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存年限：二年 
表 A10-1  萬能科技大學  一般及專業理論課程綱要表 

系名稱：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科目中文名稱：電話銷售與客訴處理     英文名稱：Tele-Marketing and Handling Customers’ 
Complaints 
授課內容屬性：■ 理論講述  □數學推導  ■實例說明  □實作演練  □專業技術應用 
學年、學期、學分數(時數) 四技第一學年、第一學期、3 學分(3 節)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無 
教 
學 
目 
標 

1.知識：了解電話銷售技巧 
2.技能：從那裏可找到銷售線索。 
3.態度：積極認真學習。 
4.其他：無。 

保護智慧，創意無限，請勿使用盜版，非法影印或下載、散布未授權軟體。不法侵害他人智慧財 
產權，依法應負民刑事責任。 

教材大綱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教學參 
考節數 

核心能力 
關聯比重 

評分項目 
代號及標準% 

電話銷售技巧(一) 陌生電話至關重要、依數據行事 4 目前狀況
由授課教
師依單元
主題勾選
關聯核心
能力，系
統產出關
聯比重。 

A 30% 
電話銷售技巧(二) 從那兒找到銷售線索 4 E 30% 
電話銷售技巧(三) 電話銷售技巧、如何有效留言 6 C 40% 
電話成交技巧 抓住最後 1/3 的業務、成功成交的創意作法 6   
客訴處理 客訴處理原則和技巧 8   
分組研究報告 撰寫和口頭電話銷售與客訴處理報告 6   
期末考 公開筆試 2   

總計（小時） 36 總計 100% 
教科書(書名、作者、出版者和出版日期) 參考書(書名、作者、出版者和出版日期) 

書名：電話銷售與成交技巧 
作者：史蒂芬‧謝夫曼著 
書局/出版者：電子工業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 年 4 月 

書名：電話銷售中的拒絕處理 
作者：李智賢 
書局/出版者：機械工業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 年 9 月 

評分項目代號 
A.出席率    B.期中考    C.期末考    D.平時考    E.報告成績    F.口試    G.作業 
H.課堂討論    I.取得證照    J.實作(成品展示)    K.行為觀察    L.其他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基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 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整性，課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
知能內容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貫性、完整性。 
4.除了表A6 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為一門完整學科。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填表說明: 
1.將一般及專業理論課程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欲達成本科目之教學目標，應在大專程度範圍內將其系統知識加入，以成為一門完整學科。例如：要學會乘

除則應加入加減之運算的知能才能成為一門完整的學科。 
3.應考慮知識體系(學科)完整性並依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貫性、完整性等特性將表 A8 中的各該科

目應包括之知能填入內容綱要欄中，並擬訂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並確立教學目標。 
表單編號：203-2-001-1412 



 

 
 

保存年限：二年 
表 A10-1  萬能科技大學  一般及專業理論課程綱要表 

系名稱：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科目中文名稱：行銷企劃實務                  英文名稱：Marketing Planning Practice 
授課內容屬性：■ 理論講述  □數學推導  ■實例說明  □實作演練  □專業技術應用 
學年、學期、學分數(時數) 四技第一學年、第二學期、3 學分(3 節)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無 
教 
學 
目 
標 

1.知識：行銷企劃本質和目標。 
2.技能：行銷企劃的撰寫與簡報。 
3.態度：積極認真。 
4.其他：無。 

保護智慧，創意無限，請勿使用盜版，非法影印或下載、散布未授權軟體。不法侵害他人智慧財 
產權，依法應負民刑事責任。 

教材大綱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教學參 
考節數 

核心能力 
關聯比重 

評分項目 
代號及標準% 

行銷企劃本質 行銷企劃對企業之重要性、行銷企劃之程序 4 目前狀況
由授課教
師依單元
主題勾選
關聯核心
能力，系
統產出關
聯比重。 

A 30% 
行銷企劃目標 初步設定行銷企劃目標 4 E 30% 
行銷企劃情境分析 外部環境和內部環境分析 6 C 40% 
行銷企劃創意 企劃創意之決定因素 6   
新產品上市行銷企劃 新產品上市行銷企劃 6   
公關與事件行銷企劃 公關與事件行銷企劃 6   
分組研究報告、期末考 期中分組研究報告、期末考公開筆試 4   

總計（小時） 36 總計 100% 
教科書(書名、作者、出版者和出版日期) 參考書(書名、作者、出版者和出版日期) 

書名：行銷企劃邏輯、創意、執行力 
作者：曾光華 
書局/出版者：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 年 9 月 

書名：行銷企劃虛實整合新思維 
作者：蕭富峰 
書局/出版者：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 年 9 月 

評分項目代號 
A.出席率    B.期中考    C.期末考    D.平時考    E.報告成績    F.口試    G.作業 
H.課堂討論    I.取得證照    J.實作(成品展示)    K.行為觀察    L.其他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基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 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整性，課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
知能內容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貫性、完整性。 
4.除了表A6 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為一門完整學科。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填表說明: 
1.將一般及專業理論課程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欲達成本科目之教學目標，應在大專程度範圍內將其系統知識加入，以成為一門完整學科。例如：要學會乘

除則應加入加減之運算的知能才能成為一門完整的學科。 
3.應考慮知識體系(學科)完整性並依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貫性、完整性等特性將表 A8 中的各該科

目應包括之知能填入內容綱要欄中，並擬訂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並確立教學目標。 
表單編號：203-2-001-1412 



 

保存年限：二年 
表 A10-1  萬能科技大學  一般及專業理論課程綱要表 

系名稱：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科目中文名稱： 服務品質管理             英文名稱：Service Quality Management 
授課內容屬性：理論講述  □數學推導  實例說明  □實作演練  □專業技術應用 
學年、學期、學分數(時數) 四技日間部第三學年、第一學期、3 學分(3 節)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無 
教 
學 
目 
標 

1.知識：臺灣服務業的產值早已超過製造業，而且服務業的發展也日益蓬勃，但是服務業者在服務品質管理方面，
不論是在觀念認知或實際做法上，均有極大的改善空間。本課程期望同學具備正確且充足的服務業品
質管理之專業知識與技能，並在工作中學以致用，成為具備服務系統設計與作業管理之專業管理人才，
共同提升台灣服務業的水準。 

2.技能：培養具備建置服務業系統設計及作業管理之基本技能。 
3.態度：具備敬業及企業品德觀念，並擁有正確經營企業的態度與職業倫理。 
4.其他：有發掘服務業品質問題及解決管理問題的思考能力，並能以品質管理為基礎，結合其他專業管理知識，

如生產管理、物流管理、行銷管理、服務業管理、電子商務等課程，以落實學習整合企業資源管理之知
識及技能。 

保護智慧，創意無限，請勿使用盜版，非法影印或下載、散布未授權軟體。不法侵害他人智慧財 
產權，依法應負民刑事責任。 

教材大綱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教學參 
考節數 

核心能力 
關聯比重 

評分項目 
代號及標準% 

一、服務本質與特性研究 服務的本質、學者對服務的定義、服務的特性

研究、因應服務特性之策略分析 3 
目前狀況
由授課教
師依單元
主題勾選
關聯核心
能力，系
統產出關
聯比重。 

A 10% 

二、品質及服務品質 服務品質定義、服務品質構面、服務品質之重

要性 3 G 10% 

三、服務品質管理 服務管理、服務品質管理要點、服務品質的模

式 3 D 10% 

四、服務品質的衡量 服務品質度量方法、服務品質度量模式、觀光

業服務品質評估量表(案例介紹) 6 H 10% 

五、服務品質缺口與服務

失誤 
服務品質缺口、服務失誤及顧客反應、服務失

誤資訊與顧客抱怨處理 3 E 30% 

六、滿意度理論及模式 務滿意度定義及理論、滿意度的前因及後果模

式、顧客滿意研究方法 6 C 30% 

七、服務補救 服務業常犯錯誤、服務補救的策略及方法、

服務補救程序 9   

八、服務品質機能展開 
品質機能展開之定義及模型、品質機能展開

之原理與效益、服務業應用品質機能展開的

做法、品質屋技術 
9 

  

九、個案討論與分組報告 分組 Term project 上台簡報 9 
  

十、期末考試 筆試(開書測驗) 3   

總計（小時） 54 總計 100% 
教科書(書名、作者、出版者和出版日期) 參考書(書名、作者、出版者和出版日期) 

書名：服務品質管理 
作者：陳思倫 著 
書局/出版者：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 年 8 月 初版六刷 

書名：服務業行銷與管理-品質提升與價值創造 
作者：曾光華 著 
書局/出版者：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 年 2 月 三版 

評分項目代號 
A.出席率    B.期中考    C.期末考    D.平時考    E.報告成績    F.口試    G.作業 
H.課堂討論    I.取得證照    J.實作(成品展示)    K.行為觀察    L.其他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基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 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整性，課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
知能內容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貫性、完整性。 
4.除了表A6 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為一門完整學科。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填表說明: 
1.將一般及專業理論課程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欲達成本科目之教學目標，應在大專程度範圍內將其系統知識加入，以成為一門完整學科。例如：要學會乘

除則應加入加減之運算的知能才能成為一門完整的學科。 
3.應考慮知識體系(學科)完整性並依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貫性、完整性等特性將表 A8 中的各該科

目應包括之知能填入內容綱要欄中，並擬訂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並確立教學目標。 
表單編號：203-2-001-1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