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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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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及示範：

➢ 教城多元網上學與教資源及「網上學習日程表」（30分鐘）

➢ 「STAR 電子評估平台」（20分鐘）

➢ 「e悅讀學校計劃」（20分鐘）

➢ 教城學生網上自學資源（30分鐘）



停課不停學
多元資源助學生持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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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城服務 HKEdCity Services

校本服務 School-based

學生服務 Student-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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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 電子評估

eREAP

https://educators.brainpop.com/video/brainpop-jr-screencast/
https://educators.brainpop.com/video/brainpop-overview-video/
What is Mathspace- (schools-parents).wmv
Twig Product Introduction (MKT00097).mp4


停課不停學多元資源助學生持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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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kedcity.net/home/zh-hant/learning

資源一覽：教學資源、自學資源

http://www.hkedcity.net/home/zh-hant/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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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課不停學多元資源助學生持續學習
www.hkedcity.net/home/zh-hant/learning

「網上學習日程表」

http://www.hkedcity.net/home/zh-hant/learning


教師教學資源

1) 電子書 2) 電子評估 3) 多媒體資源



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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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組合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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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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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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里 - 38 



Net Series (237 books)



English Classic Series (102 books)



現代經典作家系列 –魯迅



中國古典名著系列



「教城書櫃」閱讀器

• 由教城自行開發之電子書閱讀器

• 可於網頁瀏覽器(包括電腦、平板及手機)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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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頁版: App版:

https://edbookshelf.hkedcity.net/


✓全校閱讀數據總覽: ✓熱門書籍:

教師管理頁 –檢閱學生閱讀數據



✓學生訂閱數據: 書名、下載時間、書籍數量

✓書籍閱讀數據: 學生的名單及數目

數據可匯出為Excel檔案



教師管理頁 –書本派發

✓可派發給指定年級、班別或個別學生

1) 選擇需要派發的書本 2) 選擇派發給對象 3) 確認及派發



智用電子評估‧
提升學習效能

eAssessment: Improv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電子評估平台

KS1-3

KS4

•切合不同學習階段需要

•網上評估試題庫

•支持各類電腦裝置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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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學生之基本能力

• 涵蓋科目：中、英、數

• 因應學生的學習難點而
設計的教材

• 種類：互動練習、遊戲、
學與教活動、材料

star.hkedcity.net 



中文科

各學習階段分：

聆聽、閱讀、說話、寫作

(接近4000條中文題目)

KS1 KS2 KS3

聆聽 130 180 166

閱讀 256 285 349

說話 387 413 429

寫作 310 362 345



英文科

各學習階段分：

Listening、Reading、

Speaking、Writing

(接近3000條英文題目)

KS1 KS2 KS3

Listening 177 210 123

Reading 432 423 184

Speaking 72 265 370

Writing 156 164 228



數學科

題目難度分：低、中、高

(接近9000條數學題目)

KS1 KS2 KS3

低 1580 1408 1372

中 1043 1144 1462

高 217 250 361



教師

•連繫教學重點及學生學習能力

•照顧學習多樣性

• WLTS為鞏固學與教提供豐富的

學習資源

學生

•學生可參照回饋數據，比對個

人表現

•個人的學習紀錄

STAR 教與學效能

https://star.hkedcit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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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網上學與教支援」
wlts.edb.hkedcity.net



學生自學資源

語文 數、理、常、通 閱讀，寫作

跨學科



「網上學習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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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段：P1-P3, P4-6, S1-3, S4-6

規劃每日自學練習

參與今期獎勵計劃，重溫過往精選練習

參閱今期獎勵計劃學習數據

https://www.hkedcity.net/home/zh-hant/learning/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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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數據



www.hkedcity.net/goelearning

涵蓋國際教育視野至

電子工具示範及實踐

逾千名資深教育學者

親自講授

自動記錄觀看時數，

方便申領CPD時數

專業培訓

http://www.hkedcity.net/goelearning


→個人申請

→E-Services 認證

→學校管理員建立

→無須認證

學校建立教師帳戶 教師個人帳戶

教學歷程@教城

學校與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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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種類 學校建立教師帳戶 教師個人帳戶

擁有權 學校 教師

建立 學校管理員 教師個人

可用服務 1) 專業發展（可申請專業發展時數）
- Go eLearning
- 教師電視
- 參加活動

2) 教學資源
- 教學資源庫
- 教育電視
- 香港閱讀城
- EdMall

3) EdConnect 單一登入服務

4) 校本服務
- e悅讀學校計劃
- eREAP
- OQB 
- STAR 
- VLE 
- 學生服務

1) 專業發展（可申請專業發展時數）
- Go eLearning
- 教師電視
- 參加活動

2) 教學資源
- 教學資源庫
- 教育電視
- 香港閱讀城
- EdMall

3) EdConnect 單一登入服務

教師帳戶





訂閱教城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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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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info@hkedcity.net
http://www.hkedcity.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