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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統需求 

請到 http://e-smart.ephhk.com/ephreader/ 查閱最新的系統需求。 

 

 

 

2. 如何安裝 

「EPH Reader」適用於 iOS, Android 及 Windows 系統的電子平台，安裝方法簡易快捷，方便在不

同環境下使用。 

 

2.1 iOS 系統的平板電腦 

i. 到 http://e-smart.ephhk.com/ephreader/，於 iOS 版下載區查閱要安裝的平板電腦是否符合

本系統的安裝條件；如符合，閣下可點擊蘋果圖示右邊的「下載」按鈕。 

 
 

ii. 或，直接於 App Store 搜尋「ephreader」，找出本社電子課本。 

 
 

iii. 點擊「FREE」開始下載。待「FREE」變成「OPEN」後便可開啟使用。 

 

http://e-smart.ephhk.com/ephreader/
http://e-smart.ephhk.com/eph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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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ndroid 系統的平板電腦 

i. 到 http://e-smart.ephhk.com/ephreader/，於 Android 版下載區查閱要安裝的平板電腦是否符

合本系統的安裝條件；如符合，閣下可點擊 Android 圖示旁的「下載」按鈕。 

 

 

ii. 或，在 Google Play Store 搜尋「eph reader」，找出本社電子課本。 

 

  

iii. 點擊「安裝」及「接受」後開始下載，待出現「解除安裝」及「開啟」時，點擊「開啟」；  

 

 

 

iv. 或待安裝完成後，在 Android 的桌面找到 ，點擊即可使用。 

 

  

http://e-smart.ephhk.com/eph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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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Windows 系統的電腦 

i. 到 http://e-smart.ephhk.com/ephreader/，於 Windows 版下載區查閱要安裝的電腦是否符

合本系統的安裝條件；如符合，閣下可點擊 Windows 圖示旁的「下載」按鈕。 

 

 

EXE 安裝包會自動下載並儲存至檔案夾，用戶可直接點擊瀏覽器上的顯示，或於 Download 

檔案夾找到該執行檔。開啟資料夾執行 EXE 安裝包。 

 

 

ii. 或使用本出版社提供的安裝光碟，把本社電子課本安裝在電腦內。 

  

以 Chrome 為例，用戶可以在

下載 exe 程式後，直接點擊左

下角顯示開啟執行檔，然後點

擊「執行」開始安裝。 

放進光碟後，點擊「執行

Setup.exe」，書架便會打開。 

http://e-smart.ephhk.com/eph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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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然後選擇安裝過程中使用的語言。有繁體中文及英文供選擇。 

 
 

iv. 進入安裝精靈後，跟隨指示安裝。 

 
＊EPH Reader 的 Windows 版本分為個人版及伺服器版。學生和家長在安裝時，請選擇個人版；

而學校安裝時，可選擇個人/伺服器版。 

 

v. 個人版 (建議學生和家長安裝) 

個人版是供單一用戶於私人電腦使用的版本，需用系統管理員身份進行安裝。 

 

點擊「下一步」 

選擇安裝「個人版」，然後點擊「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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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桌面或「開始」工具列上，點擊 便可開始使用本社電子課本。 

如想再檢視或更改設定，點擊「上一步」

回到之前步驟；確定安裝資料後，點擊

「安裝」。之後 e-book 會自行安裝，在

此期間請不要關閉安裝精靈。 

出現「安裝完成」提示，這時可以點擊

「完成」。 

選擇安裝 e-book 的資料夾位置。系統會預設

e-book 安裝在電腦 Program File 裏，用戶亦可以點

擊「瀏覽」選擇其他目的資料夾。選好後點擊「下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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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伺服器版 

伺服器版是安裝在作為伺服器的電腦內，供多部電腦使用的版本。需用網絡系統管理員

身份進行設定及安裝。 

在安裝伺服器版前，你需要先在伺服器中自行新增一個共用資料夾。此共用資料夾將作

為 EPH e-textbook 程式的安裝目錄，建議放置在對所有用戶都比較容易操作的路徑下，

不建議設置在程式默認的安裝路徑（例如 C:\Program Files）。此共用資料夾需要開放對所

有使用 EPH e-Textbook 的網絡用戶的讀取權限，安裝完成後，此資料夾下的“books“資料

夾需要對所有使用 EPH e-Textbook 的網絡用戶開放讀寫權限。設定步驟參考如下： 

 

 

然後選擇「安全性」欄，點擊「新增」，

以加入適用的成員。而下方的「權限」，

如果可供選擇，請剔選允許「讀取」和

「寫入」。附圖中已預設規定，所以不必

更改。 

點選資料夾，右擊滑鼠打開「內容」，然

後在「共用」欄選擇「共用此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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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資料夾的設定後，可以開始進行安裝。 

 

 

 

 

選擇安裝「伺服器版」，然後點擊「下一

步」。 

點擊「新增」後，會出現這版面，選擇

自己學校的網絡，並在下方空白處輸入

或選擇適當成員的名稱。 

選擇安裝 e-book 的資料夾位置。你需要點

擊「瀏覽」選擇你已新增的共用資料夾。選

好後點擊「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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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的安裝程序跟個人版一樣。 安裝完成後，用戶可以直接使用伺服器的 EPH e-Textbook。

請注意：在使用 EPH e-Textbook 前，必須於用戶端的電腦安裝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以下為兩種使用伺服器 EPH e-Textbook 的方法。 

如果貴校使用的網絡穩定和快速，可以直接打開共用資料夾，點擊 使用本社電子課本。 

 

 

如果貴校使用的網絡不太穩定，我們建議用戶把共用資料夾複製到自己的電腦內，才使

用電子書架，免除因網絡速度而影響傳送質素。但系統管理員需要保證用戶對自己電腦

保存電子書架的目錄有讀寫權限。 

 

 

  

如想再檢視或更改設定，點擊「上一步」回到

之前步驟；確定安裝資料後，點擊「安裝」。之

後 e-book 會自行安裝，在此期間請不要關閉安

裝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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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登入 

於不同系統的介面，以老師、學生身份登入，功能會略有不同。 
 

3.1 iOS 及 Android 系統的平板電腦 

i. 成功安裝後，桌面會出現「EPH Reader」捷徑 ，點擊打開本社電子課本。 

 
 

ii. 打開後，於登入頁面輸入你的 EPH ID 及密碼，然後按「登入」按鈕。 

 
＊ 老師登記 e-Smart 帳戶時，用作收取確認電郵的電郵地址就是 EPH ID，我們建議老師以常用的電郵地址

作為 EPH ID，避免忘記。如果老師忘記密碼，可到 e-Smart 網頁輸入 EPH ID 然後重設密碼。 如果學生

忘記 EPH ID 和密碼，需向老師查詢，老師可以於 e-Smart 網頁內的  裏的「學生列表」找到。 

 

iii. 登入後，便會進入書架，列出用戶已選用的電子課本。 

在此輸入 EPH ID 和密碼，再點擊下

面的「登入」按鈕。 

QR Code 登入只讓學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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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Windows 系統的電腦 

i. 成功安裝後，電腦桌面會出現 EPH Reader 捷徑，點擊 打開本社電子課本； 

  

ii. 或，在 Windows 工具列上找到 EPH Reader 的程式資料，點擊 打開。 

 

 

 

 

 

 

 

iii. 登入方式與 iOS 及 Android 版相同；老師或學生登入後，會看見電子書架介面。介面操作

大致與其他版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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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戶指南 

於電子書架中，點擊  然後按  查閱最新的用戶指南。 

 
 

 

5. 常見問題 

請到 http://e-smart.ephhk.com/ephreader/ 按                  下載及查閱最新的常見問題

集。 

 

 

6. 聯絡我們 

如你對「EPH Reader」有任何查詢，請按以下網址的聯絡方法與我們聯絡：

http://ephhk.popularworldhk.com/zh/home/contactus/enquiry.do#primary。 

 

本社同事將會儘快回覆有關查詢。 

 

 

 

※完※ 

點擊「用戶指南」按鈕來打開最新

的用戶指南。 

 
EPH Reader 常見問題集 

http://e-smart.ephhk.com/ephreader/
http://ephhk.popularworldhk.com/zh/home/contactus/enquiry.do#prima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