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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A 專案助理」認證考試簡章 

專案管理（Project Management）知識的運用及發展，至今已將近三分之二個世紀，

在全球專業人士的推動下，業已建立相當完整的知識架構與運用經驗。目前世界各國均

將專案管理知識視為發展知識經濟的一項專業，並要求大型專案的主持人、經理、重要

幕僚等，除須接受「專案管理」的專業訓練外，更需獲得「專案管理師證照」或相關證

書。有鑑於此，各國推行專案管理的相關組織乃著手致力於開發專案管理之認證系統。 

一、 考試方法 
本認證採電腦網路考試進行。 

二、 考試資訊 
(一) 測驗類型：中文命題，100 題選擇題（四選一）。 
(二) 考試時間：2 小時。 
(三) 及格分數：60 分（答錯不倒扣）。 
(四) 參考用書：「專案管理基礎知識與應用實務」最新版。 
(五) 考試範圍：除各節之投入產出表格及第七章外，其餘章節皆為考試範圍。 

三、 報考資格條件 
(一) 大專以上學歷（含在校生）。 
(二) 須具備本學會核可承認之教育訓練機構的 35 小時（含）以上專案管理研習

課程時數。 
(三) 無需專案工作經驗。 

（上述（一）、（二）項須同時具備；取得「PMA 專案助理」證照後，可再

憑本學會「認證委員會」認可之「SPEC 雲端協作專家/SPPA 專案特助」認

證，申請晉升為「PMA+專案技術師」）。 

四、 報考審查資料 
35 小時（含）以上專案管理研習課程： 
(一) 此課程必須涵蓋專案起始、規劃、執行、監視與管制、結束之五大過程組。 
(二) 請於「專案管理課程研習證明表」中確實填寫提供課程之教育訓練機構名稱

及課程名稱、時數並附上證明文件及課程大綱。 
(三) 本學會認可之專案管理研習課程（含遠距教學）： 

1. 中華專案管理學會（NPMA）開設之專案管理課程。 
2. NPMA 共同開課單位開設之專案管理課程。 
3. NPMA 授權之教育訓練機構所開設之專案管理課程。 
4. 各大專校院大學、研究所與推廣中心之專案管理課程。 
5. 本學會認可各顧問公司或機構開設之專案管理課程。 

報考本學會各項專業證照必須檢附本學會 
核可承認之教育訓練機構所提供的相關學分證明 

http://www.abid.org.tw/SPPA.htm
http://www.abid.org.tw/SPP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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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MI 認可各顧問公司或機構開設之專案管理課程。 
7. 本學會與 TQC 共同合頒之「專案管理核心知識認證證書」（可抵免 35 小

時（含）以上專案管理研習課程）。 

五、 報名辦法 
(一) 報名檢附資料：請備妥以下文件以 email、現場報名或掛號郵寄方式寄至中華

專案管理學會秘書處收，缺一恕不受理。 
1. 學生團體： 

（1） 團體報名，請先至本學會網站下載「PMA 考試-團體報名表」word
檔，依照檔案說明將（2）~（6）備妥。 

（2） 「PMA 考試-團報表（一般生）」或「PMA 考試-團報表（在職產學

班）」excel 檔。 
（3） 繳費收據正本或影本。 
（4） 選課單、成績單、教師點名表（需請授課老師簽名）（三擇一即可）。 
（5） 上課大綱。 
（6） 教材封面及目錄影本（使用本學會書籍為教材者免繳）。 
※第（2）項請提供 excel 檔；第（3）~（6）項可提供掃描檔或照片檔。 

2. 一般/個人報名： 
（1） 個人報名，請先至本學會網站下載「PMA 考試-個人報名表」word

檔，依照檔案說明將（2）~（7）備妥。 
（2） 報名基本資料表。 
（3） 學歷證明文件（學生請附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4） 專業背景資料表及其證明文件。 
（5） 專案管理課程研習證明表及其證明文件。 
（6） 初考預約申請表。 
（7） 考試費用之繳費收據正本或影本。 
※以上文件及收據可提供掃描檔或照片檔。 

(二) 報名作業時間及流程（請參閱十六、「報考作業流程圖」）： 
1. 本學會接受報名及審核的過程需 14 個工作天，審核合格後將依報考人所

填寫「考試預約申請表」之第一、第二及第三選擇安排考試日期，並以 email
方式寄發「考試確認函」（請參閱十七、「考試確認函（範本）」）。 

2. 應試人員應於考試當日憑「考試確認函」及附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

前往應試。 
3. 報考資格審查不合格者，恕不退件。本學會將另行以書面通知並於扣除考

試費用 20％之工本費後，將考試費用 80％退還予報考人。 
(三) 考試費用： 

一般社會人士 非會員優惠價：NT$3,200；會員優惠價：NT$2,600。 

學生 學生優惠價：NT$1,500。 

低收入戶 初考免費（須檢附低收入戶證明）。 

http://www.npma.org.tw/%E4%B8%AD%E8%8F%AF%E5%B0%88%E6%A1%88%E7%AE%A1%E7%90%86%E5%AD%B8%E6%9C%83-TQC.htm
http://www.npma.org.tw/download/2021PMA/PMA%E8%80%83%E8%A9%A6-%E5%9C%98%E9%AB%94%E5%A0%B1%E5%90%8D%E8%A1%A8.docx
http://www.npma.org.tw/download/2021PMA/PMA%E8%80%83%E8%A9%A6-%E5%9C%98%E9%AB%94%E5%A0%B1%E5%90%8D%E8%A1%A8.docx
http://www.npma.org.tw/download/2021PMA/PMA%E8%80%83%E8%A9%A6%E5%9C%98%E5%A0%B1%E8%A1%A8(%E4%B8%80%E8%88%AC%E7%94%9F).xlsx
http://www.npma.org.tw/download/2021PMA/PMA%E8%80%83%E8%A9%A6%E5%9C%98%E5%A0%B1%E8%A1%A8(%E4%B8%80%E8%88%AC%E7%94%9F).xlsx
http://www.npma.org.tw/download/2021PMA/PMA%E8%80%83%E8%A9%A6%E5%9C%98%E5%A0%B1%E8%A1%A8(%E5%9C%A8%E8%81%B7%E7%94%A2%E5%AD%B8%E7%8F%AD).xlsx
http://www.npma.org.tw/download/2021PMA/PMA%E8%80%83%E8%A9%A6%E5%9C%98%E5%A0%B1%E8%A1%A8(%E5%9C%A8%E8%81%B7%E7%94%A2%E5%AD%B8%E7%8F%AD).xlsx
http://www.npma.org.tw/download/2021PMA/PMA%E8%80%83%E8%A9%A6%E5%9C%98%E5%A0%B1%E8%A1%A8(%E5%9C%A8%E8%81%B7%E7%94%A2%E5%AD%B8%E7%8F%AD).xlsx
http://www.npma.org.tw/download/2021PMA/PMA%E8%80%83%E8%A9%A6-%E5%80%8B%E4%BA%BA%E5%A0%B1%E5%90%8D%E8%A1%A8.docx
http://www.npma.org.tw/download/2021PMA/PMA%E8%80%83%E8%A9%A6-%E5%80%8B%E4%BA%BA%E5%A0%B1%E5%90%8D%E8%A1%A8.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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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 
依報考人身分對應之考試優惠價，享 8 折優惠。 
（須檢附考生本人身心障礙證明） 

※註 1：通過本學會任一認證考試者，即免費自動成為本學會之「認證會

員」，以後皆可以「會員優惠價」報考本學會各級認證考試。 
※註 2：非認證中心學校欲安排至認證中心學校考試者，須先經由 NPMA 協

調確認無誤後，始可安排。 
※註 3：須由 NPMA 派員監考者，單次考試人數須超過 30 人。 

(四) 繳費方式：銀行匯款或 ATM 轉帳，繳款後請將收據拍照或掃描，以 email、 
現場報名或掛號郵寄方式寄至本學會秘書處。 

 銀行匯款： 
解款行：華南銀行積穗分行 
帳 號：180-10-005531-1 
戶 名：社團法人中華專案管理學會 

 ATM 轉帳： 
銀行代號：008 
帳  號：180-10-005531-1 

(五) 本學會聯絡方式： 
地址：235601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路 868-6 號 15 樓。 
電話：（02）2225-1235。 
傳真：（02）8227-5857。 
網站：http://www.npma.org.tw。 
email：information@npma.org.tw。 

六、 考試日期及時間地點 
(一) 於本學會認證中心應試： 

1. 日期：依據本學會寄發之「考試確認函」上所載之日期。 
2. 地點：中華專案管理學會認證中心。 
3. 認證中心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10：00～18：00，週末及國定例假日不

開放。 
4. 考試時間：分 3 個時段，共計 2 小時，請於考前 30 分鐘抵達考場。 

（1） 10：00～12：00。 
（2） 13：30～15：30。 
（3） 16：00～18：00。 

(二) 於本學會授權之各認證中心應試： 
（各認證中心位置，請參閱「大專校院網路認證中心位置表」） 
1. 日期：如欲至各認證中心考試，請先來電至本學會洽詢報名事宜及預約考

試時段。 
2. 地點：中華專案管理學會授權之各認證中心。 
3. 考試時間：每時段 2 小時，請於考前 30 分鐘抵達考場。 

 

http://www.npma.org.tw/
http://www.npma.org.tw/download/Certification_Center/%E5%A4%A7%E5%B0%88%E6%A0%A1%E9%99%A2%E7%B6%B2%E8%B7%AF%E8%AA%8D%E8%AD%89%E4%B8%AD%E5%BF%83%E4%BD%8D%E7%BD%AE%E8%A1%A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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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應考期限及辦理延期 
(一) 報考人於接獲「考試確認函」後，6 個月內需完成考試；若無法於 6 個月內

完成考試，則可申請延期考試（1 次為限，且一旦申請延期，恕不接受退費）。

申請延期通過後，應考期限得以延長 6 個月。 
(二) 申請方式：申請人至本學會網站下載「PMA 考試-其他附件」，填寫其中的「延

期預約申請表」，填妥後連同「考試確認函」傳真或 email 至本學會辦理。 
(三) 若報考人無法於預約考試當日應考，依規定應於考前 2 個工作天申請延期，

未辦理延期者，視同自動放棄應考資格且不予退費。 
(四) 若報考人已辦理延期，依規定應於 6 個月應考期限內應考，未能於期限應考

者，視同自動放棄應考資格且不予退費。 

八、 退費 
(一) 報考資料送件後，經審查資格不符者，本學會於扣除考試費用 20％之工本費

後，將考試費用 80％退還予報考人。報考人在接獲資格不符之書面通知函後，

需至本學會網站下載「PMA 考試-其他附件」，填寫其中的「初考退費申請表」，

填妥後傳真或 email 至本學會申請辦理。 
(二) 報名後因考生個人因素，無法參加考試且不申請延期而要求退費者，須於考

試日期前 7 個工作天提出申請，本學會於扣除考試費用 20％之工本費後，將

考試費用 80％退還予報考人。 

九、 成績通知 
(一) 考試完成後，考試系統隨即顯示考試成績及告知是否通過考試。 
(二) 於本學會認證中心應試：將於考生完成考試後 14 個工作天內以掛號郵寄「正

式成績單」及「PMA 專案助理認證證書」。 
(三) 於本學會授權之各認證中心應試：考生完成考試，本學會將於收到認證中心

回傳帳密後的隔天，開始起算 14 個工作天內以掛號郵寄「正式成績單」及

「PMA 專案助理認證證書」。 
※註：團體報名考試之「正式成績單」及「PMA 專案助理認證證書」，僅限郵

寄至團報表上之證書寄送聯絡人，恕不個別郵寄。 

十、 重考 
(一) 未通過考試之考生若欲重新報考，可至本學會網站下載「PMA 考試-其他附

件」，填寫其中的「重考預約報名表」，填妥後連同繳費收據傳真或 email 至

本學會秘書處辦理。 
(二) 重考費用： 

非會員優惠價（含低收入戶/身心障礙）：NT$2,560。 
會員優惠價  （含低收入戶/身心障礙）：NT$2,080。 
學生優惠價  （含低收入戶/身心障礙）：NT$1,200。 

(三) 繳費方式：請參閱五、（四）「繳費方式」。 
(四) 作業時間及流程： 

1. 本學會接受報名及審核過程需 14 個工作天，審核合格後將依報考人所填

寫「重考預約報名表」之第一、第二及第三選擇安排考試日期，並以 email

http://www.npma.org.tw/download/2021PMA/PMA%E8%80%83%E8%A9%A6-%E5%85%B6%E4%BB%96%E9%99%84%E4%BB%B6.docx
http://www.npma.org.tw/download/2021PMA/PMA%E8%80%83%E8%A9%A6-%E5%85%B6%E4%BB%96%E9%99%84%E4%BB%B6.docx
http://www.npma.org.tw/download/2021PMA/PMA%E8%80%83%E8%A9%A6-%E5%85%B6%E4%BB%96%E9%99%84%E4%BB%B6.docx
http://www.npma.org.tw/download/2021PMA/PMA%E8%80%83%E8%A9%A6-%E5%85%B6%E4%BB%96%E9%99%84%E4%BB%B6.docx
http://www.npma.org.tw/download/2021PMA/PMA%E8%80%83%E8%A9%A6-%E5%85%B6%E4%BB%96%E9%99%84%E4%BB%B6.docx
http://www.npma.org.tw/download/2021PMA/PMA%E8%80%83%E8%A9%A6-%E5%85%B6%E4%BB%96%E9%99%84%E4%BB%B6.docx
http://www.npma.org.tw/download/2021PMA/PMA%E8%80%83%E8%A9%A6-%E5%85%B6%E4%BB%96%E9%99%84%E4%BB%B6.docx
http://www.npma.org.tw/download/2021PMA/PMA%E8%80%83%E8%A9%A6-%E5%85%B6%E4%BB%96%E9%99%84%E4%BB%B6.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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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寄發「考試確認函」。 
2. 應試人員應於考試當日憑「考試確認函」及附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

前往應試。 
(五) 重考延期：請參閱七、「應考期限及辦理延期」。 
(六) 重考退費： 

請至本學會網站下載「PMA 考試-其他附件」，填寫其中的「重考退費申請表」，

填妥後於重考日期前 7 個工作天傳真或 email 至本學會申請辦理，本學會於

扣除重考費用 20％之工本費後，將重考費用 80％退還予報考人。 

十一、 證書補發 
因證書遺失、破損欲申請補發證書者，請填寫「各類證書補發申請表」，填妥後

連同繳費收據以 email、傳真或掛號郵寄方式至本學會秘書處辦理。 
(一) 證書補發申請費用： 

社會人士優惠價：NT$600；學生優惠價：NT$480。 
(二) 繳費方式：請參閱五、（四）「繳費方式」。 
(三) 作業時間： 

本學會將於收到補發申請資料的隔天，開始起算 14 個工作天內以掛號寄出。 
※申請人提出證書補發申請後，不得以任何方式要求退費。 

十二、 「PMA 專案助理」認證考試之安全性與保密系統 
(一) 「PMA 專案助理」認證考試過程中均有極高的安全性及保密機制，任何答題

資訊，都將在考試結束後完全封鎖，不再被任何人或任何理由讀取。 
(二) 考試成績管理上也將同樣被保密不對外提供。 

十三、 應考規則 
應考人於考試期間應遵守考場規則及監考人員之指示（詳細應考規則請參閱十

五、「應考規則說明」）。 

十四、 報考人自我確認事項 
(一) 確認「報名基本資料表」確實填寫且名字與身分證件上相同。 
(二) 確認已確實填寫「專業背景資料表」，並附上學歷證明文件及相關專案管理軟

體工具認證證明文件（無證照者免附）。 
(三) 是否已填寫「專案管理課程研習證明表」並附上 35 個小時（含）以上之專案

研習課程證明。 
(四) 是否已在「初考預約申請表」中填妥 3 個選擇時間。 
(五) 確認已附上繳費收據正本或影本。 

 
  

http://www.npma.org.tw/download/2021PMA/PMA%E8%80%83%E8%A9%A6-%E5%85%B6%E4%BB%96%E9%99%84%E4%BB%B6.docx
http://www.npma.org.tw/download/2021PMA/PMA%E8%80%83%E8%A9%A6-%E5%85%B6%E4%BB%96%E9%99%84%E4%BB%B6.docx
http://www.npma.org.tw/download/Certificate_reissue/%E5%90%84%E9%A1%9E%E8%AD%89%E6%9B%B8%E8%A3%9C%E7%99%BC%E7%94%B3%E8%AB%8B%E8%A1%A8.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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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應考規則說明 
 

「PMA 專案助理」認證考試 
應考規則 

 

1. 請依規定之時間入場，並出示考試確認函及附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

凡遲到 15 分鐘（含）以上者不得入場應試，並視同自動放棄應考資格。

考試進行中，可暫時離開試場至洗手間，但電腦計時將不中斷，請自行

掌控時間。 
 
2. 應試人員應同意檢定單位（考試認證中心）指定之座位，並將考試確認

函置於桌面右或左上角，以供監考人員查核。 
 
3. 檢定單位（考試認證中心）提供筆和帳號密碼條供考試使用，應試人員

不得再攜帶任何物品入考場（包含書籍、紙張、行動電話、具有計算、

通訊、記憶等功能或其他有礙試場安寧、考試公平之各類器材、物品）。 
 
4. 應試人員應瞭解檢定單位（考試認證中心）於考試期間將監控考場。 

 
5. 應試人員應試時，不得左右窺視、互相交談、使用任何通訊器材及電子

設備任意拆解、變更考場之硬體設備、擾亂秩序或其他違反考場規則及

舞弊之行為，若有以上行為者，檢定單位（考試認證中心）有權命令該

考生離開試場並取消其該次應試資格，該次考試成績為 0 分且終身不得

報考本學會所有認證考試。 
 
6. 應試人員應試時，不得飲食、抽煙、裸露及拿取非應試所需之物品，若

經勸導後未改善者，檢定單位（考試認證中心）有權命令該考生離開試

場並取消其該次應試資格，該次考試成績為 0 分，且 2 年內不得再次報

考本學會所有認證考試。 
 

7. 考生應於開始考試後滿 40 分鐘始得交卷離場。 
 

8. 其他未盡事宜，除依本應考規則辦理外，其餘皆由本學會「認證委員會」

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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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報考作業流程圖 
 

「PMA 專案助理」認證考試 
報考作業流程圖 

  

1. 報名基本資料表 
2. 學歷證明文件 
3. 專業背景資料表 

（若有相關證照，附上證明文件） 
4. 專案管理課程研習證明表 

（附上證明文件及課程大綱） 
5. 初考預約申請表 
6. 報名費用之繳費收據影本 

至本學會網站下載考試簡章及報名表 

取得簡章 

填寫報名資料 

繳交報名費用 

繳交報名資料 

資格審核 
（需 14 個工作天） 

資格不符 通 過 

寄發「考試確認函」 
（email） 

依據「考試確認函」 
所載考試日期前往應考 

email 通知退費 

至本學會網站下載「PMA 考試-其他
附件」填寫其中的「初考退費申請
表」，連同「身分證」影本及退費「活
存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email 或傳真
至本學會辦理 

http://www.npma.org.tw/download/2021PMA/PMA%E8%80%83%E8%A9%A6%E7%B0%A1%E7%AB%A0.pdf
http://www.npma.org.tw/download/2021PMA/PMA%E8%80%83%E8%A9%A6-%E5%85%B6%E4%BB%96%E9%99%84%E4%BB%B6.docx
http://www.npma.org.tw/download/2021PMA/PMA%E8%80%83%E8%A9%A6-%E5%85%B6%E4%BB%96%E9%99%84%E4%BB%B6.docx
http://www.npma.org.tw/download/2021PMA/PMA%E8%80%83%E8%A9%A6-%E5%85%B6%E4%BB%96%E9%99%84%E4%BB%B6.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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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考試確認函（範本） 
 

「PMA 專案助理」認證考試 
考試確認函（範本） 

 

○○○ 先生/小姐您好： 

歡迎您報考「PMA 專案助理」認證考試，您所檢附之報考資料及證

明文件，經由中華專案管理學會「認證委員會」審核，業已審查通過，資

格符合。請您謹慎留存此封考試確認函。 

此封「考試確認函」中所載之考試日期，乃依照您於「考試預約申請

表」填寫之意願排定，屆時請您務必準時應考。 

預祝考試順利！ 

 

考生姓名： ○○○  

 考試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12 日 星期一 13：30-15：30 

（請您於考前 30 分鐘抵達考場） 

 考試時間：2 小時 

 考試地點：中華專案管理學會 認證中心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路 868-6 號 15 樓 

 連絡電話：（02）2225-1235 

※ 注意事項：請您務必攜帶此封「考試確認函」及附有照片之「身分證

明文件」前往應考！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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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附件 
(一) 個人報名表： 

1. 報名基本資料表。 
2. 專業背景資料表。 
3. 專案管理課程研習證明表。 
4. 初考預約申請表。 
5. 繳費收據黏貼表。 

(二) 團體報名表： 
1. 團體報名基本資料表 excel 檔（一般生/在職產學班）。 
2. 專案管理課程研習證明表。 
3. 繳費收據黏貼表。 
4. 上課大綱。 
5. 教材封面及目錄影本（使用本學會書籍者免繳）。 

(三) 其他： 
1. 延期預約申請表。 
2. 重考預約報名表。 
3. 初考退費申請表。 
4. 重考退費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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