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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號 書 籍 名 稱 作 者

10289 建築類型設計 (歷年國家建築師考試建築及都市設計題解） 陳信安

10393 建築造型提案-獨棟&集合住宅200 PLUS 黃光進

10393A 建築造型提案-廠房、辦公大樓、公共及宗教建築 200 PLUS 黃光進

10143 最新精簡版建築設計資料集成 日本建築學會

10124D CSI見築現場第一冊：建築識圖應用 王玨

10310A 施工圖學-建築與結構施工圖的繪製原理與應用 許玉明

88000 第一次建築設計就上手：術科考試入門指南 曹登貴

40896 建築力：空間思考的10堂修練課 林煜傑

83602L 圖解建築計畫入門 原口秀昭

67017 建築計畫與設計前的管理程序 呂以寧、張文男

67057 建築模式語言 Christopher Alexander

67112 尋找問題－建築計畫入門(Problem Seeking) Willian MPena　Steven A　 Parshall

79394B 建築計畫與設計 實力

20502 建築速寫：空間的圖像筆記 戴楠青

62421C 印象手繪：建築設計表現技法 代光鋼、向虹、田玲

65011Y 90～109建築國家考試-建築設計題型整理 九華土木建築文教機構

書 號 書 籍 名 稱 作 者

10126 圖解都市景觀 蔡燕寶

10125 圖解都市計畫(最新增修版) 蔡燕寶

10286 都市設計應用理論與設計原理 廖世璋

10374 都市及區域計劃 辛晚教

80473 城市的意象 Kevin Lynch

67065 圖釋思考(Graphic Thinking ) Laseau

79402A 圖解敷地計劃及都市設計 溫聰敏

10298 都市環境學 歐陽嶠暉

79402B 敷地計畫與都市設計繪圖 池體演

79454 基地規劃導論 黃世孟

67036 敷地計畫 第三版 (Site Planning) kevin Lynch & Gary Hack

67135 地景建築中的形式與織理 Catherine Dee

65011X 90～109建築國家考試-敷地計劃與都市設計題型整理 九華土木建築文教機構

書 號 書 籍 名 稱 作 者

10001 最新建築技術規則 詹氏書局編輯部

10390 3D圖解建築技術規則 謝仰泰

10002 最新實用建築法規「革新編目版」 詹氏書局編輯部

10390A 建築法講堂 謝仰泰

10304A 都市及區域計劃法規考題精解 涂承澤

10363 都市更新法理與實務 江中信

10045 建築規劃設計分類法規解析 李文勝

73183A （新版）政府採購法含考題解析 邱銓城

65011U 營建法規題型整理（101~105建築國家考試） 九華土木建築文教機構

65015B 營建法規題型整理(105~109建築國家考試) 九華土木建築文教機構

85551A 圖解營建法規2017年(建築管理及相關法令彙編) 池體演

79500C 圖解營建法規2019版(國土計畫法、區域計畫法及都市計畫法令篇) 池體演

書 號 書 籍 名 稱 作 者

10206D 建築結構系列(II)建築結構系統 陳啟中

10127 建築結構學 陳啟中

10089 結構系統概論 陳啟中

           建築師考試推薦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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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詹氏網站鍵入書號即可找書        【建築計畫與設計】

▼於詹氏網站鍵入書號即可找書       【敷地計畫與都市設計】

▼於詹氏網站鍵入書號即可找書       【營建法規與實務】

▼於詹氏網站鍵入書號即可找書          【建築結構】



10404A 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 詹氏書局編輯部

10404B 建築物耐風設計規範及解說 詹氏書局編輯部

10267A 簡單搞懂耐震．制震．隔震 高山峰夫、田村和夫、池田芳樹

83602H 圖解建築結構入門 原口秀昭

83602N 圖解RC造施工入門 原口秀昭

10402 國家考試第二類計算機使用指南 黃克紹

85829T 建築結構入門 江尻憲泰

79150B 圖解建築結構系統 池體演

79150C 建築結構學：觀念剖析 林盈收、林冠丞

65011S 建築結構題型整理（101～105建築國家考試） 九華土木建築文教機構

70608 結構矩陣法分析與運算 曾亮

書 號 書 籍 名 稱 作 者

10124E CSI見築現場第二冊：營建工程施工 王玨

10124D CSI見築現場第一冊：建築識圖應用 王玨

10267C 簡單搞懂建築材料 喜入時生

10310A 施工圖學-建築與結構施工圖的繪製原理與應用 許玉明

10319 營造與施工實務(上)(下)(一套二冊) 石正義

10306 圖解辭典-建築的整體組構 崔征國

77501A 營造法與施工（上）（增訂版） 吳卓夫

77502A 營造法與施工（下）（增訂版） 吳卓夫

72092 建築構造圖解教材(精) 日本建築學會

85829P 圖解建築構造 程大金

65011T 建築構造與施工題型整理（101～105建築國家考試） 九華土木建築文教機構

67064 建築構造的基本原則：材料和工法(第五版 Edward Allen

79150A 圖解建築構造與施工實務構造及施工系列叢書：營建管理、基礎、鋼筋混凝土、鋼實力

79150D 圖解建築構造與施工實務構造及施工系列叢書：圬工構造、木構造、外牆構造工程實力

書 號 書 籍 名 稱 作 者

10206A 建築環境控制系列(Ⅰ)建築物理概論 陳啟中

10206B 建築環境控制系列(Ⅱ)建築設備概論 陳啟中

10267B 簡單搞懂建築設備 菊地 至

10106E 綠色建築-生態、節能、減廢、健康(Green architecture) 林憲德

10106Q 夠用就好的綠建築91技術 林憲德

10106F 城鄉生態 林憲德

10106P 熱濕氣候的人居熱環境-建築風土設計的第一課 林憲德

10106O 建築產業碳足跡：建築、景觀、室內裝修的碳管理策略 林憲德

10360 全球熱溼氣候自然通風綠建築 陳海曙

10365 建築設備入門（新修訂版） 「建築設備」入門編輯委員會

65011V 建築環境控制題型整理（101~105建築國家考試） 九華土木建築文教機構

65015C 建築環境控制題型整理(105~109建築國家考試) 九華土木建築文教機構

79462A 圖解建築環境控制 池體演

85002 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88690 建築節能改善技術指引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74130 建築設備 周鼎金

79576 綠建築評估手冊：基本型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79576F 綠建築評估手冊：社區類(EEWH-EC)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79576D 綠建築評估手冊：廠房類(EEWH-GF)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79576G 綠建築評估手冊：住宿類(EEWH-RS)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79576E 綠建築評估手冊：舊建築改善類(EEWH-RN)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79576L 綠建築評估手冊：既有建築類(EEWH-EB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79576K 綠建築評估手冊 : 建築能效評估系統(EEWH-BERS)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79576I 綠建築評估手冊：境外版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74208 綠建築設計技術規範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由於書單所列商品供貨狀況不一，如遇商品缺書或售罄情形， 詹氏書局

請來信詹氏 chansbook@gmail.com為您確認，謝謝！ 02-23918058

▼於詹氏網站鍵入書號即可找書    【建築構造與施工】

▼於詹氏網站鍵入書號即可找書        【建築環境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