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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介紹
1.「篇篇流螢」的構想是怎樣出現的？

中國文化研究院的「燦爛的中國文

明」網站一向獲得學界以至社會大

眾的肯定和認同。網站上的專題

文章皆由資深學者撰寫和審訂，並

經有系統的整理和編排，內容素質

毋庸置疑，一直廣為各界引用或參

考。這些文章對不同學習階段的學

生而言，都是優質的閱讀材料。

近年，教育界積極推動「跨課程閱

讀」，以拓闊學生的閱讀層面，提

升閱讀能力和個人素質，並有助培

養自主學習能力。隨着資訊科技發

展，借助電子平台鼓勵閱讀是方便

而有效的。本院網站正好成為中國

歷史文化主題閱讀平台，協助學校

推行跨課程閱讀。

網上閱讀平台

相關文件可以瀏覽教育局「從閱讀中學習」網站:	
https://pse.is/TDH36

優質 讀材料 讀教育新趨勢

優質而廣泛的閱讀資源和電子平台結合，
	 	 	 	 「篇篇流螢」就這樣誕生了！

為回應課程發展新趨勢和學校需求，本院以原有的專題文章為基礎，按不同的學習

階段，把歷史文化主題文章重新作有系統的編排，並根據文章的內容，擬設適合的

閱讀理解題目，設計成為一個全新的免費網上閱讀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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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看我是個小豆丁,我可是墨硯的忠
實小 伴,陪着好學不倦的他求取
知識。我也會像鼓勵墨硯一樣,伴着
大家求取學問,為各位打打氣、加加
油！

2.「篇篇流螢」的名字有甚麼含義？

翩翩起舞的螢火蟲，和篇篇歷史文化知

識文章，究竟有何關係？這要從「囊螢

夜讀」的故事說起……

一千多年前晉代車胤「囊螢夜讀」的故

事家喻戶曉。車胤小時候家境清貧，沒

有錢買油點燈，以致晚上無法讀書。但

是，面對困難，他不但沒有放棄，反而

積極地想方設法，解決問題。車胤如此

勤學和堅毅，是否很值得我們學習？

螢火蟲就像知識之光，
	 點亮大家的學習之路！

《晉書·車胤傳》

胤恭勤不倦 , 博學多通。
家貧不常得油 , 夏月則

盛數十螢火以照書 ,
以夜繼日焉。

勤學的車胤是我的學習榜樣！
我有好朋友―｜伴讀書蟲,他的光無
時無刻照亮我、引領我,陪伴我走過
「篇篇流螢」學習之路,使我肚子裏
的墨水愈來愈多！

在「篇篇流螢」平台上，有兩位小伙伴陪伴學生一起走過學習光明路。

伴讀書蟲墨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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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篇篇流螢」的文章有甚麼特點？

「篇篇流螢」閱讀平台上的文章俱來自「燦爛的中國文

明」，	這是一個著名的歷史文化資訊網站，曾於	 2003	

年獲聯合國世界信息峰會頒發「世界最佳文化網站大

獎」，內容素質備受肯定。

網站目前收載了三百多個歷史文化專題，超過二千篇文

章，涵蓋古今重要的人和事、地理風物、社會風俗、語

言文學、藝術成就、經濟科技、民族文化等。主題涉獵

之廣博，深受學界肯定。

每篇文章文字質優，並按內容配上相關圖片。這些圖片或是古物真貌，

或是古籍內容，或是古代場景復原，幫助學生更具體地理解文章的內

容。文字和圖像資訊兼備，豐富學生閱讀的經驗，也提升閱讀的趣味。

燦爛的中國文明
https://chiculture.org.hk/tc/china-five-thousand-years

歷代
與疆土

經濟與
科技

語言與
文學

人物與
智慧

地理與
風物

藝術
  瑰寶

對外 
  交流

民俗與
民生

多元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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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大海浩瀚，為了讓學生在有系統的編排下閱讀文

章，我們按不同學習階段學生的閱讀能力、閱讀興趣，

以及不同年級學科的課程內容，精心挑選合適的文章，

把多元題材的文章就擬定的主題再作編排，規劃成閱讀

計劃日程表，使之成為學生閱讀的嚮導，帶領他們每天

一小步，增進中國歷史文化知識。

文章題材配合不同學科的內容，例如中小學的中文科、小學常識科、中學中史科和

通識教育科等，實踐跨課程閱讀，連繫各科的學習經歷，提高閱讀能力。	

每個組別學生全年可閱讀約	110	篇文章，在三年閱讀期內依照計劃安排，將可讀畢

約	330	篇文章，閱讀文章數量充足。

高小
（小四至小六）
古代著名帝王

歷代名人的故事

中國節慶

中國名勝古蹟

香港風俗

中國神童

中國民間藝術

中國的民居

古代的遊戲與娛樂

中國的少數民族

妙趣的漢字

中國古代的科學

初中
（中一至中三）
中國遠古文化

秦始皇如何統一中國

宋代的面貌

歷史文化話北京

中國古代貨幣

中國食文化

中國茶文化

中國壁畫

中國農耕文明

中國古代名著

被人遺忘的古代小說

中國現代著名作家

高中
（中四至中六）
孔孟與儒家思想

老子與莊子

諸葛亮

詩詞話

司馬遷與《史記》

中國察舉制度

中國古代機械工程

中國古代商業

中國婚嫁習俗

中國喪葬習俗

中華龍文化

黃山與中國文化

如果學生在三個學習階段都參加本計劃,他們所讀的文章是不會重複的 ！

各組別文章主題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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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篇篇流螢」怎樣引領從閱讀中學習？

為了更有效地引領學生從閱讀中學習，平台不只是提供閱讀文章予學生，而是為他

們設計了閱讀三部曲。學生跟從指示，先輕鬆完成第一部曲｜｜「核心閱讀」，然

後可按個人能力和興趣，再作進階閱讀，走過第二和第三部曲｜｜「閱讀多角度」

和「延伸閱讀」。每部曲的內容都經過精心選定和設計，真正幫助學生提升閱讀的

深度和廣度。

閱讀三部曲
（以下以高小的《西遊記裏的真真假假》為例。）

1   核心閱讀

D. 豬八戒

C. 孫悟空

B. ⽞奘

A. 沙僧

5. 圖片《法性⻄來逢女國》，走在唐三
藏前⾯的是《⻄遊記》中哪個⾓⾊？

學生閱讀每天的文章後，回答五道簡單的選擇題，以考考他們對文章內容是否

理解。題目主要基於文章內容提問，少量會就圖片內容擬題。今天的資訊素養

教育講求的不只是閱讀文字的能力，也要求學會閱讀圖像資訊，這有助訓練學

生的答題能力，應付部分科目的需要（如常識科、中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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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篇文章的主題和歷史文化相關，通過完成閱讀理解題目和進階閱讀部分，擴闊學

生對同一主題內容的知識，觸類旁通。腦裏知識充實了，對學生於各學科的學習

上，定能更容易有所進益。

同時，建立堅實的歷史文化知識基礎，也能夠幫助學生慢慢發展成為一個具備深厚

文化底蘊和人文精神的人。

3   延伸閱讀 

2   閱讀多角度 
圍繞文章內容，閱讀從更多角度來認

識有關主題的資料，藉此拓闊學生的

認知和思考領域。例如從介紹《西遊

記》背景的文章，可以連繫到語文和

地理知識。這些資料簡短精煉，學生

可輕鬆閱讀，同時有助訓練學生在求取知識的過程中，不受分科所限制，養成

多角度探求學問的學習態度。

常識中文

在講求培養自主學習能力的今天，本閱讀平台也提供自主閱讀的空間予學生。

學生完成核心閱讀後，可以因應個人興趣和能力，閱讀「燦爛的中國文明」網

站內的延伸文章，進一步豐富有關主題的知識，讀得更深、更廣。這既是挑

戰，也能體驗更多從閱讀中學習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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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指南

以學校作為單位報名
• 凡有興趣參加本閱讀計劃的學校，負責老師可以在中國文化研究院

的網頁	chiculture.org.hk/tc/node/3270	下載報名表，填妥和蓋好

學校印章後傳回給本院。

• 本院收到申請後，會跟負責老師聯絡，跟進有關帳戶開設的安排。	

我們會替學生開設帳戶和設定初啟密碼，學生可以憑此登入平台。

1. 參加閱讀計劃

全港中學生和高小學生都可以通過學校報名，參加「篇篇流螢」閱讀計劃，費用全

免。其他人士也可以用個人身份參加。

• 直接到「篇篇流螢」網站的登入
欄,按「新帳 註冊」。填妥有關
資料後,系統會把確認電郵傳到申
請人登記的電郵地址。

• 申請人完成確認手續,便可以用登
記資料登入平台。

個人報名

fireflies.chiculture.org.hk

下載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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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趣的漢字

2020年6⽉12⽇

漢字作為最古老的⼀種⽂字漢字本⾝擁有很多特點，如：

形⾳義三合⼀、形體獨立、可拆可合、單⾳節、多同⾳節

字、⼀字多⾳、⼀字多義。⽂字是記錄語⾔的符號，因...

妙趣的漢字

再讀⼀遍

帳戶概覽
• 顯示個人資料、積分、整體閱讀進度和學生已達到的級別	。	

（	詳細的帳戶資訊，請參閱第	14	頁「我的帳戶」。）

最近五天的閱讀進度
• 展示最近五天的文章，標示該文章是否已經閱讀。

尚未閱讀 已經閱讀

• 點擊日期可以查看到該日文章的相關資訊。	

每日文章
• 顯示文章的標題和概要。

• 如用戶準備好閱讀和答題，點擊	 閱讀⽂章並答題 	

便可以開始閱讀	。

秦始皇是中國歷史上第⼀個以武⼒統⼀全國的帝王，是延

續了兩千多年封建帝制的重要奠基者。

秦始皇

秦始皇

2020年6⽉18⽇

閱讀⽂章並答題

2. 登入閱讀平台

登入平台後，學生於主頁可以看到帳戶概覽、最近五天的閱讀進度和每日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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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文章（左欄）	
• 點擊		A  A A 	 	放大文字。

• 點擊	 	分享文章	。

答題（右欄）
• 每題只能夠選一個答案。

• 選擇的答案會以 顯示，

並標示在	 我的答案 	內	。

• 學生在回答所有題目後，	

才能點擊	 提交答案 	。

提交答案
• 點擊	 提交答案 	後，系統會提示學生是

否確定提交答案。

• 點擊	 再看⼀遍 	，	可以返回文章，再

閱讀和檢查答案。

• 點擊	 確定提交  ，確認把所選答案提

交給系統自動批改。

• 成功提交後，學生便完成了「核心閱

讀」部分。

3.「閱讀文章」和「答題」

進入閱讀文章的頁面後，仔細閱讀左方的文章，在右方完成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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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成功	
• 即時知道所得分數。

• 點擊	 回到⽂章 	，回到閱讀文章頁面，查看正確答案，知悉自己的分數來源。

• 學生可以再次閱讀文章。

4. 核對答案

學生成功提交答案後，系統會即時批改，並計算分數。

每篇文章共有五道題目，每道題目分數都為 	10	分，每篇文章最高得分為 	50	分。

看結果
• 答案對錯會以符號顯示：

回答正確 回答錯誤

• 如學生提交的答案是錯誤

的，正確答案會顯示在	
我的答案 	下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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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閱讀多角度」和「延伸閱讀」

完成核心閱讀後，學生可以進入「進階閱讀」部分｜｜「閱讀多角度」和「延伸閱

讀」。學生回到文章，點擊	 下拉查看延伸閱讀 	或下拉，便可查看。

6. 看閱讀紀錄及補做文章

個人詳細的閱讀和得分紀錄可以在「文章庫」查看。學生還能看到在閱讀期內，自

己累計的已閱讀文章和未閱讀文章的數量。

前往 讀延伸文章,
會獲獎勵額外1O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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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紀錄	
• 點擊	 尚未閱讀  或	 已經閱讀 	查看

相關文章。

• 如為「已經閱讀」文章，學生還可以

看到得分紀錄。

• 可選擇以所需模式顯示文章：	

• 可選擇文章排序方法：	

搜尋文章
• 於搜索欄內輸入關鍵字。

• 或點擊	 篩選 	，設定進階的搜索條

件。

重溫或補做文章
• 點擊	 再讀⼀遍 	重溫閱讀過的文

章。

• 點擊	 閱讀⽂章並答題 	開始閱讀和答

題。

• 如學生未能即日閱讀文章和答題，可

以補做，唯分數將按情況扣減。學生

每月有五次免扣分的補做機會。

布達拉宮和⼤昭寺，坐落在拉薩河⾕中⼼海拔

3,700米的紅⾊⼭峰之上，是集⾏政、宗教、政

治事務於⼀體的綜合性建築，1994年被聯合國

教科⽂組織列入《世界⽂化遺產名錄》。

布達拉宮與⼤昭寺

2020年3⽉11⽇

閱讀⽂章並答題

⻄藏 世界遺產 布達拉宮與⼤昭寺

由於個⼈的地位和歷史條件的局限，康熙無論多

麼英明神武，到底也不是完美無缺的。就以對待

漢族的態度⽽⾔，康熙提⾼漢族官員的地位，但

實際上對漢⼈的提防從未放鬆。

再讀⼀遍

清朝 康熙⼤帝

雲錦是怎樣織成？

2020年3⽉12⽇ 50分

列表模式

預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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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可以點   設定個人頭像！

7. 我的帳戶

在「我的帳戶」內，學生除了可以查閱詳細的帳戶資料、所得積分，也可以設定個

人頭像，以及瀏覽所獲的獎章和自己在晉級之路上的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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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獎章
根據學生的參與程度及答題表現而頒發

獎章。學生只需恆常登入平台、用心作

答，爭取好成績，即可獲得不同學習進

度獎章。

我的晉級之路
本計劃設計了一個晉級系統，鼓勵學生

努力閱讀和答題。這個晉級系統共劃分

為二十個級別，用戶累積一定分數，便

可以加官晉爵，由「童生」開始逐步晉

級，最後成「王」，充滿挑戰性！	

如何獲取獎章
連續登入*
• 首次
• 連續	15	日
• 連續	25	日
• 連續	35	日
• 連續	50	日

作答次數
• 第	5	次
• 第	10	次
• 第	20	次
• 第	40	次
• 第	55	次

答題滿分
• 首次	
• 第	5	次
• 第	10	次
• 第	20	次
• 第	40	次
• 第	55	次

*只計算星期一至五

每個級別的達標分數
Lv20 王 9,500	分
Lv19 公爵 9,000	分
Lv18 侯爵 8,500	分
Lv17 伯爵 8,000	分
Lv16 子爵 7,500	分
Lv15 男爵 7,000	分
Lv14 一品官 6,500	分
Lv13 二品官 6,000	分
Lv12 三品官 5,500	分
Lv11 四品官 5,000	分
Lv10 五品官 4,500	分
Lv9 六品官 4,000	分
Lv8 七品官 3,500	分
Lv7 八品官 3,000	分
Lv6 九品官 2,500	分
Lv5 進士 2,000	分
Lv4 貢士 1,500	分
Lv3 舉人 1,000	分
Lv2 秀才 500	分
Lv1 童生 −

晉級系統的設計意念來自古代科舉
制度,主要參考明清九品官制和爵
位制度來編排。

次晉級,用 可以解鎖更多頭像,
自由選擇角色的表情、形態和服
飾,饒富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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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排名龍虎榜

學校報名參加「篇篇流螢」，可自主決定是否參與平台上的「排名龍虎榜」。凡參

加了排名龍虎榜的學校，都可以自由選擇參與排名榜的類別，以及在平台上公開排

名的數量。

排名榜的類別
• 排名龍虎榜分為個人榜和團體榜兩類。

個人榜 團體榜

• 學校可以選擇是否參與以下的排名：

個人榜 團體榜
（以班別為單位）

在班級中的排名 −

在全校的排名 在全校的排名

在十八區中的排名 在十八區的排名

在全港港的排名 在全港港的排名



17使用指南

9. 學校管理帳戶

每間參加「篇篇流螢」網上閱讀計劃的學校將獲開設學校管理帳戶，方便各級、各	

科的老師在帳戶內查閱學生的閱讀和答題進度，以及獲得學生作答表現的數據分析。

登入學校管理帳戶
• 每間學校將會有一個管理帳戶。

• 每間學校的老師或行政人員可按需要，申請登入權限。負責老師把有權登入者名

單交予本院，完成登記後，有關人士便可以登記電郵地址登入學校管理帳戶。

學生作答情況和進度
• 在管理帳戶內會以表列顯示學生已閱讀文章的紀錄，包括閱讀時間、學生所選答

案（標示答對和答錯的題目）和每篇文章得分。

• 老師藉此檢視學生是否積極閱讀，並從學生的作答表現，得悉他們理解能力的強

弱，以便設計相應的照顧學習差異教學策略。

學生作答表現數據
為方便老師更有效地掌握評估結果，在管理帳戶內，老師可以提取學生的作答表現

數據，包括全級學生全年總得分，以及參與計劃期內的累計得分，作為進展性評估

和總結性評估的參考。

上述數據可以下載成 excel 案作存 和進一 分析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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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問題

1.	 忘記登入名稱或帳戶密碼怎麼辦？

• 經學校註冊的學生用戶 學生可向學校老師查詢正確

的註冊電郵及密碼。

• 經學校註冊的教師用戶 請與我們聯絡。

• 個人版用戶 於登入欄按「忘記密碼」，

然後填上已登記的電郵，我

們將向你發送重設密碼的電

郵，用戶按指示操作。

2.	 如何更改頭像和個人資料？

• 登入後，進入「我的帳戶」頁面，點撃頭像上的	 	圖示，即可更改頭像。

• 個人資料於註冊後不能修改。

3.	 為甚麼我輸入帳戶密碼後，登入時卻發現「用戶不存在」？

	 顯示「用戶不存在」有以下兩個可能性：

 1) 用戶輸入錯誤的註冊帳戶電郵。

 2) 系統發生未知的錯誤，請稍後再嘗試。如仍無法登入，請與我們聯絡。

4.	 我輸入了登入名稱和帳戶密碼，但仍不能登入，該怎麼辦？

• 經學校註冊的學生用戶 學生可能輸入了錯誤登入名稱或密碼，請向學校老

師查詢正確的註冊電郵及密碼。

• 經學校註冊的教師用戶 請與我們聯絡。

• 個人版用戶 你可能仍未確認驗證郵件。請檢查登記電郵的郵

箱，點撃驗證郵件內的超連結驗證電郵地址，完成

驗證程序，然後再嘗試登入。

常見問題

登入
帳⼾密碼登入

帳⼾

密碼

登⼊

保持登⼊ 忘記密碼

新帳⼾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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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個人版用戶為甚麼已確認註冊為用戶後，仍不能成功登入網站？

• 你可能忘記或錯誤輸入了註冊帳戶電郵或密碼。

• 如需重設密碼，請在登入欄按「忘記密碼」。

6.	 在中國內地能 登入「篇篇流螢」網上閱讀平台嗎？

	 可以，但瀏覽速度有可能因網絡情況而受影響。

7.	 在平板電腦或智能手機上能否登入「篇篇流螢」網上閱讀平台？

	 可以。「篇篇流螢」設有手機專屬介面，並支援	iOS	11.0	以上版本及	Android		

	 OS	7.0以上版本的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

8.	 為甚麼不能用我的電郵地址申請帳戶？

	 該電郵地址可能已經曾被用來登記帳戶，不能重複註冊。

9.	 如何更改網頁字體大小？

	 可於頁面右上方點選		A  A A 	 	，變換字體大小。如字體已調校至最大，但仍需要	

	 放大，建議使用觸控式熒幕拉大畫面閱讀。

10.	為甚麼我填了資料，但仍不能登記帳戶？

	 請檢查是否已填妥所有必填資料，即旁邊標示了星號( )的資料，包括中英文姓	

	 名、電郵、密碼和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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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如果我同時是老師和家長，想以個人身份登記帳戶，我應該選擇以哪個身份登 

	 記？

• 建議按個人需要，選擇最合適的身份登記。

• 任何個人版用戶登入後，所閱讀到的文章是相同的，不會受登記者的身份影	

	 響。

12.	我在帳戶登記的郵箱中，找不到驗證郵件，該怎麼辦？

• 郵件有可能被傳送到其他的郵件資料夾。請檢查你的「垃圾郵件」、「垃圾	

	 桶」或其他分頁，如「社交網路」、「促銷內容」等。

• 如仍找不到，可於登入後點擊「重發驗證郵件」，我們會再發送驗證電郵。

平台內容問題

13.	我找不到閱讀篇章的位置，怎麼辦？

	 登入後，首頁和導覽列上會顯示可供閱讀的篇章，而「文章庫」也羅列了所有	

	 尚未閱讀及已經閱讀的篇章。

14.	我在閱讀文章時，未答完所有題目就離開了文章頁面，我可以重做嗎？

• 可以。請再次進入文章頁面作答，未提交答案的題目均可重做，唯前次所選	

	 答案的紀錄則未能保留。

• 凡於按「確定提交」之前所點選的答案，並不計分。

15.	為甚麼無法提交答案？

	 你可能還未答完所有問題。每篇文章共有五道選擇題，請確定已回答所有題	

	 目，然後按「提交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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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如對答題成績不滿意，我可以重做題目嗎？

 不可以。提交答案後，題目便不能重做，但可重閱文章及查看答案。

17.	每篇文章的作答時限是多少?

 每日閱讀文章更新時間為凌晨零時，作答時限為	24	小時，直至當日	23:59:59。

18.	如我在限期後才補答題目，分數會被怎樣扣減？

	 如屬補答題目，分數將按情況扣減，但學生每個月有五次免扣分補做文章的機	

	 會。

• 一日之後回答：減	10%

• 一星期之後回答：減	20%

• 一個月之後回答：減	50%

19.	個人版用戶能 參加排名龍虎榜和各種線下活動嗎？

• 個人版用戶暫未設排名龍虎榜，但計分和晉級制度與經學校註冊的用戶無異。

• 線下延伸活動是專為學校註冊用戶而設的，恕個人版用戶未能參加。

如果 有任何關於「篇篇流螢」的疑問或意見,請致電 2 6 0 3  3 5 54 ,
或電郵至 	firef l ies@acsohk.org.hk 	與我們聯絡。

聯絡我們

歡迎各界就本平台的內容和操作提出意見，
讓「篇篇流螢」能 不斷優化，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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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工作坊，認識中國藝術精華。

線上平台內容豐富，線下同樣有多元化的延伸活動！凡參與本閱讀計劃的學生皆可

優先報名參加一系列由中國文化研究院主辦的中國歷史文化主題活動，以鼓勵和獎

勵學生積極學習，全方位地感受和認識傳統文化及歷史知識。

工作坊和講座

緊扣「篇篇流螢」閱讀文章的主題和中

小學課程內容，本院會邀請不同範疇的

專家，舉辦特色主題的工作坊和講座。

學生除了在平台上恆常閱讀，更可以親

身體驗，加深對不同歷史文化主題的理

解，使學習更立體多元。

凡出席者皆可獲發聽講證書。

中國皮影戲示範講座，認識中國傳統民間藝術。

全方位線下延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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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參觀和考察

本院會舉辦寓學習於娛樂的戶外參觀

和考察活動，對象包括教育界同工和學

生。通過精心編排的行程，讓參加者走

出課室，親身體會和探究，全方位地領	

略中國歷史文化，感受更深，認識更

多。

凡參加者將可獲發戶外學習活動參與證

書。

線下問答比賽

學生經學校報名參與「篇篇流螢」	 網上

閱讀計劃後，將有機會參加擬於	2021	年

舉行的線下問答比賽。比賽將分高小、

初中及高中三個組別進行，藉着競賽遊

戲，讓學界各位少年才子、才女可以聚

首一堂，憑對歷史文化積累的知識，力

爭桂冠。勝出者可獲頒發精美獎座及贏

取豐富獎品。

實地考察本地的傳統民居建築特色，加深對香港歷
史文化的認識。

走出香港，跳到內地，既探索昔日留下來的瑰寶，
也親身認識今天中國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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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研究院 學校活動資訊

除了「篇篇流螢」外，中國文化研究院網站還有豐富的教學資源配套、精彩的歷史

文化推廣活動計劃，以及多元化的教育專業資訊，務求為全港師生提供全方位的中

國歷史文化教學支援。

想知道我們的最新活動資訊？歡迎瀏覽中國文化研究院網頁內的「學校活動」。

歡迎在本院網頁留下 的
通訊電郵,讓我們第一時
間把最新學校活動資訊分
享給 ！

學校活動

https://chiculture.org.hk/tc/school-program



本計劃支持機構
「篇篇流螢」網上閱讀計劃承蒙以下組織或機構支持，謹此致謝。（排名不分先後）

本閱讀計劃也邀請了一向積極推動教學優化的校長和老師作為顧問，審閱選材和設

題，給予專業意見指導，務求使閱讀材料更切合學生的學習需要，力臻完善。



以優質文章為核心，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和能力

配合各學科課程內容，實踐跨課程閱讀

容易操作，可彈性安排閱讀計劃，輕輕鬆鬆從閱讀中學習

由專家學者與前線老師審閱，文章與設題質素有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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