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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獎勵計劃





閱讀獎勵計劃

項目 頁數 計分準則 獲取獎勵 

電子閱讀獎勵計劃 P.1 閱讀數據 

ｅ悅讀學校計劃 P.2 閱讀數據 

HyRead 電子書平台 P.3-P.6 閱讀數據 

圖書館360度全景虛擬導覽 P.7 / 

圖書館OPAC 2.0 閱讀社交平台 P.8 閱讀數據 

閱讀手冊 P.9 閱讀紀錄 

悅讀卡 P.10 借閱數據 

多媒體閱讀分享 P.11 閱讀分享 

漂書活動 P.12 漂書紀錄 

跨課程閱讀計劃推介書目 P.13-P.20 閱讀紀錄 

   目的

• 鼓勵學生透過閱讀課外讀物、閱讀分享、撰寫閱讀成果等，

	 從而提升全校閱讀風氣和閱讀興趣。

• 鼓勵學生利用個人閱讀記錄有系統地記錄閱讀歷程。

• 協助學生建立自主閱讀的習慣，並與人分享閱讀感受和心得。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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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閱讀獎勵計劃

目的﹕
1. 善用資訊科技教育的優勢，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

2. 培養學生養成持久的閱讀習慣，擴闊學生閱讀領域。

3. 營造閱讀氛圍，獎勵學生課外閱讀，奠定學習基礎，提升終身學習能力。

個人獎勵﹕
根據學生的電子閱讀數據(HyRead及e悅讀學校計劃)，選出閱讀書籍最多及累積

閱讀時間最長的學生，將獲頒發以下獎項﹕

「優秀閱讀大獎」(各級3名)﹕得獎者可獲獎狀及書券。

班級獎勵﹕
結算所有參與的班別，以計算參與的平均分，分數最高的班別，將獲頒發以下

獎項﹕

「積極參與班別大獎」(初、高中各1名)「積極參與班別大獎」(初、高中各1名)

得獎班別可獲獎狀及豐富禮物。得獎班別可獲獎狀及豐富禮物。



ｅ悅讀學校計劃

所有電子書均可以跨平台的電子書櫃服務「教城書櫃」（Android、iOS應用程

式，或網頁瀏覽器）開啟，學生只需以教城帳戶登入，便可無限次瀏覽，隨時

隨地享受電子閱讀的樂趣。

1. 進入本校網頁：http://www.lfh.edu.hk學校網站右面選單

登入網址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或下載

「教城書櫃」應用程式

2. 輸入你的戶口登入﹕

「登入名稱	/	Login	ID」：學校電郵地址，即﹕
20xxxxxx@lfh.edu.hk

「密碼	/	Password」：學生的身份證號碼，如A123456(7)，
密碼請輸入a1234567

3. 學生可選擇自己喜愛的圖書，按「加入教城書櫃」便可以進行
閱讀，詳情可查看「e悅讀學校計劃」網頁內的「用戶手冊」。

4.	選擇了的圖書，可以在「教城書櫃」內找到。學生可以用電腦
的瀏覽器、平板電腦或智能電話進行閱讀。請下載「教城書
櫃」的免費應用程式（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尋
「教城書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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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HyRead電子書/雜誌使用方法

進入本校 HyRead 電子書網頁(網頁版)﹕https://lfhhk.ebook.hyread.com.tw/ 
1. 輸入你的學生戶口登入﹕

	 「借閱證號」﹕lfh-學生證號碼，即﹕lfh-20xxxxxx 
	 「密碼」﹕學生的身份證號碼，如	A123456(7)，密碼請輸入	a1234567	

在個人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下載、安裝和使用閱讀軟體的方法
使用流動裝置掃描以下QR Code，下載HyRead 3，然後安裝

。

新增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有關本校	HyRead	電子書詳情可參閱以下使用指南：

https://www.lfh.edu.hk/portfolio/reading/hyread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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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共圖書館電子書/雜誌使用方法

線上閱讀電子書/雜誌

離線閱讀電子書/雜誌

步驟 1

香港公共圖書館主頁:http://www.hkpl.gov.hk  
進入香港公共圖書館—電子資源主頁:http://www.hkpl.gov.hk/e-resources

步驟 2

HyRead電子書和電子雜誌可在同一平台登入：
•於「電子書」選擇「HyRead電子書」或
•於「電子資料庫」選擇「HyRead電子雜誌」

步驟 3

同意「免責聲明」。

步驟 ４

輸入圖書證號碼或已登記的香港身份證號碼，再輸入密碼便可登入。

先安裝H y R e a d閱讀軟體，開啟相關軟體，選擇「香港公共圖書館

(HKPL)」後，輸入帳號及密碼便可登入。



在個人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下載、安裝和使用閱讀軟體的方法

使用流動裝置掃描以下QR Code，下載HyRead 3，然後安裝。

步驟1﹕新增香港公共圖書館

步驟2﹕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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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kpl.gov.hk/tc/common/attachments/e-resources/e-books/
HyRead_QuickGuide.pdf 

步驟3﹕

步驟4﹕

有關HyRead電子書詳情可參閱以下使用指南：



圖書館360度全景虛擬導覽

歡迎瀏覽以下網址或掃描QR Code，觀賞本校VR圖書館導覽及如何製作
VR 眼鏡的影片。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http://www.lfh.edu.hk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圖書館	

https://www.lfh.edu.hk/portfolio/reading/index.htm 

我的VR圖書館

https://my.matterport.com/show/?m=iQfSZGfNHeZ 

如何製作VR眼鏡 https://bit.ly/3Afqq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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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新體驗﹕實踐與體驗「共享‧喜閱新時代」
圖書館 OPAC 2.0 閱讀社交平台使用方法

登入閱讀社交平台後，除了精美的書封面相片之外，每位讀者的個人專區早已

預備好，讓你加入個人簡介、相片等。在個人專區內，更可以瀏覽個人的借閱

紀錄、預借、遲還、欠款等資訊。

利用桌面電腦登入的步驟
* 建議學生使用 Google Chrome 網頁瀏覽器完成以下的步驟。

1. 登入方法

進入本校網頁：http://www.lfh.edu.hk 或直接輸入 http://library.lfh.edu.hk

學校網站右面選單

點選  圖書館目錄 進入 圖書館 OPAC 2.0 閱讀社交平台

2. 登入學校內聯網

用戶名稱(學生証號碼) 例如：201XXXXX

密碼(身份證號碼) 預設：a1234567



閱讀手冊

宗旨﹕
1. 培養學生養成持久的閱讀習慣，擴闊學

生閱讀領域。

2. 鼓勵學生多閱讀、多思考，從閱讀中學

習進行具質量的閱讀。

3. 積極提昇學生的閱讀質量，提供優質廣

泛讀物，鞏固學生之語文能力，增強他

們的課外知識，建立良好的閱讀習慣。	

對象﹕中一至中五學生

5.	若同學遺失「閱讀手冊」，須自行到校務處購買，並須補做「閱讀手冊」。

內容﹕
1. 學生於閱讀課時間進行閱讀，更可配合個人興趣於課餘繼續閱讀。

2. 學生須於每個換書日完成最少一篇的閱讀成果，並完成「閱讀獎勵計劃」

一表，以便老師查核。

3. 為配合跨課程閱讀計劃，學生須於本學年閱讀不同學科的書籍，並根據書

籍內容完成閱讀成果，完成後交回科任老師。

4.	達【基本要求】者，可獲CARS	 2分，其後每本書可獲	 1點。(詳情可參閱

【得分準則】)若能達到以下數目之閱讀成果，更可得金章或銀章。各級完

成閱讀成果最多的3位學生更可獲得$50書券。

中一 9 本

中二 9 本

中三 8 本

中四 7 本

中五 6 本

中一至

中三

共繳交15份中/英文閱讀成果 (當中包括不少於5本中文書及5本英文書) 金章

共繳交11份中/英文閱讀成果 (當中包括不少於4本中文書及4本英文書) 銀章

中四至

中五

共繳交12份中/英文閱讀成果 (當中包括不少於4本中文書及4本英文書) 金章

共繳交 8份中/英文閱讀成果 (當中包括不少於3本中文書及3本英文書) 銀章

99

全年各級閱讀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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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讀卡」
積點與兌換方法﹕
1. 同學可通過閱讀圖書及參加圖書館活動而獲得閱讀印章，集齊一定數目的印章

後，便可贏得各項閱讀榮譽。

2. 每借閱圖書館藏書一本，由圖書館員審查後，可獲蓋章一個。(老師或圖書館

主任可要求學生簡述圖書內容)。

3. 每借閱指定書籍一本，由圖書館員審查後，可獲蓋章兩個。指定書目請詳閱圖

書館壁報。

4.	同學每次參與圖書館活動，皆獲蓋章兩個。

5.	請妥善保管「悅讀卡」，學期結束前，統計同學全年所獲得的印章數目，並根

據印章數目頒發獎狀。

6.	「悅讀卡」累積的積分紀錄會用作參加「香港公共圖書館青少年閱讀計劃」。

同學累積指定的紀錄，可獲香港公共圖書館頒發的證書。

7.	「悅讀卡」累積20個印章可換取小禮物一份；40個印章可換取書券乙張，如此

類推。

同學除可憑積點換取禮物或書券外，更可憑全年積點爭奪『全校悅讀之
星大獎』。

獎項
年度大獎(此獎項頒發予全年閱讀量最高的同學)

「全校悅讀之星大獎」(一名) ﹕與校長共進自助午餐、獎狀及書券$200

表現卓越獎
每組(初中、高中)選出三位，按得分高低，依序獲頒金、銀、銅獎。

「悅讀之星金獎」(初中一名；高中一名) ﹕ 獎狀及書券$200

「悅讀之星銀獎」(初中一名；高中一名) ﹕ 獎狀及書券$150

「悅讀之星銅獎」(初中一名；高中一名) ﹕ 獎狀及書券$100

「班際悅讀之星大獎 」(初中一名；高中一名)﹕獎狀及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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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閱讀分享

活動詳情﹕
1. 每班按中央編定的「好書分享」時間表，透過多媒體方式向全校師生分享

好書心得。

2. 中一至中三級可自行選擇以中文或英文分享；中四至中五級必須以英文

分享。

獎勵﹕
凡參加者將獲頒發書券，更可競逐「好書分享」大獎(初中及高中各一名)。

「好書分享」大獎﹕ 得獎者將獲頒發獎狀及書券$100。

評審準則方面，內容佔50%、表達能力佔50%，由閱讀組評審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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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書活動
帶一本書來，取一本書走。讓書籍流動，閱讀釋放。

從圖書館開始，分享不息。

書籍登記
• 有興趣參加漂書的同學可以將書籍投入四樓圖書館內的「漂書收集箱」。	

• 合資格的漂書會被貼上「漂書貼紙」，將放置於漂書架上，開始漂流。

什麼書可以「漂」?	

以青少年讀物、勵志、休閒、文學等類別，	

適合大眾閱覽之書籍為主。

書籍放漂
• 同學可於漂書架自行取閱漂書，不需預約或登記。

• 同學閱讀完漂書，可自行放回「漂書投遞處」繼續放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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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課程閱讀計劃推介書目(初中)

書名﹕《全球化與區域合作：

							兩岸四地的經濟、社會和

							政治新關係》

作者：李思名

出版社：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ISBN：9789888189144

書名﹕《本班最後1個乖仔》

作者：阿濃

出版社：突破出版社

ISBN：9789888392247

書名﹕《數學科學百科：

								趣味數學小故事365》

作者：日本數學教育學會研究部

出版社：台灣東販

ISBN：9789864753970

Title: Logan Likes Mary Anne! 
         (the Baby-Sitters Club Graphic  
          Novel #8)
Author: Ann M. Martin
Publisher: Scholastic Inc.
ISBN: 9781338304541



跨課程閱讀計劃推介書目(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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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看聖經學英語

								[全新增修版]	[有聲書]:

								耶穌說故事》

作者：申文怡,Daniel	Lee,蔡詠信

出版社：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ISBN：9789866051371

書名﹕《古裝穿搭研究室-超乎

								你想像的中國服飾史》

作者：龔元之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ISBN：9789571378473

書名﹕《香港No.1與世界之最》

作者：小皇冠編輯部

出版社：小皇冠童書館

ISBN：9789882166363

書名﹕《地理常識知道點》

作者：呂双波

出版社：方集出版社

ISBN：978986471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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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課程閱讀計劃推介書目(初中)

書名﹕《吃了會死?

								食品添加物速查》

作者：李馥

出版社：大喜文化	

ISBN：9789868900615

書名﹕《生活中無所不在的科學	

								解答日常的疑惑》

作者：川村康文	

出版社：萬里機構

ISBN：9789621472236

書名﹕《你不可不知道的100位

								西洋畫家及其創作》

作者：許麗雯,高談藝術企劃小組

出版社：信實出版	

ISBN：9789865767051

書名﹕《創科軟實力-香港新時代

								的競爭和文化思維》

作者：黃錦輝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香港)	

ISBN：978962077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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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課程閱讀計劃推介書目(初中)

書名﹕《漫畫經濟學:一看就懂,

								一學就會的經濟學!》

作者：武敬敏

出版社：海雁文化

ISBN：9789865951191

書名﹕《足球芝道-我是

								女裁判Gigi》

作者：羅碧芝

出版社：非凡出版

ISBN：9789888512775

書名﹕《蕭邦:100首經典創作及

								其故事》

作者：高談音樂企劃小組編

出版社：信實文化

ISBN：9789866620881

書名﹕《STEM少年偵探團》

作者：	Novelland
出版社：Plug Media Services Ltd 
ISBN：9789887904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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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課程閱讀計劃推介書目(高中)

書名﹕《新聞與香港社會真相》

作者：黃天賜

出版社：中華書局	

ISBN：9789888181995

書名﹕《灌溉心靈的半杯水﹕

						沈祖堯最想分享的感恩故事》

作者：沈祖堯			

出版社：皇冠出版社

ISBN：9789882163041

書名﹕《超‧超有趣到令人

								捨不得睡的數學》

作者：櫻井進	

出版社：晶冠出版社

ISBN：9789865852535

Title: Charlotte’s Web
Author: EB White
Publisher: HarperCollins
ISBN: 978006440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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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課程閱讀計劃推介書目(高中)

書名﹕《K.Kwong的化學世界﹕

								3分鐘化學》

作者：K.Kwong

出版社：明窗出版社		

ISBN：9789888687084

書名﹕《閒行社企》

作者：盧勁馳等著

出版社：水煮魚文化製作		

ISBN：9789881935168

書名﹕《榕小蜂的秘密花園》

作者：周祥明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

								學院生物課程

書名﹕《薛丁格的貓：50個改變

								歷史的物理學實驗》

作者：亞當‧哈特－戴維斯		

出版社：大石國際文化		

ISBN：978986948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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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課程閱讀計劃推介書目(高中)

書名﹕《關於經濟學的100個故事》

作者：陳鵬飛

出版社：宇河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ISBN：9789576596148

書名﹕《香港傳統節慶遊》

作者：黃照康SUNNY

出版社：圓方出版社

ISBN：	9789888137626

書名﹕《圖解物聯網與

								5G的商業應用》

作者：神谷雅史,

						株式会社CAMI&Co.

出版社：碁峰		

ISBN：9789865025212	

書名﹕《吃貨簡史》

作者：陳華勝

出版社：商周出版

ISBN：	9789864779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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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課程閱讀計劃推介書目(高中)

書名﹕《看聖經學英語

							[全新增修版]	[有聲書]:

								詩篇與箴言》

作者：蔡詠信,	申文怡

出版社：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ISBN：	9789866051692

書名﹕《富爸爸、窮爸爸》

作者：羅勃特‧T‧清崎

出版社：高寶國際出版

ISBN：	978986361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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