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善用教育局「暑期閱讀計劃」

免費使用「e悅讀學校計劃」推動廣泛閱讀



流程

• 「暑期閱讀計劃 — 免費使用『e悅讀學校計劃』」簡介

• 「e悅讀學校計劃」使用方法及操作簡介

• 答問環節



「暑期閱讀計劃—免費使用

『e悅讀學校計劃』」

簡介



基本資料

• 教育局於6月18日推出了暑期閱讀計劃—「書出知識－贈閱圖書」試行計

劃（2020）及免費使用「e悅讀學校計劃」

• 免費使用「e悅讀學校計劃」目的是協助學校推動廣泛閱讀，所有公營學

校（包括特殊學校）及直接資助計劃學校，可由2020年7月16日至12月31

日免費使用香港教育城「e悅讀學校計劃」。



免費使用 之內容

• 合資格學校可免費使用計劃下的100本閱讀組合

• 30本指定書目 + 70本自選書目

• 自選書目由約2,000本海外及本地精選的電子書籍中挑選

• 服務期﹕2020年7月中旬至 2020年12月31日止

日程 項目

2020年6月18日起 參與學校填寫網上申請表格

2020年7月1日起 學校於「自選書目」網頁選書並遞交已選之書籍名單

2020年7月中旬
7月9日或以前成功申請的學校，可開始享用部分書籍，其餘書籍將
於7月中旬至下旬陸續加入「閱讀組合」

2020年12月31日 免費使用計劃完結

掃瞄QR CODE申請



申請步驟



步驟一：

填寫網上申請表格 及

更新教城師生帳戶

步驟二：

選書事宜

步驟三：

享用「閱讀組合」

步驟四：

訂購延伸服務

暑期閱讀計劃——免費使用「e悅讀學校計劃」

負責教師

1. 以教師教師帳戶登入，
填寫網上申請表格*

2. 回條需附校長或副校長
簽署以及學校蓋印

3. 將「已填妥之申請回條」
之PDF檔案電郵至
info@hkedcity.net

1. 7月1日起教師可於「自
選書目」網頁選書

1. 決定訂購「e悅讀學校計
劃」之延伸服務

a ) 延長訂閱期至2021年8月
31日

b) 延長訂閱期至2021年8月
31日及增加電子書訂閱
數量

2. 訂閱教城免費閱讀組合

學校採購員
1. 由學校採購員，或加入一

名負責教師遞交已選之書
籍名單

學校管理員
1. 更新及派發教師及學生教

城帳戶

1. 7月9日或以前成功申請
的學校，於7月16日開
始享用部分書籍，其餘
書籍將陸續加入「閱讀
組合」(註: 學校成功遞
交約2星期後可享用)

2. 教師可統一派發 (指定年
級、班別或個別學生) ，
簡便地向學生推薦書籍

學生
1. 以學生帳戶登入「e悅讀學

校計劃」享用「閱讀組合」

*如負責教師未有教城教師帳戶，請按此下載申請表格，填妥後電郵至教城，以跟進申請

1. 由學校採購員登入訂購
「e悅讀學校計劃」之延
伸服務

https://www.hkedcity.net/registration/form.php?reg_form_id=1052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sites/default/files/upload/EDB_Half_Year_Free_Susbcription_Reply_Slip.pdf


• 前往 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一) 前往 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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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閱讀組合及訂閱」→ 『暑期閱讀計劃 - 免費使用「e悅讀學校計劃』」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edb_eread)

二) 前往本「暑期閱讀計劃」的專屬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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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於頁面下方選擇「申請使用」



四) 選擇Login，並以教城帳戶*登入
*必須以教城之學校教師或學校管理員帳戶登入



五) 填寫學校資料(如學生人數)及負責教師資料

完成後按Preview，之後Submit



六) 收到請完成申請的電郵及簽署相關文件

收到請完成申
請的電郵

列印附件PDF

經校長或副校長簽
署以及學校蓋印後，
將回條電郵至
info@hkedcity.net

完成後教城會再以
電郵聯絡安排選書
等後續事宜

mailto:info@hkedcity.net


七) 收到跟進電郵

【更新帳戶資料】
1. 教城學校管理員需於學校帳戶管理系統更新教師和學生帳戶資

料，並將有關資料派發給教師及學生，以享用「閱讀組合」。

【遞交選書名單】
2. 請於2020年7月1日起，以教城學校採購員帳戶登入「自選書目」

（小學）選書，並將已選之書籍名單遞交至教城，或於登入後
指派一位負責教師處理選書事宜。遞交選書名單約兩星期後，
可開始享用部分書籍，其餘書籍將陸續加入「閱讀組合」。

【閱讀組合延伸服務】
3. 貴校可運用推廣閱讀津貼，以延長訂閱期，及增加電子書訂閱

數量。請按此瀏覽詳情，並以教城學校採購員帳戶登入訂購延
伸服務。如需報價，請按此。

4. 如需重啟學校採購員帳戶，請按此下載表格。

https://www.hkedcity.net/schoolservice/zh_han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booklistSelection?scheme_type=eread&option_type=select&school_type=pri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sites/default/files/upload/HKEdCity%20Reading%20Package%202021%20(Extended%20Services)%20Price%20Page_Final.pdf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SQxXCByDS0W-lYYe8p_AwpSKpeE7i6pOlPLEcPd0rcNUMVg2TjRSQk5YVlRETUE2NkUzRlRXUFpESS4u
https://www.hkedcity.net/questionbank/sites/www.hkedcity.net.questionbank/files/upload/schoolbuyer_password_reset-v2.doc


七) 收到跟進電郵

【了解平台操作】

5. 教城將於2020年6月26日（五）舉行暑期閱讀計劃——免費使用

「e悅讀學校計劃」簡介會，請按此報名參與。

6. 教城現為參與學校安排「e悅讀學校計劃工作坊」，讓教師及學

生了解有關操作，請按此安排工作坊。

7. 電子書可於跨平台、多功能的「教城書櫃」（網頁瀏覽器或應

用程式）閱讀，請參考「用戶手冊」之使用示範短片。

https://www.hkedcity.net/eventcalendar/event/5eec18dacc9f936f03eefcb6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SQxXCByDS0W-lYYe8p_AwhaFAsxsgzRKsyTjt6-PbcZURjBXTDhKUFo4Q1BIU0tGME44TlVURVdBMy4u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user_guide


八) 更新師生帳戶
以教城之學校管理員帳戶登入



九) 選書

I. 2020年7月1日起，學校教師可於「自選書目」網頁選書

II. 100本「閱讀組合」包括30本「指定書目」，其餘70本由

參與學校自行挑選。

參考「自選書目」:                小學 /             中學

III. 學校採購員可遞交或委任學校教師遞交已選之書籍名單

文學小說 自然科普 人文史地

生活百科 社會科學 兒童讀物

人物傳記 漫畫及繪本 更多…

教城閱讀組合: 約 2,000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booklistSelection?scheme_type=eread&option_type=select&school_type=pri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booklistSelection?scheme_type=eread&option_type=select&school_type=sec


a. 瀏覽、試閱及選擇書籍
以學校教師帳戶登入

九) 選書



b. 儲存已選書籍
以學校教師帳戶登入

九) 選書



九) 選書

c. 提交書單 - 整合已選書籍
以學校採購員帳戶或被委任負責教師的學校教師帳戶遞交



勾選書籍 匯入合併書單

儲存



九) 選書

c. 提交書單 - 提交已整合書單
以學校採購員帳戶或被委任負責教師的學校教師帳戶遞交





九) 選書

d. 查看已被提交的書目
以學校教師帳戶登入

於選書網頁



以列表或查看

九) 選書

d. 查看已被提交的書目
以學校教師帳戶登入



十)享用「閱讀組合」

I. 7月9日或以前成功申請的學校，可於2020年7月16日開

始享用部分書籍，其餘書籍將陸續加入「閱讀組合」(註: 

學校成功遞交約2 星期後，即可開始享用)

II. 教師亦可統一派發 (指定年級、班別或 個別學生) ，簡便

地向學生推薦書籍。

III. 用戶手冊: 教師/學生使用指南等

https://vimeo.com/253357623
https://vimeo.com/253357811


運用推廣閱讀津貼的盈餘以訂購「e悅讀學校計劃」之延伸服務

I. 延長訂閱期至2021年8月31日

II. 延長訂閱期至2021年8月31日及增加電子書訂閱數量 (150本、200本、250本…)

十一) 延伸服務



十二) 申請其他免費閱讀組合

237 本

38本 102 本

6本

6 本

約200本

校本免費
閱讀組合

填妥簡單表格即可申請



「e悅讀學校計劃」

使用方法及操作簡介



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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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費

237 本

38本 102 本

6本

6 本

約200本

校本免費
閱讀組合

香港教育城閱讀組合
約200本

約2000本供選擇

聯合出版社閱讀組合
約200本

約500本供選擇

以100本起訂購，
並50本遞增。

包括閱讀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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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城組合約 2000 

聯合出版社組合約 500

閱讀組合

英文 中文
社會/

公民教育
STEM/
科學

2020-21書目組合

教城
組合

聯合
組合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
scheme/2021Packages

https://www.hkedcity.net/erea
dscheme/2021SUEPPKGS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2021Packages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2021SUEPPK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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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填妥表格

輕鬆訂閱
(必須由學校教師代表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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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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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書目可於網站主頁進行篩選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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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書目可於網站主頁進行篩選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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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校本免費閱讀組合」

• 涵蓋系列
• Open English Series

• StartSmart Series

• 從閱讀中學習中國地理

• Fatina 的健康正向生活

• 中文容易學

• 童心悅讀校本語文教材

• 我們的社交技能故事

• 親子溝通訓練課程﹙特殊教育﹚

• 讀寫策略發展網絡計劃教材套

• 創作獎勵計劃得獎作品集

• 學校可於書單中選擇合適書目
供全校自由閱讀 (數量不限)

約200本中英文教參讀物電子書，適合小學及中學程度的同學及老師

https://edmall.hkedcity.net/store/index.php?dispa
tch=categories.view&category_id=529

https://edmall.hkedcity.net/store/index.php?dispatch=categories.view&category_id=529


使用方法及操作



書籍簡易下載立即輕鬆閱讀



• 支援手機或平板電腦閱讀

• 跨平台同步

• 自動朗讀功能

• 文字轉換語音功能

• 字典、書籤、筆記…..

• 立即掃瞄QR CODE並以訪客身份登入體

驗 (選擇 )

https://edbookshelf.hkedcity.net
(教城書櫃平台截圖)

「教城書櫃」閱讀器

https://edbookshelf.hkedcity.net/


隨時、隨地閱讀

APP Version
Web Version in 
Mobile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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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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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時候下載了某一本書？
•對上一次看了什麼書？
•對上一次看書是什麼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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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閱讀城

www.hkreadingcity.net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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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層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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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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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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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