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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成立於2016年1月

旗下有《大公報》、香港《文匯報》、《香港

仔》等報章和大公文匯網、大公網、香港文匯

網及覆蓋移動端、社交媒體的眾多新媒體平臺

是愛國愛港的全媒體傳媒集團。

集團立足香港、背靠祖國，堅持錯位發展、融

合發展，新聞採集和發行網絡覆蓋香港、內地

及海外。目前，集團涉及領域除印刷發行、廣

告拓展及公關推廣外，還包括新媒體運營、培

訓諮詢、活動策劃、圖書出版、論壇博覽、海

外文化推廣交流、海外華媒合作等。

關於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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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 1 90 2年6月 1 7日創刊於天津，是現存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報
紙。報名釋義：“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2012 年，大公報迎來
創刊  1 10  周年，習近平和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栗戰書、汪洋、
趙樂際等中央領導人，以及國家部委、各地主要領導和港澳臺政商界、

社會名流都發來賀信及題詞。

100多年來，大公報始終堅持文章報國的愛國傳統，忠實地記錄歷
史，積極參與和推動歷史。 1941  年，大公報獲美國密蘇裏大學新聞學
院授予“新聞事業傑出貢獻獎”，是迄今唯一獲此殊榮的中文媒體。

自創刊以來，大公報群星燦爛，被譽為「新聞界的黃埔軍校」，湧現

了張季鸞、胡政之、王芸生、徐鑄成、範長江、費彝民、蕭幹、朱啟

平、查良鏞（金庸）、梁羽生等一大批中國新聞史上的著名人物。進

入  20  世紀  80  年代，大公報為香港的平穩過渡和順利回歸，發揮了
輿論先導作用。香港回歸祖國之後，大公報與港人同呼吸、共命運，

忠實記錄並推動了“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為香港繁榮穩定作出了

積極的貢獻。



香港文匯報於1948年9月9日創刊，以愛國愛港為宗旨，堅持“文以
載道、匯則興邦”的理念和“包容、合作、創新、拓展”的準則，權威

性得到香港社會各界的肯定和認同。2013年9月，香港文匯報復刊65周年
之際，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來賀信，高

度評價文匯報“取得了驕人的成績”。

香港文匯報見證了新中國誕生和發展的歷史，記錄並推動了香港踐

行“一國兩制”的歷程，是香港與內地之間資訊交流、相互瞭解的重要

橋樑，其對中央政府方針政策的權威解讀，對港澳臺時政及民生的深入

報導，廣受讀者關注。香港文匯報立足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每

日出版約六十版，除在香港、內地出版發行外，還同步在美國、加拿大、

法國、俄羅斯、南非、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韓國、澳洲等國家和

地區發行 35 個海（境）外版，每日總銷量超過 200 萬份，讀者遍及五
大洲。



過往活動介紹



范長江行動同學會

自2014年起，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旗下大公報已連續 年舉辦「范長江行動」系列活動，組織帶領香港本地學生，

先後奔赴內地、遠走海外，行走各具特色的路線，讓學子們在實地採訪中學習、體驗傳媒工作的同時感受祖國的發展

變化與成就。

「范長江行動同學會」冀通過廣泛進行內地採訪體驗、新聞寫作講堂等活動，以培養香港傳媒新生力量，將新中國新

聞事業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范長江的記者專業精神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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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歷年活動海報（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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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歷年活動剪影。



致力組織及推動香港青年認識祖國活動， 推動香港與內地青年的聯誼和交流，讓更多香港青少年學生能
深入了解內地社會情況、政治制度、經濟發展、 教育狀況、科技成就和企業管理動向，促進與內地政治、
經濟、科技、文化、體育等各界青年的合作， 攜手共同發展；培養和凝聚對香港、對祖國有承擔、有抱
負的年輕新一代，幫助他們實現成為國家「未來之星」的理想。

未來之星同學會(Future Star Federation of Student) 是在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

團領導下，按照香港社團條例註冊成立的青少年公益組織。2005年10月20日，

在國家有關部委、香港中聯辦、香港特區政府的支持下，由香港文匯報牽頭成

立了未來之星同學會。本會的宗旨，是組織及推動香港青少年認知祖國，了解

國情；推動香港與內地青少年的聯誼和交流，促進香港與內地青少年之間的合

作，攜手共謀發展；培養和凝聚對國家、對香港有承擔、有抱負的年輕一代，

幫助他們實現成為國家「未來之星」的理想。目前，未來之星同學會已擁有

6,000餘名會員。



「未來之星．傳媒班—互聯網+主題團」
「傳媒班」是未來之星的重要品牌活動。於2007年開始與
中國傳媒大學合作舉辦，給香港本地學生提供一個於中國傳

媒大學學習及交流的機會。自2016年起，「傳媒班」在了解
基本國情的基礎上增加了「互聯網+」主題，旨在幫助香港
大學生深入了解國家互聯網發展戰略以及在「互聯網」應用

領域所取得的進步。

下圖：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編輯李大宏（圖中）與

「未來之星．傳媒班-互聯網+主題團」交流團學員參與互動直播。



「未來之星．中國國情教育課程班」

自2005年首次舉辦，「未來之星．中國國情教育課程班」已成為
「未來之星」的一大品牌活動，旨在幫助香港青年全面深入了解國

情、緊隨時代砥礪前行，也為香港學生提供於清華大學學習及交流

的機會。

除了理論學習，同學們此行還參加了豐富多彩的實地探訪活動，具

體包括走進解放軍三軍儀仗隊、抗日戰爭紀念館，  「七七事變」爆
發地盧溝橋，遊覽長城、故宮 、國家博物館等。

上圖：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姜亞兵（左一）

向2019「未來之星．中國國情教育課程班」學生頒發結業證書。



兩地師生交流活動

對內地與香港兩地社情的深度掌握，並依託兩報身後的歷史底蘊，集團組織開展了多次兩地師生交流

活動，為兩地師生互相加深認識、豐富見識、增進共識作出積極貢獻。

蘭州大學傳媒學子暑期夏令營
中國傳媒大學

「青年教師國際媒體創新研修班」
浙江大學傳媒學子暑期夏令營

圖1：在香港城市大學邵逸夫創意媒體中心正門合影
圖2：參觀大公報、香港文彙報報史館
圖3：時事評論員、香港資深媒體人、著名主持人李燦榮就“新聞採訪的技巧及突發新聞的應對”展開了授課。



圖片為香港內地交流團同學在熊貓基

地做「星級」義工，跟隨飼養員打掃

熊貓圈舍、製作大熊貓窩窩頭、親手

飼餵熊貓。



千里冰封、萬里雪飄！內地交流團的同學們切切實實地感受到了東北的冰雪之美和滑雪的樂趣感受與

香港截然不同的冬季風情，度過一個不一樣的白色聖誕。



內地交流團同學考察中國人民解放軍

空軍航空兵第四師，是次亦是「空四

師」基地首次向公眾開放。同學們親

身步入中國最新型的軍事運輸機機艙

內觀摩，與官兵面對面交流，近距離

了解國家軍事力量和科技研發能力的

強大，見識真正的「鯤鵬」展翅。



千里冰封、萬里雪飄！內地交流團的同學們切切實實地感受到了東北的冰雪之美和滑雪的樂趣感受與

香港截然不同的冬季風情，度過一個不一樣的白色聖誕。



全港學生中國

國情知識大賽

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和

未來之星同學會聯合主辦，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港澳台

事務辦公室、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

派員公署、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教

育科技部支持的「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已成功連

續舉辦了 屆。

全港小學、中學、大學及專上院校等學生踴躍參與，去年

的參加人數達 多名，分別來自全港18區180間學校，

是現時本港最大型的國情知識競賽活動之一。,國情大賽已

成為了香港學生和市民學習中國歷史、了解中國文化的重

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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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千人初賽活動現場。

左圖：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右一）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左一）為第十屆大賽勝出學生頒獎。



香港青少年

書法大獎賽

「香港青少年書法大獎賽」是由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作為指導單位，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中國書法家協

會聯合主辦，為香港 、 的年度書法賽

事。

比賽宗旨是「 」，意在鼓勵香

港青少年以筆書寫家國情懷，增強香港青少年的民族和

文化認同感、傳承中國文化。

迄今為止，「香港青少年書法大奬賽」已經成功舉辦了

屆，目前已發展成為了受兩地社會各界高度認同的，

傳承中華書法文化的關鍵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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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右一）與中聯辦宣文部副部長張國義（左一）

為大賽勝出學生頒獎。

右圖：現場筆會大合照。



媒體及資訊素養項目



專題課程

Ø 媒體發展史、角色和功能

梳理媒體發展史，並詳細介紹傳統媒體、電子媒

體及其網絡媒體的角色、功能和作用。

Ø 換個角度看新聞—新聞如何產生
研究和探討影響新聞角度選擇的記者自身因素諸

如政治立場、新聞理念、人文素養、思維品質、

學識水準，並進一步分析這些因素在記者選擇新

聞角度時產生的作用。

Ø 社會事件中的媒體角色差異

以社會發展中的各類時間為基礎，對媒體所扮演

的不同的社會角色進行分析，揭示媒體的社會職

能，以及媒體作為社會構建的要素的重要地位。

Ø 香港媒體輿論生態解讀
香港媒體的基本情況、特點及其關注的內容。

Ø 媒體價值和自我價值

媒體文化已經成為現代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一種

文化存在方式，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方式，尤其是

青少年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探討如何利用媒

體文化重塑青少年的積極向上的價值觀。

Ø 國安法背景下，媒體的邊界解讀

國安法背景下，言論自由的法治邊界



媒體參訪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鳳凰衛視

新華社香港分社

聯合出版

其他機構（內地駐港媒體等）

了解不同媒體的成長歷史、發展歷程及獨家特點。

深入到各家媒體進行學習，從內容生產的選題來源、立場觀點呈現、渠道特點的把握到製作技巧的總

結，與一線團隊人員進行充分交流，全方位體驗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運營。



l 新華社

l 人民日報

l 其他機構

   （粵港澳大灣區知名媒體機構等）

藉助科技力量，開展多形式的線上活動，

讓身處香港的師生亦可參觀訪問內地傳媒

機構，了解更多行業資訊。



其他相關活動

Ø 香港小記者體驗活動

Ø 「UP主」的一天 - 短視頻運營體驗活動

Ø 全媒體學習工作坊

Ø ……



項目類型 專題課程 媒體參訪

參加對象 全港中小學教師、學生、家長

活動方式 面授、線上講座
本地參觀

線上體驗

活動語言 英語、粵語、普通話

活動時長 2-3小時

本地參觀：1-2日

雲端參觀：2-3小時



未來合作計劃

兩地體育文化活動

• 足球
• 乒乓球
• 三人製籃球
• 電競

兩地師生交流活動

多形式多角度互動活動，推動香

港與內地青年的聯誼和交流

課後活動課程定制

• 書畫
• 媒體素養
• ……

兩賽活動持續推廣

兩賽為香港學生了解歷史、感受中國文化發揮

了積極作用個，惟需要發揮持續效果，還需要

社會各界齊心合力，眾志成城。

·



聯絡我們

電話 （852）2871 5301 （852）2873 9824

電郵 info@hkwwmc.com lxbai@wenweipo.com

網址 https://www.tkww.hk/

地址 香港 香港仔 田灣海旁道7號 興偉中心 29樓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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