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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卷編號：PW3-0001  

網頁資料擷取與分析 Python 3 
範例試卷 

 

壹、 操作題 100%(第一題 15 分、第二題 20 分、第三題 35 分、第四題 30

分)  

【認證說明與注意事項】 

一、本項考試為操作題，所需總時間為 90 分鐘，時間結束前需完成所有考試動作。

成績計算滿分為 100 分，合格分數為 70 分。  

二、操作題為四大題，第一大題 15 分，第二大題 20 分，第三大題 35 分，第四大題

30 分，總計 100 分。  

三、操作題所需的檔案皆於 C:\ANS.CSF\各指定資料夾內讀取。題目存檔方式，請

依題目指示儲存於 C:\ANS.CSF\各指定資料夾，測驗結束前必須自行存檔，並

關閉開發環境，檔案名稱錯誤或未自行存檔者，均不予計分。  

四、本項考試禁止使用外部套件，否則該題不予計分。  

五、輸入與輸出的格式必須完全相同，每一行字、空白都要一樣，特別注意輸出後

有無空白與換行。  

六、注意全型、半型字元、英文字母大小寫、小數點的位數是否與題目的要求相同。

七、每一題於測驗時間內可進行重複送評。請提交程式碼檔案，而非執行檔或執行

的結果。請注意提交的檔案是否適用該題目  (請檢查有無交錯題目) 。  

八、每一題至少有 1 組評分測試資料顯示題目中，且至少有 1 組隱藏的評分測試資

料。  

九、題目如有需要進行檔案讀寫，在本機撰寫程式碼自行測試時，程式開啟檔案或

寫入檔案的路徑，是依據您電腦中 Python 的啟動位置。在提交評分時，程式所

開啟或寫入的檔案，必須與程式碼檔在同一層，例：file = open("write.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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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北市公共自行車即時資訊  

1. 作答須知：  

(1) 請至 C:\ANS.CSF\PW01 資料夾開啟 PYD01.py 編寫，完成結果請儲

存於 C:\ANS.CSF\PW01 資料夾，檔案名稱請另存新檔為 PYA01.py。  

(2) 題目所需之檔案皆位於 C:\ANS.CSF\PW01 資料夾。  

(3) 程式所產出的檔案，須輸出與程式同一層資料夾。  

2. 設計說明：   

(1) 請撰寫一程式，讀取新北市公共自行車即時資訊 read.xml，請將其

中 sno（站點代號）、sna（中文場站名稱）、tot（場站總停車格）等

三個欄位轉存為 write.csv（需為 UTF-8 編碼格式），各欄位內容之

間以一個半形逗號隔開。 

＊ 提示：只需要輸出資料，不需要輸出欄位名稱。 

3. 輸入輸出：  

(1) 輸入說明  

讀取 read.xml 

(2) 輸出說明  

將三個欄位的內容：sno、sna、 tot，輸出至 write.csv 檔案，各欄位

內容之間以一個半形逗號隔開  

(3) 範例輸入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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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輸出  

 

4. 評分項目：  

項 目 配 分 得 分 

(1) 符合設計說明輸出正確格式  15  

總               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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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元收盤匯率  

1. 作答須知：  

(1) 請至 C:\ANS.CSF\PW02 資料夾開啟 PYD02.py 編寫，完成結果請儲

存於 C:\ANS.CSF\PW02 資料夾，檔案名稱請另存新檔為 PYA02.py。  

(2) 題目所需之檔案皆位於 C:\ANS.CSF\PW02 資料夾。  

(3) 程式所產出的檔案，須輸出與程式同一層資料夾。  

2. 設計說明：  

(1) 請撰寫一程式，爬取 read.html，取得「新臺幣對美元銀行間成交之收

盤匯率」資料，並將其中日期、NTD/USD 兩個欄位的名稱與資料轉

存為 write.csv（需為 UTF-8 編碼格式）。  

3. 輸入輸出：  

(1) 輸入說明  

爬取 read.html 內的資料  

(2) 輸出說明  

日期、NTD/USD 兩個欄位的名稱與資料，輸出至 write.csv 

(3) 範例輸入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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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輸出  

  

4. 評分項目：  

項 目 配 分 得 分 

(1) 符合設計說明輸出正確格式  20  

總               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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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矩陣  

1. 作答須知：  

(1) 請至 C:\ANS.CSF\PW03 資料夾開啟 PYD03.py 編寫，完成結果請儲存

於 C:\ANS.CSF\PW03 資料夾，檔案名稱請另存新檔為 PYA03.py。  

2. 設計說明：  

(1) 請用 numpy 隨機產生 5~15 之間，15 個正整數並輸出。  

(2) 請將(1)轉成 3×5 的 X 矩陣並輸出。  

(3) 請輸出 X 矩陣的最大值。  

(4) 請輸出 X 矩陣的最小值。  

(5) 請輸出 X 矩陣的總和。  

(6) 請輸出 X 矩陣四個角落的元素內容。  

3. 輸入輸出：  

(1) 輸入說明  

無  

(2) 輸出說明  

a. 請用 numpy 隨機產生 5~15 之間，15 個正整數並輸出  

b. 請將 a.轉成 3×5 的 X 矩陣並輸出  

c. 請輸出 X 矩陣的最大值  

d. 請輸出 X 矩陣的最小值  

e. 請輸出 X 矩陣的總和  

f. 請輸出 X 矩陣四個角落的元素內容  

(3) 範例輸入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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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輸出  

  

4. 評分項目：  

項 目 配 分 得 分 

(1) 符合設計說明輸出正確格式  35  

總               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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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場成交行情：折線圖  

1. 作答須知：  

(1) 請至 C:\ANS.CSF\PW04 資料夾開啟 PYD04.py 編寫，完成結果請儲存

於 C:\ANS.CSF\PW04 資料夾，檔案名稱請另存新檔為 PYA04.py。  

(2) 題目所需之檔案皆位於 C:\ANS.CSF\PW04 資料夾。  

(3) 程式所產出的檔案，須輸出與程式同一層資料夾。  

2. 設計說明：  

(1) 請讀取果菜市場香蕉成交行情 read.csv 資料，主要有兩個欄位：成交日

期、成交平均價。再以 matplotlib 輸出折線圖 chart.png，輸出圖表的參

數如下：  

 顯示圖例（ legend）：banana。  

 圖表標題：Market Average Price。  

 以成交日期為 X 軸，X 軸名稱：date。  

 以成交平均價為 Y 軸，Y 軸名稱：NT$。  

 Y 軸下限 15、上限 25。  

3. 輸入輸出：  

(1) 輸入說明  

讀取 read.csv 的內容  

(2) 輸出說明  

輸出折線圖 chart.png 

(3) 範例輸入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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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輸出  

  
＊  注意：matplotlib 套件的版本，會造成輸出的圖檔有差異，但不影響評

分的準確性。評分系統會將您的程式，於伺服器中運行輸出圖檔

進行評分。  

4. 評分項目：  

項 目  配 分 得 分 

(1) 符合設計說明輸出正確格式  30  

總              分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