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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校長、
教職員
及學生

包括家長及
其他公眾人士

教師會員 學校會員

企業會員學生會員

公眾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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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香港教育城
一站式專業創新教育網站 www.hkedcity.net

集資訊、資源、互動社群與網上學習平台及工具於一身，致力推動學界透過資訊
科技，實踐創新學與教，提升學與教效能，與教育界各持分者並肩緊握數碼年代
的機遇。

發展跨地域的優質網絡平台
•	 支援學界協作交流及資源共享，建立專業教學社群

•	提倡學生善用網上互動學習平台，建構自主學習模式

•	助家長成為子女成長學習的同行者，促進全人發展及終身學習

與業界緊密聯繫
•	 與教育及資訊科技相關的伙伴協作

•	促進業界交流，拓展商機

會員類別



加入我們
企業會員接受以下機構及團體申請：

•	政府機構

•	非政府組織

•	學術團體

•	從事資訊科技或/及教育相關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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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評估	 	 ：網上試題學習平台

學與教資源	 	 ：eREAP、	教學資源庫	

專業發展	 	 ：學與教博覽	

閱讀	 	 ：香港閱讀城、e悅讀學校計劃、教城書櫃

單一登入服務		 ：EdConnect

WiFi認證及測試服務：WaaSchool

商校合作
擔當業界與學校之橋樑 www.hkedcity.net/partner/frontpage

服務及優勢
•	 「企業會員主頁」：把握商機，緊貼業界最新資訊

•	「活動概覽」：免費宣傳學與教活動

合作類別
•	 支持活動或計劃

•	協辦活動或計劃

•	合作策劃長期活動

合作機會



帳戶申請及管理
透過完善的會員制度及網絡基建系統，協助學校

輕鬆整理全校師生帳戶，減省登入不同網上平台

及管理WiFi認證程序。



4

6

成為會員

教城會員優勢

個人會員

個人註冊步驟

學校會員

企業會員

•	 掌握最新教育趨勢

•	瀏覽實用教育資源

•	參與專題講座及活動

•	建立專業交流社群

•	輕鬆管理校內師生帳戶

•	享用校本服務及教學資源

•	參與獎勵計劃及比賽

•	推廣教育相關活動

•	參與協作計劃，共建商機

點擊教城網頁右上方的「登入/註冊」，並按「註冊」成為會員

點擊學校戶口管理系統的「新增教師戶口」

建立及上傳教師檔案，包括姓名、學校電郵及／或e-Services帳戶

預覽上載結果並確認資料，教師即可登入啟動帳戶

個人會員 學校會員 企業會員選擇會員類別

按指示完成登記，並啟用帳戶
•	教師個人申請帳戶，可向學校管理員發送連繫邀請，以享用	
	 校本服務

於「設定」新增及更改個人資料，並訂閱教城資訊*

緊貼教育議題及教育產品等
最新資訊

*	定期發放教城電子報、
活動及資源推介

學校管理員批量建立帳戶步驟

1

2

3

點擊學校戶口管理系統的「學生戶口>上載全校檔案」

建立及上傳學生檔案

將登入帳户資料派發予學生，學生即可使用教城服務

1

2

3

教師

學生

1

4

2

3

www.hkedcity.net/j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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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管理學生數據、電子平台及資源

EdData

「資源及工具管理」專頁

www.hkedcity.net/partner/studentdata

www.hkedcity.net/schoolpage

•	 統一數據格式及平台規格，減省數據存取的行政工作

•	於一個平台集中管理不同電子資源的學生資料

•	由學校授權將學生數據簡易地分享予供應商

•	確保數據質素，達致更完整及有效的學習分析

•	學校只需每年更新帳戶，便可以一個帳戶單一登入不同平	 	

	 台，無需派發多個登入資料

•	可設定學校電郵帳戶為教城登入名稱

•	集中管理已採用「EdConnect單一登入－用戶目錄服務」		

	 的電子資源

600+
學校

供應商
10＋



Waa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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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支援校園無線網絡管理

WaaSchool無線網絡認證服務

WiFi測試工具

www.hkedcity.net/waaschool

www.hkedcity.net/waaschool/content/testing-tool

•	 以教城帳戶登入校內WiFi網絡

•	 備有設定指定用戶和時段登入WiFi網絡的功能

•	支援限制用戶登入WiFi網絡的電子裝置數量

•	快速測試模擬課堂的WiFi網絡表現

•	 網上預約測試時段

•	可自行或與網絡服務供應商一同測試

420+
學校

網絡供應商
10＋



教師專業發展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及交流，匯集資深教育人士分

享創新教學、電子學習、融合教育等成功經驗，

研討熱門教育議題，助教師緊貼教育科技及創新

學習的概念、策略與實踐。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3CDE展覽館

「學與教博覽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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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kedcity.net/lte匯聚全球教育精英分享卓見及交流專業經驗

•	 每年舉辦的亞洲頂尖綜合教育博覽，集專業研討會、工作坊及展覽於一身

•	展示最新教育趨勢及科技，裝備學校推展創新學與教

•	教育界及業內人士免費入場

•	學校可設博覽為「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亦可向大會索取教職員出席報告

340+
展位

13,500+
參觀人士

300+
國際及本地講者

240+
研討會／工作坊／
學校參觀

專題演講：國際及本地著名學者、教育家分享對熱門教育議題的卓見

研		討	會：探討電子學習、特殊教育需要、幼兒教育、職業專才及高等教育等議題

課堂示範：富經驗教師主持公開課，展示於不同學科實踐創新學習

教育展品：由電子學習方案到課室設備一應俱全

學校參觀：親訪校園，汲取不同學校實踐創新教學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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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kedcity.net/goelearning

www.hkedcity.net/ttv

網上專業發展平台			支援教師掌握教育趨勢及實踐創新策略	

及

Go	eLearning：創新教學的實踐經驗

教師電視：新銳教學策略至全球教育趨勢

•	 資深教師親身示範、分享課堂實例和教學心得

•	短片由淺入深，介紹各種熱門教育科技

•	培訓工作坊影片重溫，掌握應用技巧

•	教案、工作紙等教學資源可供下載

•	本地及國際教育學者交流教育啟迪

•	毋需登入即時觀賞，或登入以累積觀看時數，	

	 作申領專業發展時數之用

•	兼容不同流動裝置瀏覽影片

270+
影片 100+

資深教師分享

9大系列：

影片

精選內容 「學與教博覽」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教學薈萃」
「教師專業交流月」等

•	 作為學習的評估／促進學習的評估

•	編程及計算思維

•	翻轉教育

•	遊戲化學習

•	學習管理系統

•	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教育／創客

•	沉浸式學習／體驗式學習

•	互動課堂

•	協作學習



SEN 350+
特教資訊 25+

共融有法短片15+
教學資源 15+

學習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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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kedcity.net/sen匯集各特殊教育需要的教學策略、資源及資訊

特殊學習困難／	
讀寫困難

自閉症

肢體傷殘及其
他障礙

智力障礙

資優教育

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實用策略及資源

教學策略

•	 與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協作推出	
	 「共融有法」，以短片分享適用於主流及特殊學校的	
	 教學貼士

•	定期舉辦理論與實踐並重的教師及家長主題式講座

特教資源

•	 針對不同特教生特色的主題電子教材套

•	富經驗學校分享個案及成功要訣

學習遊戲

•	 特設「智識遊學園」，提供不同學科及促進腦部發展的遊戲

•	遊戲難度及介面均作調節，更切合特教生的個別需要



活動概覽

搜羅全港教育活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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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kedcity.net/eventcalendar

便捷搜尋活動

輕鬆安排行程

•	 按學習領域、對象、性質、舉辦日期等方法分類

•	特設STEM、特殊教育需要等熱門分類

•	兼容不同流動裝置瀏覽心儀活動

•	網上報名系統與活動詳情連結，報名便利

•	可連繫網上個人行事曆，方便編輯行程

工作坊 研討會 展覽 其他學與教相關活動



學教評資源
網羅本地及海外學教評資源，支援教師實踐創新

及多元教育策略，如促進學習的評估、虛擬學習

環境（VLE）及翻轉學習等，達致以學生為中心的

教學模式，提升學與教效能。



雲端學習管理系統			提升學教評效能 vle.hkedcity.net

開放式標準虛擬學習環境	/	學習管理系統
•	 日常教學、學習、評估、協作、回饋、學習數據分析等必備功能

•	多種評估題型可用，包括是非題、配對題、填充題、選擇題、數字題

•	批改時能給予學生文字、圖像、錄音等多元回饋

•	學生於系統完成課業，記錄個人化學習歷程

•	提供學習數據予學校和教師分析參考，包括詳盡學生報告和項目分析等

•	具備網頁和應用程式版本，雲端儲存所有資料

•	影片及題目資源庫供教師選用，建立教學資源共享文化

深化電子學習			提升學教評效能
•	 平台靈活多變，適合教師設計及進行各項學、教、評活動

•	可配合翻轉課堂、協作學習、通達學習等新興教學法

•	免費以教師個人或全校模式申請

420+
 本地製作教學資源

10+
 學校申請

 個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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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小一至中六	

學科：各學習領域及跨學科



體驗創新學與教模式
•	 搜羅世界各地優質電子資源，供學校於指定期間使用

•	提供一系列配套，如教學建議、工作坊等，助學校推行創新學習

•	學校互相分享經驗，促進專業社群發展

豐富資源			配合不同學教需要
•	 提供主流學科資源，包括語文、STEM等領域

•	照顧學術以外需要，包括社交和情緒發展等範疇

200+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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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世界級的教育科技實踐嶄新學教模式 www.hkedcity.net/ereap

程度：小一至中六	

學科：各學習領域及跨學科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科技 跨學科/其他

數學 科學

特殊學習需要 體育

個人、社會及人文高中通識

小學常識 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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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資源庫豐富課堂及教學設計

優質學與教資源

•	 富經驗的教師、大學、政府及非政府組織等提供優質資源，	
	 包括教育局一站式學與教資源平台（www.hkedcity.net/edbosp）	
	 及教育電視（www.hkedcity.net/etv）

•	 提供教案、工作紙、多媒體資源、評估及試題、書籍等豐富課堂設計

•	以關鍵字、學習領域、資源類型分類，方便搜尋

程度：小一至中六	

學科：各學習領域及跨學科

17,000+
 資源

www.hkedcity.net/resources



10,000+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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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鞏固學生「基本能力」而設的網上評估系統 star.hkedcity.net

多元網上評估資源
•	 評估題目根據各學習階段的「基本能力」而設計

•	教師可從中央評估庫內揀選題目製作評估課業

•	電腦化評卷為學生提供即時回饋，減省行政工作

•	兼容常用網頁瀏覽器及不同電腦和流動裝置

評估報告助分析
•	 提供「常見錯誤」描述，有助教師辨識學生學習難點

•	報告延伸至教育局「網上學與教支援」網站	
	 (https://wlts.edb.hkedcity.net/)	，教師可用以跟進	
	 學生需要	

•	教師可下載報告作其他分析用途

程度：小一至中三	

學科：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包括中文及英文題目）

330+
學校

查閱詳細評估報告

揀選題目製作評估課業

電腦自動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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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歷屆HKDSE及相關試題的網上評估系統 www.hkedcity.net/oqb

詳盡試後分析
•	 電腦化評卷為學生提供即時回饋，減省行政工作

•	一系列評估分析報告，助教師調整教學策略

•	學生可自行查閱報告，自我檢視學習進度

靈活訂購組合
•	 校本訂購：所有或個別科目（一年或跨學年計）

•	個人訂購：個別科目（一年計）

程度：中四至中六

學科：數學、物理、生物、化學、經濟、地理、資訊	
	 及通訊科技、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旅遊與款	
	 待、體育、通識

2,500+
 免費試題

7,900+
 試題

480+
 學校

41,000+
 學生

豐富試題庫
•	 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合作，提供歷屆公開試試題

•	出版社、機構、教師等提供免費題目							

							只需以教城教師及學生帳戶登入免費使用

•	題目分易、中、難三個程度，照顧學習差異

•	提供測驗及溫習等不同設定模式



數碼閱讀
培養學生閱讀興趣及良好閱讀習慣、幫助學校善

用教育科技的優勢，以一站式服務全面支援學校

建立「愛閱讀．樂分享」文化。



提供豐富圖書資料的網上平台 www.hkreadingcity.net

220+
學校

460+
教師

27,000+
學生

21

豐富圖書庫

我的閱讀紀錄

好書推介

年度普選「十本好讀」
•	 提供多元書種，以不同方法瀏覽及搜尋圖書

•	連結至公共圖書館、電子書版本等

•	建立個人圖書庫，有系統地記錄閱讀進度

•	訂下完成書籍目標，培養自主閱讀習慣

•	為兒童及青少年而設的主題書單

•	名人推薦

•	得獎好書

•	師生投選心愛好書，鼓勵作者和出版商

•	設積極參與學校獎，表揚積極推動閱讀的學校

6,200+ 優質讀物資訊
4,200+ 書籍內容試閱



支援學校推展廣泛閱讀的校本電子書訂閱服務 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多元閱讀組合

嶄新閱讀及回饋模式

•	 全校師生可同時閱讀同一書籍

•	掌握學生閱讀數量、時數及進度等

•	可簡易地按學生程度、興趣統一派發書籍，	

	 照顧學習多樣性

免費組合

•	 「英文經典系列」、「NET	Series」、	

	 「中華里系列」、「中國古典名著系列」、	 	

	 「現代經典作家系列」	
	

收費組合

•	 100至300本組合

•	 設指定書目及自選書目

•	不同題材和程度的中英文電子書

•	人均港幣十數元享最少100本書籍

學校

380+
免費電子書

22



綜合電子書閱讀平台 www.hkedcity.net/edbooksh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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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隨地享受閱讀

•	 Android、iOS及網頁瀏覽器跨平台操作

•	雲端同步儲存所有書籍、個人化設定和書寫筆記

•	可以平板電腦、			智能電話離線閱讀

多功能電子書閱讀器

•	 內置粵語、普通話及英語發音功能

•	支援聲帶、影片、互動練習等多媒體

•	備有標示書籤、筆記等工具	

•	 增設「夜覽」及字典功能、可同時打開多本書籍

免費電子書
580+

Text-to-Speech

新功能於2019年9月推出

電子書

1,500+



學生互動學習
藉不同獎勵計劃、互動學習遊戲、學科資源，鼓勵學生

在課餘時自主學習，增潤及鞏固知識。



www.hkedcity.net/student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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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約章獎勵計劃（程度：小一至中六）

•	 設「我的閱讀紀錄」工具，記錄個人化閱讀歷程

•	撰寫書評，以閱讀帶動寫作

•	另設金、銀、銅電子閱讀獎章

閱讀挑戰計劃（程度：小一至中六）

•	 指定書籍提供試閱內容及相關遊戲化小測

•	以互動挑戰形式，提升學生閱讀能力

6,500+
學生

280+
學校

3,800+
學生

290+
學校

e悅讀獎勵計劃（程度：小一至中六）	
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award_detail

•	 適合已訂閱並正使用任何「e悅讀學校計劃」	

	 閱讀組合的學校參加

•	鼓勵全校學生閱讀電子書，培養持續閱讀習慣

閱讀

學生

9,900+

80+
學校

不同學習領域挑戰			激發學習動機

涵蓋多個學科



1,600+
學生

2,500+
投稿

150+
學校

8,000+
學生

490+
學校

	創作獎勵計劃（程度：小一至中六）

•	 接受不同作品投稿，鼓勵學生實踐及分享創作

	 小學組	—	主題寫作、圖文創作、閱讀隨筆及	
	 	 散文／隨筆

	 中學組	—	主題寫作、故事／小說、散文／隨		
				 		 筆、詩／詞、圖文創作及閱讀隨筆

•	得獎作品將輯錄成電子書

中文

中文狀元挑戰計劃（程度：小四至中六）

•	 定期推出語文練習及遊戲，持續增進學生基礎中	

	 文能力及知識

•	三大主題包括「語文樂園」、「古文知多少」、	

	「閱讀理解」

增潤中文知識的自學平台
•		圍繞閱讀、語文知識和非華語自學三大學習	 	
	 範疇的中文學習平台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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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TVNews獎勵計劃（程度：小四至中六）

•	 觀看英語新聞短片，學習重點詞彙，提升閱讀能力及時事觸覺

•	分初、高級兩個程度，每週推出網上練習，包括詞彙解釋、問	

	 答題、議題討論等

•	另設新聞影片庫	(www.hkedcity.net/videos/channel/news)，	

	 匯集本地中英文新聞影片

Summer	English（程度：小一至小六）

•	 提供不同主題的英語學習遊戲

•	內容包括非小說與英語情境故事，培養社交及情緒智能

14,000+
學生

500+
學校

8,000+
學生

200+
學校



分析數據			掌握表現
•	 各系統自動記錄學習數據

•	提供不同報告，助教師知悉學生學習進度

豐富獎項			提升動機
•	 各計劃設學生及	/	或學校獎項，鼓勵積極參與

•	豐富獎品包括獎盃、獎狀、書券等

28

十分科學（程度：小四至小六）

•	 常識科學生網上自學材料和練習

•	課程範疇覆蓋健康、科學、環境及資訊科技等

暑期數理常識挑戰計劃（程度：小一至小六）

•	 增進學生科學、數學及常識學科知識

•	藉有趣遊戲，鼓勵學生持續學習

通識達人挑戰計劃（程度：中一至中六）

•	 定期推出問答題、議題討論等網上練習

•	提供通識概念、相關新聞或專題資料

•	鼓勵學生主動閱讀及探索不同時事和社會議題

學生

14,000+

350+
學校

24,000+
學生

300+
學校

2,400+
學生

110+
學校

數•理

常•通

學生獎勵計劃特色：



www.smallcampu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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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度：小一至小六

•	學科：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常識及其他學科	

互動學習體驗
•	 學習遊戲按學科分類

•	完成遊戲可獲取金幣，為虛擬環境添置裝飾

•	以金幣存款獲取利息，建立理財概念

•	 AI	Buddy「兔爾斯」登場，解答有關小校園功能、遊戲推介	

	 及小知識等問題

98,000+
用戶

50+
遊戲

•	 小學生專屬的電子報

•	每月出版有趣的漫畫和文章，	

	 助學生涉獵課外知識

遊戲化學習體驗　誘發學習動機

www.hkedcity.net/funpost



www.hkedcity.net/teen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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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成長」規劃豐盛未來
•	 專題文章討論成長有關的貼身議題

•	提供成長路上各種疑難的建議	

培育資訊素養及網絡公民責任
•	 以動畫、網上練習及比賽，培養學生網絡禮儀及正確運用	 	

	 網上資訊的能力

•	程度：中一至中六

•	學科：通識、個人成長、資訊素養	

「生活通識」培養多元思維
•	探知部落：以「探索、生活、新知」為宗旨，培養社會觸覺

•	 新聞點評：藉生活專題及時事評論，訓練多元思考

200+
短片 190+

文章

融合生活通識及個人成長



家長支援
促進家校合作，鼓勵家長了解學生的學習及成長

需要，建立三贏的伙伴關係，成為孩子成長路上

的同行者。



一站式網上家長資訊平台 www.hkedcity.net/pa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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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孩子成長的重要需要

講座及工作坊

•	 匯集不同專業機構及專家的文章、影片及資訊

•	欄目多元，涵蓋孩子在學習過程中重要領域，協助	

			家長了解孩子成長需要

•	與教育局及專業機構合作，舉辦各類免費家長講座、	

	 工作坊等活動

•	熱門主題包括資訊素養、情緒管理、照顧特殊教育	

	 需要學童、電子學習、STEM教育等

成長解難

家校合作

電子學習

升學選校

特殊教育需要

親子閱讀

親子好去處1,000+

1,200+
篇章

活動參與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