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書局 任課教師

出版年月 簽名

1 商業資料分析與應用 行銷四系1甲 必修 商業資料分析與應用
萬能科技大學 觀光餐旅暨管理
學院

全華 2017/02/14 甘崇瑋

2 物流管理 行銷四系1甲 必修 現代物流管理（第二版） 何峻峰 崧燁文化 2018/08/24 黃大瑋

3 網路行銷 行銷四系1甲 選修 網路行銷 甘崇瑋 自編教材 甘崇瑋

4 服務品質管理(PBL) 行銷四系1甲 選修 服務品質管理 陳思倫 前程文化(2015年8月初版八刷) 嚴永傑

5 工作倫理與職能 行銷四系1甲 選修 教師自編教材 教師自編教材 教師自編教材 林文恭

6 商業資料分析與應用 行銷四系1乙 必修 商業資料分析與應用
萬能科技大學 觀光餐旅暨管理
學院

全華 2017/02/14 甘崇瑋

7 物流管理 行銷四系1乙 必修 現代物流管理-物流與供應鏈整

合（第四版）
張有恆 華泰2017/05 程大洋

8 網路行銷 行銷四系1乙 選修 人人必學網路行銷實務 勁樺科技 台科大2018/03/12 林子涵

9 服務品質管理(PBL) 行銷四系1乙 選修 服務品質管理 教師自編教材 教師自編教材（陳政平） 陳政平

10 工作倫理與職能 行銷四系1乙 選修 工作倫理與職能 教師自編教材 教師自編教材 林文恭

11 門市服務管理 行銷四系2甲 必修 門市服務丙級檢定實戰秘笈 郭小喬、楊鳳美 智勝文化(2014年6月四版) 嚴永傑

12 供應鏈管理 行銷四系2甲 必修 供應鏈管理 張嘉華 滄海書局 周孟熹

13 業務銷售技巧(PBL) 行銷四系2甲 必修 銷售人員基礎訓練 教師自編教材 教師自編教材(梁進龍) 梁進龍

14 旅遊日語 行銷四系2甲 選修 教師自編教材 教師自編教材 教師自編教材 柯淑姮

15 行銷專案管理 行銷四系2甲 選修 學會專案管理的12堂課 鍾文武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07.3 古楨彥

16
職場商用實務英文
(一)

行銷四系2甲 選修 My Biz Trip LiveABC編輯群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古楨彥

17 門市服務管理 行銷四系2乙 必修 門市服務丙級檢定實戰秘笈 郭小喬、楊鳳美 智勝文化(2014年6月四版) 嚴永傑

18 供應鏈管理 行銷四系2乙 必修 供應鏈管理 張嘉華 滄海書局 周孟熹

19 業務銷售技巧(PBL) 行銷四系2乙 必修 教師自編教材 教師自編教材 教師自編教材 柯淑姮

20
職場商用實務英文
(一)

行銷四系2乙 選修 My Biz Trip LiveABC編輯群 希伯倫股份有限公司106.5 古楨彥

編著者

萬能科技大學107學年度2學期 行銷系 教科書書單

課 程 名 稱項次 系所年級
必修∕選

修
書   名

*若欄位不足，請自行新增

**此處資料請務必與課程綱要表用書(A10-1、A10-2)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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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NU
文字方塊
周孟熹

VNU
文字方塊
王筱雲



出版書局 任課教師

出版年月 簽名
編著者

萬能科技大學107學年度2學期 行銷系 教科書書單

課 程 名 稱項次 系所年級
必修∕選

修
書   名

21 電子商務 行銷四系3甲 必修 電子商務  歐陽耀中 自編107.12 歐陽耀中

23 產業現況與發展趨勢 行銷四系3甲 必修
此課程為校外實習廠商說明實習
計畫,無使用教科書

‐ ‐ 余則威

24 服務品質管理 行銷四系3甲 選修
服務品質管理‐提升服務品質的
思維與作法

吳勉勤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
月 /二版

余則威

25 行銷軟體應用 行銷四系3甲 選修 行銷軟體應用 甘崇瑋 自編教材 甘崇瑋

26
職場商用實務英文
(三)

行銷四系3甲 選修 職場商用實務英文 教師自編教材 教師自編教材 古楨彥

27
汽車銷售服務菁英培
訓

行銷四系3甲 選修 合作廠商自編教材 合作廠商自編教材 合作廠商自編教材 余則威

28 電子商務 行銷四系3乙 必修 電子商務 歐陽耀中 自編107.12 歐陽耀中

30 產業現況與發展趨勢 行銷四系3乙 必修
此課程為校外實習廠商說明實習
計畫,無使用教科書

此課程為校外實習廠商說明實習
計畫,無使用教科書

此課程為校外實習廠商說明實習
計畫,無使用教科書

余則威

31 服務品質管理 行銷四系3乙 選修
服務品質管理‐提升服務品質的
思維與作法

吳勉勤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
月 /二版

余則威

32 行銷軟體應用 行銷四系3乙 選修 行銷軟體應用 甘崇瑋 自編教材 甘崇瑋

33 保稅業務 行銷四系4甲 選修 保稅業務 教師自編教材 教師自編教材 周孟熹

34 國際物流實務 行銷四系4甲 選修 國際物流實務 教師自編教材 自編教材 呂堂榮

35 職涯規劃 行銷四系4甲 選修 職涯規劃 教師自編教材 自編教材 呂堂榮

36
37

*若欄位不足，請自行新增

**此處資料請務必與課程綱要表用書(A10-1、A10-2)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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