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閱讀校園的成功要素及
如何善用教城多元服務推動閱讀



1. 前往 www.menti.com
2. 輸入 62 54 05

或直接以手機掃瞄 QR CODE



Result from Mentimeter (1 of 3)



Result from Mentimeter (2 of 3)



Result from Mentimeter (3 of 3)



https://nces.ed.gov/pubs2018/2018017.pdf

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
展研究（PIRLS）2016

綜合閱讀評分

50個評分國家中排名第3 



https://nces.ed.gov/pub
s2018/2018017.pdf

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
研究（PIRLS）2016

學生喜歡閱讀

50個評分國家中排名第33



https://nces.ed.gov/pubs201
8/2018017.pdf

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
研究（PIRLS）2016

學生有信心進行閱讀

50個評分國家中排名第41



https://nces.ed.gov/pubs20
18/2018017.pdf

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
研究（PIRLS）2016

學生對閱讀課的投入度

50個評分國家中排名第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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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學生對閱
讀的興趣不錯，
但自信心較弱」

閱讀動機相關指標

Source: 《促進學生的閱讀投入：研究對教學實務的啟示》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系 - 劉潔玲博士 2019.12

有什麼活動可提
升學生閱讀動機?



• 「香港學生以學習
為本的動機較弱，
以競爭為本的動機
較高，而且很害怕
失敗」

閱讀動機相關指標

「學習為本」甚至是
「興趣為本」的閱讀?

Source: 《促進學生的閱讀投入：研究對教學實務的啟示》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系 - 劉潔玲博士 2019.12



圖書館主任
關鍵要素

Source: Key Elements of the Teacher Librarian’s Role 2014, Alison Young
http://thinkspace.csu.edu.au/alisonyoung/2014/08/06/the-role-of-the-teacher-librarian-in-schools-etl401-blog-task-1/



Key Elements of the Teacher Librarian’s Role
1. Teacher 

• Literacy, including digital literacy, and developing information literate students (Herring, 2007, p. 29)
2. Life-Long Learner 

• model life-long learning to their students and other teachers, continually develop their own skills
• learn about new developments i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integrate technology in their 

instruction (Harvey II, 2009).
3. Leader

• information literacy leaders, curriculum leaders (Herring, 2007, p. 30) and team leaders.
• use this knowledge to support and partner with teachers to design meaningful learning experiences for 

students (Lamb, 2011, p. 27)
4. Information Services Manager

• the way information is managed within the library to assist students and teachers to easily select and locate 
materials appropriate to their needs (Purcell, 2010, p. 31).

5. Facilitator
• encouraging students, parents and teachers to collaborate, to learn and to share ideas (Haycock, 2007, p. 25)

6. Collaborator
• collaborate with the principal and other teachers to understand and identify ways to contribute to the goals of 

the school
Source: Key Elements of the Teacher Librarian’s Role 2014, Alison Young

http://thinkspace.csu.edu.au/alisonyoung/2014/08/06/the-role-of-the-teacher-librarian-in-schools-etl401-blog-tas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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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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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 of Readers Needs

Avid
Enjoys reading and makes time to read
Identifies self as reader
Feel positive about other readers

1. Choose their own books
2. Meet the author
3. Buy books at a book fair
4. Keep a reading journal
5. Participate in panel debates, small group 

discussions, or share books with friends Dormant
Enjoys reading but does not make time to read
Identifies self as reader
Feel positive about other readers

Uncommitted
Does not enjoy reading nor make time to read
Does not identify self as reader
Feel positive about other readers

1. Choose their own books from a narrowed choice
2. Compare movie to book
3. Read illustrated books
4. Do activities based on books
5. Read nonfiction material 

Unmotivated
Does not enjoy reading nor make time to read
Does not identify self as reader
Feel negative about other readers

Unskilled
Cannot read 
May/may not make time to read
Does not identify self as reader
Feel positive / negative about other readers

1. Support from teachers of reading skills 

讀書會、讀書群組、舉辦作家分享會、提供
記錄個人閱讀經驗的平台…? 

不同閱讀活動，如好書選舉、閱讀馬拉松、
閱讀挑戰、漂書、參觀圖書館、書籍推介…?

「文字」外支援閱讀，如利用有聲書、影片
書籍、老師說書(對話式閱讀)等等支援同學
基本閱讀技巧…

‘Choosing Not to Read: Understanding 
Why Some Middle Schoolers Just Say No’

Beers, Kylene (1998)





推介中小學學生適合
閱讀的圖書庫

購買紙本 或 電子書

免費 或 收費閱讀組合

實時搜尋可借閱圖書

學校閱讀約章 及 遊戲化「閱讀挑戰」

電子書閱讀器

《十本好讀》投票及頒獎典禮

多元閱讀資源
個人化服務

獎勵計劃
慶祝活動



第17屆「十本好讀」

主辦﹕香港教育城 協辦﹕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

https://www.hkreadingcity.net/10books

現已開始接受網上投票，截止日期為5月15日
(結果公布及頒獎典禮將於7月進行)

小學組 中學組

停課不停「讀」- 閱讀活動



小學組 中學組

獎項

小學組 及 中學組
 學生最愛作家 - 1名
 學生最愛書籍（第1至10位） - 10名
 教師推薦好讀（第1至10位） - 10名

投票比率最高的學校，更可爭奪「積極參與學
校獎」(中小學各5名)，將獲贈獎座及書券！

主辦﹕香港教育城 協辦﹕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

現已開始接受網上投票，截止日期為5月15日
(結果公布及頒獎典禮將於7月進行)

• 投票過程簡單 (透過教城學生/教師帳戶輕鬆投票)

• 豐富候選書籍資料 (提供書籍「試閱」)

• 本校投票結果㇐目了然 (教師可查閱本校投票狀況)

第17屆「十本好讀」
https://www.hkreadingcity.net/10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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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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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400本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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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填妥表格
輕鬆訂閱

(必須由學校教師代表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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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籍簡易下載 立即輕鬆閱讀



• 由教城自行開發之跨平台電子書閱讀器
• 支援個人電腦、手機及平板電腦閱讀
• 支援最新EPUB格式電子書
• 豐富功能支援閱讀 (自動朗讀、文字轉

換語音、字典、書籤、筆記…..)
• 掃瞄QR CODE，毋須登入，以訪客身

份體驗 https://edbookshelf.hkedcity.net

(教城書櫃平台截圖)

「教城書櫃」閱讀器



+             + 第三方軟件 = 線上互動閱讀

VC工具進行網上閱讀課、說書、
小組討論內容、對話式閱讀….

互動/遊戲化工具進行閱讀相關活動、
內容問答、故事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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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過什麼書？
• 看過什麼系列的書？
• 什麼時候下載了某㇐本書？
• 對上㇐次看了什麼書？
• 對上㇐次看書是什麼時候？
• 每本書看了多少頁？
• 每本書花了多少時間看？
• 哪本書花了最⾧時間看？
• 哪本書看得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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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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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閱讀城

www.hkreadingcity.net



認識好書、多元閱讀資訊

• 圖書資訊 (~7,000種)

• 圖書試閱 (~5,000種)

• 圖書搜尋
• 分類、語言、程度

• 與香港公共圖書館連結

文學小說 語言文字 自然科普

人物傳記 人文史地 文化藝術

社會科學 生活百科 漫畫

繪本 教育 親子及家庭



好書推介 *《主題書單》提供排版精美的
PDF版本，供學校列印使用

好書推介

• 主題書單
• 從有趣、生活化的主題

出發，推介好書

• 名人推薦
• 作家、社會名人分享閱

讀書單

• 得獎好書
• 精選圖書獎項獲獎書籍



建立及記錄個人化閱讀旅程
「我的閱讀紀錄」
• 我的書

- 加入已讀、想讀、正在讀
的書

- 以文字／圖像／影片遞交
書評

- 遞交閱讀紀錄至「閱讀約
章獎勵計劃」

• 閱讀成就
- 已讀書籍數量（中、英文

書）、頁數、書評數量
- 自訂「閱讀目標」



閱讀約章獎勵計劃 – 提升閱讀動機
很感人！我很同情陳淼淼的遭
遇，真希望她的媽媽可以留下
來 。 這 個 故 事 讓 我 覺 得 自 己
「身在福中不知福」......

探索了張愛玲許
多不同的文學理
念，這樣使我在
閱讀張愛玲的作
品時又能再加多
㇐層思考......

閱讀約章獎勵計劃
• 分三期
• 「傑出表現學生獎」
• 「積極參與學校獎」
• 每期設金、銀、銅閱讀獎

章，完成指定數量閱讀紀
錄的學生可獲電子奬章



閱讀挑戰計劃 試閱部分內容，激發閱讀更多

• 試閱書籍
• 回答問題
• 將書加入「我的

閱讀紀錄」
• 總結



定期舉辦不同閱讀活動

• 研討會
• 學生推介好書
• 教師推薦好書
• 與作家見面
• 《十本好讀》



活動推介

本網上研討會旨在分享停課期間推動網上閲讀的策略
和點子，以及「十本好讀」入圍書籍的評選準則及整
體書籍的主題，助教師揀選優質的讀物，鼓勵學生善
用停課時間多閲讀並參與投選活動，營造閱讀氛圍。

中學場： 4月27日（㇐） 15:00-16:30
詳情及報名：

小學場： 4月28日（二） 15:00-16:30
詳情及報名：



訂閱教城資訊



Subscribe to our「慢慢讀」
fan page in Facebook

Enquiry
Hotline : +852 2624 1000
Email    : info@hkedcity.net
Website: www.hkedcity.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