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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一、 什麼是「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協會」諮詢師？ ........................................................2 

二、 什麼是 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協會 理事會（ICMCI）？ ...........................................2 

三、 通過「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協會認證的諮詢師」可以實現什麼目標？ ..................3 

四、 諮詢師證書由誰頒發？其有效範圍如何？ ...........................................................3 

五、 「中華民國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協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機構？ ..............................3 

六、 誰負責組織實施「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師」認證考核？ .........................................4 

七、 「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師」的申請條件是什麼？ ....................................................4 

八、 報名時須注意哪些事項？ ......................................................................................4 

九、 如何考核和認證？認證費用是多少？ ...................................................................5 

十、 CMC 認證的通過率有多高？ .................................................................................6 

十一、證書定期登記制度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6 

十二、認證有哪些增值服務？.........................................................................................6 

 

 

 

 

 



 

2 

一、 什麼是「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師」？  

「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協會 (ICMCI)」經過嚴格的審核，在個人品德、資歷、

經驗、能力、獨立性等方面，達到「國際註冊管理顧問協會 理事會（ICMCI）」

的全球通用標準，並且授權通過「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協會 台灣分會」 

(CMC-Chinese Taipei)的專業認證，使授證者成爲一名「國際註冊管理諮詢

師」 (CMC)。 

 

二、 什麼是 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協會 理事會（ICMCI）？  

「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協會 理事會（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anagement Consulting Institutes, ICMCI）」是世界各國註冊管理諮詢協會集

結的全球性聯盟。創建於 1987 年，目前成員有 60 個國家和地區為會員，

幾乎所有擁有成熟的管理諮詢師認證過程的國家都是理事會成員。「中華

民國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協會 BMCA」因有 20 多年以上在管理諮詢領域勤奮

的資源投入和專業的運作，台灣於 2005 年 6 月被正式接納成爲 ICMCI 的

成員，而中華民國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協會始終被指定為台灣地區的唯一授

權認證代表組織。除此，BMCA 更於 2009 年爭取到 2011 年 ICMCI 全球年

會的主辦權，於 2011 年 10 月台北圓山大飯店及台北 101 大樓等舉辦，出

席國家計有德、英、法、義、美、日、中、韓…等近 40 個國家，當時台灣

的蕭副總統萬長及吳行政院長敦義，皆出席此系列活動。 

隨著管理諮詢在國際貿易和經濟活動中的角色日益被重視，2001 年，

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協會理事會（ICMCI）被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

（ECOSOC）認可爲具有特別管理諮詢身份的非政府組織。 

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協會 理事會（ICMCI）的核心活動： 

1. 形成一個全球化組織，聯合各國管理諮詢認證機構共同工作，以實現提

高專業水平的共同目標。 

2. 增強各國管理諮詢認證機構之間的資訊交流，鼓勵協會之間的相互輔助，

並且在所轄範圍內對認證過程進行改進。 

3. 在全球影響範圍內提出管理諮詢的標準，使管理諮詢成爲一個受尊敬的

行業。 

4. 鼓勵跨國界的管理諮詢的交流網路，鼓勵國家之間資訊的自由流動，並

形成更強的合作精神。 

5. 通過被認可的國際標準以及堅持國際化的專業規範要求，鼓勵各國協會

之間的互惠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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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通過「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師」認證可以實現什麼目標？ 

1. 通過 國際標準的「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師」認證，可以對社會上從事管理

顧問諮詢工作的人員能力和水平作出比較科學、客觀、公正的評價。 

2. 被認證的人員經過嚴格的審核，符合 ICMCI 經過 30 多年歷練的專業和技

術要求，其專業能力是值得信賴的。 

3. 「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師」保證自己服從 ICMCI 的道德規範，並受此約束，

是值得客戶信賴的管理顧問暨諮詢人員。 

4. 「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師」是一個標誌，不同國家的成員透過 ICMCI的 LOGO，

就能大致明瞭對方的身份和專業能力，並建立國際合作網路。 

5. 此外對通過管理諮詢人員水平和能力的評價，可以爲不斷精進的管理諮

詢市場提供高品質的服務；可以更好地維護客戶和管理諮詢人員雙方的

利益。 

 

四、 證書由誰頒發？其有效範圍如何？ 

「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師」證書由 「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協會 理事會（ICMCI）」

與「中華民國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協會 BMCA」（CMC-Chinese Taipei）共同頒

發。該證書目前在全世界 60 個國家和地區範圍有效，它表明證書持有者具

有相應的管理顧問諮詢資格（水平）和業務能力。 

 

五、 「中華民國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協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機構？ 

「中華民國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協會 BMCA」成立於 1987 年，是由國內從事

企業經營管理輔導工作之顧問公司及顧問師們，由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輔導

成立的。 

「中華民國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協會 BMCA」的宗旨，是結合從事經營管理相

關的顧問公司及顧問師之力量，共同研究改進提升企業經營管理能力，並

引進國外先進企業經營諮詢技術與管理工具，以提升國內顧問師知能，進

而協助國內中小企業創新、轉型升級並強化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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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誰負責組織實施「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師」認證考核？ 

「中華民國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協會 BMCA」2005 年成爲台灣唯一代表加入

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協會理事會（ICMCI），並經授權組織認證及授證「國際

註冊管理諮詢師」的在台維 合法代表機構，並在此基礎上成立了「國際註

冊管理諮詢師認證委員會」、評審專家小組和認證管理辦公室。 

1. 認證委員會負責最終認定工作， 

2. 評審專家小組負責申請人的答辯評審， 

3. 認證管理辦公室負責國際註冊經營管理諮詢師師的日常管理。 

 

七、 「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師」的申請條件是什麼？ 

根據「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協會 理事會（ICMCI）」專業標準委員會的規定，

申請人必須符合 ICMCI 的下列 6 項基本要求並提出證明： 

1. 學士學位或者同等學歷或者同等資格。 

2. 獨立開業或受雇專業管理諮詢機構，能夠獨立提供解決方案。 

3. 申請前 3 年從事管理諮詢工作，且每年的管理諮詢時間不少於 1,200 小

時。 

4. 作爲管理諮詢至少工作 5 年。 

5. 提供三個成功服務的客戶的案例。 

6. 兩位推薦人的推薦。 

 

八、 報名時須注意哪些事項？ 

參加認證的人員，應符合「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師」申報條件。並按要求攜

帶相關資料（含一個諮詢案例等）到「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協會 台灣分會」

(CMC-Chinese Taipei)授權的「中華民國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協會(BMCA)」報名，

填寫申請表，按規定的時間、地點參加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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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如何考核和認證？認證費用是多少？ 

(一) 本認證重在評價考生的實際管理諮詢能力和水平。 

(二) 考核分爲筆試、答辯及綜合評定，三項考核均需達到要求，筆試及答辯成績 

≥70分。 

(三) 通過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師考核，需要完成以下步驟： 

1. 書面考試 

分爲主觀題和客觀題，考試時間一個半小時，在主觀題部分要求展開論

述，體現自己的觀點和看法；客觀題，考察使用金字塔結構診斷問題的

能力，每部分的分數 ≥70分。 

2. 案例答辯 

申請人的陳述要使評估專家，能對本人的各項考核因素的掌握程度，和

從專案中進行反思和提高的能力。 

申請人從預先準備的諮詢案例中，選取最能說明本人知識體系和業務能

力的一個典型案例，用 PPT 文件的形式進行簡報，時間 15 分鐘；接受

考核評估小組的答辯，時間 15 分鐘。答辯分數≥70分； 

3. 綜合評定 

認證委員會根據申報資料、筆試成績、答辯成績對申請人進行綜合評

定。 

4. 發證 

完成上述考核評定，申請人通過認證，頒發證書，備案公示並揭露未來

的服務品質及相關資訊。考核結束大約三個月左右，便可以知道認證結

果。 

 

(四) 、「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師」，認證第一階段考前書審暨研修費用爲新台幣

27,000 元/人（含二天課程研修及面談考試費用）；第二階段授證費用為

新台幣 15,000 元，合計 42,000 元，加上中華民國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協

會會員（BMCA）入會費及第一年常年費 6000 元，共計新台幣 48,000

元。第三階段 ISO20700 標準作業課程新台幣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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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CMC 認證的通過率有多高？ 

本認證不控制通過率。考生按 ICMCI 認證要求，通過資格審查、筆試、答

辯、綜合評定等認證程式，由認證委員會最終認定後取得證書，以過去幾

年的經驗通過率約為 50％。 

 

十一、 證書定期登記制度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根據「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協會 理事會（ICMCI）」有關規定，取得「國際註

冊管理諮詢師 (CMC-Chinese Taipei)」資格認證證書後，對「國際註冊管理諮

詢師」專業資格證書實行登記制度，即：一次註冊有效期三年，期滿重新註

冊，註冊授證費用為新台幣 20,000 元。 

爲使管理諮詢專業人員的能力和水平不斷提高，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國

際註冊管理諮詢師」按有關規定接受繼續教育，在證書有效期滿前，按規定

到指定的機構辦理再次登記手續。逾期不辦理的，證書自行失效。 

 

十二、 認證有哪些增值服務？ 

1. 優先優惠參加「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協會 理事會（ICMCI）」和「國際註冊

管理諮詢協會 台灣分會」（CMC-Chinese Taipei）授權的「中華民國企業

經營管理顧問協會 BMCA 組織的培訓及活動。 

2. 有資格參加「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協會 理事會（ICMCI）」每兩年舉行一次

的國際大會，每兩年召開一次工作年會，獲得與國際專家諮詢師同行學

習和交流的機會。 

3. 優先優惠參加「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協會 台灣分會」（CMC-Chinese Taipei）

與其授權的「中華民國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協會 BMCA，在台舉辦的「國際

顧問節」活動及相關顧問商機推薦媒合服務。 

4. 有機會成為課程授課講師與輔導顧問。 

5. 享有 AMCC 開課經營之權力。 

6. 選擇優秀 CMC 顧問與協會合作並優先派案。 

 

 

 

 

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協會 理事會（ICMCI）台灣分會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 72巷 73號 3樓 3E-6 

電話：02-2771-8621      

E-mail：bmca@bmca.org.tw 

網址：www.bmca.org.tw 

http://www.bmc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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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師 CMC 國際證照班第 16屆台北班招生公告 

上課時間：民國 107年 4月 10日起 

上課地點：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 72巷 73號 3樓 3E-6 

主辦單位：國際註冊管理諮詢師 ICMCI台灣分會、中華民國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協會  

電話：02 2771-8621               Web:www.bmca.org.tw  Email:bmca@bmca.org.tw 

學費：NT48,000.-(含中華民國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協會首年度入會費 NT6,000) 

 

 

 

 

 

 

 

 

 

日   期 課      程 時 間(時數) 講  師 

4/10(二) 

 

CMC註冊管理諮詢師倫理與道德 

國際管理顧問師應備的財稅知識 

18:30-21:30 

( 3H ) 

劉邦寧 

甘德清 

4/12(四) 

 

CMC申請填寫技巧及簡報 

製作與報告技巧 

18:30-21:30 

( 3H ) 許承堅 

4/17(二) 

 

企業輔導機制與輔導 

企劃撰寫技術 

18:30-21:30 

( 3H ) 簡義源 

4/19(四) 

 
互聯網時代的實戰行銷技巧 

18:30-21:30 

( 3H ) 王薔蕙 

4/24(二) 

 
諮詢師提案接案結案實務技巧 

18:30-21:30 

( 3H ) 江致平 

4/26(四) 

 

簡報諮詢與口試 

(依報名人數安排) 

http://www.bmca.org.tw/
mailto:bmca@bmca.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