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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NPDP 產品經理 國際認證培訓班 
 
一、【課程時數】：40 小時 
二、【參訓人數】：個案實務演練，共計 30 人內 
三、【適合對象】： 

 想要快速提升新產品開發能力，晉升成為產品經理。 
 想要明確掌握客戶需求，提升產品開發工作效率。 
 想要提升新產品上市成功機率，成為專業的產品經理。 
 想要建立新產品開發管理制度，更快、更有效率開發暢銷產品。 

 
四、【學習效益】： 

(一)大幅提昇新產品上市成功機率、建立新產品開發管理制度，可更快、更

有效率開發暢銷產品：本次課程用以降低新產品開發風險、提昇成功開發暢

銷產品之機率！一次學習新產品開發中「產品策略」、「需求探索」、「產品設

計」、「研發管理」與「上市規劃」等系統化的新產品開發管理方法，建立產

品或研發團隊共同的作業流程、思維邏輯與溝通語言，可明確掌握客戶需求，

更快、更有效率開發出擊敗對手的暢銷產品。 
 

(二)建立國際化產品經理的專業共通標準，結合實務的新產品開發管理 Best 
Practice。本課程是根據 PDMA 所發展的「新產品開發管理知識體系」之核

心要點規劃而成，該體系包涵國際化產品經理必須具備「新產品開發策略 」、
「新產品開發流程 」、「產品組合管理 」、「產品開發團隊組織管理 」、「產

品開發工具與衡量指標 」、「市場研究方法 」等六大知識體，輔以創新未來

學校獨家開發的「個案實作教學法」，設計「深度實作、深度思考、深度學

習」的團體個案演練指導，經由專業教練的帶領，可立即套用於實務工作中。 
 
五、【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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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單元是依「PDMA 美國產品發展管理協會」所發展的「新產品開發管理知識

體系」之重要實務方向規劃而成，依國際化產品經理必須具備「新產品開發策略 」、
「新產品開發流程 」、「市場研究方法 」等必要知識體為核心，是國際化產品經

理的共通專業語言及工作標準，全球500強企業中有超過70%企業採用此標準，

是全球公認理論與實務結合的新產品開發管理 Best Practice，是一套能有效提

升新產品開發成功機率的實務方法。 
 
授課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大綱 分析工具實戰 

第一周 (8hrs) 

新產品策略 

New Product 

Strategy 

考試佔比：15% 

．Introduction of NPDP 

產品創新章程

定義演練 

．New products, services 

．Business strategy 

．Vision, Mission, Value 

．Developing Product, 

Market, Technology and 

Platform Strategy 

．Product Innovation 

Charter 

第二周 (8hrs) 

市場研究 

Market 

Research 

考試佔比：15% 

  

新產品開發流程 

New Product 

Process 

考試佔比：20% 

．What is Market Research 

資料蒐集與機

會洞察演練 

創意發想與概

念分析演練 

．Primary vs Secondary 

Research 

．Qualitative vs 

Quantitative Research 

．Exploratory vs 

Confirmatory(Conclusive) 

Research 

．Market Research in NPD 

．New product process 

overview 

．Stage-Gate / Phase 

Review Process 

．New Product Process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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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speed time to 

market 

．Process ownership 

第三周 (8hrs) 

評量工具（一） 

Tools and 

Metrics 

考試佔比：10% 

．Idea Generation / 

Problem-based 

行銷策略與銷

售預測分析演

練 

．Focus Group 

．Customer Visits 

．Voice-of-the-Customer 

．Segmentation 

．Perceptual Maps 

．Conjoint Analysis 

．Financial Analysis / 

Forecasting 

第四周 (8hrs) 

評量工具（二） 

Tools and 

Metrics 

考試佔比：10% 

  

產品組合管理 

Portfolio 

Management 

考試佔比：10% 

．Concept Testing & 

Evaluation 

產品原型設計

演練 

．Rapid Prototype 

．Engineering Design / 

Technical 

．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 

．House of Quality 

．Product Use Testing 

．Market testing 

．Metrics: Fundamentals 

．Metrics: Project 

Strategy Type 

．Metrics: Most useful 

success measures by 

projec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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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audit 

．What is Portfolio 

Management 

．Senior Management Roles 

．Goals of Portfolio 

Management 

．Methods of Portfolio 

Management 

．Integration Issues with 

the NPD process 

第五周 (8hrs) 

團隊人員組織管

理 

Teams, People, 

and 

Organizational 

Issues 

考試佔比：20% 

．Team types and 

organizations 

新產品開發企

劃案提案演練 

．Team culture and process 

．Building and Managing a 

New Product Team : Roles 

in NPD 

．Senior Management Roles 

．Cross-Functional 

Interfaces 

．Factors Affecting 

Multi-Functional Team 

Effectiveness 

．小組結業簡報 

．模擬試題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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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顧問講師】 

 
 

 夏 松 明 顧問 
 

▪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 MBA 
▪ 交通大學 EMBA 
▪ 和信超媒體香港分公司總監 
▪ 第三波資訊 總監 
▪ 宏碁電腦資深產品經理 
▪ 友訊科技資深產品經理 
▪ 具備 WBSA 高階企劃總監國際認證資格、PMP®國際專案管理師認證、

NPDP 產品經理國際認證 等專業資歷，歷經跨國性新產品開發與管理實

務經驗，曾領導多款知名遊戲產品上市計畫、參與中華電信 MOD 多媒體

影音專案；攜手國際廠商涵括 AT&T、Cisco、Oracle 等。是業界少數兼

具「新產品開發」、「經營管理」、「品牌行銷」、「產品創新」、「設計思考」

專業領域的資深顧問。 
 

六、【課程問題諮詢】 

優惠方案歡迎洽詢學習顧問：02-66171766 

Line諮詢請找：@innovator_school 

創新未來學校粉絲專頁：www.facebook.com/bplan.com.tw  

http://www.facebook.com/bplan.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