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試卷編號：INT-7017  

2019 App Inventor 程式設計競賽試卷 

 

壹、 操作題(第一題至第二題每題 30分、第三題 40分、第四題 30分、第五題 40分) 

  

【競賽說明與注意事項】 

一、本項競賽為操作題，所需總時間為 100 分鐘，時間結束前需完成所有考試動作。

成績計算滿分為 170 分。 

二、操作題為五大題，第一題至第二題每題 30 分、第三題 40 分、第四題 30 分、第

五題 40 分，小計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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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 Inventor 開發環境，檔案名稱錯誤或未自行存檔者，均不予計分。 

四、操作題每大題之各評分點彼此均有相互關聯，作答不完整，將影響各評分點之

得分，請特別注意。題意內未要求修改之設定值，以原始設定為準，不需另設。 

五、試卷內 0 為阿拉伯數字，O 為英文字母，作答時請先確認。所有滑鼠左右鍵位

之訂定，以右手操作方式為準，操作者請自行對應鍵位。 

六、有問題請舉手發問，切勿私下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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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餐系統 

1. 題目說明： 

請開啟 IND01.aia 專案，設計「點餐系統」程式，會跳出清單讓使用者選擇主

餐或是飲料，可再進入所選的項目中進行餐點選擇，餐點選擇完畢，會將所

選的主餐與飲料名稱顯示於畫面，並可計算總金額。請依下列題意完成作答，

作答完成，請下載專案檔另存新檔為 INA01.aia，並儲存於 C:\ANS.CSF\IN01

資料夾內。 

 

<參考圖> 

2. 設計說明： 

(1) 如參考圖所示，請水平配置「進入點餐」元件（ListPicker_type）於「計

算總金額」按鈕左側，字體大小為 16。 

(2) 按下「進入點餐」顯示如執行結果參考畫面 3.(2)，清單中需包含兩個項

目，分別為：飲料、主餐。選擇好第一層清單（飲料或主餐），再依所選

擇的項目，開啟 ListPicker_item 元件，顯示分類的清單細項，已於專案中

提供下列兩個清單項目。 

⚫ 飲料清單項目：紅茶 10 元、綠茶 20 元、可樂 30 元、雪碧 40 元。 

⚫ 主餐清單項目：美味蟹堡 110 元、義式香腸堡 120 元、蔬菜水果堡 130

元、香蕉潛艇堡 140 元、香烤雞肉堡 150 元。 

(3) 餐點選擇完畢，請跳回主畫面，並更新所點的項目於主畫面的 Label_result

元件，可一直累加並新增餐點。 

(4) 點選「計算總金額」按鈕，計算目前所有的點餐資料，顯示【總金額：

xx 元】於 Label_count 元件，xx 代入計算的總金額。 

(4) 點選「清除」按鈕，清除目前所有的點餐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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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執行結果參考畫面： 

(1) 程式初始畫面。 

 

(2) 點選「進入點餐系統」，可選擇飲料或主餐。 

 

(3) 進入「飲料」選項，列出目前所有飲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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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進入「主餐」選項，列出目前所有主餐項目。 

 

(5) 餐點選擇完畢，請跳回主畫面，並更新所點的項目於主畫面，可一直累

加並新增餐點。 

   

(6) 點選「計算總金額」按鈕，計算目前所有的點餐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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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行測試程式是否達成下列結果： 

(1) 水平配置「進入點餐」元件（ListPicker_type）。 

(2) 按下「進入點餐」按鈕跳出清單，選擇飲料或主餐後，跳出對應的清單。 

(3) 選擇飲料，ListPicker 清單正確顯示飲料項目。 

(4) 選擇主餐，ListPicker 清單正確顯示主餐項目。 

(5) 餐點選擇完畢，跳回主畫面，並更新所點的項目於主畫面，可一直累加

並新增餐點。 

(6) 點選「計算總金額」按鈕，計算目前所有的點餐資料，顯示【總金額：

xx 元】。 

(7) 點選「清除」按鈕，清除目前所有的點餐資料。 

5. 評分項目： 

項 目 配分 得分 

(1) 水平配置「進入點餐」元件（ListPicker_type） 3  

(2) 按下「進入點餐」按鈕跳出清單，選擇飲料或主

餐後，跳出對應的清單 
4  

(3) 選擇飲料，ListPicker 清單正確顯示飲料項目 4  

(4) 選擇主餐，ListPicker 清單正確顯示主餐項目 6  

(5) 餐點選擇完畢，跳回主畫面，並更新所點的項目

於主畫面，可一直累加並新增餐點 
6  

(6) 點選「計算總金額」按鈕，計算目前所有的點餐

資料，顯示【總金額：xx 元】  
6  

(7) 點選「清除」按鈕，清除目前所有的點餐資料 1  

總              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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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針式時鐘 

1. 題目說明： 

請開啟 IND02.aia 專案，設計「指針式時鐘」程式。Canvas 元件會自動根據

系統時間資訊，繪製類比式時鐘，需有秒針、分針與時針，並將時間顯示於

Screen 的 Title 狀態列。同時 Canvas 元件的背景顏色會每分鐘隨機更換。請依

下列題意完成作答，作答完成，請下載專案檔另存新檔為 INA02.aia，並儲存

於 C:\ANS.CSF\IN02 資料夾內。 

 

<參考圖> 

2. 設計說明： 

(1) Screen1 頁面中，有一個 Canvas 元件，Canvas 畫布元件的背景顏色會每

分鐘隨機更換，顏色可自訂。並會將系統時間以（HH : MM : SS）的格

式顯示於 Screen 的 Title 狀態列。 

(2) Canvas 元件需要根據 Clock 元件取得的時間資訊來繪製類比式時鐘，意

即有時針、分針與秒針。針對分針與秒針，每次轉動均以 6 度為單位（360

度 / 60分或秒），針對時針每次轉動則以 30度為單位（360度 / 12小時），

並以錶盤中心為轉動圓心。 

(3) 計算指針端點（x,y）的公式如下： 

a. x = 圓心 x 坐標 + sin(指針方向角) ×  指針長度 

b. y = 圓心 y 坐標 + cos(指針方向角) ×  指針長度 

(4) 計算秒針、分針與時針的公式如下： 

a. 秒針公式： 

x = 160 + sin(秒數 ×  6) ×  160 

y = 160 – cos(秒數 ×  6) ×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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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針公式： 

x = 160 + sin(分數 ×  6) ×  140 

y = 160 – cos(分數 ×  6) ×  140 

c. 時針公式： 

x = 160 + sin((小時/12 的餘數) ×  30 + (分數/2 的商)) ×  120 

y = 160 – cos((小時/12 的餘數) ×  30 + (分數/2 的商)) ×  120 

3. 執行結果參考畫面： 

(1) 程式初始畫面，秒針、分針與時針會正確根據時間轉動。 

 

(2) Canvas 背景顏色會每分鐘隨機更換。 

 

4. 自行測試程式是否達成下列結果： 

(1) Canvas 可根據系統時間繪製秒針、分針與時針。 

(2) 系統時間會顯示於 Screen 的 Title 狀態列。 

(3) Canvas 背景顏色會每分鐘隨機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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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評分項目： 

項 目 配分 得分 

(1) Canvas 可根據系統時間繪製秒針、分針與時針 10  

(2) 系統時間會顯示於 Screen 的 Title 狀態列 10  

(3) Canvas 背景顏色會每分鐘隨機更換 10  

總              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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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記帳本 

1. 題目說明： 

請開啟 IND03.aia 專案，設計「記帳本」程式。填寫明細、金額後，可將資料

儲存到資料庫內（TinyDB），將所記錄的明細一一列出，完成記帳。請依下列

題意完成作答，作答完成，請下載專案檔另存新檔為 INA03.aia，並儲存於

C:\ANS.CSF\IN03 資料夾內。 

 

<參考圖> 

2. 設計說明： 

(1) 記帳本類別為一個 Spinner 元件，類別項目為：請選擇、其他、早餐、午

餐、晚餐，預設值為【請選擇】，只可單選不可複選。 

(2) 頁面中兩個 TextBox 元件，分別為輸入明細與金額，金額欄位需設定僅

能輸入數字。 

(3) 最下方為一個 Label 元件，讀取資料庫的記錄，立即將記錄顯示出來，並

可依資料的數量來捲動。 

(4) 按下「儲存」按鈕，以 Notifier 的 ShowAlert 方式彈出視窗，顯示【儲存

成功】訊息，將資料儲存到資料庫內（TinyDB），下方 Label 元件同步更

新目前的所有記錄；若尚未選擇類別按下按鈕，則彈出視窗顯示【請選

擇類別】。 

(5) 按下「清空」按鈕，清空 TinyDB 元件內的資料及所有顯示在畫面上的資

料。 

(6) 重新開啟專案，同樣顯示之前儲存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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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執行結果參考畫面： 

(1) 程式初始畫面。 

 

(2) 尚未選擇類別，即按下「儲存」按鈕。 

 

(3) 按下「儲存」按鈕後的執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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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行測試程式是否達成下列結果： 

(1) 金額欄位需設定僅能輸入數字。 

(2) 下拉式選單預設值正確，點選下拉式選單後可正確顯示項目內容。 

(3) 若尚未選擇類別，即按下「儲存」按鈕，顯示如執行結果參考畫面 3.(2)。 

(4) 按下「儲存」按鈕，將資料儲存於 TinyDB 資料庫中，Label 元件一併同

步顯示，顯示如執行結果參考畫面 3.(3)。 

(5) 按下「清空」按鈕，清除資料庫內的所有資料，Label 元件一併更新。 

(6) 重新開啟專案，同樣顯示之前儲存的資料。 

(7) 視窗可依資料的數量來捲動。 

5. 評分項目： 

項 目 配分 得分 

(1) 金額欄位需設定僅能輸入數字 3  

(2) 下拉式選單預設值正確，點選下拉式選單後可正

確顯示項目內容 
5  

(3) 若尚未選擇類別，即按下「儲存」按鈕，顯示如

執行結果參考畫面 3.(2) 
5  

(4) 按下「儲存」按鈕，將資料儲存於 TinyDB 資料

庫中，Label 元件一併同步顯示，顯示如執行結果

參考畫面 3.(3) 

7  

(5) 按下「清空」按鈕，清除資料庫內的所有資料，

Label 元件一併更新 
8  

(6) 重新開啟專案，同樣顯示之前儲存的資料 6  

(7) 視窗可依資料的數量來捲動 6  

總              分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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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數位相簿 

1. 題目說明： 

請開啟 IND04.aia 專案，設計「數位相簿」程式，可進行相簿瀏覽，並展示相

片。請依下列題意完成作答，作答完成，請下載專案檔另存新檔為 INA04.aia，

並儲存於 C:\ANS.CSF\IN04 資料夾內。 

 

<參考圖> 

2. 設計說明： 

(1) 請在畫面佈置上方顯示展示的相片以及照片說明文字標籤。下方是所有

照片的導覽區域。 

(2) 專案中已上傳十張照片，檔名分別為：01.jpg、02.jpg、03.jpg、…、10.jpg，

所對應的說明文字，依序分別設定為：圖片 1、圖片 2、圖片 3、…、圖

片 10。 

(3) 程式起始時，預設展示圖片 1 的圖片，說明文字顯示【圖片說明】。 

(4) 下方導覽區域中要放置十張照片縮圖（長寬 100× 75），因為會超過畫面

的寬度，需使用適當的版面元件，讓使用者能左右滑動。 

(5) 在導覽區域中選擇某一照片縮圖後，需在上方展示所選擇之完整相片以

及對應的說明文字（圖片 x）。 

3. 執行結果參考畫面： 

(1) 程式起始時，預設展示圖片 1 的圖片，說明文字顯示【圖片說明】，下方

導覽區域呈現十張照片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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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導覽區域可左右滑動瀏覽，選擇某一照片縮圖後，需在上方展示所選擇

之完整相片以及對應的說明文字（圖片 x）。 

   

4. 自行測試程式是否達成下列結果： 

(1) 程式起始時，預設展示圖片 1 的圖片，說明文字顯示【圖片說明】，下方

導覽區域呈現十張照片縮圖。 

(2) 下方導覽區域中顯示十張照片縮圖（長寬 100x75），可左右滑動。 

(3) 在導覽區域中選擇某一照片縮圖後，需在上方展示所選擇之完整相片以

及對應的說明文字（圖片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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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評分項目： 

項 目 配分 得分 

(1) 程式起始時，預設展示圖片 1 的圖片，說明文字顯

示【圖片說明】，下方導覽區域呈現十張照片縮圖 
10  

(2) 下方導覽區域中顯示十張照片縮圖（長寬

100x75），可左右滑動 
10  

(3) 在導覽區域中選擇某一照片縮圖後，需在上方展示

所選擇之完整相片以及對應的說明文字（圖片 x） 
10  

總              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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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航班資訊 

1. 題目說明： 

請開啟 IND05.aia 專案，設計「航班資訊」程式，可讀取航班資料，進行解析，

再依選擇的航班編號進行詳細資料顯示。請依下列題意完成作答，作答完成，

請下載專案檔另存新檔為 INA05.aia，並儲存於 C:\ANS.CSF\IN05 資料夾內。 

＊註：本題需具備連網功能。 

 

<參考圖> 

2. 設計說明： 

(1) 請由上而下進行介面設計及編排： 

a. 第一列包含文字標籤、下拉式選單。 

b. 顯示表格：表格內所有字體大小皆設為 18，第一欄是標題欄，分別是：

表定時間、實際時間、航空公司、航班編號、目的地、機型、登機門

及狀態。第二欄是載入資料後要顯示的文字標籤，預設都沒有內容。

其中航空公司欄中除了顯示航空公司代號，代號左側需再加上該航空

公司的圖示，顯示如 。 

(2) 程式起始時，由「http://csfexam.csf.org.tw:3000/IN2/AirFlyCompany.json」

讀取航班資料，解析後要收集目前所有航班編號，成為下拉式選單的選

項，完成後要馬上開啟選項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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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網址載入的資料是 json 格式，其中每個航班資料中會使用的欄位代號及

說明如下，請解析後並依據參考圖放置正確資料。 

欄位代號 說明 

expectTime 表定時間 

realTime 實際時間 

airLineCode 代號 

airLineLogo 航空公司圖片網址 

airLineNum 航班號碼 

goalAirportCode 目的地機場代號 

airPlaneType 飛機機型 

airBoardingGate 登機門 

airFlyStatus 狀態 

(4) 在選擇航班後關閉下拉式選單，於畫面表格中顯示該航班的詳細資料。

如果要查詢其他的航班，再次點選下拉式選單，即可打開選項方塊供使

用者再次選取。 

3. 執行結果參考畫面： 

(1) 程式起始時，即讀取 json 資料，並自動展開下拉式選單，顯示所有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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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航班後關閉下拉式選單，於畫面表格中顯示該航班的詳細資料。 

   

4. 自行測試程式是否達成下列結果： 

(1) 程式起始時，即讀取 json 資料，並自動展開下拉式選單，顯示所有航班。 

(2) 選擇航班後關閉下拉式選單，於畫面表格中顯示該航班的詳細資料。 

(3) 航班資料及航空公司圖示皆正確顯示。 

(4) 再次點選下拉式選單，可重新選擇航班並更新資料顯示。 

5. 評分項目： 

項 目 配分 得分 

(1) 程式起始時，即讀取 json 資料，並自動展開下拉

式選單，顯示所有航班 
10  

(2) 選擇航班後關閉下拉式選單，於畫面表格中顯示

該航班的詳細資料 
10  

(3) 航班資料及航空公司圖示皆正確顯示 10  

(4) 再次點選下拉式選單，可重新選擇航班並更新資

料顯示 
10  

總              分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