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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coding...

線上 隊
僅供金質歷程盃活動使用 

請勿抄襲



我們先�看了HTML�學影��並在replit.com�個線上
���站練���試(⽤註�作語法�記)�之�我們合⼒
寫出了我們的�⼀個�站�上⾯展�了我們�段期間⾃主
學�作出的各項作品(包括練�python、c++語法寫的
ooxx���pygame���病��記)�我們�使⽤�⾴
���結的功��� ⾴整理得� 不���⾴�結�
�下:

PART 2: ��站�學��⾴設計

PART3: 學�⽤pygame
實作 作品

PART4: 了���病�的原
理�整理 記

PART 1: 練�題⽬�熟�語⾔

⼼得 �思

�站�結: https://firstwebsite.website5555533.repl.co

學�動�

我們兩個對�式�⽅⾯都很�興��希� 向
對⽅學��⼆個�式語⾔�並��⼀�實作⼀
�實⽤��的作品 (�寫�⾴�寫���研�
��病�...�)��索更��式相關�域�並增
強⾃⼰的競爭⼒�學� ⼒�

國⽴ ⽵科學� 實驗⾼�中�學校
⾼⼀三� 黃同學

PYTHON應⽤��路�
HTML的實作

去��我們的�站吧!

我們�看了免費線上pygame課��並參考先��訊之�
的pygame作��github上的作品�寫出了⼀個�的原�
pygame作品�

�作品�⾃� 為⾼中⽣的⽣活為原型�� ⾼中⽣
活�⼤家往往�具�許��⼒�⼗�⾟��因�玩家��
縱學⽣⾓⾊��住從天⽽�的�⼒⽅�(包�IQ、EQ、
python�普�物理�社交...�)�掉��度會���間越來
越�(��越來越難�應付的�⼒)；另���別的�玩⽅
���到便會結束��(就�學⽣�法克服誘惑�浪費太�
�間在玩�上������法應付課��社交的�況)。

⾴主⾴⾯截�

主⾴⾯ 學� 間軸

井字 (�c++��
python�)

俄羅斯⽅��
pygame��作品

病� 記
上⾴⾯都 回
到主⾴⾯的�結

部� ⾴�式碼�

註: �⾴中都可�看到
��的�式碼喔!

畫⾯截��部� 式碼�

��的⾃主學�對於我們跨��式�域是⼀�很棒的經驗�我們
擇去了���試的�都是⼀�⾃⼰�興��實⽤的技��在實

作的� 中�覺得�常� ��⾴���成功�的成就�更是讓
⼈想繼續��研���試且繼續改良作品�儘� 中我們不斷
困難�� 上� ���� 才� 平常課堂上�師⼀

句話的幫��但��訓練了我們在未來沒��師的社會��何�
利⽤� 的�源來實踐終⽣學����⾃主學� 讓我們�悟了
評估⾃⼰的�⼒��再來設定可⾏的計畫和具� 的� 是

��的重��但�是因為設⽴的⽬��⼤�讓我們在實⾏計畫
中學到了很��更提升了抗����問題的�⼒�!

病� 記�

挑�⼀�leetcode、zerojudge
上⾯的題⽬��別⽤python
�c++�試�題�練�並熟
�兩種�式語⾔�為 下來
的實作累積實⼒�

澔�的leetcode�題紀�

��的 zerojudge � leetcode �題紀�
僅供金質歷程盃活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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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irstwebsite.website5555533.repl.co/


⾃主學�計畫表
我們�初規劃的主題

每��度表
每�的執⾏成果

⾃主學�成果報告
�終成果���省思

�往我們的�站
來看看我們做了什�吧 !

重��結重��結
(�點�下⽂)(�點�下⽂)

  

�站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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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b6GzFT6h5-jkSzA6x2eLFGhcvgZfSuU/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TEwS4PDrxHjh0OIZulF2J0P_YY8IaXf3/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9pojwgukuhUfcfGmO6cKcDwWsCg9yKfS/view?usp=sharing
https://firstwebsite.website5555533.repl.co/index.html
https://replit.com/@website5555533/firstwebsite#index.html


Home Page!
⾃主學�成果-�站介紹

我設計的動態網頁logo 

網站作者:我與我的好夥伴

圖點下去觀看
我們學習的影片

點選時間軸會到另一個頁面面

說明我們的計畫和執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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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學�成果-�站介紹

我們分別將自己學習程式的過
程記錄下來

可點選各個圖片來看
我們的作品

Tim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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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學�成果-作品展�

俄羅斯方塊(兩人的程式碼)

OOXX  我用C++寫 
我的夥伴用Python寫

(可人機對戰)

網站上皆可看到我們的原始碼
和試玩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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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

活動開����師問我們對於⾃主學�的想法�
我們看了⼀段影��關於��是什��

輪到我們�組�享了�結束
��到了其�⼈對我們作品
的回�和讚��⼗�⿎�⼈
⼼�

雖�只是個短短半天的�享會�但卻
使我在家防疫的暑假�是重�找回那
����看到⼤家都�⼒�完成⾃⼰
所�的事��⼼交織��動��往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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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會 報�結

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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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anva.com/design/DAEl2fZcJIU/3mer1NgRNekRVmIMx6lJjQ/view?utm_content=DAEl2fZcJIU&utm_campaign=designshare&utm_medium=link&utm_source=homepage_design_menu


線上�題���每�會出3-10題
做練�

⼤作� : ⽤pygame寫俄羅斯⽅�

正規表�式

�蟲:  ��畫並下載下來
Discord Bot實作
視覺��析: ���的RGB各占�
做成直⽅�

�⼀�段

  
�⼆�段

作��容

�訊之�

��⽅式

考試成績 20%
出席成績 20%
⼤作� 15%
每�勾�的練�題 45%
��須�結�才�證書證書

課�⼤綱

��⽅式

���試

(�關�式��⽅⾯)

SOURCE: CDC.GOV

由臺⼤�訊���⼤�訊��合主辦的�訊之�培訓計畫
PYTHON語法�(每�3hr)

課�介紹�開發環境介紹�變��type����
IO�註�
��判斷�if、while
for、range、list
string、dict
import�⼤作�相關練�
�單衛�（error handling、coding style ）
上�考試

⼆�課�介紹�Pygame、Class
File I/O (json, pickle, csv)、try catch, regular expression
�蟲 (requests, bs4, html concept)
Chat Bot
numpy, matplotlib 介紹�影��理 (pillow)
0619
python ��端 framework
time complexity、link list ���結構介紹

�⼀�段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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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

作�成果

視覺��析

原�:                                                             RGB直⽅�:

�題��紀�

�蟲

Discord Bot
功�:
1.TodoList(⽤pickle紀�)
2.�出��署提供台灣疫�的�計�字
3.�得國�間COVID-19的疫���表格
4.����上傳�發�照�
5.在Momo購物�上購買�品��⾏�
價

6.�出中���局的衛星��
7.��字��

�結只�看到原�碼�真正執⾏須�

Discord�動

點擊�結可�看

到原�碼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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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plit.com/@website5555533/tetris#main.py
https://replit.com/@h911088/Pa-Chong
https://replit.com/@h911088/discordbot


結�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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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CON CAMP
在��天的線上�隊中�我學到了:
��python語法

來⾃�臺各��不同�域的�訊界��做經驗�        
享��講師�由良�的雙向交��學�到現��訊界實�

的  ⽣�環境��得⽇常校�中�法�驗到的經驗
��gather線上攤位�識各⼤�司�社群的發展
線上⿊客�: 在短短的⼀���我們組員費盡了�⼒(⼀��
夜寫code)��終向超�百位的�員成果發表<=點�看�報
�悟到⼤家對�訊的�����⼀個社群(SITCON)的�⼒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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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D-vR6j2ES2uM48h9GSN6m9hGTZOQVjVL_QK6tPnIq1U/edit?usp=sharing


�結
A B O U T  H O W  I  G E T  T H O U G H  I T

Summury

 

⼤�從國中開��爸�對�訊⽅⾯的重視���影

響�我�因�到了⾼中�我只�看到�關�式的活

動�就會毫不����擇參加�但�初的我�其實

尚未發覺我對�訊的���

直到了我開�了⾃主學���訊之�和各式各樣的

�隊��我�刻��會到�式的�⼒�儘���是

⼀�⼀眼的�是��⽑��沒�彈性的�我仍對於

⽤寫�式來��⽣活��的問題��興��因為在

���的�改和ERROR之��把成品做出來更是
�成就��

我對於�訊⽅⾯的�域絕對只是略知⽪⽑⽽已��

����⽅⾯(����⾴��端���開發��)
��我去��和�索�我�年很�⼒�去學基礎�

每天督促⾃⼰讀完書���留��間給���希�

對未來的⼤學�⼯作�少�⼀點點的幫助�更期許

⾃⼰給未來⼀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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