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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
葵涌循道中學
下載資料
1. 用戶於 App Store (IOS) 或 Play Store (Android) 下載應用程式後，即可在平板電腦上使用。
2. Windows Desktop 用戶可在以下連結下載 exe 檔，然後點擊檔案開始安裝。
http://www.openknowledge.hk/epublish/learnchinesenews/learnchinesenews_win.exe
若被防火牆攔截而未能下載 exe 檔，可在以下連結下載 zip 檔。
http://www.openknowledge.hk/epublish/learnchinesenews/learnchinesenews_win.zip

「時

事學中文」應用程式

下載 zip 檔案後，請將檔案解壓縮及打開 start.exe 即可使用。若有需要，請把 Windows
中的防火牆設定為允許 RainbowOne 通過。

詳情及聯絡我們

知識共享協會有限公司
網頁 : http://www.learnchinesenews.hk
電話 : (852)2191 1000
電郵 : enquiry@openknowledge.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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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背景及簡介
內容廣泛，切合生活
非華語學生在香港生活，必須適應本地教育體系

閱讀新聞是幫助非華語學生學好中文的有效方

和學好中文，可是他們在學校學習中文時往往會

法，本應用程式提供 150 篇新聞報道，附設有趣

遇到不同問題，也未必能得到即時的協助，甚至

的學習活動，能提高他們對中文的興趣，增加實

會影響其他學科的學習。因此，有系統及有效的

用詞彙，提升閱讀能力。另一方面，透過新聞報

學習支援，對非華語學生十分重要。

道，非華語學生可以從多角度認識社會，增強歸

目前，照顧非華語學生需要的中文學習教材仍然

內容特點

提供 150 篇取材自《明報》新聞的閱讀篇章，內容
涵蓋時事、健康、環境、運動、教育、科學、建設、
社會等多個範疇，切合學生的生活經驗，提高學習
興趣，幫助學生從生活中學習語文。

屬感，進而愛社會，愛香港。

匱乏，學校、機構或家長不容易找到合用的教材。

本應用程式可以離線使用，讓學習跳出課室；通

為此，知識共享協會聯同明報教育出版有限公司，

過多元、互動的學習活動，學生可以獲得即時的

向語文基金申請撥款，開發本應用程式，彌補這

回饋，從而獲得更好的學習效果。導師可用本程

方面的不足，提供大量閱讀篇章和多元化的學習

式來教學，學生也可用來自學。

針對難點，提升能力
活動設計針對非華語學生的學習難點，幫助他們掌
握漢字的形、音、義，練寫筆劃筆順，分辨形近字、
音近字；另外又設說話活動，訓練學生的說話能力。

活動，供高小至初中學生使用。

本計劃合作單位
撥款機構 :

語文基金

編排有序，由淺入深
分為初階、進階及高階三個程度，適合高小
至初中程度，學生可按能力選用。

主辦機構 :

知識共享協會有限公司
知識共享協會是正式獲豁免繳稅的慈善機構 ( 編號 91/12472)。
本會以「共創 共享 共融」為宗旨，並鼓勵教師及教育界，共同
創建電子學習教材，分享予有需要人士。本協會是教育局第一期
及第二期電子教科書市場開拓計劃 (EMADS) 內的其中一間非牟利
機構，編寫及製作小學一至六年級的中國語文科及普通話科電子教
科書，並具有豐富校本課程電子化之經驗。
協辦機構 :

明報教育出版有限公司
明報教育出版有限公司為世界華文媒體集團旗下的公司，我們一向關
注教育界的發展，除了出版及發行印刷版教科書外，亦致力發展電子
教科書、電子教學平台業務，以至為學校提供校本生涯規劃書本、網站
和手機 App 等服務，除此以外，我們還幫助學校製作學校概覽和家長篇
等刊物，為老師節省製作刊物的時間，大受中小學以至大專院校歡迎。

語文活動，互動有趣
每篇閱讀篇章附有 6-8 個互動化的電子語文
活動，形式多樣，讓學生興鬆地學習中文。

自學工具，事半功倍
篇章備有廣東話錄音，重點詞語提供英語、
烏都語、印地語及尼泊爾語翻譯，協助學生
理解文章內容；篇章的每個字都能顯示部
首、劃數、筆順動畫、字形尺及系統讀音。
學習活動能夠儲存答案，並即時給予回饋，
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的學習表現。

計劃顧問 :

高慕蓮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擬任校長課程
導師、生命教育企劃有限公司董事、香港中國語文教學專業發展學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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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劃獲語文基金撥款，
在開發期間獲得高慕蓮博士給予寶貴意見，
並得到伙伴學校支持及試用，本會謹致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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