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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M19C026（錦）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一至六年級 中、英文科及圖書科之網上閱讀計劃 
逕啟者： 
 

為加強培養學生閱讀的習慣、營造濃厚的閱讀氣氛，本校為學生提供了不同的網上閱讀

計劃，使同學除了在校園外，在家中也能進行閱讀活動，這些閱讀計劃包括： 
 

中文科  ：「智愛中文網上學習課程」(詳情請參閱本通告 2-4 頁) 

登入網址：http://www.i-learner.com.hk/chinese 

達標要求：須每星期最少完成兩個練習(即每月需完成最少 8 篇)，全學年最少完成 64 個練

習，否則將視作欠功課處理 
 

英文科  ：Reading i-Learner 英文網上學習課程(詳情請參閱本通告 2-4頁) 

登入網址：http://www.i-learner.com.hk/ Reading i-Learner 

達標要求：須每星期最少完成兩個練習(即每月需完成最少 8 篇)，全學年最少完成 64 個練

習，否則將視作欠功課處理 
 

圖書科  ：「e 悅讀學校計劃」之「教城書櫃」電子書網(香港教育城（教城）提供) 

登入網址：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達標要求：須聖誕、新年及復活節三個假期內各閱讀 1 本電子圖書，並在圖冊內完成該本電

子圖書的指定閱讀報告練習，全學年最少閱讀電子圖書 3本及完成指定閱讀報告

練習 3 個(於圖冊內)，否則將視作欠功課處理 

計劃簡介：一至六年級同學須閱讀以上網站之電子圖書，完成校本網上(電子書)閱讀計劃。

此平台藏書量超過 900 本海外及本地精選的中英文電子書籍，圖書種類豐富；

學生可依據自己不同的學習程度，閱讀適合個人能力的電子圖書，讓學生找到合

適自己的起步點，藉以提升閱讀、自學能力和樂趣。 

學生可於服務期內無限次透過跨平台（Android、iOS 及網頁瀏覽器）的「教

城書櫃」閱讀所選書單上的書籍。詳情請瀏覽用戶手冊。 

計劃由派發用户帳號開始，至 2020 年 5 月 31日結束。每位同學都有一個

獨立的網上帳戶（用戶密碼稍後派發，貼於手冊 75 頁內）。為鼓勵閱讀電子圖

書，學期尾本科會頒發獎狀給予全校閱讀數量最多的首二十名學生，以示嘉許。  

使用示範：可瀏覽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user_guide(用戶手冊) 

   

為了讓家長進一步了解有關計劃，學校將於 2019年 9月 28日（六）家長日上午 11:30

至 12:45 於禮堂為小一至小六家長安排簡介會，敬請家長踴躍參與。希望家長鼓勵學生積極

參與，善用學校提供的資源進行自學。 

 

* 除此之外，學生必須每天帶一本內容健康之圖書回校，單月帶中文圖書，雙月帶英文

圖書，在空閒時進行閱讀，善用時間，養成每天閱讀的好習慣。 

 

   此致 

貴家長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校長 吳偉文 

2019年 9 月 23 日 

http://www.i-learner.com.hk/chinese
http://www.i-learner.com.hk/%20Reading
http://www.hkedcity.net/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user_guide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user_guide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user_guide


 2 

 

 

一至六年級 中、英文科網上閱讀計劃 

 

逕啟者： 

      為提高學生對語文的興趣、養成閱讀的習慣、掌握閱讀的策略及速度，本校

中文科及英文科於本學年（2019-2020年度）10月 1日開始，免費為小一至小六學生

提供「智愛中文網上學習課程」及「Reading i-Learner英文網上學習課程」。內容如

下： 

 

 網站 課程要求 

中文科 http://www.i-learner.com.hk/chinese  

每星期最少完成兩個練

習，否則將視作欠功課。

(即每月需完成最少 8篇) 

 

英文科 http://www.i-learner.com.hk/ 

Reading i-Learner 

 

      為了協助學生於網上自行學習，校方將安排午間活動時段，讓家中未裝置電

腦上網設備的學生使用學校電腦設備學習。請學生善用學校提供的資源進行自學。 

 

 註： 1. 已派發上網指引及用戶密碼。 

  2. 為了讓家長進一步了解有關計劃，學校將於 2019年 9月 28日（六）

家長日上午 11:30至 12:45於禮堂為小一至小六家長安排簡介會，敬

請家長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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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愛中文網上學習課程通告           23-9-2019 

 

為了提高學生的中文能力，培養學生良好的閱讀習慣，加強學生掌握資訊科技、終生學

習的能力，本校將採用「智愛中文網上學習課程」作為延伸課程，讓學生在星期一至五，在

網上參加中文互動閱讀課程，全方位鍛煉聽說讀寫等語文能力。 

 

「智愛中文網上學習課程」由二零一九年九月至二零二零年八月，同學只需使用由中文

科老師派發的帳號和密碼，即可登入平台（http://www.i-learner.com.hk/chinese）進行

中文學習。本校中文科老師可以通過「智愛中文平台」的教師中心瞭解學生的學習進度。 

 

課程日期 2019年 9月 1日 至 2020年 8月 31日 

課程要求 

學生每週須完成周一至周五的練習題，每月需完成至少 8篇。 

（請注意：每月的最後一日為該月練習的截數日，逾期提交的練習成績將不會被計算。） 

第一學期的分數計算期：2019年的 10月 1日至 2020年的 1月 31日 

第二學期的分數計算期：2020年的 2月 1日至 2020年的 5月 31日 

2019年 9月份為熟習期。 

課程內容 

周一和周三：閱讀技巧、寫作技巧 

周二和周四：聆聽技巧、說話技巧及語法知識 

周五：語言運用遊戲 

額外練習：寫作練筆（提供引導式及主題式等寫作練習，由專業編輯評分和反饋，供學生每

週鍛煉寫作的機會） 

獎勵計劃 

每學期的獎狀：學生獎：全級最高分的前十名的同學 

班級獎：全校表現最好的三個班級 

全年大獎（1/10/2019 - 31/5/2020）：學生獎：全級最高分的前三名的同學 

班級獎：全校表現最好的三個班級 

i-Learner 全港性頒獎典禮：白金獎（分級別全港名列約前 3名） 

                          金獎（分級別全港名列約前 10名） 

                優秀學員獎（分級別全港名列約前 20名） 

技術支援 

系統安裝及設備要求： 

 支援手機、平板電腦，Android 4.0 或以上和 IOS系統。  

 本課程設有聆聽及語音識別練習，因此所用電腦裝置需要設有揚聲器及麥克風 

 配件設置： 

 Google Chrome 36.0 或以上, Internet Explorer 10.0或以上， Firefox 31.0或以

上, Safari 5.0或以上 

 Flash Player 10.2 或以上            java 5.0 或以上 

有關技術支援或使用操作等查詢，可 

1） 電郵至 info@i-learner.com.hk 或 Whatsapp至 9388 6251（一個工作天內回覆） 

2） 致電 3904 1653 與 i-Learner的客戶服務同事聯絡。 

電話服務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9:30-21:00；星期六及日：10:00-17:00 

 請家長督促 貴子弟按時完成練習，善用網上資源，提升中文素養和能力。如需查詢「智

愛中文網上學習課程」詳情或學生於使用時遇到技術問題，可電郵至 info@i-learner.com.hk

或致電 3904 1653。 

mailto:可電郵至info@i-learner.com.hk
mailto:可電郵至info@i-learner.com.hk


 4 

                                                                                           23-9-2019 

Reading i-Learner 英文網上學習課程 
為增加同學接觸優質英語的機會，本校將採用「Reading i-Learner 英文網上學習課程」（以下

簡稱 Reading i-Learner）作為延伸課程，盼望以此改善同學的綜合英語能力，培養他們的自學精

神。 

該課程覆蓋多元化的題材，並有豐富動畫、短片、電子書等多媒體內容，同時配合聽、說、讀、

寫、語法、詞彙六大基礎英語範疇進行訓練，所有文章均由真人標準英國口音配讀，卡拉 OK式顯

示，可無限次跟讀，幫助同學鍛煉口音。課程難度適中，既照顧不同學習需要又具趣味性。 

「Reading i-Learner 英文網上學習課程」由二零一九年九月開始至二零二零年八月為止，同

學只需使用已派發的帳號和密碼，即可登入平台（ http://www.i-learner.com.hk/Reading 

i-Learner）進行英文學習。本校英文科老師可以通過 Reading i-Learner 的教師中心瞭解學生的

學習進度。i-Learner也將定期以獎狀、禮物等表揚積極學習的同學。有關學習課程的詳情如下： 

課程日期 2019年 9月 1日 至 2020年 8月 31日  

課程內容 

周一和周三：閱讀理解、詞彙運用、挑戰題及默書 

周二和周四：聆聽技巧、語法知識、口語及寫作訓練(星期四適用) 

周五：語言運用遊戲 

 此課程覆蓋多元化的題材，包括語文藝術（如詩歌、故事）、新聞稿、電影評論、科學報告、

日常社交內容等等。 

 全面的英語訓練包括：聽、講、讀、寫、詞彙、文法等，讓學生全方位即掌握學科知識，

又提升英文能力。 

 真人標準英語伴讀文本，學生可以逐句跟讀。 

 無限次重溫閱讀材料及練習。 

課程要求 

學生每週須完成周一至周五的練習題，每月需完成最少 8篇。 

（請注意：每月的最後一日為該月練習的截數日，逾期提交的練習成績將不會被計算。） 

第一學期的分數計算期：2019年的 10月 1日至 2020年的 1月 31日 

第二學期的分數計算期：2020年的 2月 1日至 2020年的 5月 31日 

2019年 9月份為熟習期。 

獎勵計劃 

每學期的獎狀：學生獎：全級最高分的前十名的同學 

班級獎：全校表現最好的三個班級 

全年大獎（1/10/2019 - 31/5/2020）：學生獎：全級最高分的前三名的同學 

班級獎：全校表現最好的三個班級 

i-Learner 全港性頒獎典禮：白金獎（分級別全港名列約前 3名） 

                          金獎（分級別全港名列約前 10名） 

                          優秀學員獎（分級別全港名列約前 20名） 

技術支援 

系統安裝及設備要求： 

 支援手機、平板電腦，Android 4.0 或以上和 IOS系統。  

 本課程設有聆聽及語音識別練習，因此所用電腦裝置需要設有揚聲器及麥克風 

 配件設置：  Flash Player 10.2 或以上      java 5.0或以上 

 Google Chrome 36.0 或以上, Internet Explorer 10.0 或以上， Firefox 31.0 或以上, 

Safari 5.0 或以上 

有關技術支援或使用操作等查詢，可 

3） 電郵至 info@i-learner.com.hk 或 Whatsapp至 9388 6251（一個工作天內回覆） 

4） 致電 3904 1653 與 i-Learner的客戶服務同事聯絡。 

電話服務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9:30-21:00；星期六及日：10:00-17:00 

請家長督促 貴子弟按時完成練習，善用網上資源，提升英文素養和能力。   

如需查詢「Reading i-Learner 英文網上學習課程」詳情或學生於使用時遇到技術問題，可 Whatsapp 

9388 6251或致電 3904 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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