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文式
平板電腦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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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平板電腦代替紙質教材學習，
其他學習形式不變；請攜帶平板
電腦如常到教室學習

導師每週至少批改兩次家課教材

如有任何問題或疑問，請儘快與
導師聯絡

學習
流程

批改
頻率

溝通
方法



注：本《使用指引》的圖片為示例，可能與實際畫面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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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推薦的瀏覽器，透過以下URL或掃描QR Code
開啟KUMON App.學習系統。
香港學生：
https://kumonapp.digital.kumon.com/hk/index.html

澳門學生：
https://kumonapp.digital.kumon.com/mo/index.html

推薦的瀏覽器：iPad OS為Safari，Android及Chrome
OS為Chrome，Windows OS為Edge。
如使用Samsung平板電腦，可能需設定「Chrome」
為「預設瀏覽器應用程式」。（參照第34-37頁
「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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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KUMON App.

https://kumonapp.digital.kumon.com/hk/index.html
https://kumonapp.digital.kumon.com/mo/index.html


設置KUMON App.

⚫ 確認瀏覽器開啟KUMON App.的登入頁面如下。

⚫ 將KUMON App.              設置在平板電腦主畫面。
以iPad為例，點按右上角的「分享」按鈕 ，選擇
「加至主畫面」。

5



6

請點按已設置在平板電腦

主畫面上的 圖標，

開啟KUMON App.進行學習。

請注意：

如使用網頁瀏覽器開啟學習系統，
頁面將不能以全熒幕形式顯示，因
此請勿利用網頁瀏覽器學習。

學習前準備

⚫ 準備已完成充電的平板電腦、專用觸控筆。
⚫ 為平板電腦連接網絡，關閉其他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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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前準備

⚫ 學習7A-2A的時候，請鎖定畫面為橫向模式以確保
教材可正常顯示。
在iPad上鎖定旋轉畫面：

1. 從螢幕的右上角向下滑動以開啟「控制中心」。
2. 點按「旋轉鎖定」按鈕以鎖定旋轉畫面。鎖定

後，按鈕會由白色轉為紅色。

⚫ 學習7A1-5A100時無需書寫。5A101之後的學習需使
用專用觸控筆書寫，在開始學習前，請準備好已完
成充電的專用觸控筆。
如專用觸控筆完成充電後仍未能使用，請檢查觸控
筆是否已連接平板電腦。



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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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啟KUMON App.，輸入ID及密碼登入。

輸入ID及密碼，點按「Login」
（登入）。

如非以全熒幕顯示，請重新
開啟KUMON App.。

XXXYYYZZZZZ

●●●●●●●●

如學習數學和英文EFL兩科，
請點按「EFL」。

成功登入後，系統將進入主
頁面。

顯示包含改正在内的、目前
的「最高學習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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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學習

⚫ 請使用已完成充電的專用觸控筆（5A101之後）學
習；握筆的手可放在平板電腦上，無需懸空書寫。

「Start studying」（開始學
習）

點按「Start studying」後，
系統將導入學習內容。同
時，系統將自動開始計時，
請立刻開始學習。

如「Start studying」顯示為
灰色，即代表暫未有可供
學習的內容。可點按右上
方的「重新整理」，以嘗
試更新可供學習的內容。

顯示即將學習的內容（教
材、改正或AT等）。

點按此處，可「重新整理」
系統。

點按「Instructions for Study」
（學習流程指引），閱讀相
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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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o Text」頁面

⚫ 英文EFL的學習內容分為「Audio Text」和「教材」
兩部分。

⚫ 點按「Start studying」後，系統會導入「Audio Text」。

「Audio Text」頁面

最下方有播放進度條，其中有「下一曲目/上一曲目」、
「暫停/播放」等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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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Audio Text」的學習後，系統會導入「教材」。

「教材」頁面

右上方有「工具欄」。
正上方有「指示欄」。
左右方分別有「返回上一頁」、「前往下一頁」的按鈕。

「工具欄」可隨意移動。

從左到右：
①鉛筆
②橡皮擦（大、中、小範圍）
③復原
④計時器（每次學習系統會自動計
時，因此無需使用此計時器功能）

⑤參考模式（A及以上級別）

「教材」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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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按此處可顯示或隱藏「指示欄」。

點按「Pause」（暫停），可暫
停學習，系統也會暫停計時。

一個方格對應一頁教材，從左至右是1a、
1b、2a……10b，點按方格可直接跳轉至
所對應的教材頁面。
其中，當前顯示的教材（2a）所對應的
方格以藍線框框住。

「教材」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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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上一頁。

前往下一頁。

點按「返回上一頁」、「前往下一頁」，可翻頁至上一頁
或下一頁。

「教材」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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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7A-5A時

2. 請聆聽「Audio Text」；完成聆聽後，系統會導入當天學
習的「教材」。

3. 請旋轉平板電腦，將其橫向擺放。
*請先變更平板電腦的設定為鎖定旋轉畫面，以確保教材
可正常顯示。（參照第7頁）

「Skit」（小故事）圖標

位於教材1號位a面右上角。點
按該圖標，可再次聆聽該份
教材所對應的「Audio Text」。

1. 點按「Start studying」（開始學習）後，系統會導入當天
學習的教材所對應的「Audio Text」，包括英語歌曲和小
故事（Skit），並會自動播放及翻頁。

點按「Start studying」（開始學
習）後，部分平板電腦（如
iPad）可能會出現「Ready to 
learn」（準備學習）訊息，點
按「OK」開始學習即可。



4. 點按「播放」圖標 播放「教材」，請認真看教材、聆
聽並複述所有內容。

如要再次聆聽「教材」，可利用「指示欄」或「返回上一頁」
回到1號位a面（參照第12-13頁），點按「播放」圖標。
如在學習過程中退出了學習，重新開始學習時，請回到1號位
a面，點按「播放」圖標重新播放「教材」 。

5. 當系統在10號位b面結束播放時，點按「Finish Studying」
（完成學習）藍色圖示。

*學習7A-5A時，可用手指點按螢幕翻頁。

「播放」圖標

點按該圖標，可
播放「教材」。

開始播放後，畫面左下
角出現播放進度條。

聽到「噔噔噔噔」的提示音
時，點按「前往下一頁」。

完成當日學習時，
「Finish studying」
將顯示為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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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當系統顯示完成時間時，點按「Finish」（完成）藍色圖
示，以提交完成學習的教材。

5A 101-200

學習5A101-200時，有些練習需要使用專用觸控筆。在開始
學習前，請確認專用觸控筆已完成充電。

完成學習後，系統
會顯示當天學習所
用的時間。

「鉛筆」圖標

表示該部分教材的學習
需要使用專用觸控筆。

複述句子後，在對應插
圖上面的方框內打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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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4A-I時

請使用專用觸控筆學習。
（開始學習前，請確認專用觸控筆已完成充電。）

1. 點按「Start studying」（開始學習）後，系統會導入當天
學習的教材對應的「Audio Text」，並會自動播放及翻頁。
⚫ 「學習重點部分」（1-40、51-90、101-140、151-190）：

「Audio Text」包括小故事（Skit）或故事（Story）和
學習重點部分。

⚫ 「小故事部分」（41-50、91-100、141-150、191-200）：
「Audio Text」是小故事（Skit）或故事（Story）。

2. 請按照「Instructions for Study」（學習流程指引），認真
完成「Audio Text」的學習；完成「Audio Text」的學習
後，系統會自動導入當天學習「教材」。

點按「Start studying」（開始學
習）後，部分平板電腦（如
iPad）可能會出現「Ready to 
learn」（準備學習）訊息，點
按「OK」開始學習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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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使用專用觸控筆學習「教材」。如要再次聆聽「Audio 
Text」，可點按「Skit」或「Story」以及「播放」圖標。

完成當頁所有題目後，點
按此處翻頁至下一頁教材。

「Skit」（小故事）或「Story」（故事）圖標

位於教材1號位a面右上角。點按該圖標，可
再次聆聽該份教材所對應的小故事（Skit）或
故事（Story）。

「播放」圖標

位於教材1號位a面右上角。
點按該圖標，可再次聆聽
該份教材所對應的學習重
點部分。

「參考」圖標

點按該圖標，可查看當前
學習教材對應的Audio 
Text及同一個10張的教材。
（參照第30-31頁）



請於教材的「b面」點按「Finish Studying」（完成學習）
藍色圖示、提交完成的教材。

【如在學習過程中提交了部分教材】
以4A-2A為例，導師的學習張數為10張（如4A1-10）。在
4A5的b面點按白色的「Finish Studying」（完成學習），
雖然可提交4A1-5，但導師不能批改該教材。
請務必繼續完成4A6-10的學習，並在4A10的b面點按藍色
的「Finish Studying」（完成學習）提交所有完成的教材。

4. 完成學習時，點按「Finish Studying」（完成學習）藍
色圖示，以提交完成學習的教材。

A10a A10b

5. 當系統顯示完成時間時，點按「Finish」（完成）藍色圖
示，以提交完成學習的教材。

完成學習後，系統會
顯示當天學習所用的
時間。

完成當日學習時，
「Finish studying」
將顯示為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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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按「Start studying」（開始學習）後，系統會導入當天
學習的教材所對應的「Audio Text」，即故事或短文，並
會自動播放及翻頁。

2. 請聆聽「Audio Text」；完成聆聽後，系統會導入當天學
習的「教材」。

3. 請使用專用觸控筆學習「教材」。如要再次聆聽故事或
短文，可點按教材右上角的「Story」圖標。

學習J及以上級別時

「參考」圖標

點按該圖標，可查看當前學習教
材所對應的Audio Text及同一個10
張的教材。（參照第30-31頁）

請使用專用觸控筆學習。
（開始學習前，請確認專用觸控筆已完成充電。）

「Story」（故事或短文）圖標

位於教材1號位a面右上角。點按
該圖標，可再次聆聽該份教材所
對應的故事或短文。

完成當頁所有題目後，點按此處
翻頁至下一頁教材。

20



J5a J5b

4. 完成當天學習的教材最後一張的b面後，點按「Finish 
Studying」（完成學習）藍色圖示，以提交完成學習的
教材。

請於教材的「b面」點按「Finish Studying」（完成學習）
藍色圖示、提交完成的教材。

完成當日學習時，
「Finish studying」
將顯示為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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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早前提交的教材需改正，學習將會從改正開始。

改正

主頁面會出現改正提示：
● There are worksheets to 
correct.（有需改正的教材。）

點按「Start studying」後，系
統將導入需改正教材一覽表。

點按「Start studying」後，系
統將導入需改正教材頁面。
同時，系統將自動開始計時，
請立刻開始改正。

點按此處，將顯示需改正的
教材編號。

點按此處，點選「<」或
「>」，可直接跳轉至其他
需改正的教材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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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改正時，點按「Finish correction」（完成改正）
藍色圖示，以提交完成改正的教材。

改正

完成當日需改正的教材
時，「Finish correction」
將顯示為藍色。

⚫ 完成所有改正後，請翻
到「b面」點按「Finish 
correction」、提交改正
後的教材（即使最後的
改正是在「a面」）。

⚫ 未完成所有改正，可在
「b面」點按顯示為白色
的「Cancel correction」、
保存已改正的頁面（已
改正的教材不會提交）。



2424

改正

⚫ 如需在改正時聆聽「Audio Text」，可利用「指示欄」
或「返回上一頁」回到1號位a面（參照第12-13頁），
點按相應圖標播放。

「Skit」（小故事）或
「Story」（故事）圖標

點按該圖標，可再次聆聽
該份教材所對應的小故事
（Skit）或故事（Story）。

「播放」圖標

點按該圖標，可再次聆聽
該份教材所對應的學習重
點部分。

利用「指示欄」或「返回
上一頁」回到1號位a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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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改正

⚫ 第二次及之後的學習，如沒有改正，主頁面會出現滿
分的特殊效果。

沒有改正、得到滿分時，
主頁面會出現滿分效果。

點按「Back to Top」，回
到主頁面。

可於主頁面下方確認教材
學習及批改的情況。
如：A111-120 Marking request
submitted.（A111-120已提交，
待批改。）

點按「Start studying」，開
始學習即可。



查看成績記錄

點按主頁面的「Study Records」
（成績記錄），查看已完成的
教材及分數（導師已批改的教
材）等。

成績記錄：顯示每個學習
日所學習的教材，並以不
同顏色表示所用時間。

成績記錄詳細資料：點按成
績記錄可查看每張教材及分
數（導師已批改的教材）。

綠：比標準完成時間短
黃：在標準完成時間内
紅：比標準完成時間長

點按教材編號或
分數，可查看已
批改的教材。

點按教材編號，
可查看已提交但
還未批改的教材。

注：如想查看已提交的教材上的例題，可進入「Study Records」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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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數的不同顏色代表
紅色：需改正
藍色：已得100分或結束學習

⚫ 分數（100分以外）下
的標記代表

1. 無標記：改正一次
2. 「・」：改正兩次或以上
3. 「＿」：改正次數已達上

限（10次）、結束學習

無任何
改正，
得100分

達到改正
次數上限、
結束學習

需改正，
已改正
一次

改正一
次後，
得100分

改正兩次
或以上後，

得100分

需改正，
已改正兩
次或以上

查看成績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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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按主頁面的「Study History」
（學習歷程），查看過往三個
月的學習日及每月學習的教材
總張數。

可選擇星期天
開始或星期一
開始。

星星表示當天進行了學
習（包括做教材、DT及
AT）。如學習兩科，藍
色星星表示數學，橙色
星星表示英文EFL。

顯示每月學習的教材總
張數（僅計算已得100分
的教材，不包括DT及AT
的張數）。

計算每月學習的教材總張數的方法：（例）學生在8月30
日學習了5張教材，如果全部得了100分，這5張教材會算
作是8月的學習張數；如果有錯、在9月1日改正後全部得
了100分，這5張教材會算作是9月的學習張數。

查看學習歷程



查看導師短訊

如收到導師傳來短訊，
系統會出現提示畫面。

請點按「Message List」
（短訊一覽表）查閱。
請注意導師短訊是不可
回覆的。

（ ）内的數字表示未
查看的短訊數量。

29

點按標題，進一步查看導師短訊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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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模式（A及以上級別）

在學習A及以上級別的教材時，可使用「參考模式」。
⚫ 可參考的是正在學習的教材所對應的「Audio Text」

和該10張教材。例如，學習A106-110時，可參考對應
的「Audio Text」和A101-110教材。

⚫ 使用「參考模式」時，不能在學習中的教材上進行書
寫、解答。

⚫ 使用「參考模式」所用的時間，也計算在學習時間內。

「參考」圖示
（A及以上級別）

點按此處，進入
「參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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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模式（A及以上級別）

點按此處參考
正在學習的10
張教材。

點按此處參考
Audio Text。

「Close」（關閉）

點按「Close」，停
止參考、回到學習。

「Show/Hide 」（顯示/隱藏）

點按「Show/Hide」，顯示或
隱藏參考的教材。

使用「參考模式」時，不
能在學習中的教材上進行
書寫、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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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學習後，必須在教材的「b面」點按右下角的
「Finish studying」（完成學習）藍色圖示提交教材。

⚫ 提交教材後，請於主頁面的右上角（如下圖所示）
點按學生名字、「Logout」（登出）。但如果學習
後沒有提交教材，將不能登出。

登出

注：
如多個學生使用同一部平板電腦學習，則每個學生
學習結束後請務必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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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KUMON App.時如有異常

1. 點按KUMON App.主頁面右上角的「重新整理」。

2. 點按KUMON App.主頁面右上角的學生名字，登出
後重新登入。

3. 關閉KUMON App.及所有其他應用程式（以「向上
滑動」方式），重新開啟KUMON App.並再次登入。

4. 重新啟動平板電腦。

5. 清除平板電腦的Chrome、Edge等瀏覽器的緩存。

Samsung平板電腦「Chrome」的清除方法：開啟
「Chrome」=>點按右上角的三點圖標=>「設定」
=>「私隱權和安全性」=>「清除瀏覽數據」=>選
擇「所有時間」和全部項目=>「清除資料」。

6. 「解除安裝」（即卸載）平板電腦主畫面上的
KUMON App.，重新添加（參照第4-5頁「設置
KUMON App.」）；打開新添加的KUMON App.、
重新登入。

注：方法5、6可能導致當時已完成，但未成功提交的
教材解答記錄流失。

⚫ 進行學習期間，如教材未能順利顥示、或完成學習後未

能提交教材，請先確認平板電腦是否已連接網絡（如嘗

試連接、進入其他網站）。

⚫ 即使已連接網絡，也可能因為第三方供應商的網速等其

他問題，導致未能提交教材的情況發生。如遇上述問題，

請稍等片刻並再次嘗試提交教材。

⚫ 可參考以下方法嘗試重新連接系統（建議按順序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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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Samsung平板電腦）：
如何將KUMON App.設置在平板電腦主畫面

一、設定「Chrome」為「預設瀏覽器應用程式」

1、點按「設定」。 2、點按「應用程式」。

3、點按「Chrome」。 4、點按「預設瀏覽器
應用程式」。



35

5、選擇「Chrome」。

6、設定完成。

補充資料（Samsung平板電腦）：
如何將KUMON App.設置在平板電腦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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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置KUMON App.在Samsung平板電腦主畫面

1、使用Chrome瀏覽器，透過以下URL開啟KUMON 
App.學習系統：

https://kumonapp.digital.kumon.com/hk/index.html

2、點按右上角的三點圖標，選擇「安裝應用程式」；
或者點按下方的「將KUMON app.新增至主畫面」提示
（如有）。

補充資料（Samsung平板電腦）：
如何將KUMON App.設置在平板電腦主畫面

https://kumonapp.digital.kumon.com/hk/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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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進入應用程式搜索界面，長按「KUMON app.」將其
「加入至主畫面」。

4、設定完成。

補充資料（Samsung平板電腦）：
如何將KUMON App.設置在平板電腦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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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

如嘗試上述方法後仍有問題，請

⚫ 聯絡您的公文導師；

⚫ 致電（852）2890 6533公文總公司客戶服務部Ms Suki / 

Ms Isa（香港地區），或致電（853）2875 0556公文總公

司客戶服務部（澳門地區）。

聯絡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