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角循道學校
有關 i-Learner 中英文網上學習事宜
親愛的家長：
閱讀是學習和提升語文能力的不二法門，優質的網上閱讀不但能鞏固學生在課堂所學，培養學生對中英文的
興趣，還能提升其自學能力。本校老師在深入瞭解各網上學習平台後，決定推薦貴子女以優惠價使用 i-Learner 網
上中英文課程，北角循道學校家長可於本年度以 150 元（原價：680 元）的特惠價格訂購 Reading i-Learner 智愛英
語閱讀計劃，或以 150 元訂購智愛中文閱讀計劃予貴子女學習，i-Learner 更決定讓全體小一同學免費試用 Reading
i-Learner 及智愛中文閱讀計劃一年。以下是該課程的特點和詳情：
智愛中文閱讀計劃

因材施教

12 個級別，讓不同能力的學生都可以按自己的能力和學習進度進行學

Chinese i-Learner

習，充分發揮潛力。
每日閱讀

經典文學、童詩、故事、詩詞等，每周四天精選優質閱讀及聆聽文章，
讓孩子愛上閱讀，學會思考，吸收智慧。

技巧為本

閱讀、寫作、聆聽、說話、語文知識五大技巧範疇全面覆蓋，配備全
面教學筆記，教學與練習並重，讓學生學得知其所以然。

標準朗讀

專業普粵朗讀任選，改善孩子發音，測驗考試輕鬆過關。

智愛部落格

互動寫作空間，學生投稿，導師點評，啓發創作智慧

（原價：HK$680）

獎勵計劃

每月獎狀，年度頒獎典禮，豐富禮品等著你。

智愛英語閱讀計劃

全面提升

聽、講、讀、寫、詞彙、文法、語言藝術，全方位訓練英語

價格：HK$150

Reading i-Learner

價格：HK$150
（原價：HK$680）

頂尖內容

全年 208 篇優質的多媒體閱讀篇章，內容來自 BBC World Service 的短
片、RTHK、Standard、政府、國際組織、經典英文文學等。

標準發音

真人標準英國口音發音，卡拉 OK 式伴讀，可無限次跟讀練口音。

學習樂趣

有伴讀書蟲、英語遊戲、專題錄音等鼓勵自學設計。

合適程度

共分 13 個級別，適合不同程度的學生。

易於跟進

Bugbug

詳盡的學習報告，利用電腦統計學生學習情況，供老師、家長瞭解學
生的學習進度和強弱範疇，便以跟進和指導。

Tara

Bitbit

Twist

網上閱讀計劃本學年獎勵計劃：
獎項名稱
閱讀金獎證書

獎項詳情
每月每級前三名(參與度及成績均達 70%或以上)

閱讀進步獎證書

每月校內最大進步的五位同學

“Movie Club”有獎問答遊戲

答對 Movie Club 問題, 並按指示完成相關任務，可獲戲票兩張

書蟲升級獎

共有 12 個級別，讓你由初級升及大師級，書蟲也會跟隨變身

網上頒獎禮

每個學期所有勤學及成績優異的同學都可以登入平台，舉辦自己的頒獎禮，向家
人和師友表達感謝，還可以得到電子禮物呢!

智愛閱讀頒獎典禮

每學年於大學演講廳舉辦，全港排名最高的同學將獲邀出席

試用期
試用帳號

i-Learner 為學生及家長提供試用期，詳情如下：

http://www.i-learner.com.hk

先登入網址：www.i-learner.com.hk，在右上角“Reading i-Learner”
或者“智愛中文平台”，然後根據以下提供的用戶名（username）

年級

中英文

用戶名

密碼

閱讀級別

和密碼（password）登入試用。試用期由 2017 年 10 月 13 日至 10
P1

Level 1

read57

1712

P2

Level 2

read58

1429

P3

Level 3

read59

1994

P4

Level 4

read60

2049

班別及聯絡電話，抬頭「智國集團有限公司」
）於 2017 年 10 月

P5/P6

Level 5

read61

2196

17 日(星期二)前帶回學校，交回校務處「支票收集箱」
。訂閱收據，

P5/P6

Level 6

read62

2267

將於兩天內，由 i-Learner 職員到校交給訂閱學生。正式訂購的學生

超級挑戰

Level 7

read63

2974

月 21 日。
參加辦法
請填妥回條連同支票（支票背面請寫上學校名稱、學生姓名、

可於 2017 年 11 月 1 日到 2018 年 10 月 31 日，使用 i-learner
提供的網上中英語學習課程。
如需要查詢或瞭解過往家長使用後反饋的情況，請電 3113 8815 與 i-Learner 相關職員查詢。
智國集團有限公司謹啟
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三日

i-Learner 智愛中英文平台
(i-Learner 共有 15 個級別。如果你覺得有超過
20%的內容不能理解，或者認為所讀文章和所
做的練習太簡單，可 WhatsApp 個人資料給我
們，要求調整級別。)

i-Learner Demo 短片
智愛中文平台使用簡介短片:
http://chinese.i-learner.com.hk/download/chinese_demo.mp4

英文 Reading i-Learner 使用簡介短片:

WhatsApp：93886251 服務熱線：3113 8815

https://www.i-learner.com.hk/download/demo/reading.mp4

系統安裝及設備要求：
電郵：ilearnercs@gmail.com


支援手機、平板電腦，Android 6.0 或以上和 iOS 系統。



本課程設有聆聽及語音識別練習，因此所用裝置需要設有揚聲器及麥克風



軟件要求：


Google Chrome 36.0 或以上(推薦)，Firefox 31.0 或以上(推薦)，Internet Explorer 10.0 或以上，Safari 5.0 或以上

查詢密碼或有關技術問題：
 info@i-learner.com.hk or Whatsapp 9388 6251 (星期一至日：24 小時，一個工作天內回覆)
 31138815 （週一至週五：9:30 am-9:00pm；週六週日：9:00am-6:00pm；公眾假期留言服務會於一個工作天回覆）
如線路繁忙，未能即時接聽，敬請見諒。請 WhatsApp 學校名稱、姓名、聯絡方法及查詢內容，i-Learner 工作人員將於
一個工作天內回覆。

語文學習攻略
1） 設定短、中、長期目標

2） 提升詞匯量

有目標才有奮鬥的方向，為自己設定細小但容易達成的目

a.

標，一步一步前進，累積起來就有巨大的進步。

用專記詞彙的筆記本，遇到不懂或好用的詞彙馬上抄
下，每天至少學習兩個新詞彙，包括查看詞彙的解釋、
例句，掌握該詞彙的使用方法；每周末花 15-20 分鐘複習。

b.
(以學習詞彙為例，每天學習 2 個新詞彙，一星期 14 個，一
個月 60 個，一年 720 個，3 年 2160 個，6 年 4320 個。)

堅持至少 3 個月。

積少成多，差距不是一天造成，滴水可以穿石，找對方法，

i-Learner 秘笈：在平台的閱讀篇章，點擊詞彙可以

人人都可學好英語，堅持就能成功。

聆聽讀音、看中英文解釋、例句。同學更可把詞彙存到

i-Learner 秘笈：每周五日，每日一個練習，讓你的中

“My Vocabulary Builder”，用記憶法則設定的各種遊

英文進步於無形；i-Learner 的優秀學員平均一年進步

戲，讓你在遊戲中掌握詞彙。

18%至 120%，成續落後的同學進步空間反而越大！
3） 提升英語的口語能力
-

有什麼比到外國生活更快提升口語能力? 就是跟著外教一句一
句說，跟讀、模仿。最重要的就是多開口講，開口講，開口講。
（重要的事情講三次）

只要兩至三個月已經可以有很大提升。
 每天用 5-10 分鐘，用好 i-Learner 的卡拉 OK 式外教誦讀，最少
跟讀三次。
 平時有時間就找合適程度，題材又感興趣的英語視頻模仿跟讀。

i-Learner 秘笈：i-Learner 每週均提供 4 篇閱讀和聆聽的篇章，所有的閱讀篇章均配備標準英式朗讀和字幕，甚
至有不同語速讓同學選擇，同學每天可花 10 分鐘跟讀篇章，改正發音、提升語感和流暢度，也學習發音跟拼寫
的關係。

i-Learner 中英文學習成效
學生每年可閱讀中英文分別至少 104 篇文章，聆聽 104 篇對話，完成超過 2400 道覆蓋聽
學生得益

學習成效

講讀寫的練習，積累至少
篇作文。

800

個英文詞彙，100 個文法知識點，還有專業導師點評不少於

i-Learner 大數據分析：每年完成 50 篇以上文章和練習的學生，中英文成績平均提升 8.2%，最高
超過 60%。每年完成 100 篇以上文章和練習的學生，中英文成績平均提升 11.7%，最高超過 130%。

i-Learner 年度常規活動列表（還有其他很多豐富的活動會舉辦）
日期
9 月至 10 月

活動

日期

活動

國際教師節 –為老師獻上感謝

3月

上學期頒獎典禮

全港學生才藝大賽

4月

世界閱讀日活動

12 月底-1 月

聖誕卡設計大賽 & 跨年許願樹活動

5月

書蟲家居設計大賽

農曆新年期間

農曆新年揮春設計大賽

6月

下學期捐書義賣活動

上學期捐書義賣活動

7月

下學期頒獎典禮

11 月

2月

50

i-Learner 智學教育中心
免費評估一次
(價值 500 元)
(適合四至十六歲學生)
(提供評估科目：英文、
中文及數學；評估內容包
括學科全面知識掌握程
度、學習風格等

i-Learner 獎勵
1. 定期獎狀：優秀學員獎、最佳班級、最佳進步學生 (全部設最低平均分數)。
2. 每年頒獎禮(大學講堂)：全港各平台各級別約首 30 名。
3. 每年網上頒獎禮：全港各平台達至指定完成篇章及平均分數，可獲電子獎狀及電子禮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