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書局 任課教師

出版年月 簽名

1 經營管理概論 行銷四系1甲 必修 經營管理概論 王榮祖等 全華圖書 程大洋
2 行銷管理 行銷四系1甲 必修 行銷學原理 曾光華,饒怡雲 前程文化 余則威
3 流通管理 行銷四系1甲 必修 流通管理  歐陽耀中 自編 歐陽耀中
4 通關實務 行銷四系1甲 選修 通關實務與法規 林清和著 東華書局 周孟熹
5 業態分析與商圈選擇 行銷四系1甲 選修 掌握商店勢力圈 中國生產力中心 中國生產 嚴永傑
6 經營管理概論 行銷四系1乙 必修 經營管理概論 王榮祖等 全華圖書 程大洋
7 行銷管理 行銷四系1乙 必修 行銷學概要 鄭紹成 華立書局 梁進龍
8 流通管理 行銷四系1乙 必修 流通管理 陳政平 自編 陳政平
9 通關實務 行銷四系1乙 選修 通關實務與法規 林清和 東華書局 周孟熹

10 業態分析與商圈選擇 行銷四系1乙 選修 掌握商店勢力圈 中國生產力中心 中國生產 嚴永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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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位承辦人：王筱雲 教學單位主管：柯淑姮

  教學單位承辦人：                    教學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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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流管理 行銷四系2甲 必修 物流與運籌管理 美國SOLE國際物流協會台灣分會 前程文化 周孟熹
2 消費者行為 行銷四系2甲 必修 消費者行為：洞察生活 掌握行銷 曾光華 前程文化 古楨彥
3 企業資源規劃 行銷四系2甲 選修 ERP企業資源規劃導論(第五版) 國立中央大學管理學院 ERP中心 碁峰 張育群
4 連鎖店經營管理 行銷四系2甲 選修 流通連鎖經營管理 李孟熹 總編輯 泛亞通 嚴永傑
5 電話銷售與客訴處理 行銷四系2甲 選修 奧客，歡迎光臨！： 讓奧客變常客的客戶投訴處理技巧 關根真一   譯者： 王慧娥 文經社 余則威
6 生活日語 行銷四系2甲 選修 生活日語 柯淑姮 自編 柯淑姮
7 職場商用英文 行銷四系2甲 必修 職場商用英文 古楨彥 自編 古楨彥
8 物流管理 行銷四系2乙 必修 物流與運籌管理 美國SOLE國際物流協會台灣分會 前程文化 周孟熹
9 消費者行為 行銷四系2乙 必修 消費者行為：洞察生活 掌握行銷 曾光華 前程文化 古楨彥

10 職場商用英文 行銷四系2乙 必修 職場商用英文 古楨彥 自編 古楨彥
教學單位承辦人：王筱雲 教學單位主管：柯淑姮

  教學單位承辦人：                    教學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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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零售管理 行銷四系3甲 必修 零售管理  歐陽耀中 自編 歐陽耀中
2 市場調查與分析 行銷四系3甲 必修 市場調查-新式與基礎調查方法及實例 梁世武 普林斯頓 余則威
3 網路行銷 行銷四系3甲 選修 網路行銷 周盛夏 自編 周盛夏
4 職場商用實務英文(二) 行銷四系3甲 選修 職場商用實務英文 古楨彥 自編 古楨彥
5 零售管理 行銷四系3乙 必修 零售管理 歐陽耀中 自編 歐陽耀中
6 市場調查與分析 行銷四系3乙 必修 市場調查-新式與基礎調查方法及實例 梁世武 普林斯頓 余則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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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單位承辦人：                    教學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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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OEIC商務英語 行銷四系4甲 選修 TOEIC商務英語 古楨彥 自編 古楨彥
2 物聯網智慧應用 行銷四系4甲 選修 物聯網智慧應用 呂堂榮 自編 呂堂榮
3 國際運籌物流資訊管理 行銷四系4甲 選修 國際運籌物流資訊管理 呂堂榮 自編 呂堂榮

教學單位承辦人：王筱雲 教學單位主管：柯淑姮

  教學單位承辦人：                    教學單位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