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別壞了孩子語文學習的胃口」
童心悅讀課程網上分享會

2020年10月20日



今日流程
1. 流程簡介、注意事項

2. 教城閱讀服務介紹
香港教育城高級計劃主任 鍾浩瀚先生

3. 童心悅讀課程設計及教學策略：
閱讀教材、創意文學、專題研習、童書創作
五邑鄒振猷學校副校長 鄭麗娟女士

4. 問答及總結



中、小學學生適合
閱讀的圖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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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閱讀記錄



2020-21主題

一書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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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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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閱讀組合 (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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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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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除本身的「固定」版本
(Fixed Layout)外，亦提供

「彈性版面」版本
(‘Adjustable Layout’ version)

及

「文字同步朗讀」版本
('Synchronised Text with 

Audio’ version)

書單及訂閱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pkg/eRead2016A005

http://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pkg/eRead2016A005


全新「校本免費閱讀組合」

• 涵蓋系列
• 童心悅讀 校本語文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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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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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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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妥簡單表格 輕鬆訂閱電子書
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https://www.hkedcity.net/registration/fo
rm.php?reg_form_id=1055

http://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https://www.hkedcity.net/registration/form.php?reg_form_id=1055


教育局 -
免費使用「e悅讀學校計劃」
• 所有公營學校（包括特殊學校）及直接資助計

劃學校，可免費使用香港教育城「e悅讀學校計
劃」至12月31日

• 合資格學校可免費使用「e悅讀學校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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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校可因應需要，運用「推廣閱讀津貼」購買
延伸服務（例如增長服務使用期或增加組合中
的書本數量）

https://www.hkedcity.net/ere
adscheme/zh-

hant/edb_eread

詳情及申請可瀏覽專屬網頁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edb_e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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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本供選擇

以100本起訂購，
並50本遞增。

免費

100本 (30本指定 + 70本自選)



書籍簡易下載 輕鬆隨時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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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增「旁白」功能，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用戶

https://edbookshelf.hkedcity.net

(教城書櫃平台截圖)

「教城書櫃」閱讀器

Scan for 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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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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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書資訊 (~7,000種)

• 分類、語言、程度

• 圖書試閱 (~5,000種)

• 免費電子書下載
• https://bit.ly/31i8wQI

• 電子書訂閱
• https://www.hkedcity.net/online_fo

rm/ebook_purch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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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it.ly/31i8wQI
https://www.hkedcity.net/online_form/ebook_purc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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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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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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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閱讀約章 e悅讀學校約章

組別 小學組 中學組

日期 分三期：上、下學期和暑假 2020年9月1日至2021年8月15日

內容

1. 學生以教城學生帳戶登入，
遞交已完成閱讀的圖書資料
和感想

2. 教師可於網頁查閱報告，掌
握學生進度

1. 學校須訂閱「e悅讀學校計劃」
任何閱讀組合

2. 學生須以教城學生帳戶登入以
閱讀電子書，系統會自動記錄
閱讀數據

3. 教師可於網頁查閱報告，掌握
學生進度

4. 教師可於網頁以派發功能推薦
書籍予學生，競逐「最積極推
動閱讀學校獎」

獎項 • 「傑出表現學生獎」
• 全年獎項：「積極參與學校

獎」
• 另設電子證書及電子奬章：
• 金章、銀章、銅章

全年獎項：
•「最積極推動閱讀學校獎」
•「積極參與學校獎」
• 另設電子證書範本供教師下載，
以鼓勵積極參與的學生



分享閱讀 ‧ 獎勵活動

• 試閱書籍
• 回答問題
• 將書加入「我
的閱讀紀錄」

• 總結

Reading Challenge
閱讀挑戰





定期舉辦特色閱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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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城免費電子書籍資源
• 所有教城的個人會員，可透過教城的「香港閱讀城」網站，

訂閱超過600本免費電子書

步驟1) 申請成為教城個人會員 (如已有教城帳戶可略過此步驟)

1) 前往教城主頁，選擇右上角的「登入/註冊」

香港教育城網頁﹕https://www.hkedcity.net/

2) 選擇「註冊」 3) 選擇「個人會員」下的「立即申請」，並按

指示完成簡單申請手續

https://www.hkedcity.net/


步驟2) 以個人帳戶登入「香港閱讀城」網站

1) 前往香港閱讀城主頁，選擇右上角的「登入/註冊」 2) 輸入教城帳戶及密碼登入

香港閱讀城網頁﹕https://www.hkreadingcity.net/

教城免費電子書籍資源

https://www.hkreadingcity.net/


登入後，選擇主頁BANNER的「下載免費電子書」

1) 選擇主頁BANNER的「下載免費電子書」，前往免費電子書庫 2) 多本免費電子書供瀏覽選擇

教城免費電子書籍資源



步驟4) 選擇合適書籍後即時閱讀

1) 點擊書名 2) 顯示書籍基本資料及簡介，選擇「加入教城書櫃」 3) 待按鈕轉成「閱讀電子書」後，可按下打開

「教城書櫃*」進行閱讀

教城免費電子書籍資源



免費閱讀《童心悅讀》系列書籍

• 學校參與「 」，並訂閱免

費「校本免費閱讀組合」系列

• 或於「 」網頁，直接搜尋

《童心悅讀》系列

注﹕《童心悅讀》「教師版」只供教

城教師帳戶免費閱讀



童心悅讀課程設計及教學策略：
閱讀教材、創意文學、
專題研習、童書創作

五邑鄒振猷學校副校長 鄭麗娟女士



專業培訓



www.hkedcity.net/goelearning

於2019年12月推出全新Go eLearning平台

以影片方式支援教師運用各電子教學策略或工具的網站

+1,300 條涵蓋多個專業發展範疇的影片

+1,000 位資深教師分享

登入後系統會自動記錄收看時數，申領持續專業發展（CPD）時數

多功能支援教師建立個人化專業發展旅程

http://www.hkedcity.net/goelearning


1) 工具簡介，即時下載工具

2) 由教師影片示範如何由設定帳戶至完成教材

3) 課堂實際使用片段

4) 教學時累積的心得和經驗

平台簡介
涵蓋多個專業發展範疇

輕鬆4步曲協助教師了解不同電子教學策略或工具

翻轉教育沉浸式學習/
體驗式學習

STEM編程及計算思維

遊戲化學習
學習管理系統

作為學習的評估／
促進學習的評估

互動課堂協作學習

最新教學軟件教學
(Kahoot!, nearpod, 
plickers, HP Reveal)



教育界年度展覽盛事
https://www.ltexpo.com.hk

https://www.ltexpo.com.hk/


• 來自全球共13,435 參觀人次
• 匯聚了超過300名來自世界各地的資深教育工
作者、教育學者、政府官員和學校領導人

• 主持超過250 場主題演講、研討會、工作坊、
課堂示範及學校參觀等活動

• 場內超過350個展位

37

學與教博覽2019回顧





LTE: ALL-ROUNDED PD Experience and Networking 
- From School Leaders to Front-line Teachers

39

Vision & 
Strategies 

• Theme-
based 
Conference 
@Main 
stage

Best Practice

• Themed 
Theatres

• School 
Visits

Experiential 
Learning

• 21st Century 
Classroom

• Innovation 
Classroom

• InnoSTEMer

Sourcing 
support

• Exhibits

Networking

• Community 
building



All exhibitors, visitors and staff 
must wear face masks. Hand sanitizers available at hall entrances.

Body temperature measured at 
venue and hall entrances. Any 
person with temperature over 
37.5’c will be denied entry.

Enclosed visitor registration booths.

Mandatory health declaration form 
to be filled online by exhibitors, 
visitors and staff. Forms will be sent 
to registered visitors, exhibitors and 
staff one week before the event.

Onsite conference seating followed social 
distancing arrangements at that time.

Anyone under mandatory 
quarantine or wearing electronic 
wristband are restricted to enter.

Visitors are suggested to enter the hall in 
small groups.

Wider gangways will be 
arranged.

Sanitation and disinfection will be carried out by 
HKCEC staff regularly to ensure venue hygiene. 
Public facilities and furniture such as escalator 
handrails, door knobs, lift panels, tables and 
chairs in the exhibition stands, etc. will be 
sanitised frequently. The exhibition hall will be 
disinfected at the end of each show day.

Signage and house announcement 
to remind visitors about personal 
hygiene measures and social 
distancing.

No food and drinks are allowed inside the 
exhibition hall.

Stringent 
measures for 
Health and 
Hygiene



創新教師獎
目的
• 表揚能夠善用科技、配合教育理論及創新教學法、成功實踐創新教育、提升學教評效能的教師
• 凝聚致力推動創新教育的教師，教育當下，立足未來
• 促進教育界的創新發展及專業交流，建立共享文化

對象
• 所有香港小學、中學和特殊學校教師
• 參加者須於提供正規課程的本地學校任教

報名及提交作品
• 即日起至2020年10月30日（五）
• 參加者需按「創新學教評」、「照顧不同學習需要」、「可延續及擴展」、「對專業社群之貢獻」四大評審準則提交
相關作品

組別及獎項
• 小學組、中學組（特殊學校將根據其主要學習階段劃分至中／小學組）
• 每組各設5名得獎者；頒獎禮將在「學與教博覽2020」舉行





從閱讀中學習

「從閱讀動機到能力：以多元策略促進
學生閱讀投入」網上研討會
• 10月29日 14:30-17:00
• 講者：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羅嘉怡博士；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吳一敏助理校長；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陳錦
華老師



教城服務 HKEdCity Services

校本服務 School-based

學生服務 Student-based

44

電子書 電子評估

eRE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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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https://bit.ly/2FuNu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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