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課程閱讀的數碼旅程



「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
(PISA) 2018

*評估十五歲學生在母語閱讀、數學及科學等基本能力的表現

• 香港學生的閱讀和數學能力均排名全球第
四，科學能力則排名第九

Source: https://www.cpr.cuhk.edu.hk/tc/press_detail.php?id=3183&t=中大公布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2018-研究結果

https://www.cpr.cuhk.edu.hk/tc/press_detail.php?id=3183&t=%E4%B8%AD%E5%A4%A7%E5%85%AC%E5%B8%83%E5%AD%B8%E7%94%9F%E8%83%BD%E5%8A%9B%E5%9C%8B%E9%9A%9B%E8%A9%95%E4%BC%B0%E8%A8%88%E5%8A%83-pisa-2018-%E7%A0%94%E7%A9%B6%E7%B5%90%E6%9E%9C


成功閱讀學校的六大策略
同工支援

• 教導閱讀的知識及技能

• 本身喜歡閱讀

• 認識好的兒童/青少年
書籍

閱讀課程

• 圖書館知識

• 閱讀技巧

• 理解能力

• 閱讀興趣

家長投入

• 培養在家閱讀的習慣和
氛圍

• 為家長提供協助、指引、
資源

閱讀環境

• 圖書館

• 圖書角

• 展示書籍、閱讀資訊

適切資源

• 書籍

• 雜誌

• 漫畫

• 電子書、網頁

• 玩具、遊戲

讚揚閱讀

• 閱讀慶祝活動

• 培育閱讀成為生活的一
部分

Source: https://cdn.oxfordowl.co.uk/2017/04/21/10/51/51/265/bp_osi_buildingoutstanding.pdf



教城的閲讀服務

教師
學生

跨平台及多功能的「教城書櫃」
隨時隨地享受閱讀樂趣

以學年計算的校本電子書訂閱服務
簡化學校行政，推動全校閱讀

多元閱讀資源及學校支援服務
減省行政工作，推動校園閱讀風氣

好書推介

圖書資訊 (~6,500種)
圖書試閱 (~4,500種)
好書推介

培養學生良好的閱讀習慣
分享閱讀 ‧ 獎勵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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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 
Series 

英文經
典系列

中華里
系列

現代經
典作家
系列

中國古
典名著
系列

收費

(教城) 小學/中學
基本組合: 100本, 
其後每50本遞增

(聯合) 小學/中學
基本組合:  100本,  
其後每50本遞增



5個組合: 389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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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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

6 本

閱讀組合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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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圖書

文學傳記 社會及人文 更多…

自選書目

教城閱讀組合: 1,500+
聯合閱讀組合: 500

閱讀組合 (收費)

英文 中文
社會/

公民教育
STEM/
科學



電子書組合 指定書目 自選書目
1 小學組合* 50 組合餘下訂

購的數量2 中學組合* 50
*: 以100本電子書作基本組合, 按需
要以每50本為單位遞增至所需數量

瀏覽書單
小學/  中學

協作伙伴：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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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次數：服務期無限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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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教城閱讀組合 (收費)

半年服務期
現已推出

https://www.hkedcity.net/online_form/eread-pri-core/
https://www.hkedcity.net/online_form/eread-sec-core/
https://www.hkedcity.net/online_form/eread-pri-select/
https://www.hkedcity.net/online_form/eread-sec-select/


協作伙伴：聯合電子出版有限公司及其合作出版商
書籍種類：不同題材、程度、中英文電子書
閱讀次數：服務期無限次
服務期 ：2019年9月2日至2020年8月31日 (全年)

2019年2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 (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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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組合 自選書目
1 小學組合* 書單

2 中學組合* 書單
*: 以100本電子書作基本組合, 按需要以每50
本為單位遞增至所需數量

全數自選

聯合閱讀組合 (收費)

半年服務期
現已推出

https://www.hkedcity.net/online_form/suep-pri-select/
https://www.hkedcity.net/online_form/suep-sec-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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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 校本訂閱計劃
例子：

閱讀組合 /全校學生 800人

全年 半年

教城/聯合閱讀組合 教城閱讀組合 聯合閱讀組合

100本 $8,320 $5,000 $4,160

200本 $16,640 $9,990 $8,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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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僅需人均成本港幣十數元即可瀏覽百本電子書



增值閱讀配套

1

2

3

4

5

獎勵計劃: 最積極推動閱讀學校獎、積極
參與學校獎、積極參與學生證書

用戶手冊: 教師/學生使用指南等

書本派發功能: 派給指定年級、班別或
個別學生

教師管理頁: 提供學生閱讀數據，以調整
閱讀策略

連繫香港閱讀城支援學校推廣閱讀

https://vimeo.com/253357623
https://vimeo.com/253357811
https://www.hkreadingcity.net/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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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悅讀獎勵計劃 2019/20



學生個人化閱讀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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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學校總覽



申請一個月免費體驗「e悅讀學校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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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電子書 新

單本電子書



教城展位G01



學與教博覽2019

「教城創新工作坊」



「慢慢讀」

查詢
•熱線: +852 2624 1000
•電郵: info@hkedcity.net
•網站: www.hkedcit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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