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端電子書圖書館

引領 電子書閱讀新世代
最新/最流行/有聲多媒體書種
+ 最強離線閱讀功能APP
+ 最安全穩定雲端圖書館平台
+ 香港公共圖2萬多本電子書/雜誌免費看

港澳區總代理 –

凌網研科(香港)有限公司
Roy Ching  (Tel: 2110-1660  Email: roy.ching@hyweb.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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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服務

數位典藏

知識管理

行動應用

電子商務

消費金融

應用系統 系統整合

資本額

3.46億
合併營收

5.5億

員工人數

388人
(5位博士)

軟體技術成功輸出海外，技術領先

2010年7月，通過CMMI Level 3認證

核
心
技
術

成立
18年

台灣股票
IPO公司

臺北．新竹(總公司)．臺中．高雄．泰國．
北京．香港．澳門

凌網科技 (台灣創新科技/IT開發廠商)

獎項名稱 得獎網站

102年第37屆金鼎獎
「最佳數位創新營運獎」

HyRead ebook 雲端

圖書館創新服務模式
（SaaS）

100年第五屆數位出版
金鼎獎「最佳電子資料
庫獎」入圍

HyRead台灣全文資
料庫

100年資訊月傑出資訊
應用暨產品獎-最佳數位
內容獎

HyRead ebook電子
書店

100年資訊月傑出資訊
應用暨產品獎-最佳電子
化政府獎

國立台中圖書館電子
書服務平台(平台由凌
網建置)

圖書館專業團隊超過 70 人
(圖資背景30人，圖資碩士17人)

 評選為上市櫃公司創新能力第一名

2012/11月號評選Android 平板類

年度最佳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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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網科技 - 重點業績
香港中銀集團、香港中國銀行
- 紅利積分管理系統、系統開發服務、IT人力外包服務

香港特區政府
- 香港公共圖書館近5年中文繁體電子書唯一供應商
- 香港各大、中、小學最多單位採購之中文繁體電子書系統

台灣政府
- 港澳居民網上申請入臺竹人簽證系統、台灣人出入境e通道
- 台灣各大學、公共圖書館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主要供應商
- 台灣各大、中、小學、公共圖90%使用HyRead電子書系統

台灣/大陸商企
- 台灣”悠遊卡”晶片卡發卡及管理系統
- 台灣麥當奴,Starbucks,丹堤咖啡晶片卡及會員管理系統
- 中國全家便利商店晶片會員卡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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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者於任何時間/任何可上網地方都可即借即睇eBook

 多媒體eBook令閱讀趣味大增，插入耳機學習語言極方便

 全自動化系統，大大降低圖書館前台工作量

◦ 全自動借書、還書、續借、預約，不會再有過期罰款交收

為何要選擇HyRead電子書圖書館
 港澳台1000間公共圖、大專院校、中小學建館經驗，極佳口碑

 香港公共圖書館近年採購兩萬多本流行電子書/雜誌，信心保證

 創新ALL-in-One程式：找書、借/還書、看書、雲端筆記功能

 系統連獲多項文化/IT大獎，香港公共圖書館正使用，信心保證

 可整合各校圖書館現有師生帳號，不用另記帳號，新生帳號自動同步

 提供編目檔案整合查書系統，師生在可同時檢索紙本書及電子書

 提供使用統計數據：借閱統計及報表、讀者/書籍借閱排行榜

 創新閱讀功能：雲端筆記，FB/email分享，ePub書翻譯/wiki功能

 學校可出版自家電子書至平台，如校刊、筆記、學生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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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圖書館 香港公共圖書館 澳門中央圖書館

大專院校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教育大學 香港公開大學

香港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樹仁大學

澳門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 明愛專上學院 中國神學研究院

珠海學院 澳門城市大學 東華學院 香港聖公會明華神學院

中學/小學 香港華仁書院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弘立書院 香港培正中學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英華書院 澳門培正中學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德蘭中學 聖士提反書院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顯理中學 北角協同中學 馬鞍山聖若瑟中學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培僑中學 玫瑰崗學校 裘錦秋中學(元朗) 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

基督書院 鄧鏡波書院 路德會協同中學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風采中學 五旬節中學 佛教黃鳳翎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宣道中學 曾璧山中學 馬鞍山崇真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高中書院

可立小學 石籬天主教中學 佛教黃允畋中學 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可信學校 基督教崇真中學 梁文燕紀念中學(沙田) 香港耀能協會羅怡基紀念學校

可銘學校 石湖墟公立學校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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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線上閱讀- Online Reading
◦選書後按線上閱讀即可看書

(如線上閱讀限額已滿，讀者可部分試閱該書)

◦ 好處：不用安裝軟件，任何可上網之電腦/平板均可

◦ 缺點：相比下載閱讀反應慢些，必需長期連線，不可做筆記。

欲借閱電子書/雜誌，
請先下載HyRead
閱讀軟體。

在校內/圖書館內/圖書館
外登入後可直接線上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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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載離線閱讀(即借閱)- Offline Reading
◦必需預先安裝HyRead PC/iOS/Android軟件

◦開啟相關軟件/App，登入有效帳號即可借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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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跨平臺、跨載具閱讀

2. 多種閱讀格式

3. 各校專屬網站，呈現特色館藏

4. 不限IP，隨時隨地看電子書

5.行動閱讀 最佳電子書APP

6.港/台電子書最新、最多、最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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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平板/智慧手機 PC iPad/ iPhone

排版格式(PDF) EPUB格式 多媒體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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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校自訂借閱政策，可彈性調整每人借幾本電子書及借幾多天

 呈現各校熱門借閱及最近歸還書籍

 學校可自選一批”館長推薦”書，於網站首頁重點推介

 整合社群網站(Facebook等)，提供各校專屬討論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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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使用任何載具，讀者利用自己原有帳號密碼
即可很直覺地登入並借閱電子書。

 SSO整合圖書館LMS系統，不需要另外申請帳號

 完全支持流動閱讀，符合各種載具的使用習慣

 使用報表紀錄讀者帳號，圖書館可做借閱分析

每月閱讀電子書次數

每月閱讀電子書章節次數

每月電子書檢索與登入次數

借閱瀏覽紀錄報表

電子書借閱瀏覽排行榜

電子書預約排行榜

讀者借閱瀏覽排行榜

讀者預約排行榜

基本資料檢視與維護

書單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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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程式，iOS/ Android APP內直接借書，不需回到網站借書，
讀者操作更直接

 市場上最強的ALL-in-One電子書程式，一程式有齊：找書、

借書、預約書、還書、看書、聽書看片、雲端筆記、筆記
FB/email分享、以及ePub書英中翻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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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書 (中文繁體100,000本、簡體20,000本、英文6,000本)

◦包含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突破、紅出版、天窗、
青馬文化；台灣城邦、天下、商周出版、時報、
聯經、大塊、尖端、朝日新聞、元照、高等教育、
智勝、高點、博揚、大師輕鬆讀、上奇等出版社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及清華大學近3年獨家新書；

 電子雜誌: PC Home、BBC知識、How it Works、
Make、Robocon機器人雜誌 (國際中文版)、幼獅
少年；特別推薦語言學習有聲書/雜誌：ABC, CNN, 
Live互動英語、空中美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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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書自選買斷：
➢單校自選永久館藏電子書，圖書館可視乎經費從我們書單
內10萬本書自選，書價每書不同，每套書包含1本可下載
離線閱讀複本(支援PC/iOS/Android)及2本瀏覽器線上閱
讀複本(校內/外均可閱讀)。

➢學校亦可應科目及課程發展需求採購全班使用多複本數電
子書，供全班上課同時閱讀，書價僅比紙書價高一些，但
方便學生流通及借還，並可永久使用，不會折舊破損。

 電子雜誌自選訂閱：
以年租方式訂閱，圖書館可視乎經費從我們雜誌書單內200
刊雜誌自選，所有近3年過刊亦贈送開放借閱，有聲有片語
言雜誌如CNN/ABC均大受歡迎。

圖書館採購模式(1) – 單校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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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採購模式(2) – 優惠組合

 中學聯盟採購方案
透過聯盟採購機制，以2折超優惠團購價買斷200套以上港台最流行電
子書、訂閱3套電子雜誌、共享聯盟書庫過去所購千多套電子書。

 小學聯盟採購方案
透過聯盟採購機制，以3折超優惠團購價買斷100套電子書，當中包括

一批台北師範大學慧讀。會讀已評級電子書。

 電子雜誌優惠訂閱組合
7折優惠，只需HK$4999，從指定推薦雜誌24選7套，新刊加過刊超
過350期共1000複本可供師生使用。

 其他電子書採購計劃：
➢ 中國歷史及文化電子書聯盟採購方案
➢ 中英經典文學多複本訂閱計劃
➢ STEM電子書/科技雜誌採購計劃
➢ 家長教師會電子書刊捐書方案
➢ 宗教電子書聯盟採購計劃
➢ 圖書館電子共讀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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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保證 - 電子書安心採購計劃

HyRead平台系統給學校信心保證：

所有電子書方案可先為學校免費整合
開放使用1個月，讓學校師生全體試用，

待學校試用滿意簽出滿意紙後才發出
Invoice，如有任何不滿意，學校可以
取消採購，我們不會收取分毫費用。

先整合試用，如有不滿意，分毫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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