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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BookShelf 2.0」簡介



「EdBookShelf」背景
EdBookShelf Briefing for Publishers – Sep 2014



• Almost 100%WiFi School

• Ready to access to 85% of studentsEdConnect

• Government Subsidy (no. of 
student devices will increase)BYOD

• Easy to integrate other platformsEdData

eLearning Infrastructure Readiness in HK

Hong Kong Education City



HKEdCity’s EdBookShelf               

• Designed for Education and Learning

• Streamlined logistics for schools for 
book selection, subscription, 
distribution and reporting

• Can co-exist with other ebook platforms
• Kindle, Google, Apple BookStore…(but 

note that these platforms require parents 
to subscribe for students)



Business for Publishers

• Total Business Solution 

• Easy to join a ebook scheme 

• Marketing, subscription, payment and distribution to students 

• Industry standards (ePub, PDF)

• 700,000 education users readily available

• One scheme to reach different technologies – Windows, iOS, Android

• Cantonese, Putonghua, English



操作平台:

➢支援智能電話Mobile App (iOS, Android)

功能: 跨平台操作

➢ 支援Windows/Mac OS 網頁瀏覽器Web browser 
(Chrome, Safari, Edge)



操作平台:

功能: 跨平台操作

➢ 支援Mobile Web Browser(Chrome, Safari)
➢ 無需外掛軟件 (plug-in)

Mobile 
Web 

Browser

Mobile 
App



功能: 單一登入 (SSO)

簡易登入方法

✓ 教城帳戶

✓ 第三方帳戶



電子圖書標準 (ePUB - Electronic Publication)

✓按閱讀設備的特性，以最佳閱讀方式顯示

✓單一書檔，多店通用

➢文字重排 (Reflow)，固定版面 (Fixed layout)

➢文字書寫方向（直排或橫排）

➢揭書方向: 由右到左 Right-to-Left (RTL)，由左到右 Left-to-Right (LTR)

功能: 支援ePub3格式



➢聲帶

➢幻燈片

功能:支援多媒體

➢動畫短片

➢網上連結

➢筆記、書籤、標示及搜尋等功能

➢雲端「同步」功能，瀏覽個人化書櫃



功能:支援多元互動練習/評估

✓支援多元化題型的互動練習及評估



•網絡閱讀器支援同時

閱讀多本書籍

優化閱讀體驗: 同時閱讀多本書籍
Book 2Book 1



•即時閱讀，無需登入

優化閱讀體驗: 訪客模式



✓夜間模式，減少顯示器對眼睛的刺激

優化閱讀體驗: 「夜覽」功能



✓自選語言介面 (中文/英文)

優化閱讀體驗: 多語言用戶界面



Media Overlay 朗讀功能:

✓簡易製作有聲書，系統會自動閱讀整篇的文字內容

優化閱讀體驗: 朗讀功能



• iOS App – Native Dictionary (支援離線檢查)

• Android App –需連接互聯網

•網頁瀏覽器 –需連接互聯網

加強學習工具：字典



• iOS App – Native TTS (支援離線發音功能)

• Android App – Native TTS (支援離線發音功能)

•網頁瀏覽器 –需連接互聯網

加強學習工具：Text-to-Speech 



EdBookShelf 2.0

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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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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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閱讀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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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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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 收費閱讀組合

電子書組合

1 小學組合（100本）

2 小學組合（200本）

3 中學組合（100本）

4 中學組合（200本）

協作伙伴：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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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次數：服務期無限次
服務期 ：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 (全年)

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 (半年)

26

指定書目 自選書目

60 40

60 140

60 40

60 140



Tier 1 Tier 2

文學小說 Literature & Fiction

愛情 Romance

恐怖驚慄 Horror

翻譯文學 World Literature

科幻歷險 Science Fiction & Fantasy

歷史武俠 Historical & Martial Arts

推理懸疑 Detective & Mystery

青春校園 Youth & Campus Novel

中國古典文學 Chinese Classics

世界經典文學 World Classics

詩詞 Poetry

散文 Proses

文學賞析 Literature Appreciation
其他 Others

語言文字 Language

英文 English Language

中文 Chinese Language
其他語言 Other Languages

自然科普 Science & Nature

天文學 Astronomy

科普叢書 Popular Science

動植物 Animals & Plants

物理化學 Physics & Chemistry

應用科學 Applied Science

資訊科技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數學 Mathematics

人物傳記 Biographies & Memoirs

書籍種類



人文史地 Humanities, History & Geography

哲學 Philosophy

歷史 History

地理旅遊 Geography & Travel
宗教 Religion

文化藝術 Art & Culture

建築 Architecture

美術及設計 Art & Design

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電影及表演藝術 Film & Performing Arts

音樂 Music
攝影 Photography

社會科學 Social Science

財經金融 Finance

法律 Law

大眾傳播 Mass Communication

政治學 Politics

心理學 Psychology

社會工作 Social Work
社會學 Sociology

生活百科 Living & Social Life

健康及運動 Health & Sports

生涯規劃 Life Planning

飲食 Food & Cooking
其他 Others

圖文漫畫 Comics & Graphic Novels

繪本 Picture Books

教育 Education

學與教 Learning & Teaching
特殊教育需要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親子及家庭 Parenting & Family

家庭 Family
親子教養 Parenting

兒童讀物 Children's Books

書籍種類



熱門書籍種類

小說
散文

科普
常識

幽默
小品

生活
百科

勵志
讀物

兒童
圖書



增值閱讀配套

1

2

3

4

5

獎勵計劃: 積極參與學校/學生獎
、傑出表現學生獎

用戶手冊: 教師/學生使用指南等

書本派發功能: 派給指定年級、班別或
個別學生

教師管理頁: 提供學生閱讀數據，以調整
閱讀策略

連繫香港閱讀城支援學校推廣閱讀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award
https://vimeo.com/253357623
https://vimeo.com/253357811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books_control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teaadmin
https://www.hkreadingcity.net/zh-hant/


✓全校閱讀數據總覽:

✓熱門書籍:

教師管理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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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推出 – 學生個人化閱讀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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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 2017/18 2018/19

固定組合

1. 小學組合 (100本)

2. 中學組合 (100本)

2015/16 先導期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Way Forward

▪ 2015/16下學期公開
e悅讀學校計劃 (半年) 訂購

固定組合

1. 小學組合 (100本)
2. 中學組合 (100本)
3. 小學組合 (200本)
4. 中學組合 (200本)

自選組合
(70% 指定, 30% 自選)

1. 小學組合 (100本)
2. 中學組合 (100本)
3. 小學組合 (200本)
4. 中學組合 (200本)

自選組合

(60本指定，其餘自選)

1. 小學組合 (100本)
2. 中學組合 (100本)
3. 小學組合 (200本)
4. 中學組合 (200本)

▪ 新增自選組合 (30%)

▪ e悅讀學校計劃」
獎勵計劃2017/18

▪ 擴大自選組合比例

▪ e悅讀獎勵計劃 2018/19

▪ 學生個人化閱讀紀錄

▪ 新增小及中學200
本組合

「e悅讀學校計劃」里程



出版商 香港教育城

分工 提供版權 閱讀平台、
銷售、推廣

商業協作

註: 利潤以分成率計算



出版商 – 協作流程

提供書單

及書籍的

電子版

教城評估

書籍的適

合性

學校選書

ePUB 3 或
InDesign 或
PDF 及
Book cover 
thumbnail

適合小、中學生廣泛
閱讀 , 不限主題、種
類、語言，惟不得包
含淫褻、暴力、不雅
等內容

學校訂購

選書

全校閱讀



閱讀組合 /全校學生 800人

100本 $8,000

200本 $16,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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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費模式



重要條款
➢ 提供的電子書須質素良好，適合中小學使用

➢ 參與學校的教師、職員及學生在訂購期間可閱讀組合中的所有電子書

➢ 電子書只會在教城書櫃或其支援的平台上供用戶訂閱

➢ 教城每年檢討一次納入閱讀組合中的電子書數目及提供的閱讀組合數目等

➢ 確保所提供內容的版權及所有知識產權僅由授權方單獨持有，或獲擁有人的

委任及授權

➢ 為服務的持續性，合約有效期為三年並可自動續約

➢ 學校訂閱的書籍，授權方須在學校整個訂閱期間內提供有關書籍



增值閱讀配套

➢ 提供不超過10%的內容供試閱



 講座

 eDM

 到校服務

一系列推廣活動
 工作坊

教育局與教城於2018年6月26

日合辦「e讀通」及「e悅讀
學校計劃」簡介會

2018年12月13日「學與教博覽2018」
K12研討會 “數碼閱讀 釋放喜「閱」”



拓展商機及行動

優質的電子書 拓展中小學市場 低營運成本

可信賴合作伙伴免費增值服務



未來發展



參與學校總覽



2019/20 拓展商機

教城閱
讀組合

獨立電子
書選購

出版商
專屬閱
讀組合

❑ 協作模式



展望未來發展趨勢

家長

推動校外
親子閱
讀

非牟利社區
機構 (類似
學校)

推動閱讀風氣
及文化

❑ 擴大客戶群



擴大客戶群 -家長帳戶

•親子閱讀：協助家長為子女提供閱讀支援，亦可進行親子伴讀活
動，培養孩子的閱讀興趣

•共同協商家長優惠：免費、折扣、捆綁式訂購



日程

三月

三-四月

• 商討協作 (新合作伙伴或模式)

• 簽署協作文件

五-六月

• 向學校推廣閱讀組合，提供試閱方便學校選書

• 約六月接受學校訂購

七-八月

• 繼續向學校推廣閱讀組合

• 製作已選閱讀組合內的電子書

九月

• 服務期生效 (1/9/19 – 31/8/20)

• 繼續向學校推廣及學校訂購

• 製作已選閱讀組合內的電子書

• 提供適合小、中學的書單和電子版書籍 (供試閱)

• 教城整合書單向學校推廣



Q & A



查詢

•熱線: +852 2624 1000

•電郵: info@hkedcity.net

•網站: www.hkedcit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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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