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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8使用指引

首頁

輸入登入資料，可登入網站。

(同學戶口分為免費和交費，同樣

可星期一至日登入，但使用權限

不同。)

網站基本資料。

網站最

新消息。

學校總

成績排

行榜。 網站特別活動或資訊，不定期

更改和顯示。

可按左右箭嘴顯示更多按鈕。

忘記密碼的同學，可填

寫表格並按「提交」，

或直接把個人資料電

郵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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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頁

每天、每周主要活動(練習部分)，完成該項目的全部練習後(包括補

做練習)，會有剔號顯示。

每月於「每日挑戰」及「鞏固練習」的得分達該

月總分的 90%，可獲於下月 5日至 15日開放「數

學小精英」特別練習。

(例︰下月進入「數學小精英」的最低分數為 8370
分，即同學於今個月的「每日挑戰」及「鞏固練

習」合共要取得最少 8370分，下月才獲開放「數

學小精英」。)
獲開放的同學，「數學小精英」按鈕會轉為鮮明

的紫色，按後可以進入練習版面。

(頁面、流程和詳情請參閱後頁。)

非練習部分，同學

可瀏覽和參考。

網站特別活動或資訊(與首頁的一樣)，不定期更

改和顯示。可按左右箭嘴顯示更多按鈕。

網站基本資料。

最新消息，按「更多」

可顯示之前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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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部份—每日挑戰—注意事項頁

「每日挑戰」注意事項︰

1. 每天可做一個練習，每個練習有 10題題目。

2. 答對一題得 10分和 100粒寶石，每天最高可獲 100分和 1000粒
寶石。

3. 設有補做，可於同一星期內完成(星期一至日)，但所得的分數和寶

石是原有的一半。

(星期日的練習不設補做。)
4. 公眾假期(星期日除外)不能進入練習。(詳情可參閱首頁的「練習

時間表」。

「明白了」︰進入課題

選取頁；

「返回」︰回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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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部份—每日挑戰—課題選取頁

同學可自選課題，每次點按為一個練習，共 10題題目。

課題可重複點按，直至顯示「你已完成了此課題的練習。」，那同學

須另選其他課題。

完成練習後，分數會即時在右方更新(累積分數)。

顯示同學已獲的「寶石數量」。

(寶石暫沒有特別用途。)

「注意事項」︰回注

意事項頁；

「離開」︰回主頁。

顯示該星期(星期一至日)尚餘的補做次數。

設今天是星期三，同學於星期一和二都沒有做練習，那「補做次數」

應為 2。
同學點按課題後所做的第一個練習為即日練習，即星期三的練習。如

若同學今天只做一個練習，「補做次數」仍為 2；但若同學今天做兩

個練習(可重複點按課題)，完成後「補做次數」為 1。(做補做練習時，

頁面會有訊息提示。)

同學可自選「課程(上)」或「課程(下)」
課題。

一般而言，「課程(上)」為上學期課題，

「課程(下)」為下學期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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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部份—每日挑戰—練習說明頁

「開始」︰開始作答題目。

「每日挑戰」練習說明頁。

設選擇題和填充題，系統已設定題目類型。

若有作答錯誤，可獲一次重做機會。

(若全對，則不會有重做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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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部份—每日挑戰—答題頁

顯示題目(選擇題或填充題)及題目圖片，每次共 10題。

左下角的為題目編號；右上角可以調控字體大小。

點按圖片，可「放大」圖片於中央位置顯示。

「提交」︰提交答案；

「離開」︰離開練習，

答案不當作已提交。

已作答題目為深紅色，

未作答為淺紅色。

小時鐘，只作

顯示時間，作

答不設限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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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部份—每日挑戰—確定提交頁

練習部份—每日挑戰—寶石獎勵頁

按上頁的「提交」後顯示這頁，顯示同學的作答情況。

「確定」︰確實提交答案；

「取消」︰回到答題頁，可再作答或修改答案。

按上頁的「確定」後，會顯示「原有」、「新獲」和「累積」的寶

石。

「新獲」寶石按分數顯示，共有 10款不同的寶石。每答對一題可獲

100粒寶石(最多 1000粒)。(寶石暫沒有特別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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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部份—每日挑戰—成績結算頁

按上頁的「確定」後，會顯示於該練習獲得的分數及其他資料。

每答對一題可獲 10分，最高可獲 100分。

「確定」︰返回「每日挑戰」課題選取頁；

「作答紀錄」︰往下頁詳見該練習的題目、同學答案和正確答案。

同學必須按此頁的「確定」或答案紀錄頁的「確定」才獲計算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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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部份—每日挑戰—作答紀錄頁

「作答紀錄」頁，顯示該練習的題目、圖片(點按可「放大」)、同學答

案、對錯小圖及正確答案(第一次作答時，若有錯題，不會顯示紅字「正

確答案」--見下圖 a，好讓同學可以重做)。
(若第一次作答時全對，會即時顯示紅字「正確答案」。)
部分題目設有解題，如有，「解題」按鈕會顯示在題目編號右方，按

後可在中央位置顯示解題圖片。--見下圖 b

Case1︰第一次作答後有錯題。

「重做」︰每次練習可有一次重做機會。按後會重新顯示整個練習，同學

可重新作答一次。

「正確答案」︰若同學有錯題，但又不想重做，可按此按鈕直接參閱答案。

「返回」︰返回成績結算頁。

Case2︰第一次作答時全對或第二次作答後。

會直接顯示紅字正確答案。

下方只會題示「確定」按鈕。按後返回課題選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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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部份—每日挑戰—課題選取頁

完成練習後回到此課題選取頁。

列表上會即時顯示該練習的「分數」。

完成練習後回到此

練習選取頁。

若所有即日和補做

練習已完成，再按課

題時會顯示提示。

「離開」︰返回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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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部份—鞏固練習—注意事項頁

「開始」︰進入練習

選取頁。

「鞏固練習」注意事項(只限交費用戶進入)︰
1.每天可做兩個練習，每個練習有 10題題目。

2.答對一題得 10分和 100粒寶石，每個練習最高可獲 100分和 1000
粒寶石。

3.設有補做，可於同一星期內完成(星期一至日)，但所得的分數和寶

石是原有的一半。

(星期日的題目不設補做。)
4.公眾假期(星期日除外)不能進入練習。(詳情可參閱首頁的「練習時

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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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部份—鞏固練習—練習選取頁

同學可選擇先完成「練習一」或「練習二」。(除題目外，兩者沒有分別。)

「鞏固練習」的題目為於「每日挑戰」已作答的題目。若同學未有於「每

日挑戰」作答題目，則會預設顯示另一批題目。

若同學於「每日挑戰」有答錯的題目，則必會於「鞏固練習」顯示，讓其

重新作答，以作鞏固。

部分學校可獲開放「英文版」題目。與每日挑戰一樣，如有需要可與編輯

聯絡。

顯示同學已獲的「寶石數量」。

(寶石暫沒有特別用途。)

「注意事項」︰回注

意事項頁；

「離開」︰回主頁。

(補做機制與「每日挑戰」一樣。)
顯示該星期(星期一至日)每個練習尚餘的補做次數。

設今天是星期三，同學於星期一和二都沒有做練習，那「補做次數」應為 2。
同學點按按鈕後所做的第一個練習為即日練習，即星期三的練習。如若同學

今天只做一個練習，「補做次數」仍為 2；但若同學今天做兩個練習(可重複

點按按鈕)，完成後「補做次數」為 1。(做補做練習時，頁面會有訊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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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部份—鞏固練習—練習說明頁

練習部份—鞏固練習—答題頁

作答方式、頁面顯示和功能與「每日挑戰」一樣。

「開始」︰開始作答題目。

「鞏固練習」練習說明頁。

作答方式與「每日挑戰」一樣，但「鞏固練習」不設「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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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部份—鞏固練習—確定提交頁

練習部份—鞏固練習—寶石獎勵頁

與「每日挑戰」一樣。

與「每日挑戰」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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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部份—鞏固練習—成績結算頁

練習部份—鞏固練習—作答紀錄頁

與「每日挑戰」一樣，但不設「重做」和「正確答案」按鈕。

答案及解題(如有)會即時顯示。

「確定」︰返回練習選取頁。

與「每日挑戰」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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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部份—鞏固練習—成績結算頁

按「確定」後回到

此練習選取頁。

若所有即日和補

做練習已完成，按

鈕會轉為灰色，按

後會顯示提示。

「離開」︰回主頁。

返回「成績結算頁」後，必須按「確定」才獲計算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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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部份—趣味 IQ—注意事項頁

每天有一題 IQ題(假期除外，請參閱「練習時間表」)。
題目分兩組，一至三年級為初級組，四至六年級為高級組。

答對每題得 100分，答錯不扣分。

答案會於翌日才顯示。(如答對，分數會即時增加)
題目不設補做和重做。

排行榜以「全校」成績作排名，即時更新，每月轉換。

「明白了」︰進入答題頁。

「返回」︰回到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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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部份—趣味 IQ—今日戰題頁

練習部份—趣味 IQ—昨日戰題頁

顯示「今日戰題」

的題目圖片。

題目有選擇題和填

充題兩種。

(只設中文版)

「提交」︰提交當天答案。

(只可作答一次)
「離開」︰回主頁。

顯示該月 IQ
指數，即該

月的 IQ題總

分。

顯示「昨日戰題」

的題目圖片。

「離開」︰回主頁。

顯示「昨日戰題」的

答案和解題。可於右

上方調控字體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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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部份—每周測驗—注意事項頁

「每周測驗」注意事項︰

1. 每星期(星期一至日)可做一份測驗卷，共 10題題目。

2. 答對一題得 10分，每星期最高可獲 100分。(不設寶石獎勵)
3. 設有補做，每星期最多 3次。不限期補做，但所得的分數是原有的一半。

(設同學總共有 8個測驗未做--不計今個星期的測驗。

那麼，同學今個星期進入「每周測驗」時，補做次數會顯示為「3」。

若同學今個星期完成了今個星期的測驗及那三個補做測驗，下星期一的

補做次數會再顯示為「3」。

讓同學繼續補做了該星期的測驗及那三個補做測驗，下下星期一的補做

次數就會顯示為「2」。)

「明白了」︰進入測驗選取頁；

「返回」︰回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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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部份—每周測驗—測驗選取頁

開放全年共 52份測驗卷，同學可自由選取。(每份測驗卷只可作

答一次。)
每份測驗卷設 10題題目，答對一題可得 10分，每份測驗卷最多

可獲 100分。

完成後會在列表上顯示該測驗卷的「分數」及「完成日期」。

部分學校可獲開放「英文版」題目。與每日挑戰一樣，如有需要

可與編輯聯絡。

顯示該星期(星期一至日)尚餘的補做次數。

(每星期最多可補做 3次；故這數字不代表總補做次數)
機制參閱上頁。

「注意事項」︰回注意事項頁；

「離開」︰回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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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部份—每周測驗—測驗說明頁

「開始」︰開始作答題目。

「每周測驗」測驗說明頁。

作答方式與「鞏固練習」一樣(但會一次過顯示 10題題目)，
且同樣不設「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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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部份—每周測驗—答題頁

一頁全顯示 10題題目(包括選擇題或填充題)及題目圖片。

右上角可以調控字體大小。

作答方法與「每日挑戰」和「鞏固練習」一樣。

「提交」︰提交答案；

「離開」︰離開該測驗，答案不當作已提交。

小時鐘，只作顯示時間，

作答不設限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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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部份—每周測驗—確定提交頁

練習部份—每周測驗—成績結算頁

按上頁的「提交」後顯示這頁，顯示同學的作答情況︰

「確定」︰確實提交答案；

「取消」︰回到答題頁，可再作答或修改答案。

按上頁「確定」後顯示這頁，顯示同學該測驗的分數和其他資料。

「確定」︰返回「每周測驗」測驗選取頁；

「作答紀錄」︰往下頁詳見該測驗的題目、同學答案和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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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部份—每周測驗—作答紀錄頁

「作答紀錄」頁︰

顯示該測驗的題目、圖片、同學答案、正確答案和對錯圖片。

(不論有沒有答錯，都不設「重做」。)

「返回」︰返回成績

結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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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部份—每周測驗—成績結算頁

完成測驗後回到此測驗選取頁。

列表上會即時顯示該測驗的「分數」

及「完成日期」。

返回成績結算頁後，必須按「確定」才獲計算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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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部分—數學小精英—進入練習頁

「數學小精英」只於以下月份的 5號至 15號開放︰12月至翌年 6月。

凡於開放月份上一個月達標的同學，會獲額外開放「數學小精英」練

習。

達標︰於上一個月的「每日挑戰」及「鞏固練習」共取得滿分的 90%
成績。如 11月的滿分是 9000分(30日，每日 300分)，那若學生於 11
月份的「每日挑戰」及「鞏固練習」中共取得 8100分(9000*0.9=8100)
或以上，12月便獲准進入「數學小精英」。

達標的同學進入網站主頁後，會見「數學小精英」按鈕如亮了燈般，

按下可以進入「數學小精英」部分。

(如同學不達標，按鈕為灰色--見下圖，按下會有提示字句︰很抱歉，

你上月「每日挑戰」及「鞏固練習」的成績未達滿分的 90%，未獲准

進入「數學小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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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部分—數學小精英—注意事項頁

練習部分—數學小精英—作答說明頁

「數學小精英」注意事項︰

1. 只於開放月份的 5號至 15號開放(公眾假期如常開放)，逾期將不獲重開。

2. 每次為一個練習，一次過顯示共 10題題目，不設補做或重做。

3. 答對一題得 10分，每次最高可獲 100分，不設寶石。

4. 每次限時 15分鐘，必須於限時內提交，才獲計算整份練習的分數。(在
最後 30秒時有提示)

5. 分數會即時公佈，但答案於該月 16號才在「旅程紀錄」中公佈。

「明白了」︰進入作答說明頁；

「返回」︰回主頁。

「數學小精英」作答說明頁。

設選擇題和填充題，系統已

設定題目類型。

部分學校可獲開放「英文版」

題目。與每日挑戰一樣，如

有需要可與編輯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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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部分—數學小精英—答題頁

一頁全顯示 10題題目(包括選擇題或填充題)及題目圖片。

右上角可以調控字體大小。

作答方法與「每周測驗」一樣。

「提交」︰提交答案；

「離開」︰離開練習，答案不當作已提交；

離開後將不能再進入。

小時鐘，顯示時間，必須

於 15分鐘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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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部分—數學小精英—確定提交頁

練習部分—數學小精英—成績結算頁

按上頁的「提交」後顯示這頁，顯示同學的作答情況。

「確定」︰確實提交答案；

「取消」︰回到答題頁，可再作答或修改答案。

按上頁「確定」後顯示這頁，顯示同學獲得的分數。

分數會於該月 16號才加至排行榜，並於當天才在「旅程紀錄」

顯示作答紀錄(包括同學的答案及正確答案)。
「確定」︰回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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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部分—數學小精英—作答紀錄頁

完成「數學小精英」後，於該月 16號，同學可在「旅程

紀錄-->練習紀錄-->數學小精英」的「成績」欄中查看自

己的作答紀錄及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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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練習部分

非練習部分—尋幽探秘

共有三個範疇︰數學博物館、數學符號和數學家。

每個範疇各有若干文章或資料供同學閱讀。

(文章和資料會不定期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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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練習部分—排行榜

共設五個排行榜，按月和「累積」顯示。

其中「英雄榜」為「每日挑戰」、「鞏固練習」和「數學小精

英」的總排名，亦會作為學期結束時獎狀頒發的依據。

除「英雄榜」外，其餘排行榜各設全港學校(「每周測驗」

和「數學小精英」不設「全港學校」)、個人全港、個人

全校、個人全級和個人全班排名。

「返回」︰回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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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練習部分—旅程紀錄—練習紀錄

非練習部分—旅程紀錄—能力分析

顯示同學的「每日挑戰」、「鞏固練習」、「每周測驗」和「數

學小精英」的作答資料，包括課題、完成日期、分數等。

顯示同學於「每日挑戰」、「鞏固練習」、「每

周測驗」和「數學小精英」各範疇和課題的作

答次數、成績、表現，以及全港最高成績及平

均成績。

可以「整體」或個

別範疇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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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練習部分—練習時間表

顯示「每日挑戰」和「鞏固練習」於整個學年中的練習日期。

(一般而言，「每日挑戰」和「鞏固練習」逢公眾假期均不會開放。)

按左右箭嘴可以選不同月份。(已自動預設顯示當天的月份)
按右上角「x」，關閉時間表，回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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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底項目

頁底項目—個人資料

頁底項目—計劃簡介、私隱政策、版權聲明、常見問題等

頁底項目為一般不常用資訊，同學可於此位置瀏覽或修改個人資料。

除了基本資料外，同學可

於此修改其餘個人資料。

若同學同時參加數學網

及常識網，所修改的項目

將於兩個網站同時更新。

「確定」︰確定提交已修

改資料；

「離開」︰回主頁。

同學可按需要瀏覽

相關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