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I® 正式授權 REP 唯一履約 PMP® 證照保證班
認證單位：美國專案管理學會(PMI®)
主辦單位：永久專案管理顧問公司 www.pmtraining.com.tw
贊助單位：全球華人競爭力基金會 www.ceolearning.org
36 小時課程(另加贈總複

保證第一次考取 PMP®

習班課程 6h)獲得 PMI 正

若第一次未通過，補助第二

式 42PDUs

次費用$NT8000

加值獨家贈送國際 NPDP、
ACP® 認證
ASM 與心智圖法應用課程
可申請 Renew 正式 PDUs

全球首創π型 PMP®保證班培訓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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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產官學各界菁英專業經理人能夠學習到國際級專案管理知識、工
具、方法及執行力的機會，並輔導其考取 PMP®國際專案管師國際證照，
我們鄭重承諾：只要你願意按照我們提供的嚴謹課程教學安排,由我們
保証您通過 PMP®考試。如果在上述條件下，您第一次沒有達到 PMI®規
定的標準，由我公司替您支付 PMP®考試重考費(NT$ 8,000 元)一次，
開課日起半年內可無限次重聽。

凡本屆 PMP®課程保證班考取者即可參加國際新產品創新管理
師(NPDP)認證課程、心智圖法應用課程並參加卓越 PMP®講座(以

」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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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P®

正式 PDUs)

(本π型 PMP®保證班課程設計為永久公司獨創，仿冒必究)

π

上千全真題及

上課程及講座皆獲得 PMI®審核許可頒發正式 PDUs)，可申請
Renew 60PDUs 維持 PMP®資格。(酌收 PDU 費用)

1. 全程使用中英文版 PMBOK 5th 版授課依序帶入 PMBOK 十大知
識及五大程序並配以實務案例授課，使學員可深入了解國際
專案管理知識體系的內容作立即吸收，全國唯一導入 PMP®考
試必備之試題解答秘訣可立即於課程後融會貫通，快速通過
考試。＜本課程內容為永久公司版權所有，仿冒必究＞
2. 本屆學員考取 PMP®後參加唯一獨家授權國際 NPDP認證課程、
心智圖法應用課程及參加卓越 PMP®講座(共值$90,000 元以上)
可申請 renew 正式 PDUs！(已獲 PMI®審核認可正式 PDUs))。
「讓您用最低的成本，創造最高的價值。」 註:因 PMI®規定考
取 PMP®者每 3 年必須取得 renew 60 個專業學分(PDUs)維持 PMP®資格，
否則無法維持 PMP®資格。

3. 本 PMP®保證班上課教材包含講師中英文講義教材外，並另有
多份補充教材及考試模擬軟體練習，使學員不必另花錢購買
補充應考書藉，考試準備省錢、省時輕鬆。毎節課程完成後
必針對 PMP®模擬中文/英文全真題進行詳細的講解說明。
4. 聘請博/碩士級以上及全國 PMP®榜首名師及實務經驗的專業
講師擔任授課，師資陣容堅強，除對參加學員進行嚴格的理
論教學與實際訓練外，並鼓勵與學員互動，分享其豐富的專
案管理實務經驗並輔導學員考取國際專案管理師(PMP®)專業
資格証書。
5. 結訓後核發美國專案管理學會(PMI®)授權之 36PDU 專業學分，
可作專案管理訓練之國際証明並作為報考資格証明文件。
6. 讀書會分組討論並隨時有 PMP®專家顧問專人輔導課程及協助
辦理 PMP®考試報名事項直至考取為止。
7. 提供人才仲介平台服務。
8. 國內唯一採用『保證制度』承諾負責協助學員在ㄧ定的時間
內考取證照，因此考上學員堪稱國內第一。
9. ※ On-line 最新第 5 版線上認證模擬考試系統：配合 PMI®
多元化 PMP®考試新趨勢，永久卓越 PMP®保證班課程特別提供
線上模擬考試訓練你「快」又「準」的答題技巧，使您在真
正考試上完全發揮實力，獲得最佳成績順利通過 PMP®考試。

線上測驗隨時方便練習及作個人應考實力分析，讓您增加臨
場感並提升應考實力。
10. 本屆課程學員可利用全套 PMP®數位課程(36 小時)(價值
25000 元)作為補課之用
11. 永久學員可定期參加講座活動(可申請正式 PDUs)，提升專
業水準。

A. 大專以上學歷並具 3 年以上工作經驗
B. 高中學歷並具 5 年以上工作經驗
C. 有志成為國際專案管理師(PMP®) 行列的專業人士
D. 有興趣培養第二專長，拓展成為顧問、講師職場機會的在
職人士。

保証效果 第一次考不過,本公司須資助重考費一次
(NT$ 8,000 元)。
國際知識 以世界級專案管理聖經--PMBOK 5th 版內容為主，與國
際接軌同步。
專業師資 由專案管理實務經驗豐富的碩/博士級 PMP®授課。
正統學分 永久公司為 PMI®授權指定之 Global REP 全球認証教育

機構，學員所獲 PDU 專業學分證書可為國際企業所正式
認可。
模擬軟體 引進最新考試模擬軟體教學，學員可提早熟悉考試情
境。
後續服務

1. 考取 PMP®者可參加國際 NPDP、心智圖法應用高階
認證課程，可申請 Renew 正式 PDUs(已獲 PMI®審
核認可正式 PDUs)。
2. 參加永久卓越 PMP®講座可另申請 PDUs 證明。
3. 使用本公司網站 PM 知識中心內的資料包括數百
種相關專案的 template、tool 及 process 等知識
庫。

《Ben》(全國名師 PMP®考試 92%答對率全國高分榜首)
◎國立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碩士
◎外商科技有限公司專案經理
◎國內某大上市企業研發技術中心高級研究員
◎專業證照：PMP®國際專案管理師
《Brian》(大中華區第一位 NPDP 及 PDMA 合格講師) (全國 NPDP 高分榜首)
◎美維州大學企管碩士
◎英濟科技公司工程部經理
◎美商普安科技公司專案經理
◎弘福科技公司副總經理
◎清華大學自強科學基金會講師
◎國立交通大學碩士在職專班講師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等之專案管理課程講師
◎國際專案管理師 (PMP®) 執照
◎國際新產品創新管理師 (NPDP) 執照
《Alex》
◎美國馬里蘭大學 電信研究所 碩士
◎金控銀行

建置專案 專案經理

◎台灣大哥大 MyVideo 建置專案 專案經理
◎中華電信

企客產品專案規劃師

◎國際專案管理師 (PMP®) 執照

《Kevin》
◎信義房屋人資部專案經理
◎中華三菱總經銷(順益汽車)總經理室課長
◎超過百班之永久 PMP®公開班以及台灣金融研訓院、
資通電腦……等內訓專班
◎專業證照：PMP®國際專案管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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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生命週期、專案利害關係人
1

專案管理概論

、專案組織、專案管理過程、

3.5

專業道德規範、例題分析
2

專案範疇管理

3

專案時間管理

4

專案成本管理

5
6

專案人力資源

專案起始、範疇規劃、範疇定義、
範疇確認、範疇變更管理、例題分析
作業定義、作業排序、作業期程估算、
專案時程擬定、專案時程控制、例題分析
資源規劃、成本估算、預算編列、
成本控制、例題分析
組織規劃、人員招募、團隊發展、例題分析

專案溝通/利害關係

溝通規劃、資訊傳遞

人管理

績效報告、結案管理、例題分析

7

專案品質管理

8

專案採購管理

採購規劃、邀商規劃、邀商作業
供應商選擇、履約管理、合約稽核、例題分析
品質規劃、品質保證、品質控制、例題分析

3.5

3.5

3.5
3.5

3.5
3.5

風險管理規劃、風險確認、定性風險評估、
9

專案風險管理

定量風險評估、風險因應規劃、

3.5

風險監控、例題分析
10

專案整合管理

專案企劃擬定、專案企劃執行

3.5

專案變更管理、例題分析
11

PMP 考試說明

12 PMBOK 內容總複習
（總複習班）

PMP 報考程序及撰寫履歷說明、

1

專案五大程序及各章重點分析、複習及應考
6
如何拿高分說明。

合計

42h

培訓績效:
1. 已成功培育全國 6,900 多位 PMP®, 2012 年新版考試通過人數居
全國之冠
2. 永久培訓班別結業後三個月平均錄取率由 80 提升到 95
3. 已協助竹科廠商培育至少 1,800 位 PMP®, 班級錄取率達 99
4. 永久培訓保證班結業三個月後平均錄取率 95%
5. 永久第 11 屆台北班結業後二個月創最高班級錄取率 28/29=97

上課地點

請參酌永久網頁 http://www.pmtraining.com.tw/

下載報名表 http://www.pmtraining.com.tw/class/pmp_form.doc

加贈

報名本課程者贈送最新新科 PMP®考試準備心得乙份。

洽詢專線

(02)2322-1962 分機 22 ＜Claire＞

主辦單位

永久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PMI, CAPM, PMP, PgMP, PMBOK and the REP logo are registered marks of the 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In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