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群別 適用年級 書號 書名 作者 技審字第號

PC101 數學 A 第一冊
施賢文編著

林元貴校閱
技審字第108055

PC102 數學 A 第二冊
施賢文編著

林元貴校閱
技審字第108388

PC201 數學 A 第三冊
施賢文編著

林元貴校閱
技審字第109157

PC202 數學 A 第四冊
施賢文編著

林元貴校閱
技審字第109277

PC103 數學 B  第一冊
施賢文編著

林元貴校閱
技審字第108007

PC104 數學 B  第二冊
施賢文編著

林元貴校閱
技審字第108298

PC203 數學 B  第三冊
施賢文編著

林元貴校閱
技審字第109037

PC204 數學 B 第四冊
施賢文編著

林元貴校閱
技審字第109258

科技領域 PC11111 資訊科技(VB)
李權祐 李保宜 林木盛

校閱：戴建耘 施文賢
技審字第108224

PC121 化學 A 賴勝煌／洪鼎惟 技審字第108120

PC125 物理 B 上 蔡耀智 技審字第108045

PC126 物理 B 下 蔡耀智 技審字第108329

AC101 基本電學 上 黃仲宇 / 梁正 技審字第108164

AC102 基本電學 下 黃仲宇 / 梁正 技審字第108384

AC111 基本電學 上  (紅動版) 王成緒 / 胡孝慈 技審字第110097

AC103 基本電學實習
鄭榮貴 / 林傳傑

吳明璋 / 楊鎮澤
技審字第108165

AC113 基本電學實習 (乙版) 林建平／吳局振 技審字第108174

AC105
程式設計實習

(C/C++)
張俊雄／林后鍾 技審字第108172

AC115
程式設計實習

(Arduino C / C#) (乙版)
徐毅 技審字第108173

AC104 電工實習 謝進發／鄭錦鈞 技審字第108213

AC114 電工實習 (紅動版) 張鈺楨 ／王清信 技審字第108271

             台科大圖書108新課綱最新通過技審字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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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與電子群 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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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201 電子學 上 徐慶堂 技審字第109144

AC202 電子學 下 徐慶堂 技審字第109289

AC221 電子學 上(紅動版) 曹哲愷 / 黃育泰 技審字第110038

AC222 電子學 下(紅動版) 曹哲愷 / 黃育泰 技審字第110180

AC209 電子學實習 上 江賢龍 / 周玉崑 技審字第109205

AC210 電子學實習 下 周玉崑 / 葉志韋 技審字第109398

AC219 電子學實習 上 (乙版)
彭世興 / 李志文

蔡宗儒 / 陳世昌
技審字第109104

AC220 電子學實習 下(乙版)
彭世興 / 李志文

蔡宗儒 / 陳世昌
技審字第109333

AC203 數位邏輯設計 蕭柱惠 技審字第109073

AC213 數位邏輯設計 (紅動版) 楊仁元 / 李月娥 技審字第109069

AC217
可程式邏輯設計實習

(CPLD EPM1270/MEB3.0)
劉國棋 技審字第109176

AC227
可程式邏輯設計實習  (紅動版)

(CPLD EPM1270+MEB3.0)
楊仁元 / 李月娥 技審字第110019

AC205 電工機械 上 黃慧容 / 梁賢達 技審字第109171

AC206 電工機械 下 梁賢達 / 黃慧容 技審字第109452

AC215 電工機械 上  (紅動版)
曹正勳 / 林育賢 / 黃俊儒編著

吳秉融校閱
技審字第111021

AC216 電工機械 下  (紅動版) 曹老師 登記編號D352201

AC304 電工機械實習 曹哲綸 / 梁棍閔 技審字第110026

AC218
可程式控制實習

(三菱FX3U/FX3GE)
謝進發 / 黃宏生 技審字第109307

AC228
可程式控制實習 (紅動版)

(SIMATIC S7-1200)
彭錦銅 / 邱景華 技審字第109170

AC231 機電整合實習  曾偉智 技審字第109318

AC204 微處理機 張顯盛 技審字第109319

AC214 微處理機 (紅動版) 柯建平/ 賴明志 / 吳佳廸 技審字第110015

AC229
單晶片微處理機實習

(8051)
黃嘉輝 技審字第109410

AC239
單晶片微處理機實習 (乙版)

(Arduino)
林家德 技審字第109310

AC224
行動裝置應用實習

(App Inventor 2)
李春雄 技審字第109230

AC226
智慧居家監控實習

(Arduino Mega 2560)
施老師 登記編號D352203

AC236
智慧居家監控實習 (紅動版)

(飆機器人)

陳志遠 / 宋文財 / 鄭佳炘

王國棟 / 邱聖逢
技審字第109396

AC311
微電腦應用實習 (紅動版)

(飆機器人)

王國棟 / 李勝寧 / 宋文財

楊勝智 / 蕭宋榮
技審字第110057

AC312
介面電路控制實習  (紅動版)

(飆機器人)

王國棟 / 宋文財 / 楊勝智

陳志遠 / 邱聖逢
技審字第110018

電機與電子群

二年級

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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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101 機械製造 上 賴育材 技審字第108225

BC102 機械製造 下 賴育材 技審字第108414

BC103 機械基礎實習 廖倉祥／陳奇明／王繹棊 技審字第108091

BC104 基礎電學實習 (紅動版) 蔡佩珊 技審字第108123

BC114 基礎電學實習 吳局振 技審字第108140

BC105 機械製圖實習 上 謝士渠／蕭吉男 / 郭力源 技審字第108129

BC106 機械製圖實習 下 謝士渠／蕭吉男 / 郭力源 技審字第108297

BC115 機械製圖實習 上 (紅動版) 鄭光臣 技審字第109257

BC116 機械製圖實習 下 (紅動版) 鄭光臣 技審字第110104

BC201 機件原理 上 柯雲龍 / 潘建安 技審字第109009

BC202 機件原理 下 柯雲龍 / 潘建安 技審字第109247

BC211 機件原理 上 (紅動版) 李榮華 / 謝文忠 技審字第109167

BC212 機件原理 下 (紅動版) 李榮華 / 謝文忠 技審字第109393

BC203 機械力學 上 黃達明 / 柯雲龍 技審字第108413

BC204 機械力學 下 黃達明 / 柯雲龍 技審字第109226

BC213 機械力學 上 (紅動版) 李榮華 / 李岱佳 技審字第109172

BC214 機械力學 下 (紅動版) 李榮華 / 李岱佳 技審字第109303

BC216 機電實習 曾偉智 技審字第109102

BC208 數值控制機械實習 施忠良 / 徐世威 技審字第109267

BC107 機械材料 上 江元壽 技審字第108232

BC108 機械材料 下 江元壽 技審字第108233

BC301
電腦輔助製造實習

(Mastercam)
劉宗旻 技審字第110113

二年級

一年級

機械群

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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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101 引擎原理 黃旺根 / 羅仲修 技審字第108028

CC104 引擎實習 黃旺根 / 羅仲修 技審字第108027

CC102 底盤原理 黃旺根 / 羅仲修 技審字第108327

CC202 底盤實習 黃旺根 / 羅仲修 技審字第109071

CC103 機械工作法及實習 廖倉祥 / 陳奇明 / 王繹棊 技審字第108034

CC105 機器腳踏車基礎實習 連文乾 / 黃保盛 / 楊佑謙 技審字第108040

CC106 機器腳踏車檢修實習 連文乾 / 李昌政 / 邱裕仁 技審字第110103

CC201 基本電學 黃仲宇 技審字第109036

CC203 電工電子實習 曾順 / 曾斌凱 技審字第109231

CC208 電系實習            黃旺根 / 羅仲修 技審字第109280

CC204 液氣壓基礎實習 許宗銘 技審字第109296

CC205 應用力學    黃達明 / 游信義 / 柯雲龍 技審字第109264

CC225 應用力學 (乙版) 陳信正 技審字第110112

CC215 應用力學 (紅動版) 李榮華 / 李岱佳 技審字第109364

CC206 機件原理       柯雲龍 / 潘建安 技審字第109232

CC216 機件原理 (紅動版) 李榮華 / 謝文忠 技審字第109297

CC207 機電製圖實習 柯雲龍 / 谷振義 技審字第111014

CC301 車輛空調檢修實習 邱傳福 / 楊國榮 / 黃道易 技審字第110024

CC302 車輛底盤檢修實習 周照棠 / 李汯緯 / 粘書豪 技審字第110096

三年級

動力機械群

一年級

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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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101 土木建築工程與技術概論 陳兩達／呂卓樫 技審字第108170

DC103 測量實習 上 呂卓樫 / 沈聰益 / 顏木生 技審字第108264

DC104 測量實習 下 呂卓樫 / 沈聰益 / 顏木生 技審字第108426

DC105 製圖實習 上 張文澤 技審字第108270

DC106 製圖實習 下 張文澤 技審字第108407

DC201 基礎工程力學 上 詹雅晶 / 康通能 技審字第108406

DC202 基礎工程力學 下 詹雅晶 / 康通能 技審字第109291

DC209
電腦輔助製圖實習 上

(AutoCAD 2017)
翁麗敏 / 陳麗娥 / 蔡佳勳 技審字第109086

DC210
電腦輔助製圖實習 下

(AutoCAD 2017)
翁麗敏 / 陳麗娥 / 蔡佳勳 技審字第109341

EC101 普通化學 上 湯惠光 技審字第108241

EC102 普通化學 下 湯惠光 技審字第108396

EC103 普通化學實習 上 謝澤民 技審字第108155

EC104 普通化學實習 下 謝澤民 技審字第108373

EC201 分析化學 上
張家銘 / 歐秉原

曾憲平 / 蔡永昌
技審字第109092

EC202 分析化學 下
張家銘 / 歐秉原

曾憲平 / 蔡永昌
技審字第109415

EC203 分析化學實習 上
張家銘 / 歐秉原

曾憲平 / 蔡永昌
技審字第110001

EC204 分析化學實習 下
張家銘 / 歐秉原

曾憲平 / 蔡永昌
技審字第110012

EC205 化工裝置 上 陳慎平 技審字第109034

EC206 化工裝置 下 陳慎平 技審字第109259

二年級

土木與建築群

一年級

化工群

一年級

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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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101 數位科技概論 上
李權祐／林木盛

校閱：施文賢
技審字第108258

FC102 數位科技概論 下
李權祐／林木盛

校閱：施文賢
技審字第109005

FC107 程式語言與設計 上 (VB)
莊瑞賢／王雅惠

陳瑞泓／張秝羚
技審字第108263

FC108 程式語言與設計 下(VB)
莊瑞賢／王雅惠

陳瑞泓／張秝羚
技審字第108372

FC117 程式語言與設計 上 (Python)
(紅動版)

何敏煌 技審字第110008

FC118 程式語言與設計 下 (Python)
(紅動版)

何敏煌 技審字第110137

FC703 商業概論 上   (東岱版) 王振洋 技審字第110021

FC704 商業概論 下  (東岱版) 王振洋 技審字第110162

FC201 數位科技應用 上 (Office 2016) 李權祐 技審字第109198

FC202

數位科技應用 下
影像處理軟體：Photoshop CC/CS6

網頁設計軟體：Dreamweaver CC/CS6、

                       記事本

電子商務平台：蝦皮購物

柯進祥 / 李權祐 技審字第110041

FC105

多媒體製作與應用 上
(影音編輯軟體：相片APP、Movie Maker、

OpenShot

3D電腦繪圖軟體：SketchUp

電腦動畫：Adobe Animate)

林合懿 技審字第109153

FC106

多媒體製作與應用 下
3D電腦繪圖：SketchUp、

                         Autodesk Meshmixer、

                         Tinkercad、Thingiverse、

                         SVG

3D建模：Qlone App

3D列印軟體：Cura

電腦動畫：Adobe Animate CC、

                    Gifmaker、Photopea

林合懿 技審字第109431

FC203 行銷實務 上 鄭桂芬 技審字第109129

FC204 行銷實務 下 鄭桂芬 技審字第109273

FC701 行銷實務 上  (東岱版) 葉伊修 / 焦貴真 技審字第109018

FC702 行銷實務 下  (東岱版) 葉伊修 / 焦貴真 技審字第109365

FC303 貿易英文實務

王孝溱 / 儲開雯 / 蔡秀女

孟筱倩 / 羅慧萍 / 王雅瑩

李盈穎 / 江雪真 / 吳瑞翔

黃品兹 / 王珮珊 / 張美惠

技審字第110032

FC304 商業溝通 胡興梅 技審字第110111

FC711 金融與證券投資實務   (東岱版) 酆士昌 / 郭永舜 技審字第110009

一年級

三年級

二年級

商管群

2022.08.24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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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101 繪畫基礎實習 上 江健昌／賴一豐 技審字第108228

GC102 繪畫基礎實習 下 江健昌／賴一豐 技審字第108389

GC103 基本設計實習 上 李銘龍 技審字第108247

GC104 基本設計實習 下 陳美燕 / 李銘龍 / 林合懿 技審字第108408

GC105 基礎圖學實習 上 張誠／林耕雨 技審字第108202

GC106 基礎圖學實習 下 張誠／林耕雨 技審字第108399

GC115 基礎圖學實習 上 (紅動版) 林合懿 技審字第108246

GC116 基礎圖學實習 下 （紅動版） 林合懿 技審字第108424

GC201 色彩原理 耿立虎 技審字第109288

GC202 設計概論 馮耕義 / 馮冠超 技審字第109324

GC212 設計概論 王宗興 / 曾清旗 技審字第111036

GC203 造形原理 王宗興 / 曾清旗 技審字第109240

GC207 表現技法實習 上 莫嘉賓 技審字第110044

GC208 表現技法實習 下 莫嘉賓 技審字第110160

GC205
電腦向量繪圖實習

(illustrator CC/CS6)
林合懿 技審字第109248

GC206
數位影像處理實習

(Photoshop CC/CS6)
林合懿 技審字第109361

GC204 設計與生活美學 馮耕義/馮冠超 技審字第109317

一年級

二年級

設計群

2022.08.24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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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101 觀光餐旅業導論 上 徐瑋澤 /馬惠雯 技審字第108148

HC102 觀光餐旅業導論 下 徐瑋澤 /馬惠雯 技審字第108377

HC103 餐飲服務技術 上 江裕春 / 鐘森盈 技審字第109122

HC104 餐飲服務技術 下 江裕春 / 鐘森盈 技審字第109418

HC105 中餐烹調實習 上 彭建治／方慧徽 技審字第108171

HC106 中餐烹調實習 下 彭建治／方慧徽 技審字第108375

HC107 房務實務 上 吳勉勤
通過

登記編號D442201

HC205 西餐烹調實習 上 周敦懿 / 黃寶元 技審字第109149

HC206 西餐烹調實習 下 周敦懿 / 黃寶元 技審字第109369

HC207 烘焙實務 上 林家鈞 / 江裕春 / 李淑卿 技審字第109010

HC208 烘焙實務 下 何國熙 / 江裕春 / 李淑卿 技審字第109220

HC217 烘焙實務 上 (乙版) 周敦懿 / 陳國勝 技審字第109111

HC218 烘焙實務 下 (乙版) 周敦懿 / 陳國勝 技審字第109311

HC209 旅館客務實務 上 吳碧仙 技審字第109093

HC210
旅館客務實務 下
WEB HOTEL 飯店管理高手(V7.x版本)

吳碧仙 技審字第109265

HC219 旅館客務實務 上 (紅動版) 葉俊廷 技審字第109124

HC220
旅館客務實務 下 (紅動版)

WEB HOTEL 飯店管理高手(V7.x版本)
葉俊廷 技審字第109420

HC211 旅遊實務 上 劉碧雯 技審字第109094

HC212 旅遊實務 下 劉碧雯 技審字第109282

IC101 農業概論 上 林冠臣 技審字第108124

IC102 農業概論 下 林冠臣 技審字第108338

二年級

餐旅群

一年級

一年級農業群

2022.08.24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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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103 烘焙食品加工實習 上
黃安娜 / 李夢萍

林宏周 / 戴佩珍
技審字第108044

IC104 烘焙食品加工實習 下
黃安娜 / 李夢萍

林宏周 / 戴佩珍
技審字第108340

IC201 食品加工 上 吳啟瑞 / 陳坤地 / 陳麗瑄 技審字第109004

IC202 食品加工 下 吳啟瑞 / 陳坤地 / 陳麗瑄 技審字第109309

IC203 食品加工實習 上 吳啟瑞 技審字第109382

IC204 食品加工實習 下 吳啟瑞 技審字第109454

IC301 食品化學與分析 上 賴金泉 / 王昭君 技審字第110002

IC302 食品化學與分析 下 賴金泉 / 王昭君 技審字第110150

IC303 食品化學與分析實習 上 賴金泉 / 王昭君 技審字第109457

IC304 食品化學與分析實習 下 吳啟瑞 / 王昭君 / 賴金泉 技審字第110157

MC101 家政概論 上 呂巧華 技審字第108239

MC102 家政概論 下 呂巧華 技審字第108427

MC111 家政概論 上  (紅動版) 陳春茹 / 侯素琴 技審字第110027

MC112 家政概論 下  (紅動版) 陳春茹 / 侯素琴 技審字第110133

MC103 色彩概論 耿立虎 技審字第108206

MC104 家政職業衛生與安全 葉怡君 / 王士倫 技審字第108401

MC105 多媒材創作實務 上 沈昭玲 / 翁靖宣 技審字第109229

MC106 多媒材創作實務 下 沈昭玲 / 翁靖宣 技審字第111008

MC109 服裝製作實務 上 劉素哲 技審字第108227

MC110 服裝製作實務 下 劉素哲 技審字第108331

MC107 美髮造型實務 上 陳惠芳 技審字第109221

MC108 美髮造型實務 下 陳惠芳 技審字第110151

MC201 家庭教育 上 陳美姿 / 陳俊升 技審字第109184

MC202 家庭教育 下 陳美姿 / 陳俊升 技審字第109397

MC203 飾品設計與實務 上
葉怡君 / 馮家慧 / 陳姿樺 /

陳玉滿 / 王士倫
技審字第110101

MC204 飾品設計與實務 下 葉老師 等
審查中

登記編號D432201

MC205 美容美體實務 上 辜芃珺 / 黃怡婷 技審字第109199

MC206 美容美體實務 下 辜芃珺 / 黃怡婷 技審字第109417

MC207 立體裁剪實務 上 羅淑杏 技審字第109059

MC208 立體裁剪實務 下 羅淑杏 技審字第109330

MC209 膳食與營養實務 上 董家堯 / 吳幸娟 / 章雅惠  技審字第109088

MC210 膳食與營養實務 下 董家堯 / 吳幸娟 / 章雅惠  技審字第109432

三年級

家政群

二年級

一年級

一年級

食品群

二年級

2022.08.24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