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興大學社管院 行銷學系 108學年度 第 2學期 上課時間表 

 

上午 下午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節 第五節 第六節 第七節 第八節 第九節 

8:10-9:00 9:10-10:00 10:10-11:00 11:10-12:00 13:10-14:00 14:10-15:00 15:10-16:00 16:10-17:00 17:10-18:00 

星
期
一 

英文 (大一) 綜合大樓 英文 (大一) 綜合大樓 

統計學(二) (大二) (院課) 魯真 104 

策略行銷與管理  (大三 ) 吳志文 

305 

廣告與行銷傳播  (碩一 ) 陳明怡 

216 

微積分(二) (大一) 李林滄 227 

統計學(二) (大二) (院課) 魯真 104 

策略行銷與管理  (大三 ) 吳志文 

305 

廣告與行銷傳播  (碩一 ) 陳明怡 

216 

微積分(二) (大一) 李林滄 227 

統計學(二) (大二) (院課) 魯真 104 

策略行銷與管理  (大三) 吳志文 

305 

廣告與行銷傳播  (碩一) 陳明怡 

216 

行銷資料分析與應用 (大二) 陳明

怡 水保二館 L216 

流通管理專題 (碩一) 蔡明志 305 

策略行銷管理專題 (碩二) 吳志文 

304 

會計學(二) (大一) (院課) 

行銷資料分析與應用 (大二) 陳明

怡 水保二館 L216 

流通管理專題 (碩一) 蔡明志 305 

策略行銷管理專題 (碩二) 吳志文 

304 

會計學(二) (大一) (院課) 

行銷資料分析與應用 (大二) 陳明

怡 水保二館 L216  

商情預測 (大四) 魯真 227 

流通管理專題 (碩一) 蔡明志 305 

策略行銷管理專題 (碩二) 吳志文 

304 

會計學(二) (大一) (院課) 

商情預測 (大四) 魯真 227 

商情預測 (大四) 魯真 227 

星
期
二 

 產品策略 (大二) 吳志文 305 

高科技行銷 (碩一) 李宗儒 216 

經濟學(二) (大一) (院課) 104 

產品策略 (大二) 吳志文 305 

高科技行銷 (碩一) 李宗儒 216 

經濟學(二) (大一) (院課) 104 

產品策略 (大二) 吳志文 305 

高科技行銷 (碩一) 李宗儒 216 

經濟學(二) (大一) (院課) 104 

廣告學 (大三) 陳明怡 227 

顧客關係管理 (大四) 蔡明志 304 

廣告學 (大三) 陳明怡 227 

顧客關係管理 (大四) 蔡明志 304 

社會行銷 (碩二) 蕭仁傑 216 

英文 (大一) 綜合大樓 

廣告學 (大三) 陳明怡 227 

顧客關係管理 (大四) 蔡明志 304  

社會行銷 (碩二) 蕭仁傑 216 

英文 (大一) 綜合大樓 

社會行銷 (碩二) 蕭仁傑 216 

 

星
期
三 

 企業倫理 (大三) (院課) 120 

模擬理論在社會科學之應用  (碩

一) 王建富 SC212 

企業倫理 (大三) (院課) 120  

模擬理論在社會科學之應用  (碩

一) 王建富 SC212 

企業倫理 (大三) (院課) 120  

模擬理論在社會科學之應用  (碩

一) 王建富 SC212 

 統計學(二) (大二) (院課) 蔡玫亭 

104 

社會企業行銷 (大三) 梁貫御 227 

服務業行銷 (大四) 蕭仁傑 304 

行銷研究(二 )(碩一) 武為棣 305 

統計學(二) (大二) (院課) 蔡玫亭

104 

社會企業行銷 (大三) 梁貫御 227 

服務業行銷 (大四) 蕭仁傑 304 

行銷研究(二) (碩一) 武為棣 305 

統計學(二) (大二) (院課) 蔡玫亭

104 

社會企業行銷 (大三) 梁貫御 227 

服務業行銷 (大四) 蕭仁傑 304 

行銷研究(二) (碩一) 武為棣 305 

 

星
期
四 

 消費者行為 (大一) 黃文仙 104 

企業倫理 (大三) (院課) 120 

消費者行為 (大一) 黃文仙 104 

企業倫理 (大三) (院課) 120 

消費者行為 (大一) 黃文仙 104 

企業倫理 (大三) (院課) 120 

國文 (大一) 綜合大樓 國文 (大一) 綜合大樓 

採購策略 (大二) 武為棣 104 

品牌管理 (大三) 黃文仙 227 

管理講座 (大四) (院課) 

國際市場分析 (碩一) 蕭仁傑 304 

行銷模型 (碩二) 梁貫御 216 

採購策略 (大二) 武為棣 104 

品牌管理 (大三) 黃文仙 227 

管理講座 (大四) (院課) 

國際市場分析 (碩一) 蕭仁傑 304 

行銷模型 (碩二) 梁貫御 216 

勞作教育 (大一) 

採購策略 (大二) 武為棣 104 

品牌管理 (大三) 黃文仙 227 

管理講座 (大四) (院課) 

國際市場分析 (碩一) 蕭仁傑 304 

行銷模型 (碩二) 梁貫御 216 

勞作教育 (大一) 

 

星
期
五 

 管理學 (大一) 院課 

作業研究 (大三) 武為棣 104 

管理學 (大一) 院課 

作業研究 (大三) 武為棣 104 

管理學 (大一) 院課 

作業研究 (大三) 武為棣 104 

   僑生班國文 僑生班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