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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一夏因材網  數學探究我最行～  

110 年數學互動試題挑戰賽實施計畫  

一、  目的  

教育部為提升學生將數位工具融入學習之能力並鼓勵學生自主學習，配

合暑假的來臨，特舉辦「挑戰一夏因材網  數學探究我最行」數學互

動試題挑戰賽（以下簡稱本活動），讓學生透過人機互動探索數學概念，

除強化學生數學素養，亦可精進資訊科技運用於學習，提升學生核心素

養。 

二、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承辦單位：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三、  參加對象  

國民中學在學學生。   

四、  活動期間  

       1 1 0 年 5 月 1 7 日至 7 月 1 8 日。

 

 

五、  活動網址  

因材網：h t t p s : / / a d l . e d u . t w。  

六、  活動方式  

參與本活動學生，須登入因材網參與活動，並填寫個人資料作

為獲獎時聯絡使用，請老師及學生轉知或告知家長參予本活

動。活動分二階段進行，說明如下：  

（一）第一階段：暖身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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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為個人組與團隊組（如下），學生只能擇一組報名。 

(1) 個人組：學生以個人為單位參加暖身賽，可自行選擇適合的題

組作答。 

(2) 團隊組：學生 5 人以上組隊參加，可跨班級組隊但無法跨校組

隊，以團隊參加者，需由老師協助於因材網線上建置團隊並由

老師指派題組。且團體組成績以該組平均成績計算，參與本階

段學生可由系統介面得知目前平均完成小題數和答對率。 

2.暖身賽所用試題為因材網已上線數學素養導向互動試題，互動試

題以題組呈現，每一題組包含 1 至 10 小題題目，學生平日可上線

練習，請先完成報名且在暖身賽期間作答紀錄才能參與抽獎。  

（二）第二階段:挑戰賽 

1.參加資格：學生以個人或團隊為單位參與暖身賽且完成 50 小題以

上者，其中選擇題型或封閉式填充題型答對率達 60%以上者，即

可參加挑戰賽，小題題數認定以因材網系統設定為主。另以團隊

參加者，須以原組別為單位，若無法組隊，可更改參與個人組。 

2.由系統在特定時間統一分派數學素養導向互動試題包給予參加

者，每題組限制作答時間且只能作答一次，答案送出後即無法更

改。 

七、  活動獎勵 

(一) 抽獎資格 

1.暖身賽完成 50 小題且其中選擇題型或封閉式填充題型答對率達

60%以上者之個人組或團體組（以平均成績計）學生，每人可以獲

得 1次「試試如意獎」抽獎資格。 

2.暖身賽完成 100 題且其中選擇題型或封閉式填充題型答對率達

60%以上者之個人組或團體組（以平均成績計）學生，每人可以獲

得 1次「孜孜不倦獎」抽獎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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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挑戰賽期限內完成系統所分派數學素養導向互動試題包且個人組

選擇題型或封閉式填充題型答對率達 70%以上、團體組選擇題型

或封閉式填充題型平均答對率達 70%以上，學生每個人可以獲得

「登峰造極獎」及「孜孜不倦獎」抽獎資格各 1次。 

4.抽獎資格可累計，學生抽獎資格累計表如下： 

成績 每人累計可獲得之抽獎資格 

暖身賽完成小題未達 50 題或完

成小題達 50 題，其中選擇題型

或封閉式填充題型答對率未達

60% 

無 

暖身賽完成 50 小題且其中選擇

題型或封閉式填充題型答對率達

60%以上 

「試試如意獎」抽獎資格 1

次 

暖身賽完成 100 題且其中選擇題

型或封閉式填充題型答對率達

60%以上 

「試試如意獎」抽獎資格 1

次 

「孜孜不倦獎」抽獎資格 1

次 

暖身賽完成 50 小題且其中選擇

題型或封閉式填充題型答對率達

60%以上。 

挑戰賽選擇題型或封閉式填充題

型答對率達 70%以上 

「試試如意獎」抽獎資格 1

次 

「孜孜不倦獎」抽獎資格 1

次 

「登峰造極獎」抽獎資格 1

次 

暖身賽完成 100 小題且其中選擇

題型或封閉式填充題型答對率達

60%以上。 

挑戰賽選擇題型或封閉式填充題

型答對率達 70%以上 

「試試如意獎」抽獎資格 1

次 

「孜孜不倦獎」抽獎資格 2

次 

「登峰造極獎」抽獎資格 1

次 

5.若學生中獎二次以上，只能領取價值較高之獎項一次。 

 

(二) 參加活動證明 

暖身賽完成 100題且其中選擇題型或封閉式填充題型答對率達 60%

以上者之個人組或團體組（以平均成績計）學生，可以獲得由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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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單位開立之參與活動證明，請至本活動網站下載。 

(三) 帶隊老師與學校之獎勵 

1.萬眾一心獎 

參與學生人數比率占全校人數比率，排名全國前 10 名學校，擇學

校相關績優人員至多 3 名敘獎，若該校有教師帶隊參與團體組，

帶隊教師亦予以敘獎。各校人數以教育部統計處網站上公告之

109學年度各級學校基本資料為依據。 

2.濟濟一堂獎 

參與學生總人數，排名全國前 10 名之學校，擇學校相關績優人員

至多 3 名敘獎，若該校有教師帶隊參與團體組，帶隊教師亦予以

敘獎。 

3.參與學生人數計算係指獲暖身賽試試如意獎及挑戰賽登峰造極獎

抽獎資格之學生人數合計。 

4.敘獎方式係由教育部函請所在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敘獎。若上列 2 獎項之得獎學校名單重複，學校只能擇一敘獎，

並由主辦及承辦單位決定遞補學校名額。 

八、  活動獎項  

每人以獲獎一次為限。 

(一) 登峰造極獎 

平板電腦或個人筆記型電腦  /  共 1 名。  

(二) 孜孜不倦獎 

禮券 $1,000 元 / 共 50 名。 

(三) 試試如意獎 

禮券 $500 元  / 共 100 名。 

九、  得獎名單公告  

活動得獎名單將由承辦單位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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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領獎方式  

(一) 承辦單位將於得獎名單公布後 7 日內，以電子郵件將得獎通知寄

送至得獎者在因材網註冊的電子郵件信箱，所有得獎者應於該通

知期限內回覆確認同意領取獎品，並提供承辦單位所要求的完整

領獎文件、獎品寄送有關之個人資料，始完成領獎手續，逾期視

同放棄該得獎權利，得獎者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發、轉讓、折

換現金或更換其他獎項，亦不得將得獎權利轉讓第三人。 

(二) 若得獎者所留下的電子郵件不正確，致承辦單位無法聯絡，將視

同放棄得獎權利。為避免您的權益受損，得獎者若在得獎名單公

開後 7日內無收到通知，亦請與承辦單位連絡。 

(三) 獎品一律在承辦單位確認領獎文件無誤後以郵寄方式提供。若有

登錄資料不實、違反本網站各項規範或未簽填領取憑證者，承辦

單位有權取消其得獎資格。 

十一、注意事項  

(一) 本活動規則及注意事項載明於本活動網頁中，參加者於參加本活動

之同時，即同意接受本活動規則及注意事項之規範，如有違反本

活動規則及注意事項，主辦及承辦單位可逕行刪除活動及得獎資

格；該參加者若為得獎者，則追回獎項。相關法律刑責將由參加

者自行負責，若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參加者得自負完全法律

責任，不得異議。主辦及承辦單位亦將保留相關法律追訴之權

利。 

(二) 本活動鼓勵學生自主探究學習，若發現學生有抄襲答案或作弊等情

事，將取消參加活動資格，如有獲獎，則追回獎項。 

(三) 如有任何因電腦、網路、電話、技術或不可歸責於主辦及承辦單位

之事由，而使參加者登錄之資料有延遲、遺失、錯誤、無法辨識

或毀損導致資料無效之情況，主辦及承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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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參加者亦不得因此異議。 

(四) 如本活動因不可抗力之特殊原因無法執行時，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

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 

(五) 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參加本活動之個人資料，僅供活動相關用途

使用。蒐集、處理及使用個人資料將受到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

法令之規範，有關隱私權及個人資料相關聲明詳見附錄。參加本

活動即表示您同意本活動之隱私權政策及個人資料蒐集聲明。 

(六) 獎品規格外觀以實物為準，恕不提供樣式與顏色挑選，主辦及承辦

單位保留更換同質性等值獎品及修改活動辦法之權力，除活動另

有規定外，本活動中獎人不得要求更換得獎者、更換獎品、或要

求獎品折抵現金。 

(七) 本活動獎品寄送地區僅限臺、澎、金、馬，不處理郵寄獎品至海外

地區之事宜。 

(八) 得獎者一旦簽收獎項後，若有遺失或被竊等情形，主辦及承辦單位

不補發獎項。 

(九) 得獎者須正確填寫領獎收據，並附上身分證正反面(或戶口名簿)影

本以便進行核對領獎身分。得獎者個人資料僅供本次核對領獎身

分用。 

(十) 依據財政部《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規定，領獎說明如下： 

1.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競技競賽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均需扣繳

所得稅，全年所中獎的獎品價值若超過市價 1,000 元，年度報稅

時必須計入個人所得，請得獎人於二週內繳交（限郵寄）身分證

正反面(或戶口名簿)影本（逾期視同放棄中獎權利）。 

2.相關規定，請上全國法規資料庫查詢。 

(十一) 關於 本活動相關資 訊有任何疑問 ，歡迎 於登入 因材網

（https://adl.edu.tw）點選「問題回報」功能反映。 

(十二) 本活動若有其他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保有修改及最終解釋權。

http://law.moj.gov.tw/News/news_detail.aspx?id=60035&k1=%2525e5%252590%252584%2525e9%2525a1%25259e%2525e6%252589%252580%2525e5%2525be%252597%2525e6%252589%2525a3%2525e7%2525b9%2525b3%2525e7%25258e%252587%2525e6%2525a8%252599%2525e6%2525ba%252596&k3=%2525e6%2525b4%2525bb%2525e5%25258b%252595%2525e4%2525b8%2525ad%2525e7%25258d%2525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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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隱私權政策  

非常歡迎您參加「挑戰一夏因材網  數學探究我最行」數學互動試題挑

戰賽（以下簡稱本活動），為了讓您能夠安心使用本活動的各項服務與資訊，

特此向您說明本活動的隱私權保護政策，以保障您的權益，請您詳閱下列內

容： 

一、隱私權政策的適用範圍 

本隱私權政策內容，包括本活動如何處理在您參加本活動時所蒐集到的個

人資料，不適用於本活動以外的相關連結網站，也不適用於非本活動所委

託或參與管理的人員。 

二、資料的蒐集與使用方式 

本活動為提供您最佳的互動性服務，可能會請您提供相關個人資料，其範

圍如下： 

1. 本活動所蒐集之個人資料包括包括姓名、email 及就讀學校，如有獲

獎，則包括聯絡電話、身分證字號、戶籍地址等，僅將作為身分確認

及獲獎時與您聯絡及報稅之依據。 

2. 本活動所蒐集與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期間為即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

為止，利用地區為臺灣地區。 

3. 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您的個人資料，但若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經

檢舉或由主辦與承辦單位發現不足以確認您的身分，或有其他個人資

料冒用、盜用、資料不實等情形，主辦及承辦單位有權刪除您的得獎

資格。 

4. 您可隨時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律之相關規定，向承辦單位查詢本活動

所蒐集之您的個人資料、要求補充、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請求

刪除，或請求給予副本。您行使有關權利與本活動之聯絡方式，歡迎

登入因材網（https://adl.edu.tw/）點選「問題回報」功能反映。 

5. 如您要求本活動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或是要求刪除

您的個人資料，本活動必須取消您參加活動或領獎之資格，以及獲得

之獎項及參加證明。 

6. 除非取得您的同意或其他法令之特別規定，本活動絕不會將您的個人

資料揭露予第三人或使用於蒐集目的以外之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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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之保護：僅有經過授權的人員才能接觸您的個人資料，相關處理人員

皆簽有保密合約，如有違反保密義務者，將會受到相關的法律處罰。 

四、隱私權保護政策之修正：本隱私權政策可能會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

相關法規、以及實際需求隨時進行修正，修正後的條款將刊登於本活動網

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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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個人資料蒐集聲明 

一、適用範圍 

此同意書說明承辦單位將如何處理本活動所蒐集到的個人資料。 

二、資料的蒐集與使用方式 

1. 承辦單位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在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

令之規範下，依據本活動【隱私權政策】蒐集、處理與利用您的個人

資料。 

2. 蒐集之目的：承辦單位為執行教育部「挑戰一夏因材網  數學探究

我最行」數學互動試題挑戰賽之服務，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當您的

個人資料使用方式與當初本活動蒐集的目的不同時，我們會在使用前

先徵求您的同意，您可以拒絕向承辦單位提供個人資料，但您可能因

此喪失您的權益。 

3.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包括姓名、email 及就讀學校，如有獲獎，則包

括聯絡電話、身分證字號、戶籍地址等。 

4. 承辦單位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之期間為即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利

用地區為臺灣地區，利用之方式為書面、電子、網際網路或其它適當

方式。 

5. 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您的個人資料，但若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經

檢舉或由承辦單位發現不足或有誤，或有其他個人資料冒用、盜用、

資料不實等情形，您將損失相關權益。 

6. 您可隨時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向承辦單位查詢所蒐集

您的個人資料、要求補充、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請求查閱、

製給複製本、刪除。您行使有關權利與本活動之聯絡方式，歡迎登入

因材網（https://adl.edu.tw/）點選「問題回報」功能反映。 

7. 如您要求承辦單位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或是要求刪

除您的個人資料，除有法律特別規定外，承辦單位將依您的指示辦

理。 

8. 除非取得您的同意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外，承辦單位絕不會將您的個

人資料揭露予第三人或使用於蒐集目的以外之其他用途。 

三、資料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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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僅有經過授權的人員才能接觸您的個人資料，相關處理人員皆簽有保

密合約，如有違反保密義務者，將會受到相關的法律處罰。 

2. 承辦單位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控管程序留存與銷毀您的個人資料。 

3. 承辦單位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

抗力所致者，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遭其他侵害者，

承辦單位將於查明後以電話、信函、電子郵件或網站公告等方法，擇

適當方式通知您。 

四、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以及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

律處理，並同意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