記號之不熟悉的考題後，十二點多我就進場準備了。因為我怕下午精神狀況不好會
影響考試，工作人員邀我進場考試時我提出要先睡午覺十分鐘的請求，十分鐘後工
作人員隨即出來叫醒我便進去考試了，在考試的過程其實也是會緊張地，好在仔細
看題時都有發現一些小陷阱，答了一百題後我就認為應該會考過了。就在信心十足
的情況下心翼翼的完成了後面的考題後，按下END鍵的等待結果→不出所料：PASS 
 

給仕新的建議 
非常感謝仕新黃喆老師的用心良苦，課程都結束了還一直找時間幫我們補課做複習， 
E-learning真的是很好的自修工具，我對成本這個章節比較不熟悉，也是在上去重
看課程教學後豁然開朗的。老師的上課常以實務結合作案例，所以能夠讓我們印象
深刻，真的考不上只能說：用功的還不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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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認證授權單位(REP No:3136) 

黃喆PMP特訓保證班 

上課之前 
從一開始工作就陸續在執行專案工作，不管規模百人的公司或者規模萬人的公司，因
個人本身工作的關係都離不開專案，當然公司內部訓練也沒停過，包含產品開發設計
審查、品質相關課程、專案管理實務、Lead Six Sigma、Design for Six Sigma…，
總是覺得東一塊西一塊，無法得知全貌。 
 
知道 PMP 是在5年多前，PMBOK 記得才第三版，因工作較忙經常出差無法參加訓練
課程，故想自己讀像黃喆老師說的”爬文”去瞭解專案管理，但實在讀不下去；故換
了新工作時就開始醞釀參加PMP專案管理訓練保證班，卻一直找不到志同道合的同事，
一晃三年多過了，直到最近才與同事一起報名。原預計課程完畢留一週複習再考，好
在中秋節那一週，無奈颱風休假課程延後一週，考慮一下依然照原計畫時間考試，在
老師還未估計考試時間，我就自己定好了。 

 

上課階段 
因為知道記憶力不好，上課後第一周馬上加入PMI會員，下載PMBOK 5th存在手機內，
利用零碎時間記五大群組十大知識47流程表，一週要背起來然後持續記憶，忘記就拿
手機看。記得強迫每天兩小時將課程內容當週完成複習，因為複習時間不夠沒急著背
內容，剩的時間就記講義及老師畫的圖表配合邏輯思考回想，期末考來不及複習完第
二遍，因為在背內容及一些 ITTO，IJ 卷差強人意得了69%以考試時間看是需要被 
Watch，複習期間依五大群組十大知識47流程做了ITTO 47頁的小冊子，補考前複習
完第三遍並在小冊子作關鍵字作為複習用，補考時因為題目都看過，要強迫自己以題
意作答得了96.5%，有信心上考場了。 

 

上完課程的準備階段 
考試時間 只剩 3 天不到，沒有上完課程的準備階段，直接進入考前衝刺 

 

考前衝刺 
週六～一就拿著流程筆記複習回想講義內容，實在想不出來就看講義，總共複習了三
遍期間也記了 ITTO，週二一早起來只背 ITTO，並利用作火車的時間背，因為先前作
仕新線上測驗有想睡覺的經驗，就在捷運科技大樓站附近麥當勞點了一杯美式咖啡
（平常不喝不得已破戒了）等考試時間，總共記了快三遍，人就上考場了。 
 
特別提醒考場冷氣很強特別運轉時，估計比上課教室低2~3度，我以為穿短袖內衣加
長袖襯衫就OK，結果150題冷到腦筋不靈活，答題速度就便慢，答完200題只剩25 
min 

 

給仕新的建議 
感謝仕新的黃喆老師及彭助教，將觀念教得清楚，才能順利考上。 

友達光電 許守德 

最新學員考取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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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認證授權單位(REP No:3136) 

黃喆PMP特訓保證班 

如果看到此文，那麼表示你正考慮考PMP或是抉擇報名那家PMP®的課程。 
以下是我個人選擇PMP課程的幾個考量，供大家參考： 

 

保證班或是一般認證班? 
費用當然是個問題，但如果價格差異不大，那麼就選可以幫助自己考PMP證照勝算
大的！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PMP考試報名費實在不便宜，而除了上課35小時外，
還需要投入時間再三複習，就個人而言時間也是一種成本，那麼黃喆老師保證班的
課程安排，我認為是更適合多數一邊工作一邊準備考試的上班族，因為自知如果只
是上一般課程，極有可能課程結束，若又遇到工作忙碌，或許就不去考了，這樣成
本是更高的！ 也看到有些課程，非常密集的在三週內或是連續五天上完，但以個人
準備經驗來看，可能很快的上完課，很快的忘記！明知自己的自制力不好，就不要
去冒險吧，因為重新補習是更貴啊！至於要選擇標榜全套教材重達7.5公斤的課程，
或是黃喆老師的課(我秤過老師的講義與考古題本共重約2.5公斤)，我的建議是下班
後空閒念書時間不多，2.5公斤的教材就足夠考取了! 

 

講師陣容多就是好嗎? 
這或許是比較主觀的，當初報名黃老師課程前，其實也比較過其他的課程，不少都
標榜有多個各領域專才的PMP資格講師，但我後來想想，如果目標就是考上證照，
那麼觀念與準備的技巧是更重要的！因為各補習班都會有一套流程來指導學生考上，
並不會因為有比較多的講師，就有比較”多的方法” ，那麼黃喆老師的工作經驗與
講授方式就已經非常好了，只要將五大流程群組與九大知識領域的觀念與架構弄清
楚，說實在的5位講師或是只有一位老師帶領，並沒有太大差異。而且除了上課，包
括報名輔導、練習題、模擬考講解、線上學習或考前總複習等一系列的規劃，加上
同學們彼此的討論，這才是讓自己堅持下去順利考上的動力啊！ 

 

考上PMP，然後呢? 
雖說PMP課程就是為了證照，但黃老師或陳老師在課程中用很多的實例說明，而上
課時也會有同學們就實務上遇到的問題討論，這些對於職場上還是有幫助的，透過
PMP的一些方法論，在遇到刁難的老闆時，就把他們都設想是風險吧，那麼忍受的
程度或者解決問題的能力，也許就能進而提升吧！ ＞ ＜  
 
另外，PMP每三年都需要再有60PDUs的上課證明，因為黃喆老師有提供免費
Renew課程，而且看起來很多課程也蠻有趣的，像是攝影、算命類的生活講座，
60PDUs輕鬆就可達成！ 
 
我是參加黃喆老師PMP保證班課程後的兩週內參加考試，並通過認證資格，給大家
的建議是，先設定考試日期，就會逼自己準備考試，然後按老師的進度複習，若有
時間就多聽一次線上課程，另外近期考題很厲害，做完題目就事半功倍了！ 
 
最後，分享一題必考的考古題，PERT三點估算法=(O+4M+P)/6，也就是說參加黃
喆老師的課程後，PMP考試(註)最好的狀況(O)或許是答對190分以上，最壞的狀況
(P)或許是答對110分，最有可能(M)考到150分上下，就請聰明的各位用PERT估算法
算算考上的機率吧！ 

 
 

內華達大學 蘇紋瑜 
最新學員考取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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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認證授權單位(REP No:3136) 

黃喆PMP特訓保證班 

我原本是參加其他坊間的PMP®班，以為大概知道什麼是PMP就可以上戰場了。但
是後來發現，這樣的想法導致讀書方法的錯誤，第一次考試慘遭失敗，非常難過失
望的離開台大語文中心。 
 
一年後，從其他朋友轉述得知仕新，決心重頭來過，打掉重練！仕新的講義擷取重
點，透過上課的講解：從最基礎的同心圓概念、用圖表解釋啟始、變更、到結案；
讓之前”研讀”PMBOK而懵懵懂懂的自己，瞬間理解內容，如同打通任督六脈，讓
之後的課程建築在穩固的地基上，完整的一套系統牢牢烙印在腦海中。 
 
讀書方法方面，只要平常上課專心聽講，回家複習並作練習題，在讀書會上將不懂
的題目提出討論，按部就班，絕對會看見自己的進步。然後，平日有空就拿起專有
名詞閱讀；每天背一點ITTO，兩個半月就會看到日積月累下的成果。 
 
另外，因為報考日期是禮拜一，所以考前的一個禮拜，每個晚上專心地複習一個章
節；考試前的禮拜六，把剩下章節複習完，再整理ITTO，晚上去參加讀書會。考前
一天的禮拜日，上半天用五個小時看完總複習 (因為個人覺得考前一天看比較有印象，
純粹個人做法)，下半天以及禮拜一早上再複習考古題。 
 
建議早點到考場，平復一下心情。因為我考前15分鐘到考場，沒多久就進場，結果
前30題目Marked有點多；後來大腦迴路打開後，後面越寫越順，再回頭檢查，會發
現三小時前選的答案有點匪夷所思。 
 
最後，仕新的輔導學員也很用心的協助完成報考流程，尤其學經歷填寫的協助，對
於消除擔心與不安的部分有很大的幫助。感謝各位。 

Fontbonne University MBA 許家豪 
最新學員考取心得 

台塑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茂榮 
很慶幸自己是選擇來仕新上課，才能在工作、家庭、社團多頭燒的狀況下，仍然按
原計劃在兩個月內考上PMP。 
 
仕新的教材並不「以量取勝」，反到是經過收斂整理的，透過老師上課有系統地講
解，可以很快地協助學員建立整體、清晰、正確的概念，因為實際考題十分靈活，
情境題比重超高，仕新的教學方式個人認為確實可以有效提昇答題的正確率。 
 
考前我利用仕新網站的e-learning複習了"半遍"「考前總複習」線上課程，課程是採
取按五大群組來垂直地複習，因此更能貼近專案的實際狀況，考試結果證明：有複
習的那些群組成績果然比較優！（這些群組相關考題作答時，感覺腦中邏輯較為清
晰，也較不易被情境描述所混淆） 
 
另外，仕新在輔導學員報考方面也堪稱用心，按照仕新的建議逐步去做，個人覺得
有消除不安及提昇意志的功效，值得感謝，以上淺見，供大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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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班課表 

週別 課程內容   上課日期 明細時數 

1 
◆ 架構管理 

專案與專案管理介紹、專案生命週期、專案利害關係人及
企業組織架構對專案的影響 

(二) 1900-2200 3 

◆ 架構管理 
◆ 整合管理 

專案利害關係人及企業組織架構對專案的影響 
發展專案章程、撰寫專案管理計畫書 

(四) 1900-2200 3 

2 

◆ 整合管理 執行專案、監控專案、整合變更管制及專案結案 (二) 1900-2200 3 

◆ 分組與組員介紹 學員互相認識，讀書會團隊組建 
(一) 1900-2200 

0.5 

◆ 小組研討& 報考說明 PMP報考流程及注意事項說明&架構試題解析 2.5 

◆ 範疇管理 範疇的規劃、定義與交付標的組建 (四) 1900~2200 3 

3 

◆ 小組討論&報考追蹤 報考進度追蹤、學經歷問題解答、解答學員提問 
(二) 1900-2200 

0.5 

◆ 小組研討& 報考審核 整合及範疇試題解析&PMP報考資料審核 1.5 

◆ 時程管理 定義完成專案所需執行的活動、排序活動 (四) 1900~2200 3 

4 
◆ 時程管理 
◆ 成本管理 

估算活動資源與工期、制定進度表及時程管制 
估算專案成本、編列預算及成本管控 

(二) 1930-2100 1.5 

◆ 成本管理 估算專案成本、編列預算及成本管控 (四) 1900~2200 3 

5 

◆ 小組討論&報考追蹤 報考進度追蹤、學經歷問題解答、解答學員提問 
(一) 1900-2200 

0.5 

◆ 小組研討&報考審核 時程及成本試題解析&PMP報考資料審核 2.5 

◆ 品質管理 專案交付標準之品質規劃、品質保證及品質管制 (二) 1900~2130 2.5 
◆ 人資管理 
◆ 溝通管理 

專案所需人力資源規劃、籌組、發展與管理專案團隊；團
隊溝通分析規劃及利害關係人管理 

(四) 1900~2230 3.5 

6 
◆ 小組討論&報考追蹤 報考進度追蹤、學經歷問題解答、解答學員提問 

(一) 1900-2100 
0.5 

◆ 團隊研討&報考審核 品質、人資及溝通試題解析&報考資料審核 1.5 

7 
◆ 風險管理 

規劃專案風險管理、辨識潛在風險、執行定性與定量風險
分析、規劃風險回應與管控風險 

(二) 1900-2200 3 

◆ 採購管理 因應需求規劃採購，進行招標評選及合約管理 (二) 1900~2200 3 

8 

◆ 小組討論&報考追蹤 報考進度追蹤、學經歷問題解答、解答學員提問 
(二) 1900-2200 

0.5 

◆ 考前複習 考前複習 2.5 

◆ 利害關係人管理 識別、管控利害關係人&*6.7章 及7.3章 
(六)or(日) 1300-1700 

1.5 
◆ 團隊研討 
◆ 道德規範 

專案管理人員專業與道德規範說明 
期中考及風險、採購試題解析 2.5 

9 

◆ 期末考考題解析1 第一次期末測試解析討論 

(六)or(日) 0900-1800 

3 

◆ 總複習1 最新全真考題分享及最新考情解析 2.5 

◆ 總複習2 道德模擬解析、最新全真考題分享及最新考情解析 2 

◆ 小組討論&報考追蹤 報考進度追蹤、學經歷問題解答、解答學員提問 0.5 

10 

◆ 期末全真模擬考2 第二次期末全真200題模擬測試 

(六)or(日) 0900-1800 

3.5 

◆ 期末考考題解析2 第二次期末測試解析討論 3.5 

◆考試日期評估 PMP報考追蹤、解答學員提問 1 

11 

◆ 小組討論&報考追蹤 報考進度追蹤、解答學員提問 
(六)or(日) 1630-1930 

1 

◆ 總複習3 最新全真考題分享及最新考情解析 2 

◆ 小組討論&報考追蹤 報考進度追蹤、解答學員提問 

(六)or(日) 1630-2100 

0.5 

12 
◆ 總複習4 最新全真考題分享及最新考情解析 2 

◆ 期末補考 期末補考 2 

-- ◆ 週六考前總複習 ** 
最新命題方向分析及最新考題分享 
個人準備狀況檢視及重點加強 

六   1.5 

總課程時數合計       70.5 
期中考線上模擬測驗訂於第7週-第8週      
期末考1線上模擬測驗訂於第8週-第9週 
週六考前總複習班：採預約登記制，請提早一天(每週五前)完成登記，若當週無人登記則不開班 

人數不滿十人，仕新有權調整課程時間 

PMI認證授權單位(REP No:3136) 

黃喆PMP特訓保證班 

電話(02)23110880~1 信箱：service@sxmc.com.tw 網址：www.sxmc.com.tw 

傳真(02)2311-0882     地址：台北市公園路32號7樓(捷運台北車站M8出口、公園路麥當勞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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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班課表 

週別 課程內容   上課日期 明細時數 

1 

◆ 架構管理 
專案與專案管理介紹、專案生命週期、專案利害關係人
及企業組織架構對專案的影響 

(六)or(日) 0900-1730 

3 

◆ 架構管理 
◆ 整合管理 

專案利害關係人及企業組織架構對專案的影響 
發展專案章程、撰寫專案管理計畫書 

3 

◆ 小組研討&報考說明 PMP報考流程及注意事項說明 1 

◆ 分組與組員介紹 學員互相認識，讀書會團隊組建 0.5 

2 

◆ 整合管理 執行專案、監控專案、整合變更管制及專案結案 

(六)or(日) 0900-1730 

3 

◆ 範疇管理 範疇的規劃、定義與交付標的組建 3 

◆ 小組討論&報考進度追蹤 報考進度追蹤、學經歷問題解答、解答學員提問 0.5 

◆ 團隊研討&報考資料審核 架構試題解析&PMP報考資料審核 1 

3 

◆ 時程管理 
定義完成專案所需執行的活動、排序活動 
估算活動資源與工期、制定進度表及時程管制 

(六)or(日) 0900-1800 

3 

◆ 成本管理 估算專案成本、編列預算及成本管控 3.5 

◆ 小組討論&報考進度追蹤 報考進度追蹤、學經歷問題解答、解答學員提問 0.5 

◆ 團隊研討&報考資料審核 品質、人資及溝通試題解析&報考資料審核 1 

4 

◆ 品質管理 專案交付標準之品質規劃、品質保證及品質管制 

(六)or(日) 0900-1800 

2.5 
◆ 人資管理 
◆ 溝通管理 

專案所需人力資源規劃、籌組、發展與管理專案團隊；
團隊溝通分析規劃及利害關係人管理 3.5 

◆ 小組討論&報考進度追蹤 報考進度追蹤、學經歷問題解答、解答學員提問 0.5 

◆ 小組研討&報考資料審核 整合及範疇試題解析&PMP報考資料審核 1.5 

5 

◆ 風險管理 
規劃專案風險管理、辨識潛在風險、執行定性與定量風
險分析、規劃風險回應與管控風險 

(六)or(日) 
 

0900-1800 
 

3 

◆ 採購管理 因應需求規劃採購，進行招標評選及合約管理 3 

◆ 小組討論&報考進度追蹤 報考進度追蹤、學經歷問題解答、解答學員提問 0.5 

◆ 團隊研討&報考資料審核 時程及成本試題解析&報考資料審核 1.5 

6 
◆ 利害關係人管理 識別、管控利害關係人 

(六)or(日) 1300-1700 
1.5 

◆ 道德規範 
◆ 團隊研討 

專案管理人員專業與道德規範說明 
期中考及風險、採購試題解析 2.5 

7 

◆ 期末考考題解析1 第一次期末測試解析討論 

(六)or(日) 0900-1800 

3 

2.5 

◆ PMP考前重點提醒 架構-利害關係人管理總複習 
2 

0.5 

8 

◆ 期末全真模擬考2 第二次期末全真200題模擬測試 

(六)or(日) 0900-1800 

3.5 
◆ 期末考考題解析2 第二次期末測試解析討論 3.5 
◆ 考試日期評估 PMP報考追蹤及考試日期評估 1 

9 
◆ 期末補考 期末補考 

(六)or(日) 1730-2100 
0.5 

◆ 近期考題解析 最新全真考題分享及最新考情解析 3 

10、11 ◆ 週六考前總複習 ** 
最新命題方向分析及最新考題分享 
個人準備狀況檢視及重點加強 

六   1.5 

總課程時數合計       66 
期中考線上模擬測驗訂於第5週-第6週      
期末考1線上模擬測驗訂於第6週-第7週 

週六考前總複習班：採預約登記制，請提早一天(每週五前)完成登記，若當週無人登記則不開班 

PMI認證授權單位(REP No:3136) 

黃喆PMP特訓保證班 

人數不滿十人，仕新有權調整課程時間 

電話(02)23110880~1 信箱：service@sxmc.com.tw 網址：www.sxmc.com.tw 

傳真(02)2311-0882     地址：台北市公園路32號7樓(捷運台北車站M8出口、公園路麥當勞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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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 

 

       規格 

黃喆PMP 

保證班 

(45小時) 

黃喆PMP 

總複習班 

(30小時) 

  

 黃喆PMP 

數位保證班 

(30小時)  
(出差加班必備) 

     

黃喆PMP 
特訓保證班 

(含總複習班及考取保證金) 

業界最高分名師授課 
黃喆PMP，成功輔導4,000位PMP 

◎ ◎ ◎ 
半年內不限次數重聽 

(可重聽全省開班課程) 
◎ ◎ ◎ 

每週2小時輔導讀書會 ◎ ◎ ◎ ◎ 
一對一全程輔導 

PMP英文學經歷報名 
◎ ◎ ◎ ◎ 

數百全真考題及解題總複習 I 

100%掌握題型 
◎ ◎ ◎ ◎ 

累積千題考題及解題總複習 II ◎ ◎ 
PM 輕鬆學習系統 

(不怕加班出差、出國，大陸也可看) 
◎ 超值加價購!! 

$2,000 

線上全真模擬考及解題 線上1次 
線上2次 

紙本1次 
線上1次 

線上2次 

紙本1次 

12hr特訓總複習 
(今年最新考題解題密碼) 

◎ 
考取保證金：$8000元 

 (三個月內未考取，補助第二次考試費用) 
◎ 

考取後三年內Renew 60 PDUs 

(市價$10,000元) 

超值加價購!! 

$2,000 

終身免費or優惠Renew課程 

(政大、交大、救國團、生技中心 策略聯盟) 
◎ ◎ ◎ ◎ 

課程價格 $19,900元起 $10,000元起 $18,000元起 $27,000元起 

上課地點 

台北地區：台北市公園路32號7樓     (仕新管理顧問) 

桃園地區：桃園市萬壽路一段300號 (龍華科技大學)  

新竹地區：新竹市力行一路1A2室    (新竹矽導商務中心) 

台中地區：台中市天保街60號           (台中市貿中心) 

高雄地區：高雄市大同二路20號       (救國團社教研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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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認證授權單位(REP No:3136) 

黃喆PMP特訓保證班 

電話(02)23110880~1 信箱：service@sxmc.com.tw 網址：www.sxmc.com.tw 

傳真(02)2311-0882     地址：台北市公園路32號7樓(捷運台北車站M8出口、公園路麥當勞旁) 

仕新保有調整課程之權利，課前會與學員確認課程契約，確保學員上課權益 

 課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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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護照英文姓名   

公司名稱   身份證字號後四碼    

公司部門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公司電話   手機號碼   

職   稱    畢業學校      

專   長    畢業系所   

E-mail   

聯絡地址   

課程班別 

黃喆PMP保證班 

□ 0308-0423 (二) 台北班 

□ 0312-0423 (六) 台北班 

□ 0221-0327 (日) 台北班 

 
□ 0319-0430 (六) 新竹班 

□ 0306-0417 (日) 台中班     

□ 0306-0417 (日) 高雄班  

黃喆PMP總複習班 

□ 0423-0507 (六) 台北班 

□ 0327-0417 (日) 台北班 

 
□ 0430-0514 (六) 新竹班 

□ 0417-0501 (日) 台中班   

□ 0417-0501 (日) 高雄班   

黃喆PMP特訓保證班(含總複習班及考取保證金) 

□ 0308-0507 (二) 台北班 

□ 0312-0507 (六) 台北班 

□ 0221-0417 (日) 台北班 

 
□ 0319-0514 (六) 新竹班 

□ 0306-0501 (日) 台中班 

□ 0306-0501 (日) 高雄班 

□黃喆PMP數位線上保證班 

舊生推荐 □ 舊生姓名：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 

 匯款帳號 
●銀行帳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局帳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匯款日期：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 

匯款金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費用 

定價 限時優惠 備註 

黃喆PMP保證班  $24000元 □ $19900元起 

黃喆PMP總複習班 $15000元 □ $10000元起 

黃喆PMP數位線上保證班 $22000元 □ $18000元起 

黃喆PMP特訓保證班 
(含總複習班及考取保證金) 

$39000元 □ $27000元起 

學員報名表 

• 匯款帳號：台北富邦銀行襄陽分行 (012)  仕新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帳號：731-120-001749 
• 報名人數未達10人，將調整課表併班或取消開課 
• 報名專線(02)2311-0880 網址：www.sxmc.com.tw 
• 報名表請回傳至：service@sxmc.com.tw 或傳真至 (02)2311-0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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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請問您想考取 PMP證照 的原因？(可複選) 

          □公司要求         □客戶進修             □工作需求                □職場升遷 

          □職場加值         □自我進修             □其他 

 
   2. 請問您最初如何得知 PMP證照 及其相關資訊？(可複選) 

          □仕新官網         □ Yahoo關鍵字    □ Google關鍵字    □同事/朋友(姓名:___________) 

          □PMI 網站         □ Facebook         □ 其他_______________ 

 
   3. 請問您如何得知 黃喆PMP特訓保證班 課程？(可複選) 

          □仕新官網          □Yahoo關鍵字     □ Google關鍵字    □同事/朋友(姓名:___________) 

          □ PMI 網站        □ PMI-TW            □ Facebook            □ 104教育網 

   
   4. 請問您選擇 PMP課程 您最重視哪 3 項？   5.  請問下列因素 仕新 的滿意度如何？(勾選) 

重視 

課程價位 

講課師資 

親友/同事口碑 

上課時段 

上課地點 

考取保證規格 

Renew優惠方案 

課後輔導讀書會 

考試報名輔導 

線上e-learning 

線上模擬考 

進度追蹤 

 6.   請問您知道下列 進修/證照 課程？(可複選) 

          □ Agile敏捷專案管理(PMI-ACP)                □ 行銷管理實務 

          □ 新產品開發管理師課程(NPDP)                □ 國際IT服務管理師證照課程 

          □ 美國風險管理師課程(PMI-RMP)             □ 專案管理實務課程 

          □ 資訊安全(CISSP)                                        □MS project 

 
 7.   請問在您聽完 PMP說明會 後，是否有其他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黃喆PMP特訓保證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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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 
不滿意 

不 
滿意 

普
通 

滿
意 

很 
滿意 

課程價位 

講課師資 

親友/同事口碑 

上課時段 

上課地點 

考取保證規格 

Renew優惠方案 

課後輔導讀書會 

考試報名輔導 

線上e-learning 

線上模擬考 

進度追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