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樂生 產品指南

Accelerated Reader®
Star Reading®
Star Early Literacy®
Star Math®
Star 360®
myON®

提高學生英文閱讀能力
賦能教師個性化教學，並減輕教學負擔

來自美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 K-12 教育領導者
睿樂生 Renaissance Learning 源自美國，是 K-12 英語測評和閲讀
行業的權威領軍企業。公司在美國擁有 6 処辦公室，也分別在加拿
大、英國、澳大利亞和中國大陸設有分公司，全球擁有超過 1200
餘位員工。目前，美國超過三分之一的學校以及英國約一半的學校
都在使用睿樂生的個性化分級閲讀和測試解決方案。睿樂生現在擁
有 1800 多萬學生用戶，多年來更是積纍了 28 億學生的真實數據，
足跡遍佈全球 100 多個國家，為世界各地的孩子帶來富有創造力、
高效、快樂的學習方式。

北美
美國有超過三分之一的
學校使用睿樂生教學解
決方案。加拿大市場也
在壯大。

歐洲
英國分部與 1999 年建
立，在英國和愛爾蘭有
6000 餘所學校使用睿樂
生產品。

亞洲
睿樂生在北京設有辦公室，中國
大陸有 700 餘所國際學校和教
育機構使用睿樂生產品。台灣、
香港、澳門、泰國、新加坡、菲
律賓等地區也有多所國際學校、
機構國家和使用睿樂生產品。

澳大利亞
進軍澳大利亞市
場以來，睿樂生
已擁有 250 餘家
學校客戶。

南美
睿樂生產品適合南
美、加勒比地區的英
語學習者。

中東/北非
幫助中東和北非地區
的上百所學校提升學
生英語學習水平。

睿樂生產品組合
睿樂生 Star Assessments™ 測評系列為教育工作者
提供精準數據報告和建議，幫助清晰瞭解每個學生
的真實能力，制定個性化教學方案，幫助所有學生
發展未來成功所需的技能，讓學生們發揮最大潛力！
Star 360 ®
Star Reading ®
Star

睿樂生的個性化在綫英語閲讀訓練產品系列將 K12 練習
與學生自身程度相結合，以便因材施教，通過個性化學
習促進學生成長；myON 是以學生爲中心的個性化綫上
圖書館，可無限量閲讀 6000 多本英語原版有聲圖書，將
閲讀内容與每個學生的興趣和水平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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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使命
提高全世界不同水平、種族和社會背景的所有兒童和成人的學習能力。

睿樂生概況

29億
真實數據

1200 名
身負使命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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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乐生

全球

全球

1800萬

5.2萬
所學校

35 年
教育創新

學生用戶

業務覆蓋

福布斯最值得信賴

屢獲殊榮的

全球 100 多個國家

百强公司

教育軟體

權威英語測評
計劃更加
可視化
K-12 階段能力測評系統，360
度展現學生水平和技能，利用數
據提供有效的教學指導

最全面的 K12 學生測評系
統，包括 Star Reading,
Star Early Literacy, Star
Math 和 Star Custom

加速
學生成長

更多時間
用於教學
學生參加約 20 分鐘的測試便能
立即得到精準報告，讓教師有更
多時間投身教學

積纍了超過 29 億的真實數據，
幫助老師制定個性化教學方案，
讓學生發揮最大的閲讀潛力！

■

20 分鐘測試，就能即時獲取整個班級的多項報告

■

為任意科目創建自定義測評

■

為英語閲讀、數學技能及其他學科技能預先設定測評項目

■

爲學生分配測評任務，有效組織教學周期

■ 為美國 CCSS 州立核心課程體系、英國 New National Curriculum
和 IB 國際課程打造的，基於技能的測評系統
■ 學生參加約 20 分鐘的測試便能獲得可靠結果

K-12 英語閲讀測試系統——
電腦自適應技術及大數據分析
幫助老師個性化定位學生各項
閲讀技能水平

■ 每次測試一共 34 道限時題目
■ 題目難度根據學生水平自動調整
■ 提供標準化分數、閲讀級別水平、測試分數、建議技能、學生成長百
分比、閲讀範圍推薦值等數據
■ 掌握學生在學期及學年間的學習進程
■ 與 ATOS 及藍思 Lexile 系統相對應

賦能教師個性化教學，減輕教學負擔 05

權威英語測評

■ 評估多個領域的數學技能
■ 學生參加約 20 分鐘的測試便能獲得可靠結果
■ 一共 34 道限時題目

K-12 數學能力評估——
釋放每個學生内心的“數學家”

■ 提供篩選、進度追蹤、教學計劃、量表化分數、學生成長百分比和診
斷報告的數據
■ 掌握學生在學期及學年間的學習進程

■ 為美國 CCSS 州立核心課程體系、英國 New National Curriculum
和 IB 國際課程打造的，基於技能的測評系統
■ 學生參加約 20 分鐘的測試便能獲得可靠結果
■ 有語音圖像支持的 27 道限時題目

啓蒙階段英語技能測試系統
——開啓英語閱讀良好開端

■ 提供篩選、進度追蹤、教學計劃、量表化分數、學生成長百分比和診
斷報告的數據
■ 掌握學生在學期及學年間的學習進程

■ 教師可便捷地為任何科目自行創建在綫測評
■ 可應教學需求提前指定題目，可用於制定英語閱讀、數學及科學等其
他課程的在綫測評

K-12 學生測評自定義創建工具

■ 爲學生分配測評任務，有效組織教學周期

為教師帶來可靠數據
瞭解學生現有水平和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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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樂生

通過學期始末測試
結果制定教學計劃

通過歷史數據掌握
學生學習進程

發現學生英語
技能缺陷

英語分級閲讀

吸引學生
强大的訓練系統按學生水平和需要
佈置練習、跟蹤學生的學習進程

激勵實踐
個性化的目標設定有助激發學生
興趣及動力

促進成長
產品效果得到 180 多同行評審
文章、獨立評估和研究的驗證

■ 根據學生自身情況設置具體可實現的閲讀目標，觀測和促進其英語
閲讀能力的發展
■ 與 Star Reading 測評系統配對，幫助學生找到與其閲讀水平相匹
配的圖書

應用最廣的英語閲讀訓練產
品之一，提供以學生為本、
以教師爲導向的練習

■ 有超過 20 萬本英語原版圖書的配套閲讀練習可供選擇
■ 提供閱讀理解、讀寫、詞匯和語音輔助測驗，根據學生的閲讀歷史
記錄提供個性化圖書推薦

Accelerated Reader Bookfinder™
AR Bookfinder（www.arbookfind.com）是一個爲父母、監護人、
學生、教師和圖書館員創建的網絡搜索引擎，可根據學生閲讀水平搜
索有 Accelerated Reader 配套練習的圖書。數據庫中有 20 餘萬本圖
書的信息，學生永遠不會因爲書讀完了不知該再讀什麽而發愁。

教

个性化教学，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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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分級閲讀

■

無限量使用
24 小時全天候綫上綫下使用

■

全球個性化在綫英語
原版圖書舘，完美提
升學生各項閲讀技能

■

完美適合英語學習者

■

内置閲讀工具箱

内置熒光筆、便利貼、讀寫表情包和其他諸多閲讀工具

個性化學習
按照學生的興趣和藍思閲讀等級個性化匹配圖書

用戶遍佈全球

全球有七百餘萬學生使用

全球個性化
在綫英語閲讀平臺
睿樂生 myON 是一款以學生爲中心的的個性化在
綫英語閱讀軟體，可無限量閲讀超過 6000 本電子
原版圖書。圖書可根據每個學生的興趣愛好、年級
和藍思閲讀等級進行匹配，並内置一整套閲讀工具
箱和支持功能來鼓勵學生參與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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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乐生

英語分級閲讀

即帶來閲讀樂趣，又提供教學支持
教師可以在 myON 上佈置閲讀、寫作和思維導圖等小作業來支持課程教學和區分化教學。教師可以通過學生
在平臺上的划重點、筆記、日志和寫作記錄監督學生學習、提供輔導，并根據需要進行區分化教學。

無可比擬的書庫和功能
在我們的個性化英語讀寫平臺上，既有小説類也有非小説類的原版
電子圖書。同時還有可選的閲讀輔助功能和整套讀寫工具，增强學
生對文本的深入理解。

有重點地進行評估
實時數據：
• 追蹤學生閲讀活動：打開圖書、讀完圖書、
圖書選擇、閲讀時間長度
• 評估成長進度：藍思基準和讀後習題
• 建立目標：有動力的學習者閲讀頻率更高、
閲讀時間更長/教師可根據 14 個數據測量
標準設立目標，觀察每個學生的進度

Sarah Smith : 4th Grade : Oak Grove Elementary

Jul 1, 2017 — Jan 19, 2018

Reading metrics

Reading on myON since 2016!

Reading minutes

Books

Words read

2,631

338

211,629

When I read

5,785 Since 2016

269 Completed

5,330 Pages read

Before 8am

In school

After 3pm

Weekend

52 min

1,210 min

502 min

865 min

連結學校和家庭
瞭解學生每日在家閲讀的
重要性，並幫助確保學生
在學校和家庭都能自由閲
讀自己喜歡的圖書。

Last 6 books read

myON NEWS
Reading minutes

392

Articles read

45

Lexile

Higher Pay for Walmart Workers

Soccer Shocker for USA

A Sand Cat for a Pet?

A Day 2 Remember

•• myON ••

Reading choices this year

Below
0 min

The categories of books this student typically reads

Fiction : 88%

On-Target
57 min

Above
2,573 min

Reading activity is considered On-Target when a book's Lexile is
within 100 below and 50 above the student’s current Lexile
ability.

Quiz question from Super Adventure
Q: Which is an aircraft that �oats and has no wings?
Readers

Favorite Characters

20th Place
351 min
Jan 6, 2018

Reading interests
12% : Non-�ction

Awards

Current

BR 30L

Last 4 articles read

Picture Books

Fairy Tales, Fables & Folklore

A: zeppelin

•• School ••

1st Place
193 min
Jan 17, 2018

學生個人界面截圖
左側是一張學生個人界面的截圖，
可清晰地看到學生在 myON 上的
閲讀活動。學生可通過登錄賬戶進
入個人使用界面，教師可將學生的
個人界面打印出來與家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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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分級閲讀

通過嵌入式支持工具
培養英語閱讀能力
通過閲讀支持、細讀和寫作工具以及”學習課題“工具，將 myON 整合到完整的英
語閲讀課程中。您可通過”學習課題“工具為個人、小組或整個班級佈置作業。

細讀工具

閲讀支持
• 向早期閲讀者、新興閲讀者及過渡性閲讀
者提供支持

• 熒光筆、圖形、繪圖工具
• 日記/筆記本/便簽

• 通過專業錄製的音頻極大改善英語發音

• 創建引文

• 内嵌字典，幫助學生結合上下文積纍詞匯

寫作工具

myON 學習課題

• 12 種思維導圖模板

• 創建和佈置個人、小組或全班學習課題

• 習作、書單和同學互評功能

• 創建自己的學習課題或使用其他教師共享的
學習課題

靈活性:
您的學生，您的選擇
所有的 myON 訂閲賬戶都有一個含數千本電子
出版物的核心書庫，您可立即擁有適合各種興
趣、不同年級和閲讀水平的小説和非小説閲讀材
料。您也可在收藏中添加滿足您需要和目標的附
加閲讀材料包，自定義您的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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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樂生

■
■
■

核心書庫：來自 Capstone 强大圖書家族
的超過 6000 本圖書
myON 經典：電子版英文經典名著
第三方出版社夥伴：可選擇添加近 7400
本第三方出版社夥伴電子書包

英語分級閲讀

讓學生
隨時隨地閲讀
每個學生都能無限制訪問 myON 個性化圖書館，充分激發自己的閲讀熱情。學
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和閲讀水平從書單中選擇自己想讀的圖書。

myON NEWS

Last 4 articles read

• 6000 多本來自世界著
名出版機構的英文原版
圖書
• 多種形式和類型：小
説、非虛構類、繪本
• 通過内置的詞匯測試和
興趣評估的個性化定制

• 學生現階段閲讀水平對標到歐洲標準語言框
架和劍橋考評結果，并顯示在 myON 學生
個人界面，給出學生現階段英語能力的科學
參考
• 自我檢測進度掌控，讓學生瞭解自己的學習
情況
• 老師們可以打印和共享學生個人的閲讀報
告，讓家長直觀地瞭解學生的進步

賦能教師個性化教學，減輕教學負擔 11

英語分級閲讀

熟能生巧
在綫上英語閲讀材料領域，myON 無與倫比。學生可全天候
訪問數千本多媒體電子圖書。圖書可根據每個學生的興趣愛
好、年級和藍思®閲讀等級靈活匹配。易於訪問，内容豐富，
讓老師輕鬆掌控一切。
睿樂生 myON™ 帶來：






超過 6000 本多媒體電子圖書，包括小説和非小説類別
無訪問時間限制，可在任何設備上在綫、離綫閲讀
嵌入式工具、閲讀支持和學習課題，以提高學生讀寫能力。
實時、有效的數據，瞭解學生的閲讀行爲和成長情況

myON 的革新性在於何處？點擊以下鏈接，聽聽教育工作者
的現身説法：

www.renaissance.com/literacy-game-changer

1 Evans, M.D.R., Kelley, J., Sikora, J., Treiman, D.J. (2010) 家庭學術文化和教育成功：27個國家地區的圖書和教育
2 樂學 (2017). 兒童和家庭閲讀報告。
3 睿樂生 (2018). 預測閲讀能力發展：閱讀理解的力量。
https://www.renaissance.com/2018/02/08/blog-predict-reading-growth-power-literal-compreh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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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樂生

讓學生有書可讀，
自主選書，培養自主
閱讀能力

500
平均 500 本書，對應著 3.2 年的閲
讀知識和能力積纍1

89%
的孩子説，
最喜歡的圖書是自己選的2

2倍

參與高質量日常閲讀練習的學生，
達到大學入學要求和職業準備基準
的可能性比同齡人高出2倍3

英語分級閲讀

加快閱讀能力培養

myON 是睿樂生產品組合的成員之一，可單獨使用也可與 Star
Assessments 和 Accelerated Reader 一起使用。三款產品可
互相連接，實現數據互通。myON 會根據學生 Star 測評的結
果，自動推薦符合學生 ZPD（推薦閲讀範圍）的圖書。圖書閲讀
完成後可一鍵跳轉完成配套的 AR Quiz。三款產品幫助教師為每
個學生制定個性化的英語閱讀能力培養方案，給予學生全天候的
綫上訪問權限並配以適合其水平的有效閲讀練習以及篩查和進度
監督，從而教師可以進行有效指導，以幫助不同能力和水平的學
生們獲得最大的進步。

數千本互動電
子圖書

科學的篩查及進
度監督

有效提升閲讀能
力的個性化練習

教

个性化教学，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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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樂生教育產品因卓越而享譽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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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樂生

myON™

Star Assessments®

Accelerated Reader®

Accelerated Math®

MathFacts in a Flash®

English in a Flash™

產品的豐富數據
非常出衆，爲目標教學提供了
寶貴信息。

通過將强大的測評數據與學生教學指導
規劃相結合，著實幫助學生快速、顯著
地提高了學習成績。
— 美國 Helena 公立學校集團

— John Dabell, 《中學教學雜志》獨立評論

Accelerated Reader 和 Star Assessments
是提高英語水平的一種自然方式，它們與
我們的閲讀指導計劃完美融合。
— 中國伊萊英語運營專員 徐錦

數據測評與管理員 Jilyn Chandler 博士

Star Assessments 不僅以數字方式進行管
理，而且只需輕輕一點即可立即得到測試結
果和分析工具。教師不再需要花時間改卷
子，有了更多時間用於分析測試結果，並規
劃對於學生的專門輔導。
— 英國 Manor Leas Junior Academy
助理校長 Chelsea Sandbrook

教

个性化教学，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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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請訪問：www.renlearn.co.uk/international/
郵件：international@renaissance.com
致電：+44 (0)20 7184 4040

致力於提高 K-12 學習者的閱讀能力和素養，
通過教育科技，賦能教師個性化教學並減輕教學負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