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主辦

®
PMP，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 一張黃金證照在手，為你贏得職場先機，掌握專業執行力！~
自 1984 年 PMI 開始推動國際 PMP 資格認證以來，受過專業專案管理教育並擁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專案管
理人員早已成為企業獵取的主要對象，國際知名管理大師 Tom Peters 說：
「未來 90%以上的白領工作者都將
面臨危機，今後所有白領工作都是專案工作，而所有具有經濟價值的工作，也都是專案工作。」，在十多年前
台灣開始引進 PMP®國際專案管理師證照培訓的熱潮，PMI®所提供的這一套專案管理方法，讓目前的工作職
場與企業內已經無所不在，因此專案管理已經是許多人需要具備的管理技能之一。
而愈來愈多的工作也以專案的型態進行，國際龍頭產業代表如台積電、聯電、中華電信等企業到政府單位，
將專案管理列為培養產業菁英的首要訓練，也極力延攬具有合格證書的國際專案管理師，對於台灣的各項產業
的發展相當的重要一環，廣泛的就業前景，成為各大公司爭奪的熱門人才，美國財星 fortune 雜誌也曾預測
PMP 將逐漸取代 MBA 成為新世紀最佳職業，多一 張 證 照就 多 一分 競 爭力 ， 所以擁有此張黃金證書的人
不 僅 在 台灣 可 以吃 香 ，還 能 橫 行兩 岸 三地 ， 更可獲得更多發展機會的通行證。
先修班課程時間:

最新保證班計畫開課時間:

(台北場) 2013 年 06 月 08 日 (六)

(台北/桃園/新竹場)2013 年 07 月下旬~九月(週六/週日班)

(桃園場) 2013 年 06 月 09 日 (日)
(新竹場) 2013 年 06 月 15 日 (六)

●13 大課程特色:
1.

專案管理近二十年培訓暨實戰專業名師(多年台積電主管資歷暨現任台積電主管培訓講師)

2.

[56 小時知識理論與實務運用合一]+[ 6 小時 iPMBox 實務工具應用課程]=62PDU

3.

本課程提供雙培訓證書,為已是 PMP 者提供一次性培訓快速完成 Renew 服務

4.

十大圖像式故事超級記憶法輔助學員輕鬆記住方法架構與工具

5.

專業輔導學員英文學經歷報名

6.

享有一年內不限次數補課服務

7.

100%考證通過率目標，結訓後半年內考試未通過者，保證補助第二次考證全額費用

8.

贈送 7 吋平板電腦支援課程進行中以電子講義閱讀與模擬考試

9.

贈送價值 NT5 萬元 iPMBox 專案管理系統(Pioneer 版)協助結業後,能真正應用於實務工作

10. 智慧考試分析系統,內含數千題型導向智慧題庫,智慧解析個人弱點,自動產生個人弱點考卷重複演練
11. 考取證照後,提供終身 Renew 服務直到退休資格
12. 培訓結業後,提供學員接續 2~3 個月輔考顧問,透過規劃及輔導讀書會,穩健快速取得 PMP 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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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13/05/31 前報名,加贈 PMP 先修班一天課程,研究顯示先修預習,可提昇正式課程消化效率 50%,
並縮短後續準備時間 40%

●訓練對象:
1、計畫考取 PMP®國際專案管理師證照者
2、以任職/計畫轉任專案管理相關工作者
3、希望應用專案管理實務方法與工作上者
4、已經考取 PMP 證照需要 Renew 者

●訓練時間/地點: [主辦單位保留變動權利]
*先修班開課資訊(加贈): 1 週(7 小時/7PDU)
[台北場] 實踐大學(大直)或台北捷運站附近專業培訓教室
2013 年 06 月 08 日(六) 09:00-17:30
[桃園場] 中原大學(中壢)或桃園火車站附近專業培訓教室
2013 年 06 月 09 日(日) 09:00-17:30
[新竹場] 新竹火車站或新竹光復路附近專業培訓教室
2013 年 06 月 15 日(六) 09:00-17:30
*保證班訓練總時數: 9 週(62 小時/PDU)
[台北/桃園/新竹場]於 2013 年 07 月下旬~九月(週六/週日班)陸續開課

●訓練費用:
菁英優惠價每人 NT

38,000 元整

課程原價總值 NT$175,000

●其他說明:
1、訓練內容包含六週 PMBOK 課程及兩週總複習課程、企業級專案管理系統演練、智慧 PMP 考試系統、
個人輔考顧問、iPMBox 專案管理系統(Pioneer 版)、iPMBox 實務工具應用課程(6 小時/PDU)、終身
Renew 服務、PMBOK 5th、課程講義、精緻餐點(午餐、下午茶)、7 吋(或以上)平版電腦等。
2、 本課程完整結訓後將發給[PMP 國際專案管理師結訓證書]乙張及[iPMBox 實務工具應用課程]結訓證書
乙張,並附贈 iPMBox-Pioneer 版軟體一套
3、 主辦單位保留課程變動及時間調整之權利，課程若有變更將會提前告知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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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綱要:
週數

章節
●概論
●整合管理(專題分組)

第一週

●範疇管理
●時間管理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利害關係人管理
●人資管理
●溝通管理
●成本管理
●品質管理

第五週

●風險管理
●採購管理

第六週

●分組案例報告
●模擬考試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PMP 考前總複習(一)
●PMP 考前總複習(二)
●iPMBox 實務工具應用課程

主要內容說明
■專案與專案管理介紹說明
■PMP 報告流程說明
■學員分組及訂定演練主題
■讀書計畫/讀書會/輔導顧問服務說明
■專案章程演練(Project Charter)
■第 1 次小考
■範疇定義、工作分解結構、交付標的組建
■專案活動定義、資源估算、時程管控
■收集需求 KJ 演練
■建立 WBS
■CPM 演練
■第 2 次小考
■人力資源規劃、發展與管理專案團隊
■利害關係人辨識、團隊溝通
■第 3 次小考
■成本估算及預算編列、控制
■品質規劃、實施品質管制
■EVM 演練
■第 4 次小考
■風險規劃、辨識、風險分析、風險監控、風險登錄表
■採購規劃、履約管理、招標評選管理
■第 5 次小考
■專案計畫書分組案例報告與評析
■總複習考、考試解析
■應考準備說明
■第一次應考測試與解析
■報考進度追蹤
■第二次應考測試與解析
■個人準備狀況檢視及重點加強
■五大流程實務案例操作訓練

●課程說明會
[第 1&2 場:台北場] 2013/4/29(一) 及 5/9 (四) 19:00-21:00[伯朗咖啡: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 52 號]
[第 3 場:桃園場] 2013/5/16 (四) 19:00-21:00 [人文年代:桃園市民族路 271 號]
[第 4 場:新竹場] 2013/5/30 (四) 19:00-21:00 [人文年代:新竹市北大路 140 號]

●報名方式
1、網路報名請至:福爾摩沙專案管理協會網站 http://www.fpma.org.tw/CourseApply.asp
2、傳真報名—請填妥報名表傳真至(02)2362-1389，傳真後請 mail 至 service@fpma.org.tw 確認
,其它問題請洽專線：(02)2362-1882 轉 11(課程招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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