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圖書館再增設新電子書閱讀平台 

 

各位家長及同學：  

 

本校圖書館已於上年度購入 220 本中文電子圖書供同學於 e-class平台閱讀。現在，

圖書館再為同學開設香港教育城電子閱讀平台（e 悅讀學校計劃），此平台將提供

100 本（明年 2 月將增至 300 本）中文及英文電子書予同學閱讀，內容涵蓋流行文

學、歷史、科學、旅遊、運動養生、文化、語言學習、學習技巧、心靈成長等多個

範疇。同學只需利用自己的香港教育城（HKEdCity）帳戶資料登入，即可隨時於網

上閱讀這些書籍並撰寫書評。使用方法詳見附件。  

 

如有相關問題，歡迎致電學校（24253563 內線 321）向圖書館主任楊豐源查詢。  

 

嗇色園主辦可風中學 

圖書館主任謹啟  

2020 年 12 月 10 日 

 

 

 

 

 

 

 

 

 

 

 

 

 

 

 

 

 

 

 

 

 



附件： 

進入香港教育城「e 悅讀學校計劃」閱讀電子書之步驟 

 

1. 進入香港教育城「e 悅讀學校計劃」網頁：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2. 登入 HKEdcity，登入名稱及預設密碼如下：  

 

登入名稱：hfc-學生證號碼（例如 hfc-s123456） 

預設密碼：學生證號碼（例如 s123456） (如已更改密碼，請使用更改了的密碼) 

 

如果你未曾更改密碼，可到香港教育城網站(http://www.hkedcity.net)進行更改。 

 

3. 參考以下教學短片以更清楚了解閱讀電子書的步驟： 

https://videoplayer.hkedcity.net/embed/6fc1b1ec39c9c6232b960feff62a3ce0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
https://videoplayer.hkedcity.net/embed/6fc1b1ec39c9c6232b960feff62a3ce0


4. 亦可參考以下截圖： 

網上閱讀： 

 

 



 

 
 

 

 

 

 

 

 

 

 

 



電話上閱讀： 

如打算在智能電話或平板電腦閱讀，請先下載教城書櫃 app： 

 

 



 

 
 

 

 

 

 

 

 

 

 

 



圖書館主任推薦的項目 

1. 香港文學 

 

2. 香港系列 

 
 

3. 認識世界文化 

 

 

我搣時很煩   游欣妮 

細細粒、娃娃臉、教學零經驗的欣妮老師，內外都不似「搣時」！

卻大膽走進校園代課十星期！刻意經營的成熟形象，首天就被一句

「細路扮大人」擊潰？學生「求分」不遂，公開質疑她的改卷經

驗？！面對敷衍了事的習作、0.5 分的考卷，學生賴皮又散漫，還

多番提示她「你不過係代課咋！」學生不怕兇、不怕罵，在困獸鬥

中，她如何面對？ 

游欣妮連續兩年(2018, 2019)獲選中學生最喜愛作家，這是她的第

一部作品。她的作品內容圍繞校園老師與同學，很容易有共嗚。 

冬秋冬冬─香港人的北歐生活手帳   挪威的三文 

「旅居北歐多年，朋友們對北歐的無知有時實在令我沮喪，有人會
以為我去了「瑞士」讀書，又有人會以為全個北歐無時無刻都抬頭
北極光，又有人問我到底 7 月要穿多少件羽絨……」- 作者 

你認識北歐的五個國家嗎？會否有上面的刻板印象？此書以作者

自身對北歐的認識，及從香港人的角度出發，分享北歐不為人知的

一面。北歐是一個生活無憂的淨土天堂，還是一個生活苦悶的寒冰

地獄？在那裏生活，真是那麼快活自在？天寒地凍之時，衣食住行

是怎樣的？返工是否糧準假期多？政府真的會養你嗎？和北歐人

談戀愛，生兒育女的體驗又如何呢？ #北歐五國 #浪漫 #北極光 

#冰川 #挪威三文魚 #瑞典肉丸 #丹麥曲奇 ……還有呢？ 

 

冷知識手冊—吾港唔知   Beginneros 

100000 個追隨者的推介！ Beginneros 的第一本書，談的是香港的

冷知識。你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對香港應該是很熟悉吧！但你

知道這些事嗎: 

沙田曾經有機場？香港第一間五星級酒店係邊間？黃大仙係咪真

係姓黃？香港有座超級火山？全球最長月台幕門喺香港？全球最

貴既洗手間都喺香港？ 

你又聽過幾多項呢？ 

 



4. 學習方法 

 

 

5. 歷史 

 

 

6. Recommended English books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From Chinese Civilization to World 

History (Vol 2: World History)   Warren Chan 
Most of the kings who were given the honour of “the great" 
(e.g. King Alexander the Great) were mass murderers? The 
Americans’ right to life, liberty and pursuit of happiness was 
built upon the native peoples’ loss of their lives, homes and 
liberties? Do you know that Martin Luther regarded the Jews as 
“no better than dogs", “…are children of the Devil, condemned 
to the flames of Hell?" In furtherance of their colonial interests, 
British politicians from time to time wrote national borders for 
other peoples? Do you know why there have been so many 
problems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influential moments and events in world history and raises 
questions on some crucial facts that we have missed when we 
learnt history. 

給中學生的筆記整理術   游嘉惠 

第一本專為中學生設計的筆記整理術！28 個筆記整理妙方，

打擊關鍵 8 大痛點，徹底終結「錯漏、混亂」的筆記盲點！我

的字跡很潦草，抄了筆記後看不懂？老師上課講太快，漏抄筆

記卻不知道該怎麼辦？認真抄了筆記，回家不知道如何整理？

你知道怎麼寫出清楚易讀的筆記嗎？明明老師上課的內容都

一樣，大家的筆記也大同小異，為什麼成績還會有大差異呢？

本書特別列出中學生在筆記整理上經常遇到的各種問題，由具

有多年筆記教學經驗的台大發展中心石美倫教授指導，提供明

確、有效的解決方法，讓你學會如何從龐大的資料中抓出重

點，輕鬆在考試時拿下高分！  

打爆真．三國歷史   若依（KANA） 

張飛其實是蘿莉控？曹操真面目是輕挑男？威猛名將張郃變

妖男只因「愛樂儒士」？荀彧不是大叔而是一個香噴噴的美男

子？孫尚香稱號「弓腰姬」原來是日本人僭建的！自小開始玩

《三國志》、《真．三國無雙》的你，又或是追看《火鳯燎原》

的你，沉醉於勤修內政、馳騁沙場之餘，可想到 ACG 的三國與

真正的歷史仿如兩個平行宇宙，有很多相似而又不相同的地

方，隨着時代轉變、大眾價值觀轉變，對歷史人物的評價甚至

事實的描述都會有所不同，這本書由最貼地的動、漫、遊開始，

再翻尋史書《三國志》的點滴，探索真正的三國歷史！  



 
 

 

 

 

A Visit to 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   Chris Martin  

Do you know anything about Grand Canyon (美國大峽谷), one 

of the most magnificent natural wonders on earth? What will 

you see at the 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 Let’s go over this 

easy-to-read short book, look at the photos inside, and learn 

more about this breathtaking place. 

Quasars and Black Holes 

Do you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black holes (黑洞), one of the 

most mysterious object in the universe? How black holes are 

formed? What can be the evidence showing the existence of a 

black hole, if  you cannot see it at all? There are actually 

different types of black holes? Will our sun becomes a black 

hole ultimately? What would happen to a person pulled into a 

black hole? You will learn all these after you read this book 

(and much more!). 

The Dark Side   Adrian Tilley 
Do you love horror stories? Then this collection of 10 stories is 

for you! Ever wanted revenge on a teacher? Had a date that 

went bad? Had a friend who wasn't a friend at all? These things 

are here—but worse than you can ever imagine! 

 

The stories all happen here in Hong Kong—places you know, 

you visit, you love. Perhaps you won't see those places quite the 

same any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