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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1. 香港教育城閱讀平台一覽

2. 「香港閱讀城」 - 一站式數碼
閱讀體驗工作坊
1) 選書

2) 閱讀（「e悅讀學校計劃」）

3) 記錄

4) 參與

3. 閱讀延伸學習

4. 教城其他專業培訓平台



學與教
配套
滋潤
廣泛
閱讀

提供各類適合香港中
小學生的閱讀資源，
鼓勵學生「愛閱讀、

樂分享」

線上閱讀
免費

電子書

優質讀物
推介及

閱讀推廣

為學生提供寫作或
圖畫創作空間，發

揮創意

中文遊戲化學習
及篇章閱讀平台

一站式英文教學及自
學平台，透過短片、
文章、遊戲輕鬆閱讀
及學習英文

生活知識月刊，透
過有趣漫畫及文章
讓學生輕鬆學習

一站式資源豐富
課堂及教學設計

一站式專業發展平
台，助教師掌握教
育趨勢及創新策略

推動閱讀藍圖



一站式

數碼閱讀

www.hkreadingcity.net

http://www.hkreadingcity.net/


1) 選書



認識好書、多元閱讀資訊

• 圖書資訊 (~8,000種)

• 圖書試閱 (~6,000種)

• 圖書搜尋
• 分類、語言、程度

• 與香港公共圖書館連結

• 每月瀏覽人次（~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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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站式

數碼閱讀

www.hkreadingcity.net

http://www.hkreadingcity.net/


2) 閱讀



www.hkreadingcity.net/ereadscheme

• 校本電子書訂閱服務

• 2020-21學年﹕約500小學（包括特殊學校）及約400中學參與

• 約50間出版商協作，提供逾３,000本海外及本地精選的中英文電子書籍

• 服務期內無限次透過跨平台（Android、iOS及網頁瀏覽器）使用

• 提供詳盡學生閱讀數據

http://www.hkreadingcity.net/ereadscheme


計劃目的

1. 配合電子學習的發展，向學校提供實
惠、優質且多元化的電子書籍

2. 善用資訊科技教育的優勢，提升學生
的閱讀興趣，培養閱讀風氣

3. 讓學校能以輕巧的行政資源，推動全
校閱讀

4. 透過跨平台及多功能的電子書櫃「教
城書櫃」，促進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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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本

38本 102 本

6本

6 本

約200本

校本免費
閱讀組合

收費

豐富書目

聯合出版社閱讀組合
約200本

約600本供選擇

香港教育城閱讀組合
約200本

約2000本供選擇訂閱

以100本起訂購，
50本遞增。



閱讀組合 (免費) – 6套書藏合共接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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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city.hk/ereadscheme/

書單及訂閱

https://edcity.hk/pkg/free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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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https://edcity.hk/pkg/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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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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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單及訂閱

https://edcity.hk/pkg/free

6

https://edcity.hk/pkg/free


人物傳記 自然科普 文學小說

文化藝術 社會科學 更多…

• 合作出版社﹕約50

• 書本類別: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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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共超過2600本不同題材書籍供訂購

英文 中文
社會/

公民教育
STEM/

科學

教城
組合

聯合
組合

https://edcity.hk/zh-hant/pkg/hkecl2122 https://edcity.hk/zh-hant/pkg/suep2122

https://www.hkreadingcity.net/zh-hant/pkg/hkecl2122
https://edcity.hk/zh-hant/pkg/suep2122


組合及收費

協作伙伴：各大出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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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期 ：（1年）服務期：2021年9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

（2年）服務期：2021年9月1日至2023年8月31日*
*只限「教城組合」

17

電子書組合 書籍數量

1 小學組合
教城組合
最少100 (再每50本增訂)

聯合閱讀組合
最少100 (再每50本增訂)

2 中學組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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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年費訂閱即全校閱讀

▪ 每年僅需人均成本港幣十數元即可瀏

覽百本電子書，例子﹕

閱讀組合 601-800人

100本 $8,640*

閱讀組合 (收費)

*參考價格，確實價格按不同學校情況為準



簡易選書採購系統

• 讓輕鬆採購合適書籍
• 按不同語言、類別、出版年份…等清晰

分類

• 可整合全校教師所儲存的選書，一目了
然

• 隨時儲存所選書籍，待下次繼續選擇

• 省卻大量繁複行政工作



書籍簡易下載 輕鬆隨時閱讀



網址﹕ http://edcity.hk/ereadscheme/

一)  前往計劃網頁以教師之教城帳戶登入

http://edcity.hk/ereadscheme/


二) 登入後，已訂閱的系列將顯示「已訂閱」



三) 可按需要自行篩選或直接搜索希望閱讀的書籍

➢按系列、類別、或直接輸入關鍵字搜尋



➢待標誌由 轉成 後

➢按 即時打開 閱讀

四) 籍選好書籍後，按書籍下方的



注﹕ 如使用APP版

➢選好後，可打開APP及登入，

並按 下載書籍後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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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city.hk

(教城書櫃平台截圖)

「教城書櫃」閱讀器

Scan for Trial

https://edbookshelf.edcity.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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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 http://edcity.hk/ereadscheme/

一)  前往計劃網頁以教師之教城帳戶登入

http://edcity.hk/ereadscheme/


二) 選擇「教師管理頁」，
並選擇「e悅讀學校計劃 - 派發書本」



教城免費電子書籍資源 (教城會員專享)

• 所有教城的個人會員，可透過「香港閱讀城」網站，閱讀超過600本免費電子書

• 與不同出版社、政府機構、NGO合作（如創新科技署、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優質

教育基金及香港天文台等）



一站式

數碼閱讀

www.hkreadingcity.net

http://www.hkreadingcity.net/


3) 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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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登入後，選擇「教師管理頁」，
並選擇「學校報告」



I. 「學生閱讀數據」

➢可以看到個別學生的總訂閱數

目 (即不同學生分別各自下載

了多少本不同的書)

➢也可進行篩選或排序

三) 瀏覽不同閱讀數據



II. 「書籍閱讀數據」

➢可以看到全校的書籍閱讀數字

(例如哪一本最多學生下載)

➢也可進行篩選或排序



III. 「閱讀數據總覽」

➢可以看到較為詳盡的閱讀數據

➢例如學生看個別書籍的閱讀時

間、個別學生的最後閱讀日期、

閱讀完成度等等

➢也可進行篩選或排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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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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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站式

數碼閱讀

www.hkreadingcity.net

http://www.hkreadingcity.net/


4) 參與



閱讀約章獎勵計劃 Reading Contract edcity.hk/reading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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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9月1日至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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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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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dcity.hk/readingcontract


程度：小一至中六學生
◼ 每組別各設十二個閱讀挑戰，將分別於10月、2月、

7月推出
◼ 題目由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朱啟華博士及其團隊設計
◼ 挑戰內容

◼ 試閱書籍
◼ 回答問題
◼ 加入「我的閱讀紀錄」
◼ 總結

閱讀挑戰計劃 Reading Challenge

edcity.hk/readingchallenge

http://edcity.hk/readingchallenge


Reading Battle 閱讀大挑戰
• 由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朱啟華博士及其團隊研發之遊戲化閱讀挑戰平台

• 可使用教城帳戶登入試玩
（但如需正式參與，請以電郵samchu@hku.hk聯絡朱啟華博士）

https://equiz.cite.hku.hk/index.php

mailto:samchu@hku.hk
https://equiz.cite.hku.hk/index.php


不同類型閱讀活動

• 研討會

• 學生推介好書

• 教師推薦好書

• 作家講座/見面會

• 《十本好讀》



學與教
配套
滋潤
廣泛
閱讀

提供各類適合香港中
小學生的閱讀資源，
鼓勵學生「愛閱讀、

樂分享」

線上閱讀
免費

電子書

優質讀物
推介及

閱讀推廣

為學生提供寫作或
圖畫創作空間，發

揮創意

中文遊戲化學習
及篇章閱讀平台

一站式英文教學及自
學平台，透過短片、
文章、遊戲輕鬆閱讀
及學習英文

生活知識月刊，透
過有趣漫畫及文章
讓學生輕鬆學習

一站式資源豐富
課堂及教學設計

一站式專業發展平
台，助教師掌握教
育趨勢及創新策略

推動閱讀藍圖



edcity.hk/chinese/zh-hant

篇章閱讀 (中文)

• 範疇圍繞閱讀、語文知識和非華語學生自學平台

http://www.hkedcity.net/chinese/zh-hant


閱讀理解 - 文言文



閱讀理解 – 白話文



古文知多少



語文樂園 – 語文、識字



掌握學習數據



◼ 小學生專屬的電子報

◼ 透過有趣的漫畫和文
章，讓學生輕鬆學習
語文及科學知識，並
擴闊視野。

生活知識月刊
www.smallcampus.net/funpost

http://www.smallcampus.net/funpost


◼ 設創作獎勵計劃，鼓勵學生實踐及
分享創作

◼ 程度：小四至中六學生
◼ 小學組：主題寫作、圖文創作、閱

讀隨筆、散文/ 隨筆

http://edcity.hk/eworks

由閱讀到創作

http://edcity.hk/eworks


edcity.hk/english

◼ 英文自學平台，透過短片、
新聞、文章、遊戲等，有趣
地自學英文

篇章閱讀 (英文)

http://edcity.hk/english


透過不同影片 輕鬆學習英文
(生字、語句、發音)



TVNews Award Scheme
(與ViuTV合作)





專業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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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dcity.hk/go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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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city.hk/goelearning


教育多媒體 (EMM)
https://emm.edcity.hk/

• 教育局為幼稚園、小學和中學學生及教師製作的學與教資源

• 包括獨立主題式短片、多結局微電影、動畫、兒歌、繪本、相片、聲效，
以及已劃分成多個數分鐘章節，並剪輯成片段的影片等

• 根據學校課程和學生的學習需要而製作

• 免費提供給學校靈活選用，設計學與教活動，並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主題演講 Main Stage Presentations 

疫後未來教育
Futures of Education in a Post-Pandemic World

未來技能與創意
Future Skills and Creativity

成長思維與身心靈健康
Growth Mindset and Well-being

人工智能教育
AI Education 

教育變革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評估與數據
Assessment and Big Data

閱讀素養
Reading Literacy

❖ Greater Bay Area 
Education Forum 

❖ AI Summit 

Prof Fernando M. Reimers
Professor,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USA

Prof Cheng Kai-ming, SBS, JP
Emeritus Professor,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 Nancy Law W.Y.
Professor,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 John Lee Chi-kin
Vice President (Academic) and 
Provost,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 Diana Laurillard
Professor of Learning with Digital 
Technology at UCL Knowledge 
Lab,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rof Andreas Schleicher
Director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OECD

Prof Hau Kit-tai, BBS, MH, JP
Research Professor,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 Sanna Järvelä
Head, Learning and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Unit (LET), 
University of Oulu, Finland

Prof Catherine McBride
Choh-Ming Li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r Lam Wai-ip
Associate 
Professor,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 Thomas Chiu 
Assistant Professor,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 Zhu Yong-xin
Professor, Soochow University

Professor Chiu Chi-yue
Dean, Social Scienc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r Esther Ho Yuk-fan
Project Convenor, Jockey 
Club Project Well-being



日期及時間 Date and Time:
2021-12-08 10:00 – 18:00

2021-12-09 10:00 – 18:00

2021-12-10 10:00 – 17:00
地點 Venue: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3CDE展覽廳
Hall 3CDE, HKCEC
網頁 Website:
www.LTExpo.com.hk

https://lte2021.e-reg.asia

http://www.ltexpo.com.hk/
https://lte2021.e-reg.asia/




訂閱教城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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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系列】
閱讀融入學與教 深化閱讀層次

你 的 意 見

https://forms.office.com/r/UwuVi1pT8g

2021.10.22

https://forms.office.com/r/UwuVi1pT8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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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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city.hk

•網站: EdCity.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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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