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 團 法 人 中 華 民 國 電 腦 技 能 基 金 會

電話：02-2577-8806 網址：www.csf.org.tw 

製表日：2019/12/03 

北區辦事處： 台北市 105-59 松山區八德路 3 段 32 號 8 樓 TEL：(02)2577-8806#760 FAX:(02)2577-8135 
中區辦事處： 台中市 406-51 北屯區文心路 4 段 698 號 24 樓 TEL：(04)2238-6572 FAX:(04)2237-2548 
南區辦事處： 高雄市 807-57 三民區博愛一路 366 號 7 樓之 4 TEL：(07)311-9568 FAX:(07)311-8909 

  專業設計人才認證相關書籍一覽表 

類別  書籍名稱  松崗  碁峰  全華  定價 附件 備註 

TQC+ ED 
工程設計 
領域 

 TQC+  工程圖學與機械製圖認證指南  ──  AEY020700 ──  $390 光碟  出版商聯絡資料： 
 
 松崗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02)2381‐3398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02)2788‐2408 
台中：(04)2452‐7051 
高雄：(07)384‐7699 
網址：www.gotop.com.tw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02)2262‐5666 
台中：(04)2261‐8485 
高雄：(07)381‐1377 
網址：www.chwa.com.tw 
 
 
CSF雲端練功坊：

https://cloud.csf.org.tw/ 
 

 
 

＊：教材用書 
：雲端練功坊同步銷售 

：雲端動態解題同步銷售 
 

 
 
 

TQC+  電腦輔助平面製圖認證指南  AutoCAD 2018  ──  AEY039800 19344007 $420 光碟

TQC+  電腦輔助平面製圖認證指南  AutoCAD 2016  XC16610  AEY036000 19330007 $420 光碟

TQC+  電腦輔助平面製圖認證指南解題秘笈‐AutoCAD 2016  ──  AEY036011 ──  $390 無 

TQC+  電腦輔助平面製圖認證指南  AutoCAD 2014  ──  AEY031700 19318007 $420 光碟

TQC+  電腦輔助平面製圖認證指南解題秘笈‐AutoCAD 2014  XC15620  AEY031711 ──  $390 無 

TQC+  電腦輔助立體製圖認證指南  AutoCAD 2016  ──  AEY036100 ──  $420 光碟

TQC+  電腦輔助立體製圖認證指南  AutoCAD 2014  ──  AEY032500 ──  $420 光碟

TQC+  基 礎 零 件 設 計 認 證 指 南   Creo 
Parametric 2.0 & SolidWorks 2014 

Creo 4.0 & SolidWorks 2016 
亦適用  XC15720  AEY034800 ──  $320 光碟

TQC+  實體設計認證指南  Creo Parametric 2.0 
& SolidWorks 2014 

Creo 4.0 & SolidWorks 2016 
亦適用  ──  AEY035700 ──  $320 光碟

TQC+  進階零件及曲面設計認證指南  Creo Parametric 2.0  ──  AEY036200 ──  $320 光碟

TQC+  進階零件及曲面設計認證指南  SolidWorks 2014  ──  AEY036300 ──  $320 光碟

 TQC+  造形設計及材質運用認證指南  ──  AEY038300 ──  $390 光碟

 TQC+  商品造形設計認證指南  Rhinoceros 5  ──  AEY038500 ──  $480 光碟

 TQC+  商品彩現認證指南  V‐Ray 3 for Rhino  ──  AEY039200 ──  $320 光碟

＊  TQC+ AutoCAD 2020特訓教材‐基礎篇  ──  AEY041000 19387007 $650 光碟

＊  TQC+ AutoCAD 2020特訓教材‐3D應用篇  ──  AEY041100 ──  $650 光碟

＊  TQC+ AutoCAD 2019特訓教材‐基礎篇  ──  AEY039600 19343007 $650 光碟

＊  TQC+ AutoCAD 2019特訓教材‐3D應用篇  ──  AEY039700 ──  $650 光碟

＊  TQC+ AutoCAD 2018特訓教材‐基礎篇  ──  AEY037900 19340007 $650 光碟

＊  TQC+ AutoCAD 2018特訓教材‐3D應用篇  ──  AEY038000 ──  $650 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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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書籍名稱  松崗  碁峰  全華  定價 附件 備註 

TQC+ ED 
工程設計 
領域 

＊  TQC+ AutoCAD 2017特訓教材‐基礎篇  XC16740  AEY037400 19331007 $650 光碟  出版商聯絡資料： 
 
 松崗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02)2381‐3398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02)2788‐2408 
台中：(04)2452‐7051 
高雄：(07)384‐7699 
網址：www.gotop.com.tw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02)2262‐5666 
台中：(04)2261‐8485 
高雄：(07)381‐1377 
網址：www.chwa.com.tw 
 
CSF雲端練功坊：

https://cloud.csf.org.tw/ 
 
 
 

＊：教材用書 
：雲端練功坊同步銷售 

：雲端動態解題同步銷售 
 

＊  TQC+ AutoCAD 2017特訓教材‐3D應用篇  ──  AEY037500 ──  $650 光碟

＊  TQC+ AutoCAD 2016特訓教材‐基礎篇  XC15700  AEY035200 19329007 $650 光碟

＊  TQC+ AutoCAD 2016特訓教材‐3D應用篇  XC15710  AEY035300 ──  $650 光碟

＊  TQC+ AutoCAD 2015特訓教材‐基礎篇  ──  AEY033300 19323007 $650 光碟

＊  TQC+ AutoCAD 2015特訓教材‐3D應用篇  ──  AEY033400 ──  $650 光碟

TQC+ VD 
視傳設計 
領域 

 TQC+  電腦繪圖概論與數位色彩配色認證指南  XC10730  AEY021500 ──  $390 光碟

＊  TQC+  影像處理特訓教材  Photoshop CC  ──  AEY041400 ──  $650 無 

TQC+  影像處理認證指南  Photoshop CC(第二版)  PSCC 2017
開發環境

──  AEY039000 ──  $480 光碟

TQC+  影像處理認證指南解題秘笈‐Photoshop CC(第二版)  ──  AEY039011 ──  $250 無 

TQC+  影像處理認證指南  Photoshop CC  PSCC 2015
開發環境

XC15760  AEY035500 ──  $420 光碟

TQC+  影像處理認證指南解題秘笈‐Photoshop CC  XC16620  AEY035511 ──  $250 無 

TQC+  影像處理認證指南  Photoshop CS6  XC13740  AEY028800 ──  $420 光碟

TQC+  影像處理認證指南解題秘笈‐Photoshop CS6  XC13740Q  AEY028811 ──  $250 無 

TQC+  網頁設計認證指南  Dreamweaver CC(第二版)  DWCC 
2018適用

──  AEY039500 ──  $480 光碟

TQC+  網頁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Dreamweaver CC(第二版)  ──  AEY039511 ──  $250 無 

TQC+  網頁設計認證指南  Dreamweaver CC  DWCC 
2013~17
適用

XC15660  AEY034300 ──  $420 光碟

TQC+  網頁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Dreamweaver CC  XC16630  AEY034311 ──  $250 無 

TQC+  網頁設計認證指南  Dreamweaver CS6  XC13750  AEY030000 ──  $420 光碟

TQC+  網頁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Dreamweaver CS6  XC14660  AEY030011 ──  $250 無 

TQC+  電腦繪圖設計認證指南  Illustrator CC(第二版)  AICC  2018
適用 

──  AEY040100 ──  $480 光碟

TQC+  電腦繪圖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Illustrator CC(第二版)  ──  AEY040111 ──  $300 無 

TQC+  電腦繪圖設計認證指南  Illustrator CC  AICC 
2013~17
適用 

XC15770  AEY035800 ──  $420 光碟

TQC+  電腦繪圖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Illustrator CC  XC16660  AEY035811 ──  $30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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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書籍名稱  松崗  碁峰  全華  定價 附件 備註 

TQC+ VD 
視傳設計 

領域 

TQC+  電腦繪圖設計認證指南  Illustrator CS6  XC13730  AEY028900 ──  $420 光碟  出版商聯絡資料： 
 
 松崗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02)2381‐3398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02)2788‐2408 
台中：(04)2452‐7051 
高雄：(07)384‐7699 
網址：www.gotop.com.tw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02)2262‐5666 
台中：(04)2261‐8485 
高雄：(07)381‐1377 
網址：www.chwa.com.tw 
 
 
CSF雲端練功坊：

https://cloud.csf.org.tw/ 
 

 
 

＊：教材用書 
：雲端練功坊同步銷售 

：雲端動態解題同步銷售 

TQC+  電腦繪圖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Illustrator CS6  XC13730Q  AEY028911 ──  $300 無 

TQC+ Flash動畫設計認證指南  Flash CC 
Animate CC亦適用 

XC15780  AEY035900 ──  $420 光碟

TQC+ Flash動畫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Flash CC  ──  AEY035911 ──  $250 無 

TQC+  非線性剪輯認證指南  Premiere Pro CC  ──  AEY038400 ──  $420 光碟

TQC+  非線性剪輯認證指南解題秘笈‐Premiere Pro CC  ──  AEY038411 ──  $250 無 

 TQC+  數位媒體出版認證指南  XC15640  AEY034000 ──  $390 光碟

TQC+  編排設計認證指南  InDesign CC  XC15680  AEY034400 ──  $420 光碟

TQC+  編排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InDesign CC  ──  AEY034411 ──  $250 無 

TQC+  編排設計認證指南  InDesign CS6  XC14670  AEY032600 ──  $420 光碟

TQC+  編排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InDesign CS6  XC15610  AEY032611 ──  $250 無 

TQC+  媒體匯流與應用認證指南  EPUB3  XC15730  AEY034900 ──  $420 光碟

TQC+  媒體匯流與應用認證指南解題秘笈‐EPUB3  XC16650  AEY034911 ──  $250 無 

TQC+ SD 
軟體設計 
領域 

 TQC+  軟體開發知識認證指南  ──  AEY025400 ──  $360 光碟

TQC+  行動裝置應用程式設計認證指南  Android 9  ──  AEY041200 ──  $390 光碟

TQC+  行動裝置應用程式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Android 9【近期出版】 ──  AEY041211 ──  未定 無 

TQC+  行動裝置應用程式設計認證指南  Android 6  XC16670  AEY036400 ──  $390 光碟

TQC+  行動裝置應用程式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Android 6  ──  AEY036411 ──  $320 無 

TQC+  物件導向視窗及資料庫程式設計認證指南  Visual C# 2013  ──  AEY034600 ──  $390 光碟

TQC+  物件導向視窗及資料庫程式設計認證指南  Visual Basic 2010  ──  AEY027500 ──  $390 光碟

TQC+  物件導向視窗及資料庫程式設計認證指南  Java 6  ──  AEY022200 ──  $320 光碟

TQC+  物件導向視窗及資料庫程式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Java 6  ──  AEY022211 ──  $250 無 

TQC+  物件導向程式語言認證指南  C# 4  ──  AEY028200 ──  $390 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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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設計人才認證相關書籍一覽表 

 

類別  書籍名稱  松崗  碁峰  全華  定價 附件 備註 

TQC+ SD 
軟體設計 

領域 

TQC+  物件導向程式語言認證指南  Java 6  Java 8亦適用  ──  AEY022100 ──  $320 光碟  出版商聯絡資料： 
 
 松崗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02)2381‐3398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02)2788‐2408 
台中：(04)2452‐7051 
高雄：(07)384‐7699 
網址：www.gotop.com.tw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02)2262‐5666 
台中：(04)2261‐8485 
高雄：(07)381‐1377 
網址：www.chwa.com.tw 
 
 CSF雲端練功坊：

https://cloud.csf.org.tw/ 
 
 CODE JUDGER 平台： 
https://www.codejudger.com/ 
 
 hahow 線上學習課程： 
https://hahow.in/@csf01024304 

 
＊：教材用書 

：相關線上學習課程 
：雲端練功坊同步銷售 

：雲端動態解題同步銷售 
：學習平台線上題庫銷售 

TQC+  程式語言C認證指南  ──  AEY025700 ──  $390 光碟

TQC+  網頁程式設計認證指南  HTML 5  XC13610  AEY030200 ──  $390 光碟

TQC+  網站程式設計認證指南  ASP.NET(C#) (含解題)  ──  AEY038200 ──  $550 光碟

＊ Python 3.x  程式語言特訓教材(第二版)    需題庫者請至 CODE 
JUDGER學習平台購買 

──  AEY038931 1934201  $490 無 

＊  Python 3.x  網頁資料擷取與分析特訓教材  ──  AEY040000 19345  $490 無 

TQC+ AD 
建築設計 

領域 

 TQC+  建築設計圖學認證指南  XC11700  AEY020800 ──  $390 光碟

TQC+  建築設計與室內設計立體製圖認證指南  SketchUp Pro 2015  XC15750  AEY034700 ──  $390 光碟

TQC+  建築設計與室內設計立體製圖認證指南解題秘笈‐SketchUp  Pro 
2015 

──  AEY034711 ──  $390 光碟*2

TQC+  建築及室內設計平面製圖認證指南

AutoCAD 2012 
AutoCAD 2016 亦適用  XC12650  AEY027600 ──  $390 光碟

TQC+ CD 
電路設計 

領域 

 TQC+  電子電路與數位邏輯設計認證指南  ──  AEY027800 ──  $390 光碟

TQC+  電路模擬分析認證指南  OrCAD 16.5  ──  AEY033900 ──  $420 光碟

＊  TQC+  電路佈線特訓教材  OrCAD  ──  AEY034500 ──  $550 光碟

TQC+  電路佈線認證指南  OrCAD 16.5  ──  AEY028400 ──  $420 光碟

＊  TQC+  電路設計特訓教材  OrCAD  ──  AEY033800 ──  $420 無 

TQC+  電路設計認證指南  OrCAD 16.5  ──  AEY029800 ──  $420 光碟

TQC+ ID 
跨域設計 
領域 

 TQC+  物聯網開發核心知識與物聯網互動技術認證指南  ──  AEY038600 ──  $480 光碟

 TQC+  創意App程式設計認證指南  App Inventor 2(第二版)  ──  AEY040300 ──  $390 光碟

TQC+  創意App程式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App Inventor 2(第二版)  ──  AEY040311 ──  $250 無 

＊  創意App程式設計特訓教材  App Inventor 2  App  Inventor  2(第二版 ) 
亦適用

──  AEY039400 ──  $550 無 

 TQC+  創意App程式設計認證指南  App Inventor 2  XC15690  AEY035000 ──  $390 光碟

TQC+  創意App程式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App Inventor 2  XC16640  AEY035011 ──  $250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