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09:00

|

09:45

09:50

|

10:35

10:45

|

11:30

11:35

|

12:20

12:20

|

13:05

13:10

|

13:55

14:00

|

14:45

14:50

|

15:35

15:45

|

16:30

16:35

|

17:20

17:25

|

18:10

9月18日 六 到校上課 午餐時間

9月19日 日 到校上課 午餐時間

9月25日 六 遠距教學1

9月26日 日 到校上課 午餐時間

10月2日 六 到校上課 午餐時間

10月3日 日 遠距教學1

10月9日 六 遠距教學2

10月10日 日 國慶日放假 午餐時間

10月16日 六 到校上課 午餐時間

10月17日 日 遠距教學2

10月23日 六 遠距教學3

10月24日 日 到校上課 午餐時間

10月30日 六 到校上課 午餐時間

10月31日 日 遠距教學3

11月6日 六 到校上課 午餐時間

11月7日 日 到校上課 午餐時間

11月13日 六 到校期中考 午餐時間

11月14日 日 到校期中考 午餐時間

11月20日 六 到校上課 午餐時間

11月21日 日 校慶停課 午餐時間

11月27日 六 遠距教學4

11月28日 日 到校上課 午餐時間

12月4日 六 到校上課 午餐時間

12月5日 日 遠距教學4

12月11日 六 遠距教學5

12月12日 日 到校上課 午餐時間

12月18日 六 到校上課 午餐時間

12月19日 日 遠距教學5

12月25日 六 遠距教學6

12月26日 日 到校上課 午餐時間

1月1日 六 開國紀念日放假 午餐時間

1月2日 日 遠距教學6

1月8日 六 到校上課 午餐時間

1月9日 日 到校上課 午餐時間

1月15日 六 到校期末考 午餐時間

1月16日 日 到校期末考 午餐時間

產業實務個案(一)

產業實務個案(一)

人際溝通(啟我B108) 零售管理(啟我B108) 成本管理(啟我B108) 行銷企劃實務(啟我B108) 產業實務個案(一)(啟我B108)

服務業管理概論(啟我B108)

成本管理(啟我B108) 行銷企劃實務(啟我B108) 產業實務個案(一)(啟我B108)

行銷企劃實務

管理技能個案(一)(啟我B108)

人際溝通 零售管理)

成本管理(啟我B108)零售管理(啟我B108)

英文(三) 企業倫理與職業道德

企業倫理與職業道德(啟我B108)

英文(三) 管理技能個案(一)

服務業管理概論

零售管理) 成本管理

人際溝通(啟我B108)

產業實務個案(一)(啟我B108)

企業倫理與職業道德

成本管理(啟我B108)

人際溝通

生產與作業管理

產業實務個案(一)

企業倫理與職業道德(啟我B108)

行銷企劃實務

生產與作業管理(啟我B108)
三

四

五

六

人際溝通(啟我B108)

人際溝通(啟我B108)

人際溝通

英文(三)(啟我B108)

人際溝通(啟我B108)

英文(三)

十二

英文(三)(啟我B108)

英文(三)

英文(三)(啟我B108)

服務業管理概論(啟我B108)

英文(三)(啟我B108)

七

八

成本管理

管理技能個案(一)(啟我B108)

企業倫理與職業道德(啟我B108)

管理技能個案(一) 服務業管理概論 生產與作業管理

服務業管理概論(啟我B108)

生產與作業管理(啟我B108)

企業倫理與職業道德(啟我B108)生產與作業管理(啟我B108)

企業倫理與職業道德

服務業管理概論(啟我B108)

管理技能個案(一)(啟我B108)

管理技能個案(一)(啟我B108)

人際溝通

人際溝通

英文(三)(啟我B108)

管理技能個案(一)(啟我B108)

英文(三)(啟我B108)

人際溝通(啟我B108)

產業實務個案(一)(啟我B108)

管理技能個案(一) 服務業管理概論 生產與作業管理

服務業管理概論 生產與作業管理

產業實務個案(一)成本管理零售管理)

管理技能個案(一)(啟我B108)

十六
英文(三)(啟我B108) 管理技能個案(一)(啟我B108)

十七
英文(三)(啟我B108) 管理技能個案(一)(啟我B108)

人際溝通(啟我B108) 零售管理(啟我B108)

十八

產業實務個案(一)(啟我B108)

企業倫理與職業道德

服務業管理概論(啟我B108) 生產與作業管理(啟我B108)

服務業管理概論 生產與作業管理

行銷企劃實務(啟我B108)

成本管理(啟我B108)

企業倫理與職業道德

企業倫理與職業道德(啟我B108)

產業實務個案(一)(啟我B108)

生產與作業管理

行銷企劃實務(啟我B108)

企業倫理與職業道德(啟我B108)

企業倫理與職業道德

企業倫理與職業道德(啟我B108)

產業實務個案(一)

行銷企劃實務

企業倫理與職業道德(啟我B108)

零售管理(啟我B108) 成本管理(啟我B108) 行銷企劃實務(啟我B108)

十四
企業倫理與職業道德(啟我B108)

行銷企劃實務 產業實務個案(一)

行銷企劃實務

英文(三)(啟我B108)

英文(三)(啟我B108)

零售管理(啟我B108) 成本管理(啟我B108)

服務業管理概論(啟我B108)

零售管理(啟我B108) 成本管理(啟我B108)

人際溝通(啟我B108)

零售管理)

英文(三)

服務業管理概論(啟我B108)

十三

成本管理(啟我B108)

二

十五

人際溝通(啟我B108) 零售管理(啟我B108) 成本管理(啟我B108)

英文(三)(啟我B108) 管理技能個案(一)(啟我B108) 服務業管理概論(啟我B108)

企業倫理與職業道德(啟我B108)

週次 日期 星期 上課模式

一
產業實務個案(一)(啟我B108)零售管理(啟我B108) 成本管理(啟我B108)

管理技能個案(一)(啟我B108)

生產與作業管理(啟我B108)

管理技能個案(一)

管理技能個案(一)(啟我B108)

零售管理(啟我B108)

零售管理(啟我B108)

零售管理)

服務業管理概論(啟我B108)

生產與作業管理(啟我B108)

服務業管理概論(啟我B108)

服務業管理概論

服務業管理概論(啟我B108) 生產與作業管理(啟我B108)

生產與作業管理(啟我B108)

行銷企劃實務(啟我B108)

行銷企劃實務(啟我B108)

成本管理

產業實務個案(一)(啟我B108)

十

人際溝通(啟我B108) 產業實務個案(一)(啟我B108)

十一

零售管理(啟我B108)

九

人際溝通(啟我B108)

行銷企劃實務(啟我B108)

生產與作業管理(啟我B108)

企業倫理與職業道德(啟我B108)

產業實務個案(一)(啟我B108)

行銷企劃實務

生產與作業管理(啟我B108) 企業倫理與職業道德(啟我B108)

中國科技大學新竹校區110學年度第1學期企管系進修部二專二甲上課課表

管理技能個案(一)(啟我B108)英文(三)(啟我B108)

管理技能個案(一)

成本管理

產業實務個案(一)(啟我B108)

生產與作業管理(啟我B108)

行銷企劃實務(啟我B108)

人際溝通(啟我B108) 零售管理(啟我B108)

行銷企劃實務(啟我B108)

成本管理

服務業管理概論(啟我B108)

產業實務個案(一)(啟我B108)

生產與作業管理(啟我B108)

成本管理(啟我B108) 行銷企劃實務(啟我B108)

零售管理)

人際溝通

英文(三)

行銷企劃實務(啟我B108)

管理技能個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