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堂只列出有錯的題目 

 

4030C011  王嘉清 

沒第 8 課堂連結 -2 

2. 缺少 aboutme 檔案 -5 

Webmap 中 css 課堂的連結失敗 -10，缺少網站地圖、關於我連結 -4 

配色與風格請自行設計 -10 

 

4030Q037  陳彥伶 

2. 導覽列缺少網站地圖、關於我 -4 

aboutme 沒有自我介紹 -2 

 

4040L044  吳惠鈴 

2. 自學網只有 index 是能動的(諸多原因) -40 

找不到 webmap、aboutme、html、css 等 html檔案 (可能是權限問題) -30 

配色與風格請自行設計 -10 

 

4046X004  廖建明 

2. 缺少 aboutme 檔案 -5 

配色與風格請自行設計 -10 

 

4050C001  蔡競倫 

2. 缺少 aboutme 檔案 -5 

Webmap 中 css 課堂的連結失敗 -12 

配色與風格請自行設計 -10 

 

4050C003  曾玉惠 

 

4050C004  王雯莉 

沒第 8 課堂連結 –2 

1. 未做連結 -5 

2. 缺少 aboutme 檔案 -5 

 

4050C005  魏敏軒 

2. Webmap 中 css 課堂的連結失敗 -12，缺少網站地圖、關於我連結 -4 

缺少 aboutme 檔案 -4 

配色與風格請自行設計 -10 

 



4050C006  萬郁岑 

2. 配色與風格請自行設計 -10 

html.html 檔案的連結跟期中考的連結打架了~ -2 

 

4050C007  蔡絜婷 

2. 缺少 aboutme 檔案 -5 

 

4050C009  郭慈茜 

1. 沒有連結 

2. 缺少 aboutme 檔案 -5 

 

4050C010  莊秀娟 

2. 缺少 aboutme 檔案 -5 webamp -20 

 

4050C011  林淑敏 

2. 缺少 aboutme 檔案 -5 

 

4050C012  蕭暐瀚 

2. 缺少 aboutme 檔案 -5 

 

4050C014  王崇名 

2. 8.2沒做 -2 

缺少 aboutme 檔案 -5 

Webmap 主導覽列連結錯誤 -8 

Css 連結連到別人網站了 -5 

導覽列連結錯誤 -10 

大頭貼有時候會消失 -4 

 

4050C015  江紀偉 

2. Css的課堂、作業子導覽列錯誤 -20 

缺少 aboutme 檔案 -5 

配色與風格請自行設計 -10 

 

4050C016  葉主恩 

2. 缺少 aboutme 檔案 -5 

配色與風格請自行設計 -10 

Webmap 中 css 課堂的連結錯誤 -12 

 



4050C018  李彥霖 

2. 缺少 aboutme 檔案 -5 webamp -20 

配色與風格請自行設計 -10 

導覽列缺少網站地圖、關於我 -4 

 

4050C020  陳羽廷 

1. 沒有連結 

2. 缺少 aboutme 檔案 -5 

配色與風格請自行設計 -10 

 

4050C023  黃筑育 都沒做 

 

4050C024  方智弘 

2. 找不到 webmap、aboutme、css 等 html 檔案 (可能是權限問題) -28 

Webmap 中 css 課堂跟所有作業的檔案都沒做 -30 

配色與風格請自行設計 -10 

大頭貼有時候會消失 -4 

 

4050C026  朱永馨 

1. 沒有連結 

2. Aboutme 沒做 -5 

 

4050C027  邱仁杰 

2. Aboutme 沒做 -5 

Webmap 中的連結路徑錯很大 -20 

Html 跟 css 等的 iframe 應該要是空白的 -4 

 

4050C028  林承賢 

2. Webmap 中 css 課堂的連結失敗 -2 

Aboutme 沒做 -5 

配色與風格請自行設計 -10 

 

4050C029  張琨茂 

為什麼你的網頁那麼慢 R~~~ 

8.2 沒做 -2 

2. Webmap 中 css 課堂的連結失敗 -2 

Aboutme 沒做 -5 

 



4050C030  陳崇佑 

2. Webmap 中 css 課堂的連結失敗 -2 

Aboutme 沒做 -5 

配色與風格請自行設計 -10 

 

4050C032  楊涴珽 

8.2.B 清單歪掉了 -1 

2. Webmap 中 css 課堂的連結失敗 -4 

Aboutme 沒做 -5 

配色與風格請自行設計 -10 

 

4050C033  宋貞瑩 

2. Aboutme 沒做 -5 

 

4050C034  蔡雅涵 

2. Aboutme 沒做 -5 

 

4050C035  陳嘉緯 都沒做 

 

4050C037  張維仁 

2. Aboutme 沒做 -5 

子導覽清單的名字好歹改一下 -10 

 

4050C038  陳柏鈞 

2. Aboutme 跑版了 -2 

Webmap 中 css 課堂的連結失敗 -4，缺網站地圖、關於我的連結 -4 

除了首頁其他都沒有頁尾 -4 

 

4050C040  林庭均 

2. Webmap 中 css 課堂的連結失敗 -2 

 

4050C041  柯逸聖 

沒第 8 課堂連結 –2 

2. Webmap 中 css 課堂的連結失敗 -2 

Aboutme 沒做 -5 

  



 

4050C042  薛博仁 

2. Webmap 中連結失敗 -8，缺網站地圖、關於我的連結 -4 

Aboutme 沒做 -5 

導覽列缺少關於我 -2 

配色與風格請自行設計(你只有改底色) -6 

有些網頁會跑版 -4 

 

4050C044  郭育如 

2. Webmap 中的網站地圖連結失敗 –2 

 

4050C045  汪紫琳 

2. 有兩個網頁超連結錯誤 -4 

 

4050C047  郭瀚文 

2. Webmap 中的連結失敗 –20 

Aboutme 沒做 -5 

 

 

4050C049  簡名妍 

 

4050C050  李育全 

2. 網站地圖不是這樣寫 -18 

Aboutme 沒做 -5 

網頁的各連結很亂，記得用絕對路徑寫 -10 

配色與風格請自行設計(你只有改清單顏色) -6 

 

 

4050C053  李亞橙 

2. 自學網只有 index 跟 class01 是能動的(諸多原因) -30 

找不到 html、css 等 html 檔案 (可能是權限問題) -20 

Aboutme 沒做 -5 

Webmap 中的連結失敗 -18 

配色與風格請自行設計 -10 

  



 

4050C054  李郁雯 

沒第 8 課堂連結 –2 

2. Webmap 中的連結失敗 –2 

Aboutme 沒做 -5 

 

4050C055  陳鋐鈞 

2. 自學網只有 index 跟 class01 是能動的(諸多原因) -25 

Active 設定錯誤 -5 

找不到 html、css 等 html 檔案 (可能是權限問題) -20 

Aboutme 沒做 -5 

Webmap 中的連結失敗 -20 

配色與風格請自行設計 -10 

 

4050C056  梁慧玲 

3. Webmap 中的連結失敗 –4 

Aboutme 沒做 -5 

Css 作業 Iframe 的連結都錯誤 -10 

配色與風格請自行設計 -10 

 

4050T037  黃柏瑋 

2. 自學網只有 index 是能動的(諸多原因) -30 

找不到 html、css 等 html 檔案 (可能是權限問題) -25 

Aboutme 沒做 -5 

Webmap 中的連結失敗 -20 

配色與風格請自行設計 -10 

 

4050Y097  王韻晴 

沒做 8.2 –2 

2. 整體不是這樣做的 -55 

Webmap、Aboutme 沒做 -25 

http://class.vbird.tw/~4050y097/web2/ 

4061C002  林宥汝 

2. Aboutme 沒做 -5 

Webmap 中 css 課堂的連結錯誤 -10 

 

  



4061C003  吳雨和 

2. 沒有大頭貼 -4 

Aboutme 沒做 -5 

 

 

4061C004  陳育杉 

8.2 沒做 -2 

2. Webmap、Aboutme 沒做 -25 

Html、css 等檔案是空的 -20 

幾乎大部分連結都是死的 -30 

 

 

4061C006  林宏暐 

沒做 

 

4066C001  陳哲慷 

2. Aboutme 你都做了就自我介紹一下啦 -3 

Webmap 中 css 課堂的連結錯誤 -12 

主頁中的連結有些怪怪的 -5 

配色與風格請自行設計 -10 

 

4066C002  林坤煌 

2. Webmap 中的連結都是錯的 -20 

主頁中的連結有些怪怪的 -5 

沒有大頭貼 -4 

 

4066C003  許嘉文 

2. 你大頭貼太大了…我讀超久…差點以為你沒大頭貼 -1 

Aboutme 沒做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