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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香港小學圖書館採購聯盟方案 
 

《港澳台最多人使用、最新出版、最優質的中英文電子書平台》 

震撼 3折優惠！ (團購的威力!以比紙書優惠的價格買最受歡迎、最新的電子書服務!)  

買斷方案！ (不是年費服務，每年採購可累積 e館藏，翌年不續購已購書亦可永久使用!) 
凌網 HyRead小學採購優惠方案，透過聯盟採購機制，不理學生人數同一收費，以 3折

價買斷港台最新最受歡迎電子書。學校圖書館可即時大幅提升電子書館藏，館藏為買斷

版權在 HyRead平台上永久使用，方案絕對是本學年圖書館發展電子書最好的選擇。 
 

方案名稱： 小學圖書館採購聯盟_入門組合 小學圖書館採購聯盟_進階組合 

方案費用： HK$ 4,999 HK$ 17,999 

訂購內容： 買斷指定 100套聯盟指定流行電子書

作為永久館藏 (包括 60本慧讀會讀好

書 + 40本柯南、哆啦 A夢漫畫) 

買斷指定 150套聯盟指定慧讀會讀好書

作為永久館藏。另外訂閱 3套小學合適

電子雜誌一年。 

借閱複本： 每校每書可享一個離線借閱複本(支援 PC/iOS/Android設備)，以及可享 2-100*

人聯校線上閱讀複本作全班學生同時課堂閱讀用途 (校內/外均可閱讀)； 

服務包括： 1. HyRead雲端電子書圖書館專屬網站建設 

2. HyRead雲端電子書圖書館與學校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整合帳戶及檢索功能 

3. HyRead雲端電子書圖書館培訓：館員應用/教師教學/學生使用 

4. 每年學校可舉辦一次閱讀推廣活動，自選 20本電子書開放多複本全校閱讀 

截止日期： 2019年 6月 15日 
 
聯盟精選最新流行好書 - 將來可配合發展「慧讀。會讀」參數整合 

➢ 方案提供買斷 60/150本台灣師大「慧讀。會讀」

(SmartReading)已評分各班級合適好書，讓學生可

應自己閱讀能力「適性閱讀」 

➢ 每校每書可享一個離線借閱複本，以及可享 2-100 

線上閱讀複本作全班課堂閱讀用途。(漫畫書除外) 

➢ 兩方案中有 84本好書更獲得多項文化獎項如香港

「金書獎」、「香港中學生好書龍虎榜」、「香港中文

文學雙年獎」、香港教育城「十本好讀」、台灣文化

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台灣文學館「文學好

書推廣專案」 

➢ 兩方案中有 37本為國語發音有聲書，讓中文閱讀變

得更生動有趣，學生亦可邊聽邊學習語言。 

➢ 入門組合書單更加入 40本最受兒童歡迎經典健康漫

畫「哆啦 A夢」及「名偵探柯南」系列，吸引學生

主動借書閱讀，滿足不同讀者的閱讀需要！ 

➢ 參加進階組合贈送 1套多媒體校刊/學校電子書出版 

(限 18年 12月 15日前參加學校) 

➢ 電子書安心採購計劃 - 本公司提供所有電子書方

案，可先免費整合開放使用 1個月，讓全校師生試

用沒問題後，學校簽出滿意紙才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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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讀。會讀網頁: http://smartreadin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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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門組合推薦好書 

     

     
 

進階組合推薦好書 

     

     
 

進階組合可自選 3套雜誌訂閱一年 (請於 A類雜誌中選 2套，B類雜誌中選 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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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年
有聲

慧讀會

讀分級
得獎推薦

兒童繪本 天啊!剃光頭? 楊寶山文;法蘭克圖 小兵 2012 二年級 南瀛文學獎

兒童繪本 地牛不翻身 陳素宜文;法蘭克圖 小兵 2011 二年級 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兒童繪本 螃蟹衝衝學禮貌 王文華文;徐建國圖 小兵 2006 二年級 新北市滿天星閱讀優良圖書

兒童文學 多多和吉吉:颱風天 安石榴文;林玲遠圖 小熊出版 2013 二年級 好書大家讀

兒童文學 多多和吉吉:野餐日 安石榴文;林玲遠圖 小熊出版 2013 二年級 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教育 霸凌,滾吧!滾出校園! 任祖泰著;KoKo繪 新苗文化 2011 二年級 國圖臺灣出版TOP1

兒童繪本 小爸爸的孩子 王素涼文;徐至宏圖 小兵 2012 四年級 國民健康署「健康好書悅讀健康」

兒童繪本 水鴨南渡大隊 陳正恩文;葉懿瑩圖 小兵 2012 四年級
好書大家讀；台灣省兒童文學創作獎；台灣

文學館「文學好書推廣專案」

兒童繪本 快樂豬學校. 上 丁勤政文;九子圖 小兵 2012 四年級
北市圖「最受小學生歡迎十大好書」；好書

大家讀

兒童繪本 小四愛作怪之霹靂二十四孝 阿德蝸文;任華斌圖 小兵 2011 四年級
好書大家讀；台灣文學館「文學好書推廣專

案」；國圖臺灣出版TOP1

兒童繪本 哥哥不笨 李光福文;法蘭克插圖小兵 2010 四年級
新北市「國民中學推動閱讀優良圖書」推

薦；台灣文學館「文學好書推廣專案」

成長勵志 我們是正生好孩子 正生書院學生著 突破出版社 2009 四年級 香港「金書獎」

兒童學習 和鳥兒作朋友 李兩傳著.攝影 親親文化 2010 五年級
好書大家讀；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

物」推介

兒童學習 臺灣常見竹節蟲 李兩傳作.攝影 親親文化 2009 五年級
好書大家讀；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

物」推介

兒童學習 瓢蟲 李季篤作 親親文化 2009 五年級
好書大家讀；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

物」推介

兒童學習 蓋斑鬥魚 詹見平作 親親文化 2009 五年級 好書大家讀

兒童學習 螢火蟲 陳燦榮作 親親文化 2008 五年級
好書大家讀；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

物」推介

兒童學習 獨角仙 石基永作 親親文化 2007 五年級 好書大家讀

兒童學習 臺灣常見水鳥 李兩傳作.攝影 親親文化 2012 六年級
好書大家讀；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

物」推介

兒童學習 螳螂二三事 李季篤作.攝影 親親文化 2012 六年級
好書大家讀；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

物」推介

兒童學習 賞蛛趣味多. 上 林瑞崑, 沈彩芳作 親親文化 2010 六年級
好書大家讀；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

物」推介

兒童學習 賞蛛趣味多. 下 林瑞崑, 沈彩芳作 親親文化 2010 六年級
好書大家讀；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

物」推介

兒童學習 校園常見草花 林桓桓著.攝影 親親文化 2010 六年級 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兒童學習 油桐花 黃昭國作 親親文化 2009 六年級 好書大家讀

兒童繪本 快樂的滋味[有聲書] 兔子波西文;賴馬圖 愛智 2009 Y 二年級

兒童繪本 我的葉子小書[有聲書] 石晏如文;許文綺圖 愛智 2009 Y 二年級

兒童學習 大象家族的旅程 [有聲書] 電子書製作團隊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6 Y 四年級

兒童學習 中華恐龍大展 [有聲書] 電子書製作團隊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6 Y 四年級

兒童學習 身懷絕技的昆蟲 [有聲書] 電子書製作團隊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6 Y 四年級

兒童學習 浮冰上的小可愛 [有聲書]:豎琴海豹電子書製作團隊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6 Y 四年級

兒童學習 神祕遼闊的東南亞熱帶雨林區 [有聲書]電子書製作團隊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6 Y 四年級

兒童學習 最可愛的割草機 [有聲書]:草原犬鼠電子書製作團隊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6 Y 四年級

兒童學習 森林小霸王 [有聲書]:攀木蜥蜴 電子書製作團隊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6 Y 四年級

兒童學習 螞蟻食物大進擊 [有聲書] 電子書製作團隊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6 Y 四年級

兒童學習 一大群的力量 [有聲書] 電子書製作團隊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6 Y 五年級

兒童學習 不畏惡劣環境的北極圈動物 [有聲書]電子書製作團隊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6 Y 五年級

兒童學習 任重道遠的單峰駱駝 [有聲書] 電子書製作團隊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6 Y 五年級

兒童學習 哥白尼與地動說 [有聲書] 電子書製作團隊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6 Y 五年級

兒童學習 動物明星大會串 [有聲書] 電子書製作團隊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6 Y 五年級

兒童學習 送到家裡來的自來水 [有聲書] 電子書製作團隊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6 Y 六年級

兒童學習 謎樣的舞者 [有聲書]:黑面琵鷺 電子書製作團隊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6 Y 六年級

青少年文學聖誕老公公減肥記 吳高勝著;王永成繪 新苗文化 2013 二年級

兒童文學 四兄弟與壞國王 張大光著;薄汾萍繪 漢湘文化出版2012 二年級

兒童文學 豆豆公主的勇氣朋友 張大光著;薄汾萍繪 漢湘文化出版2012 二年級

兒童學習 鄭和下西洋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四年級

兒童學習 玄奘取經. 上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五年級

兒童學習 李時珍和《本草綱目》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五年級

兒童學習 屈原沉江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五年級

兒童學習 林則徐禁煙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五年級

兒童學習 智逐鰲拜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五年級

成長勵志 你愈活在當下,就愈快樂 也也希作 丹陽文化 2015 五年級

動植物 動物小百科 幼福編輯部編 幼福文化 2014 五年級

兒童文學 伊索寓言 伊索(Aesop)原著 幼福文化 2010 五年級



分類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年
有聲

慧讀會

讀分級
得獎推薦

兒童文學 安徒生童話 安徒生原著 幼福文化 2007 五年級

兒童文學 福爾摩斯探案集 亞瑟柯南.道爾原著 幼福文化 2007 五年級

兒童文學 綠野仙蹤 鮑姆(L. Frank Baum)原著幼福文化 2007 五年級

兒童學習 小朋友學好時間管理的8堂課 碎碎念老師編著 狗狗圖書 2008 五年級

兒童學習 玄奘取經. 下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六年級

動植物 甲蟲小百科 林義祥文字.攝影;葉芷芸繪圖幼福文化 2014 六年級

中文古典文學紅樓夢 曹雪芹作 俊嘉文化出版2012 六年級

40本漫畫選項A: (新校採購)

日本漫畫 名偵探柯南 (第1冊至第20冊) 青山剛昌作;王敏禎譯青文出版社 1995

日本漫畫 哆啦A夢 (第1包至第20包) 藤子.F.不二雄原作;王筱晴等譯青文出版社 2010

40本漫畫選項B: (有參加2017小學採購聯盟)

日本漫畫 名偵探柯南 (第21冊至第40冊) 青山剛昌作;王敏禎譯青文出版社 1995

日本漫畫 哆啦A夢 (第21包至第40包) 藤子.F.不二雄原作;王筱晴等譯青文出版社 2010

2018 Hyread香港小學圖書館採購聯盟_進階組合_總書單

分類三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年
有聲

慧讀會

讀分級
得獎推薦

兒童文學 風箏小雲朵 王力芹作;古依平繪 福地 2015 二年級

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好

書大家讀；新北市「國民中學推動閱讀優良

圖書」推薦

兒童文學 螞蟻撿到一顆蛋 張友漁文.圖 幼獅 2015 二年級 台南市圖書館優質本土兒童文學

兒童繪本 夜裡來的老虎 謝武彰文;徐進圖 小熊出版 2014 二年級 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兒童繪本 脫線黑線三條線 謝鴻文文;蔡兆倫圖 小兵 2012 三年級 大墩文學獎

兒童繪本 看不見 蔡兆倫文.圖 小兵 2012 二年級 教育部「Bookstart閱讀起步走」

兒童繪本 怪怪作文大驚奇 謝鴻文著;大尉圖 小兵 2011 二年級
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獎；天下雜誌「希望閱

讀」好書推薦

兒童繪本 用輪椅飛舞的女孩 王洛夫,賴玉敏文;嚕嚕圖小兵 2011 三年級 好書大家讀

兒童繪本 我也要第一名 鄭宗弦著;法蘭克圖 小兵 2011 三年級
大墩文學獎；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

物」推介

兒童繪本 土地婆婆不在家 姜子安著;大尉圖 小兵 2010 三年級
好書大家讀；新竹縣吳濁流文藝獎；文化部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兒童文學 願望小郵差 王宇清文;吳雨蓁圖 小熊出版 2012 三年級 好書大家讀

兒童繪本 溼巴答王國:萬夫莫敵鳥 岑澎維文;張倩華圖 小熊出版 2012 三年級 好書大家讀

兒童文學 榕樹下有鬼? 李赫文;賴有賢, 吳春圖狗狗圖書 2012 三年級
「張曼娟小學堂」推薦書目；香港書叢榜

「十本好書得獎書目」

青少年文學都是珍奶惹的禍 李光福文;綠豆芃圖 超邁文化國際2013 三年級 國圖臺灣出版TOP1

兒童文學 哎呀!我的媽:外籍媽媽的奮鬥故事李光福著 新苗文化 2010 三年級 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兒童繪本 小猴王愛耍帥 廖炳焜文;九子圖 小兵 2011 四年級 好書大家讀；台灣省兒童文學創作獎

兒童繪本 媽媽的愛,有幾斤? 花格子文;鰻魚蛋圖 小兵 2011 四年級
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台

灣文學館「文學好書推廣專案」

兒童繪本 誰掉了一隻鞋? 蘇善文;徐建國圖 小兵 2011 四年級 大墩文學獎

兒童繪本 小海巫莉娜 鄭宗弦文;法蘭克圖 小兵 2010 四年級
好書大家讀；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文化部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兒童文學 爸爸，五又三分之一 蔡聖華文;陳又凌圖 小兵 2009 四年級

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新

北市滿天星閱讀優良圖書；國圖臺灣出版
TOP1

兒童文學 騙子老爸 王文華文;施佩吟圖 小兵 2008 四年級
台北市兒童深耕閱讀計畫好書；新北市滿天

星閱讀優良圖書

兒童文學 我不是弱者 李光福文 小兵 2007 四年級 新北市滿天星閱讀優良圖書

青少年文學珍珠奶茶的誘惑 管家琪著;張蓬潔圖 幼獅 2014 四年級 教育部國教輔導群「人權議題閱讀書單」

兒童學習 管家琪說漢字故事 管家琪作 幼獅 2009 四年級 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兒童文學 昆蟲記 法布爾(Jean Henri Fabre)原著幼福文化 2010 四年級 博客來年度百大暢銷書

兒童文學 怪奶奶 林加春著 新銳文創 2011 四年級

好書大家讀；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

物」推介；台灣文學館「文學好書推廣專

案」；洪建全兒童文學獎；文化部「金鼎

獎」優良出版品推薦

兒童學習 昆蟲小百科 陳愷禕撰文 人類文化 2011 五年級 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兒童文學 老鷹與我 廖炳焜文;若凡圖 小兵 2013 五年級 台南市圖書館優質本土兒童文學

兒童文學 調皮的鬼娃娃 鄭宗弦文;大尉圖 小兵 2012 五年級 國民健康署「健康好書悅讀健康」

兒童文學 修煉. I, 動物精的祕密 陳郁如作 小兵 2012 五年級 好書大家讀

兒童文學 3號坑道的騙局 彭素華文;徐建國圖 小兵 2012 五年級 台灣文學館「文學好書推廣專案」

兒童繪本 貪財貓神 王華著;鰻魚蛋圖 小兵 2012 五年級 好書大家讀

兒童繪本 小四愛作怪之挑戰孔夫子 阿德蝸文;任華斌圖 小兵 2012 五年級
北市圖「最受小學生歡迎十大好書」；好書

大家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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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繪本 偷養一隻貓 林淑玟文;鰻魚蛋圖 小兵 2012 五年級 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兒童繪本 鷺鷥小白的明星夢 廖炳焜著;任華斌圖 小兵 2011 五年級
南瀛文學獎；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

物」推介

兒童繪本 代理巫婆許願所之麻辣米粉妹 陳沛慈文;徐建國圖 小兵 2011 五年級 好書大家讀

兒童文學 飆啊!黃野狼 李光福文;任華斌圖 小兵 2004 五年級
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誠品好讀」推薦

兒童繪本 遠慮媽媽vs.近憂爸爸 林茵文;發哥圖 小兵 2004 五年級 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兒童文學 守護寶地大作戰 周姚萍著;仲雅筠繪 小魯文化 2013 五年級
香港「公民教育小書單」；台南市圖書館優

質本土兒童文學

繪畫書法 彩色原子筆創意畫. 1, 快速學會超多技巧和變化糖果嗡嗡作 文房文化 2014 五年級 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兒童繪本 喂,穿裙子的! 張友漁作;朵兒普拉司繪幼獅 2013 五年級 好書大家讀

兒童文學 最豪華的機器人 管家琪著;陳維霖圖 幼獅 2009 五年級 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兒童文學 鮭鮭向前衝 黃耀傑漫畫 幼獅 2008 五年級 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兒童文學 魔字傳奇 管家琪作;吳嘉鴻繪圖幼獅文化 2012 五年級 台南市圖書館優質本土兒童文學

兒童文學 湯姆歷險記 馬克.吐溫(Mark Twain)原著幼福文化 2010 五年級 博客來年度百大暢銷書

中文現代文學女朋友.男朋友 萬金油, 楊雅喆著 時報文化 2012 五年級 博客來年度百大暢銷書

親子教養 像青蛙坐定:孩童的正念練習 艾琳.史妮爾著著;石世朋, 黃淑錦譯張老師文化 2014 五年級 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兒童文學 唐村 林加春著 新銳文創 2011 五年級

好書大家讀；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

物」推介；台灣文學館「文學好書推廣專

案」；洪建全兒童文學獎；文化部「金鼎

獎」優良出版品推薦

歐美文學 記得帶傘:8篇寫給孩子的氣候變異故事東尼.布德曼著;高詠微譯大步 2012 六年級 好書大家讀

兒童文學 李潼中篇小說:蠻皮兒 李潼文;徐建國圖 小兵 2009 六年級

好書大家讀；新北市「國民中學推動閱讀優

良圖書」推薦；台灣文學館「文學好書推廣

專案」

兒童繪本 滷肉妹.怪頭與我 王文華文;大尉圖 小兵 2009 六年級 新北市「國民中學推動閱讀優良圖書」推薦

兒童文學 李潼短篇小說:藍天燈塔 李潼文;徐建國圖 小兵 2008 六年級

好書大家讀；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

物」推介；新北市滿天星閱讀優良圖書；中

國時報開卷好書獎

兒童文學 橘子咖啡 林惠珍文;達姆圖 小兵 2007 六年級
好書大家讀；台灣文學館「文學好書推廣專

案」

兒童文學 畫在身上的名字 施政廷文.圖 小兵 2007 六年級

好書大家讀；「誠品好讀」推薦；中國時報

開卷專文推薦；「Best From Taiwan」推

介；國圖臺灣出版TOP1

兒童文學 芋仔番薯一家親:戀戀曾文溪 李光福作;施政廷畫 小兵 2007 六年級 「誠品好讀」推薦

兒童文學 尋找無名氏 陳正恩文;大尉圖 小兵 2008 六年級
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臺

南文學獎

中文現代文學剪髮:短篇小說集 胡燕青著 突破出版社 2011 六年級 香港中學生好書龍虎榜

成長勵志 穿人字拖的公主 王心靈著 突破出版社 2010 六年級 香港教育城「十本好讀」

兒童繪本 小四愛作怪之無敵三十六計 阿德蝸文;任華斌圖 小兵 2010 七年級
新北市「國民中學推動閱讀優良圖書」推

薦；國圖臺灣出版TOP1

兒童文學 希臘神話故事 史瓦布原著;幼福編輯部編輯幼福文化 2010 七年級 博客來年度百大暢銷書

青少年文學Q版特工. 29, 暗域狙擊 梁科慶作 突破出版社 2012 七年級 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

散文 時間麥皮 胡燕青著 突破出版社 2012 七年級

音樂舞蹈 吉他指板超解密手冊 - 完全版 [有聲書]不拘時編著 時空膠囊音樂社2014 Y 七年級

兒童文學 歡樂兒歌繪本 [有聲書] 蔡欣穎主編;陶子繪 人類 2015 Y 三年級

兒童繪本 關懷地球繪本：冰原裡的長毛怪(附劇場版CD)林淑貞 世一文化 2017 Y 三年級

兒童繪本 天氣會說話 [有聲書] 謝明芳主編 愛智 2015 Y 三年級

兒童繪本 燕子日報[有聲書] 周琡萍文;貓妮妮圖 愛智 2012 Y 三年級

兒童繪本 粉紅豬逛百貨公司[有聲書] 謝明芳文;唐唐圖 愛智 2010 Y 三年級

兒童繪本 小紅傘[有聲書] 劉思源文;何雲姿圖 愛智 2009 Y 三年級

兒童繪本 小米的便便商店[有聲書] 兔子波西文;賴馬圖 愛智 2008 Y 三年級

兒童學習 奇妙的澳洲動物 [有聲書] 電子書製作團隊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6 Y 四年級

兒童學習 美麗的梅花鹿 [有聲書] 電子書製作團隊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6 Y 四年級

兒童學習 悠游海洋的綠蠵龜 [有聲書] 電子書製作團隊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6 Y 四年級

兒童繪本 蜜蜂普普的計畫 [有聲書] 林真卿文;李文斌圖 巧育文化 2014 Y 四年級

兒童繪本 小腳ㄚ逛社區 [有聲書] 周琡萍主編 愛智 2015 Y 四年級

兒童繪本 香香米  [有聲書] 陳玲瑜主編 愛智 2015 Y 四年級

兒童繪本 森林裡的蛋炒飯[有聲書] 王手蟲文, 許文綺圖 愛智 2010 Y 四年級

兒童學習 古靈精怪的黑猩猩 [有聲書] 電子書製作團隊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6 Y 五年級

兒童學習 地球生病了 [有聲書] 電子書製作團隊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6 Y 五年級

兒童學習 狗醫生來囉 [有聲書] 電子書製作團隊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6 Y 五年級

兒童學習 草叢裡的跳躍高手 [有聲書]:蝗蟲電子書製作團隊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6 Y 五年級

英文學習 我的第一本自然發音.KK音標 [有聲書]Paul編著 哈福出版 2015 Y 五年級

青少年文學小小音樂家的流浪記 小柚 驛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7 五年級

青少年文學幸福存錢筒 易小歡 驛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7 五年級

青少年文學許願筆記本 徐瑞蓮 驛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7 五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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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文學快樂的窮小子 小艾 驛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7 六年級

青少年文學月光色的少女戰士 夏嵐 驛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7 六年級

青少年文學最棒的禮物 徐瑞蓮 驛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7 六年級

青少年文學高手過招誰怕誰 小艾 驛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7 七年級

兒童繪本 火鬍子PK紫飛龍 林翔作;徐建國插畫 小兵 2013 三年級

兒童繪本 我的校長蝙蝠俠 黃文輝文;徐至宏圖 小兵 2012 三年級

兒童文學 水果森林尖叫屋 陳靜瑜著;詩詩繪 福地 2014 三年級

兒童文學 木偶奇遇記 卡洛.科洛迪(Carlo Collodi)原著;福地出版 2014 三年級

兒童學習 武后臨朝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四年級

兒童學習 高科技影響未來. 上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四年級

兒童文學 乖寶寶床邊故事. 1, 青蛙王子 小小兵工作室編著;子軒,EVA繪圖丹陽文化 2015 四年級

兒童文學 外星來的偷書賊 鄧敏茹著;廖麗洳繪 文房 2015 四年級

兒童文學 我的大嘴巴同學 茫爾作 文房文化出版2014 四年級

兒童文學 動物農莊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原著幼福文化 2010 四年級

青少年文學小黑三部曲之小黑,你一定可以的!馮家賓作 時兆 2014 四年級

兒童文學 別打!他是我爸爸! 李光福著;王永成繪 新苗文化 2013 四年級

兒童繪本 草莓大鬧香蕉園 任祖泰著;林慧珊繪 新苗文化 2010 四年級

兒童文學 星星王國的許願卡 王珈恩作;曉君繪 福地 2015 四年級

兒童學習 動物寶寶小百科 陳瑩榛撰文 人類文化 2013 五年級

兒童學習 史達林格勒會戰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五年級

兒童學習 司馬光編《資治通鑑》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五年級

兒童學習 多才多藝的達文西. 下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五年級

兒童學習 高科技影響未來. 中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五年級

兒童學習 絲綢之路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五年級

動植物 恐龍小百科 幼福編輯部編 幼福文化 2014 五年級

兒童文學 青鳥 莫里斯.梅特林克 幼福文化 2010 五年級

兒童文學 小飛俠 詹姆斯.巴里(J. M. Barrie)原著幼福文化 2007 五年級

兒童文學 醜小鴨變身記 易小歡著 驛站文化 2015 五年級

兒童文學 艾蜜艾莉的異想世界 小柚著 驛站文化 2010 五年級

兒童學習 火車小百科 王保華作 人類 2012 六年級

科幻奇幻小說明朝來的宅男殺手 常醉著 大翼文化 2012 六年級

兒童學習 秦王朝的建立. 下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六年級

兒童學習 大詩人李白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六年級

兒童學習 文成公主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六年級

兒童學習 氏族聯盟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六年級

兒童學習 火燒長沙王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六年級

兒童學習 王安石變法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六年級

兒童學習 古希臘人的生活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六年級

兒童學習 甲午戰爭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六年級

兒童學習 多才多藝的達文西. 上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六年級

兒童學習 自由法國萬歲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六年級

兒童學習 希特勒上臺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六年級

兒童學習 阿茲提克古文明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六年級

兒童學習 南北戰爭開始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六年級

兒童學習 美國敲開日本國門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六年級

兒童學習 秦始皇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六年級

兒童學習 衰弱的鄂圖曼王朝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六年級

兒童學習 基督徒收復伊比利半島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六年級

兒童學習 萬里長城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六年級

兒童學習 諸葛亮出山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六年級

兒童學習 高科技影響未來. 下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六年級

兒童文學 海底兩萬里 儒勒.凡爾納(Jules Verne)原著幼福文化 2008 六年級

兒童文學 金銀島 羅伯特.路易士.史帝文生原著幼福文化 2007 六年級

日本文學 羅生門:芥川龍之介中短篇小說選芥川龍之介著;陌上花譯海鴿文化 2013 六年級

兒童學習 傲慢與偏見 珍‧奧斯汀原著,林芳宇原創漫畫福地 2015 六年級

青少年文學這年頭超人很難當 維他命熙著 驛站文化 2010 六年級

青少年文學高手過招誰怕誰 小艾 驛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7 七年級

兒童學習 文藝復興的序幕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七年級

兒童學習 辛亥革命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七年級

兒童學習 秦王朝的建立. 上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 小牛頓科學教育2012 七年級

兒童學習 猜燈謎 學成語 張毅瑄編著 小魯文化 2013 七年級

兒童學習 冒險放大鏡:恐龍爭霸 學生探索者編委會編著幼福文化 2013 七年級

中文現代文學背影 [全新足本] 朱自清著 風雲時代 2011 七年級

中文現代文學變形記:卡夫卡中短篇小說選 卡夫卡作;柳如菲譯 海鴿文化 2013 七年級

兒童文學 寄小讀者 冰心著 新潮社出版 2013 七年級

兒童文學 總裁千金vs.神偷少女 小艾著 驛站文化 2015 七年級

動植物 史前大毀滅:恐龍的秘密 楊明華編著 驛站文化 2012 七年級



Quote

Hyweb EmergingTech (Hong Kong) Ltd. Date:

Rm 703, Kowloon Building, 555 Nathan Road, KLN, Hong Kong Quotation #:

Customer ID:

Expiration Date:

To: 香港各小學 From: Roy Ching

Attn: 校長/圖書館主任 Title: Manager

Tel: 852-91249849

email: roy.ching@hyweb.com.hk

詳情 單位 數量 單價 費用合計

1.1 2018_Hyread香港小學圖書館採購聯盟_入門組合 項 1 HK$4,999 HK$4,999

- 以聯盟優惠3折買斷100套聯盟指定流行電子書作為永久館藏 (包括60本

   慧讀會讀好書) ，吸引學生趣味自學；

- 每校每書可享一個離線借閱複本(支援PC/iOS/Android)，以及可享2-100

   聯校線上閱讀複本作全班課堂閱讀用途 (校內/外均可閱讀)

- 服務包括24小時自動化電子書圖書館服務

HyRead電子書圖書館功能及特色如下：
- 港、澳、台1000間公共圖書館、大專院校、中小學的建館經驗、極佳口碑

- 香港公共圖書館16-18年採購了2萬多本流行電子書/雜誌，師生可同一系統免費借閱

-  創新ALL-in-One程式(一程式集: 找書、借/還書、看書、雲端筆記功能)

- 系統連獲多項文化/IT大獎，All-in-one程式集找書/借還書/看書/雲端筆記功能

- 系統可整合圖書館系統，師生不用另記密碼，並提供編目檔案整合書籍檢索系統

- 提供使用統計數據：師生eBook借閱統計及報表、讀者/書籍借閱排行榜

- 優化閱讀功能：雲端筆記保存功能，Facebook分享，ePub書翻譯/維基百科功能

- 學校可將出版自家電子書至平台，如校刊、學校筆記、學生優異作品集…

贈送/服務

1.2 HyRead電子書專屬網站建做費用及學校圖書館系統整合費用 贈送

1.3 HyRead雲端電子書圖書館培訓：館員應用/教師教學/學生使用 贈送

HK$4,999.00

1  . 本報價單經客戶確認蓋章簽回後及經本公司確認後，視為有效之訂單

2  . 本公司乃"HyRead eBook系統"在香港的獨家經銷商，所有eBook均由相關出版社授權於香港/澳門銷售予各圖書館使用

3  . 所有項目之費用, 必需於完成系統安裝及正式開始使用後30天內繳付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啟用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Thank you for your business!

[Address: Room 703, Kowloon Building, 555 Nathan Road, KLN, Hong Kong]

[Tel:+852- 2110-1660] [Fax: +852-3753-5123] [hyread@hyweb.com.hk]

HyRead雲端電子書圖書館報價(香港地區)

01 September 2018

HKHW180904

SCH-ALL

15 December 2018

圖書館協會(HKTLA/QLN)會員優惠價:

Quotation prepared b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o accept this quotation, please sign with chop here and retur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ilto:roy.ching@hyweb.com.hk


Quote

Hyweb EmergingTech (Hong Kong) Ltd. Date:
Rm 703, Kowloon Building, 555 Nathan Road, KLN, Hong Kong Quotation #:

Customer ID:
Expiration Date:

To: 香港各小學 From: Roy Ching
Attn: 校長/圖書館主任 Title: Manager

Tel: 852-91249849
email: roy.ching@hyweb.com.hk

詳情 單位 數量 單價 費用合計

1.1 2018_Hyread香港小學圖書館採購聯盟_進階組合 項 1 HK$17,999 HK$17,999

- 以聯盟優惠3折買斷150套聯盟指定慧讀會讀好書作為永久館藏。
- 訂閱3套小學合適電子雜誌一年。
- 每校每電子書可享一個離線借閱複本(支援PC/iOS/Android)，以及可享
    2-100聯校線上閱讀複本作全班課堂閱讀用途 (校內/外均可閱讀)
- 電子雜誌訂閱期數包括一年期新刊以及授權起計所有過刊亦開放借閱
- 每期雜誌包含一本可下載離線閱讀複本(支援PC/iOS/Android)
  及兩本瀏覽器線上閱讀複本(校內/外均可閱讀)
- 服務包括24小時自動化電子書圖書館服務

HyRead電子書圖書館功能及特色如下：
- 港、澳、台1000間公共圖書館、大專院校、中小學的建館經驗、極佳口碑
- 香港公共圖書館16-18年採購了2萬多本流行電子書/雜誌，師生可同一系統免費借閱
-  創新ALL-in-One程式(一程式集: 找書、借/還書、看書、雲端筆記功能)
- 系統連獲多項文化/IT大獎，All-in-one程式集找書/借還書/看書/雲端筆記功能
- 系統可整合圖書館系統，師生不用另記密碼，並提供編目檔案整合書籍檢索系統
- 提供使用統計數據：師生eBook借閱統計及報表、讀者/書籍借閱排行榜
- 優化閱讀功能：雲端筆記保存功能，Facebook分享，ePub書翻譯/維基百科功能
- 學校可將出版自家電子書至平台，如校刊、學校筆記、學生優異作品集…

贈送/服務

1.2 HyRead電子書專屬網站建做費用及學校圖書館系統整合費用 贈送

1.3 HyRead雲端電子書圖書館培訓：館員應用/教師教學/學生使用 贈送

HK$16,999.00

1  . 本報價單經客戶確認蓋章簽回後及經本公司確認後，視為有效之訂單

2  . 本公司乃"HyRead eBook系統"在香港的獨家經銷商，所有eBook均由相關出版社授權於香港/澳門銷售予各圖書館使用

3  . 所有項目之費用, 必需於完成系統安裝及正式開始使用後30天內繳付

Thank you for your business!

[Address: Room 703, Kowloon Building, 555 Nathan Road, KLN, Hong Kong]
[Tel:+852- 2110-1660] [Fax: +852-3753-5123] [hyread@hyweb.com.hk]

HyRead雲端電子書圖書館報價(香港地區)

01 November 2018
HKHW181101
SCH-ALL
15 December 2018

圖書館協會(HKTLA/QLN)會員優惠價:

Quotation prepared b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如確定採購，請於下方填好選項，於右下格簽名及蓋章，並傳真或電郵回覆給我們作實：

簽名及蓋章



 

 

 

產品獨家營運及銷售聲明書 

 

茲證明 

 
本公司產品【HyRead電子書】及【HyRead電子雜誌】為本公司

取得內容授權單位合法授權，HyRead電子書圖書館平台為本公司

獨家開發、於香港地區獨家發行與銷售。 

 

其他香港獨家銷售之電子書方案： 

⚫ 2018_Hyread港澳台中學圖書館電子書聯盟採購計劃 

⚫ 2018_Hyread香港小學圖書館採購聯盟 

⚫ 2018_Hyread中國歷史文化電子書聯盟採購 

 

特此證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地區負責人：Roy Ching 
凌網研科(香港)有限公司 Hyweb EmergingTech (Hong Kong) Ltd. 

台灣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yweb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香港九龍彌敦道 555號九龍行 7樓 703 室 

 
 

2 0 1 8 年 9 月 1 日 



 

Hyread 電子書圖書館平台整合申請表 

1. 單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學/ □中學/ □大學 
 

2. 交貨日期:       年      月      日  
 

3. 電子書平台使用者登入認證資訊 

(1) 認證方式(請擇一)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 SLS □ Library Master □ eClass □ CCNet □ 其他:_________ 

□E-MAIL 帳號密碼認證: □ Gmail □ Yahoo □ Hotmail 

□其他，名稱:                                       
 

(2)校外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登入網址: 

                                                       
 

(3)認證測試帳號:                 密碼:                 
 

 

4. IP 網域(館員必須於 IP 網域內才可登入館員專區查閱報表) 

□ 讀者於 IP 網域內可不用登入直接開啟線上全本瀏覽 

                                                    
 

5. 借閱政策(如欲調整預設值，請填寫所需之設定值) 

流通政策 
電子書 電子雜誌 

預設值 設定值 預設值 設定值 

可借本數 5 本  3 本  

可借天數 7 天  7 天  

續借天數 7 天  7 天  

續借次數 3 次  3 次  

到期前可續借天數 3 天  3 天  

預約本數 20 本  10 本  
 

6. 書目格式(請√)，敬請提供電子書編目規則說明 

(1) 格式標準: □CMARC □MARC21 □Excel 

(2) 編碼方式: □UTF8  □BIG5   □CCCII 
 

7. 學校相關負責人員聯絡資料： 

 圖書館主任/館員 圖書館/學校 IT負責同事 

姓名：   

電話：   

電郵：   
 

※ 如填寫上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852) 2110-1660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