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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善用教城

輕鬆推廣學生在家閱讀習慣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促進電子書市場發展

為學校提供實惠、優質的電子書籍

配合流動學習，提供跨平台及多功能的

「教城書櫃」

簡化學校行政，推動全校閱讀

計劃目的



歡迎所有出版商參加，建立電子圖書庫

由學校從書庫中選取適當的組合

學校師生訂閱期內無限次使用

根據學校大小，統一收費模式

提供閱讀數據，掌握學生閱讀習慣

計劃特色



免費閱讀組合合共約400本

免費

協作伙伴：EDB Net Section、
QEF、公共領域

書籍種類：英語有聲書；人物、
歷史、中華美德、
生活時令；英文經典

閱讀次數：服務期無限次
服務期 ：任何時間訂購

38 本 102 本237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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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237本有聲英文電子書，共18系列。適合小學程度的同學
Publisher: Native-speaking English Teacher Section, CDI, EDB

閱讀組合 (免費)NET Series



中華里 閱讀組合 (免費)
提供38本包括聲音、動畫、幻燈片等功能的電子書，包括人物、
歷史、中華美德、生活時令等系列



English Classic Series 閱讀組合 (免費)

提供102本英文經典電子書，適合小學及中學程度的同學



現代經典作家系列
閱讀組合 (免費)

提供6本適合小學及中學
程度的中文現代經典作家
電子書

中國古典名著系列

提供6本適合小學及中學程
度的中文經典名著電子書



小說散文 科普常識 幽默小品

生活百科 勵志讀物 更多…

• 書本類別: 25+

(涵蓋24個不同科目)

• 書本數目: 教城組合 1500+ 

聯合出版社組合 500+

閱讀組合 (收費)

英文 中文
社會/

公民教育
STEM/

科學

最新2019-20書目組合
https://www.hkedcity.net/erea
dscheme/1920Packages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1920Packages


閱讀組合 (收費)

組合及收費

協作伙伴：各大出版商
出版地: 香港、台灣、馬來西亞、澳洲、紐西蘭、美國
書籍種類：不同題材、程度、中英文電子書
服務期 ：2019年9月2日至2020年8月31日 (全年) 

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 (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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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組合 書籍數量

1 小學組合 最少100 (再每50本增訂)
• 包括50本「指定書目」 +
• 餘下訂購數量的「自選書目」2 中學組合

▪ 無限閱讀的學校電子圖書館概念

▪ 按全校學生人數選購相應的價格

等級

▪ 以年費訂閱即全校閱讀

▪ 每年僅需人均成本港幣十數元即

可瀏覽百本電子書，例子﹕

閱讀組合 400人

100本 $4,160

http://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各書單的書目可於計劃網頁的「閱讀組合及訂閱」下找到

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http://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如何全校訂閱
免費閱讀計劃



網址﹕ 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1. 前往計劃網頁以學校於教城的Buyer Account*帳戶登入

*注意

• 必須以學校於教城的「School Buyer Account」進行訂閱

• 各教師可向學校的School Administrator查詢上述戶口的持有人，
或直接聯絡教城協助處理 (致電: 2624 1000)

http://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2. 選擇需要訂閱的免費閱讀組合

➢ 於「閱讀組合及訂閱」下，共5個免費組合可選擇



3. 選擇後可查看該系列書目，並選擇訂閱



4. 頁面會跳至教城EdMall頁面

➢ 選擇

➢ 再於彈出的小視窗上按



5. 在付款頁面進行結算

➢ 注意費用是 HK$0.0

➢ 選擇

➢ 最後在「付款」下按



6. 完成購買

➢ 學校各教師及學生，只要登入後就可選擇閱讀該免費系列

➢ 其他免費系列的訂閱方式相同

XXXXXXXXXXXXX



如何開展輕鬆
閱讀旅程



簡易 3 步曲

瀏覽及下載 閱讀
管理

(派書及數據)

1 2 3



瀏覽及下載

STEP 1



網址﹕ 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1. 前往計劃網頁以教師或學生之教城帳戶登入

http://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2. 登入後，已訂閱的系列將顯示「已訂閱」



3. 可按需要自行篩選或直接搜索希望閱讀的書籍



4. 選好書籍後，按書籍下方的

→ 待標誌由 轉成 後

→ 可按 即時打開 閱讀



短片示範



5. 如使用APP版
➢重複上述選書步驟
➢選好後，可打開APP及

登入，並按 下載書
籍後閱讀



6. 書籍也可由老師直接派發

➢派發後打開 後可閱讀

➢如何使用該功能稍後會講解



閱讀
STEP 2



1. 可直接於計劃網頁選書後即時於網頁版閱讀
➢選好書籍後，按書籍下方的

➢待標誌由 轉成 後

➢可按 即時打開 閱讀



2. 或可打開 閱讀器進行閱讀

➢可於任何網頁瀏覽器(包括個人電腦、平板電腦及手提電話)，

前往https://edbookshelf.hkedcity.net 或下載應用程式使用

網頁版: App版:

https://edbookshelf.hkedcity.net/


3. 以教師或學生之教城帳戶登入



4. 登入後可開始選擇書籍閱讀

➢注﹕只會顯示已於計劃網頁選擇 或 已由老師派發 的書籍



短片示範



5. 中的各個功能簡介，可閱讀用戶手冊

➢用戶手冊需於「訪客模式」中閱讀

於登入主頁按 ，以訪客身份

登入 (如之前已登入教師帳戶，需要先登出)

選擇‘EdBookShelf User 

Guide’，會以圖片、短片形

式講解各個功能，簡單易明



管理

(派書及數據)

STEP 3



I. 書本派發



網址﹕ 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1. 前往計劃網頁以教師之教城帳戶登入

http://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2. 選擇「管理頁」，並再選擇「書本派發頁」



3. 選擇需要派發的書籍

I. 可輸入書名、作者、出版

社等等資料進行篩選

II. 之後剔選書本左邊的方格

進行選擇

III. 每月最多派發15本書

IV. 最後選擇完成後按「繼續」



4. 選擇派發對象

I. 可選擇派發予整個班級或

個別班別

II. 也可選擇派發予個別學生

III. 選擇完成後按「繼續」



5. 最後確認派發內容後可派發



短片示範



6. 「派發報告」頁可查看派發情況

➢可於「派發報告」中，查看書

本的派發進度﹔或其他教師帳

戶的其他派書內容



II. 檢閱學生閱讀數據



1. 登入後，選擇「管理頁」，並選擇「數據管理頁」



2. 瀏覽不同閱讀數據

I. 「學生閱讀數據」

➢可以看到個別學生的總訂閱數

目 (即不同學生分別各自下載

了多少本不同的書)

➢也可進行篩選或排序



II. 「書籍閱讀數據」

➢可以看到全校的書籍閱讀數字

(例如哪一本最熱門最多學生下載)

➢也可進行篩選或排序

2. 瀏覽不同閱讀數據



III. 「閱讀數據總覽」

➢可以看到較為詳盡的閱讀數據

➢例如學生看個別書籍的閱讀時

間、個別學生的最後閱讀日期、

閱讀完成度等等

➢也可進行篩選或排序

2. 瀏覽不同閱讀數據



3. 可匯出記錄至EXCEL，方便統計及管理



短片示範



學生獎勵

積極參與學生獎
每月完成閱讀10本或以上
電子圖書的學生可獲證書，
名額不限。老師可自行下載
並頒發證書，以鼓勵積極參
與的同學。



用戶手冊教學短片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user_guide)

➢ 所有使用教學內容已製作成簡單短片，方便教師前往閱覽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user_guide


查詢

•熱線: +852 2624 1000
星期一至星期六
上午8時至下午10時
*公眾假期除外

•電郵: info@hkedcity.net

•網站: www.hkedcit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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