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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PBA（Professional in Business Analysis）國際商業分析師，是美國國際專案管理學會

（PMI）於 2014 年發行的證照，目前已為全球商業市場所矚目。這張證照是 PMP 的前置專業分

析，對於高階主管的營運思維有極大助益，預估將是深具潛力的明星證照，未來成長的空間，勢

必更加巨大。 

 

Business analyst 是選擇對的專案來做，而 PM 是把專案做對。商業分析技術從上游源頭切入，

透過對企業需求的掌握、規劃、分析及評估，找到適合的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真實達到

專案目標、獲得商業利益、提昇對企業運營的實質效益。 

 

 

 

 

 

 

1.企業/公司中高階主管 

2.職位為專案經理、產品經理、產品/系統/市場/商業分析師…等 

3.從事數據分析、需求管理、專案管理、企劃提案…等相關工作 

4.對商業分析知識或需求管理知識有興趣者 

5.已有 PMP 證照，想持續進修者 

6.英文也有一定程度者為佳 (為英文考試) 

 

 

 

 

 

 

1.能有效解決企業組織/產品/流程存在已久的問題、更快找到商業機會 

2.能有效了解、引導利害關係人說出需求，並追蹤需求處理狀況，提升需求管理能力  

3.不做賠本生意，找到對的專案做，專案成效再也不會不如預期 

4.學習多元分析方法，不論在企業/組織現況、需求、執行成效上的分析能力皆可強化 

5.與專案管理手法互相搭配，學習後更能應用於台灣職場提案與執行皆要做的工作內容 

(涵蓋範圍：專案管理專案開始~結束，商業分析專案開始前現況評估~結束後的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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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基本說明 

【上課時間】 

2019/04/27(六)、2019/05/04(六)、2019/05/11(六)、2019/05/18(六)及 2019/05/25(六) 

【上課地點】 

東海大學第二校區省政大樓教室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 1727 號)  

 

1.35 小時 PMI-PBA 國際商業分析師培訓課程+5 小時考前總複習=40 小時正式課程 

2.除每週一次的實體課程之外，週末另會搭配至少半天的實體讀書會，建議全程出席 

3.其他個人讀書時間（如：線上測驗、預複習）及 Line 線上討論皆不包含在實體課程所述時間內 

4.本課程核發 35PDUs 供 PMI-PBA 國際商業分析師報考及 Renew PMI 系列證照 PDU 使用 

5.PMI-PBA 考試指定參考書籍《Business Analysis Practice Guide》為考試準備必讀 

 

▲建議報名後可給自己 2-3 個月的時間專注準備，方能於結業後兩週內順利考上 

▲若過程中缺課可至 TKB 數位學堂或是參與其他梯次的實體班補課，以 2 次為限 

 

◆課前讀書會 

(詳細時間地點待課前通知) 

 

 

▲除了正課外，長宏另外安排課前讀書會。因培訓僅五週，課程緊湊，為幫助您快速進入狀況，

將於開課前一週展開讀書會，接續每週末上課日的另外一天皆會有讀書會的安排，請務必預留時

間參加 

 

◆提供產品/服務 

1.長宏編撰一套 5 冊教材（中文版為主）／文具用品／課程輔助資料 

2.專業的輔考團隊（安排客服專員+輔導教練協助） 

3.完善的輔考系統 (報名履歷系統+模擬試題+其他輔助工具) 

4.五天實體課程+ 實體讀書會 + 長宏額外線上預習課程 

5.考上 PMI-PBA 後續換證服務及提供相關資訊（同業沒有的服務，市價 NT$12,000 元) 

 

▲長宏 PMI-PBA 培訓以輔導到考上為主，如符合長宏保證通過檢測指標但未通過考試者，於事

後通過考試可得 NT$5,000 獎學金補助 

▲為讓學員能珍惜長宏輔考資源，未能於三個月考上者，可提出展延系統及旁聽／回訓申請，但

回訓需繳納保證金，以表示您的決心，待考上後即退還，詳情可至長宏首頁參閱學員管理辦法  

▲長宏 PMI-PBA 商業分析師培訓以輔導證照考試為主，實務演練為輔 

 

課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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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經歷 

講師陣容：周龍鴻、伸達夫、徐光明、林汶因、羅正普 

 

▲輔導全台灣超過 6 成的國際商業分析師 

▲皆擁有業界最知名商業分析雙證照(PMI-PBA、CBAP) 

▲發照機構 PMI 指定參考書由 Roger 老師帶領翻譯繁中版 

◆報名費用 

【課程培訓費用】 

1.定價 NT$ 32,800 

2.早鳥（開課前兩週完成報名）優惠價 NT$31,500 

3.長宏學員推薦優惠價 NT$30,000 

 

▲使用優惠券報名者，請於繳費時出示優惠券，以利確認 

▲培訓費用不包含 PMI-PBA 商業分析師英文參考書籍費（可自行下載或自購） 

▲培訓費用不包含 PMI 會員費及 PMI-PBA 考試報名費用，需另外自付 

◆報名流程 

Step1. 線上報名：http://www.pm-abc.com.tw/pmsuccess/member/Add_Vmem_f.asp?V=1 

Step2. 客服致電與您確認報名資料及課程相關權益 

Step3. 完成繳費手續 

Step4. 長宏寄出教材及開通輔考系統 

◆繳費方式 

(一)臨櫃繳費：週一至週五 08：00－20：00(休息時間 12:00-13:00、17:30-18:00) 

                           週六及週日 08：00－16：00   

       請至東海大學省政研究大樓一樓大廳櫃檯。 

       現場接受現金、即期支票、刷卡繳費（限 VISA、Master 卡）。 

(二)ATM 轉帳繳費：網路線上報名者可依專屬繳費帳號以提款機或網路 ATM 繳交學費。 

                                     兆豐銀行  代碼：017 

(三)傳真授權刷卡：請至下載表格，填妥後傳真至(04)23590922。 

                                   請於傳真後 5~10 分鐘後，來電確認(04)23591239*9 

(一)本部因故未能開班上課，全額無息退還已繳費用。 

 (二)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個人因素無法上課，依下列標準退費： 

   (1)於實際上課日(不含當日)前提出退費申請，退還已繳納學(分)費之九成。 

   (2)於第二次上課日(不含當日)前提出退費申請，退還已繳納學(分)費之七成。 

   (3)已逾第二次上課日，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退費或延期。 

           *辦理退費 已領取之教材須繳回 

▲ 若繳費後需要延期上課，請於開課前(不含開課日)，逾期將不受理。 

     申請以一次為限，並需填寫「轉班期申請書」乙份，並於申請指定屆別申請復課， 

     且不得再轉班與退費。 

  

◆聯絡方式 

(一)本班招生專線：(04)23591239  免付費服務電話：0800-663688（行動、長途除外） 

(二)本班業務承辦人：吳小姐 (分機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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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本課程設計以 PMI 官方公布的考試參考書單：Business Analysis Practice Guide 為課程基礎，

並聘請具 PMI-PBA 認證的講師授課，搭配實務表單 Workshop 演練及案例講解，幫助學習者深

入淺出體會商業分析的精髓，並在短時間就能融會貫通。 

 

日期 單元名稱 單元大綱 Workhop 內容 時數 

04/27(六) 

商業分析架構 
考試介紹、PMI-PBA 架

構、實務指南結構 

8D 報告 

(解決問題 8 步驟) 
3 

I. Needs Assessment

評量需要 

辨識問題或機會、評估
組織狀態、組合營運企
劃案 

Business Case 

(營運企劃案) 
5 

05/04(六) II. Planning 規劃 

利害關係人分析、商業

分析計劃書、PMBOK 

Guide 與 Agile 專案管

理知識 

Business Analysis Plan 

(商業分析計畫書) 
8 

Business Analysis Work Plan 

(商業分析工作計畫書) 

05/11(六) III. Analysis 分析 
需求引出與分析、分析
需求、確認需求 

Elicitation Notes 

(引出要項) 

8 

Requirements Elicitation 

and Analysis 

(需求引出與分析) 

05/18(六) 

IV. Traceability and 

Monitoring 

可追溯性及監控 

可追溯性、相依關係、

需求生命週期、管理需

求變更 

Requirements Specification 

產出需求規格書 

4 Requirements Traceability 

Matrix 

(需求追溯矩陣) 

V. Evaluation 評估 
評估解決方案的執行成

效 

Expected vs. Actual Results 

(預期值與實際測試結果) 
4 

05/25(六) PMI-PBA 考前總複習 PMI-PBA 實際考試題型分析及解題技巧邏輯推理 8 

總時數 40 

 

※ 備註 

1.課程時數為實體班課程時間（9:00 -18:00），不含線上課程、測驗及讀書會時間 

2.課程以輔導考取 PMI-PBA 證照為主，實務部分僅為課堂作業的練習並非主要授課內容 

3.第四週課程後可送出考試報名申請，並於結業（第五週）後兩週至一個月內準備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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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PBA 考試總費用 (美元匯率以 32 元換算) 

 

項目 加入 PMI 會員 非 PMI 有效會員 PMI 有效會員 備註說明 

長宏 PMI-PBA 課程 
NTD32,000/ 

30,000 

NTD32,000/ 

30,000 
NTD30,000 

英文版參考書需 

自行至 PMI 下載 

加入 PMI 會員 
USD139 

= NT$4,448 
X  費用繳給 PMI 

報名 PMI-PBA 考試 
USD405 

= NT$12,960 

USD555 

=NT$17,760 

USD405 

=NTD12,960 
費用繳給 PMI 

總費用 
NTD49,408/ 

47,408 

NTD49,760/ 

47,760 
NTD42,960  

 

▲考試費用需由學員使用個人信用卡至 PMI 網站線上繳費，單據由美國 PMI 專案管理學會提供，

PMI 繳費收據如需開立公司名稱/統編，請洽 002-65-6496-5501#2(可講中文)PMI-Asia 辦事處 

 

◆PMI-PBA 考試報名說明 
 

考試報名：至 PMI 網頁報名 http://www.PMI.org  考試方式：電腦上機作答 

考試地點：台北-台大語言測驗中心 考試時間：4 小時(200 題，其中 25 題不算分) 

考試日期：週一至週五 考試題型：4 選 1 單選題(英文出題，尚無輔考語言) 

考試預約：考前 2 天自行上網預約，可洽亞太區

Prometric (www.prometric.com) 
考試結果：當天即可知道 

 

◆PMI-PBA 考試資格說明 
 

教育程度 商業分析師的工作經驗 PBA 教育訓練時數 

大學學歷 過去 8 年內，有 4,500hrs/ 36 個月 
35 PDUs 

高中學歷 過去 8 年內，有 7,500hrs/ 60 個月 
 

◆PMI-PBA 考試內容說明 
 

考題內容 權重(%) 

1.需求評估(needs assessment) 18% 

2.規劃(planning) 22% 

3.分析(analysis) 35% 

4.追蹤與監控(traceability and monitoring) 15% 

5.評估(evaluation) 10% 

 

考試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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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座談會 

【PMI-PBA 線上座談會】商業分析師在做什麼？ 

http://www.pmsuccess.net/member/Add_meeting.asp?MTid=M20170613708 

 

【PMI-PBA 線上座談會】PMI-PBA 考試介紹 

http://www.pmsuccess.net/member/Add_meeting.asp?MTid=M20170613707 

 

 

 

 

 

 

 

 

 

                                                                        免費下載電子版座談會講義 

                                                                                 http://www.pubu.com.tw/ebook/64022 

 

◆商業分析實力檢測 

【10 題模擬測驗立即了解實力】：http://www.pmsuccess.net/tkb/PBAexam/PBAexam.asp 

 

◆商業分析動畫流程圖 

【10 分鐘動畫認識商業分析流程】：https://youtu.be/D3DSHi7vEAI 

 

 

 

 

 

 

 

 

 

 

 

 

 

 

其他商業分析參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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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ger 老師解析商業分析師 

【首席講師周龍鴻 Roger 用簡單舉例帶你認識商業分析師】：https://youtu.be/BYi9TN4Vwvc 

 

 

 

 

 

 

 

 

 

 

 

 

 

 

 

 

◆商業分析實務指南 

《Business Analysis Practice Guide》為 PMI 指定參考書，英文版若為 PMI 會員可直接至 PMI

網站免費下載英文版(下載操作手冊：http://goo.gl/fMvxZo)，繁中版《商業分析實務指南》近

期已在台灣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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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推廣部報名表 

(請先閱讀簡章、報名相關辦法及退費規定再行填寫報名表) 

報名班別 □ 04/27 PMI-PBA國際商業分析師培訓班 
 

姓   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  別  身分證字號  最高學歷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服務公司  職    稱  

公司地址 □□□□□ 白天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 住宅電話  

E-mail  行動電話  

曾參加本校 
班別、屆期  傳真 FAX  

收據抬頭 □開立本人姓名 □開立公司名稱：                . 

訊息取得 

來  源 
□網站搜尋   □報紙廣告   □招生傳單   □親友介紹   □招生海報   □其他 

建議或問題  

★東海大學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東海大學為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謹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為個資法)第 8 條及第 9 條規定，向您告知以下內容，敬
請詳細審閱(若您未滿 20 歲，下列內容請併向您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告知)： 

一、 機構名稱：東海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二、 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 

(一) 辦理本次活動(課程)及相關行政管理。(二)寄送本校相關之活動（課程）訊息。 
三、 個人資料之蒐集方式及來源： 

(一) 本校向您直接蒐集的個人資料 
(二) 本校透過專業機構、研究單位或學校單位(大學與高中職)間接取得您的個人資料。 

四、 個人資料之類別： 
本校向您直接或間接蒐集之下列之一部分或全部之個人資料分為基本資料、個資法第 6 條規定之特種個資及法令規定蒐集之
個人資料： 

(一) 基本資料： 
識別個人者(C001 註)、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C003)、個人描述(C011)、家庭情形(C021)、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C023)、職
業(C038)、執照或其他許可(C039)、學校紀錄(C051)、資格或技術(C052)、職業專長(C054)、著作(C056)、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1)、工作經驗(C064)、受訓記錄(C072)等個人資料類別，內容包括姓名、國民身分證或居留證或護照號碼、生日、相
片、性別、教育資料、緊急聯絡人、住址、電子郵遞地址、聯絡資訊、轉帳帳戶、學歷資格、專業技術、工作職稱。 

(二) 特種個資：除上開基本資料外，本校於進用具身心障礙身分者，須另提供健康紀錄(C111)。 
(三) 其他：法令規定蒐集之個人資料。 

五、 個人資料處理及利用： 
(一)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除法令或中央事業主管機關單位另有規定個人資料保存期限外，以 上開蒐集目的完成所需之期間

為利用期間。 
(二) 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台灣地區(包括澎湖、金門及馬祖地區)或經您同意或授權處理、利用之地區。 
(三) 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及方式：本校於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六、 如您未能或拒絕提供上開正確完整之個人資料，可能導致上開蒐集目的無法達成而影響您個人之權益。 
七、 您得依個資法規定，就您提供予本校之個人資料，持雙證件正本(其中之一須為國民身分證)或依本校規定程序，向本校以書面

方式請求行使下列權利，本校將依個資法規定辦理，惟若本校依法有保存、保密與確保資料完整性之義務時，則不在此限： 
(一) 查詢或請求閱覽。(二)製給複製本。(三)補充或更正。(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五)請求刪除。 

八、 本校得依法令規定、主管機關、檢警調或司法機關依法所為之要求，將您提供之個人資料提供予相關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 
九、 本校部分網站會紀錄使用者連線設備 IP 位址、使用時間、使用的瀏覽器、瀏覽及點選資料紀錄等，此紀錄僅作為本校管理使

用及增進網站服務的參考。 
註 法務部頒訂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代號  http://mojlaw.moj.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FL010631 

★本報名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推廣部傳真：(04)2359-0922 

http://mojlaw.moj.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FL01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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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推廣部 

台中郵政 5-1175 號信箱 

信用卡持卡人授權書 
本人因無法親自至東海大學推廣部刷卡繳費，特立此書同意以信用卡支付下列帳款。 

 

學員刷卡購買課程時請詳實填寫下列表格內各項資料，並於每日 20:00 前傳真回推廣部，謝謝!!                     

傳真 : 04-23590922 電話 : 04-23591239/04-23593664 

持卡人姓名 : □   VISA           □MASTER 

出生 : 西元            年         月         日 繳費日期 :              年              月             日 

身份字號 :  發卡銀行 :           

E-mail :  卡號 :                -                 -                 -        

聯絡電話 :  

    手機 :  
效期 : 西元             年       月  至 西元              年        月 

通訊地址 :        縣市    市鄉區鎮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學費一萬元以上可享分期 0 利率。(依各班公告為準) 

是否分期刷卡 □分期刷卡(0 利率,分三期)  □不分期 (分期刷卡限台新銀行信用卡) 

學費金額 : 新台幣        萬      千      百      拾      元整    NTD : _______________元 

收據抬頭 : □開立持卡人        □開立公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因故須辦理退費，須填寫收據抬頭更改為個人切結書) 

報名班級名稱 : □ 04/27  PMI-PBA 國際商業分析師培訓班 

教材領取方式：□ 親領   

       □ 宅配地址： 

持卡人同意依照信用卡使用約定，一經使用或訂購產品，均應按照所示金額，付款予發卡銀行，確認無誤後請簽名回傳  
持卡人簽名 【請務必與信用卡上之簽名形式相同】 
 
X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上述信用卡之內容經本人確認無誤，如有不實之處， 
                    願負所有相關法律之責】 

商店名稱 : 東海大學 商店代號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812130443007 

承辦人 (值班經理):   備註 :  

備註 :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非商品之出售人，只負責金流服務，不涉及商品與服務爭議。 

  東海大學為雙方業務合作聯繫之目的，須蒐集您的姓名、電話、地址、身分證字號、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電子郵件、帳戶、

信用卡等個人資料(辨識類：C001 辨識個人者、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以在雙方合作關係存續期間及地區內進行必要之

聯繫。本校於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如有欄位未填寫，則可能對雙方之合作聯繫有所影響。如欲更改負責人、聯絡人資料或

行使其他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的當事人權利，請洽本校推廣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